
     初级课程 日期  2022 周期 语言 城市
6月17-19日 周五 - 周日 中文 深圳
6月23-25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6月30日-7月2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8月4-6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8月11-13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8月26-28日 周五 - 周日 英文 北京/上海
8月26-28日 周五 - 周日 中文 深圳
10月13-15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10月27-29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10月28-30日 周五 - 周日 中文 深圳
12月2-4日 周五 - 周日 英文 北京/上海
12月8-10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12月15-17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1月6-8日 2023 周五 - 周日 中文 深圳

     中级课程 日期  2022 周期 语言 城市
自我实现 7月28-30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自觉选择 8月25-27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活在当下 9月15-17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融会贯通 10月27-29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自我实现 8月18-20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自觉选择 9月22-24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活在当下 10月20-22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融会贯通 11月17-19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自我实现 11月10-12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自觉选择 12月22-24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活在当下 1月5-7日 2023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融会贯通 2月2-4日 2023 周四 - 周六 中文 上海

自我实现 11月18-20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深圳
自觉选择 12月16-18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深圳
活在当下 1月13-15日 2023 周四 - 周六 中文 深圳
融会贯通 2月24-26日 2023 周四 - 周六 中文 深圳

自我实现 12月1-3日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自觉选择 2月2-4日 2023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活在当下 3月9-11日 2023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融会贯通 4月6-8日 2023 周四 - 周六 中文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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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腾中国 2022 共创式教练课程安排

（课程具体时间可能根据老师的安排有细微变动）

     课程                                                                                                                                                                                      价格

基础课程    11,800 人民币

中级课程    49,800 人民币 

基础课程和中级课程 
• 基础课程与中级课程一起报名，可享受优惠7,800人民币

   53,800 人民币 
  节省 7,800 人民币 

注：* 以上价格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 具体开课日期请以开课邮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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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                                                                                                                                                                                      价格

基础课程    6,500 人民币

中级课程    37,000 人民币 

基础课程和中级课程 
• 基础课程与中级课程一起报名，可享受优惠3500人民币

   40,000 人民币 
  节省 3,500 人民币 

注：* 以上价格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 具体开课日期请以开课邮件为准

思腾中国 2022 共创式教练线上课程安排
        基础课程 日期 周期 语言

基础课程 9月17-18日 & 9月24-25日 周六 - 周日 中文

        中级课程 日期 周期 语言
自我实现 7月1-3日 周五 - 周日 中文
自觉选择 8月12-14日 周五 - 周日 中文

活在当下 9月16-18日 周五 - 周日 中文
融会贯通 10月14-16日 周五 - 周日 中文

自我实现 7月14-16日 & 7月23-24日 周四 - 周六 & 周六 - 周日 英文
自觉选择 8月20-24日 周六 - 周三 英文
活在当下 9月21-25日 周三 - 周日 英文
融会贯通 10月26-30日 周三 - 周日 英文

自我实现 12月 中文
自觉选择 1月 2023 中文
活在当下 2月 2023 中文
融会贯通 3月 202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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