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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金国际青年成功发展计划
NYIF Success Development Program

Success
Developme
nt Program
3个模块，10次直播辅导讲座 + 网络研讨会
适用于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及适合的年轻职业人士。该计划旨在通过
国际顶级专家的直播辅导，帮助学生和年轻人提升整体情商能力。
❖

建设并巩固有效的沟通能力 （书面与口头演示能力）

❖

提升面试技巧和塑造持久的自信心，培育领导力
价格：$599 （或者￥3888）

领导力与沟通

面试策略和有效的论文写作

有效沟通是非常严格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技能
在正规教育中经常被低估或忽视。为了使个人和团队的
绩效最大化，有效沟通已成为一项关键能力，也是美国
名校或国际公司录取评估过程中所关注的核心能力。学
生将不仅学习演讲技巧，还将提高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人
沟通的能力。具体策略包括首位/新近效应、肢体语言
和情绪感染的力量。
我们的课程将根据学生的不同目标对“面试”从评估、
训练和策略的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检示。 我们的理念是
“一次成功的面试就是一场伟大的交谈！” 该项目将
提供在线沉浸式学习，帮助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舒
适，同时培养面试成功的关键技能。
将邀请学生参加纽约金融学院的校友活动，包括网络研
讨会和与专业人士的交流活动。

大学/研究生/职业发展

➢ 与常春藤盟校或同级别的高校的学生或应届毕业生
互动，学习他们在入学、选择学习专业、适应大学
生活、寻找实习机会以及进入职场等方面的经验。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成功人士和欧美顶尖大学的
资深校友分享他们教育、求职和成长经历。

领导力、情商建设和沟通技巧辅导课程
(10次直播讲座 + 网络研讨会）
系列讲座1：领导力与沟通
入学申请和就业准备的沟通技巧
演示技巧和公开演讲能力指导
成功录取的要素
不断提升“情商”的重要性
个人形象建设与商务礼仪

系列讲座2：面试策略和有效的论文写作
优势展示：是什么能让你成为一个获得成功的候选人？
如何传递你的个人强项：帮助你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面试成功的策略（从准备到实施）

如何在面试过程中提升你的表现
有效的论文写作 - 如何在描述自身的论文中有效地展示自己的兴趣和成就

研讨会：大学/研究生/职业发展
常春藤联盟等顶尖大学录取的重要因素
课外活动的力量（专业领域及领导力培养等）和重要性 – 研修项目/实习机会
探索/确定个人职业兴趣并选择研究生学习方向
职业发展 – 专业人士的成功路径

注：课程具有指示性；纽约金融学院可以决定讲座和大纲的最终顺序，并进行一些修改或完善，确保顺利执行课程，
并会在课程开始前将讲课顺序分发给已注册的学生。

职业环境中的交流（入学申请、求职面试、工作）不仅仅是分享信息，而是关于激发与鼓舞、说
服并促使与交流对象做出改变。注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要努力让我们的口头表达和文字保持一致
以促使我们的交流对象能从中获取准确信息并做出我们渴望的决策，这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心态。

系列讲座

入学申请和就业准备的沟通技巧

• 确定沟通的预期目标
• 了解建立沟通框架和营造情感联系的力量
• 从“介绍”到 “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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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地讲述你的个人故事

听众对演讲者的反应中90％是基于他们的所见的形象和声音，而不是演讲的内容。有效的演讲和
其他形式的公开演讲都是从与听众建立联系开始，然后通过感动、启发和说服听众来持续下去。
• 获取观众专注度的物理场景
• 用口头表达方式传递内容：结构、信号、3s规则； 首位效应和新近效应
• 通过远程沟通技术/平台（Zoom，Skype，Webex等）进行联系和沟通

成功录取的要素
成绩和考试分数很重要，但还不够。一个成功的候选人必须给考官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或她
（申请者）很适合这所他/她正在申请的学校或公司，同时要展示自身与其他候选人的不同，这样
才能脱颖而出。
• 创建个人品牌
• 撰写引人入胜的个人故事
• 实现有效的面试，包括通过电话、Zoom或其他技术手段的沟通

不断提升“情商”的重要性
情商（EQ）已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软技能，有助于个人和职业发展。要不断学习使用情商来管理
个人情绪，缓解压力，进行更有效地沟通，同情他人并有效管理冲突。
•
•
•
•
•

情商的定义
为什么在职场管理情绪至关重要
整合情商的四个象限
后疫情时代共情的作用
如何衡量、发展和掌控情商的技巧

个人形象建设与商务礼仪
高管风度（EP）取决于你个人的形象、你与他人的互动和你对他人的印象。EP是帮助领导者参与、
团结、激励和鼓舞人们采取行动的“秘密武器”。
•
•
•
•
•

为什么在职场中激发信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软技能
高管风度的三大支柱：沟通、外表和端庄
通过眼神交流、握手和简单的微笑赢得重要的“第一印象”
如何运用良好礼仪来建立个人品牌
礼仪的力量：获得注意力、说服并促成对方改变

领导力与沟通

演示技巧和公开演讲能力指导

确定自己独特的能力、技能和优势。我们的课程将根据学生的目标对“面试”从评估、训练和策
略的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检示。
• 超越分数：是什么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候选人?
• 发掘你自身独特而难忘的故事来突出你的强项
• 将你的强项与你所争取申请的学位项目或工作角色进行匹配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更放松自如地与陌生人交谈，并导入和讨论能展示他们优势和相关经验的话
题。
•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突出你的成就和独特技能
• 明星式的故事：为任何问题提供出色的答案
• 通过主动聆听的方式来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

面试成功的策略（从准备到实施）
我们的理念是“一次成功的面试就是一次伟大的交谈! ” 该课程将提供在线沉浸式学习，帮助学
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舒适，同时培养赢得面试的关键技能。
• 准备阶段：要做研究，了解面试目标项目（学位项目、学校或者公司职位）和其它面试的信息
• 如何让面试官站在你这边
• “一次成功的面试就是一次伟大的交谈!”

如何在面试过程中提升你的表现
一些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融合了自信、谦逊、同情、幽默和积极的肢体语言。他们常常雄
辩、清晰、有说服力。尽管很难定义，但成果往往是在引导他人对 “你已经赢得他人尊重和信任”
这一事实理解和接受。
• 在网络环境中如何彰显你的舒适感和自信
• 让面试官对你更感兴趣
• 将你的“个人品牌”与你在面试中所争取的机会结合起来

有效的论文写作 –
如何在文章中有效地传达兴趣和成就
你的文章通常是了解你的潜力、动机和沟通能力的最好方式。因此，你有机会证明为什么你是学
校或职位的完美人选，你将如何为社区做出贡献，以及为什么委员会应该接受你而不是其他申请
人。本课程旨在为你提供具体的帮助。
• 制定写作前计划
• 了解关键要素
• 讲故事的框架，文章结构和清晰的叙述
• 注意事项：小心避免常见错误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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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策略和有效的论文写作

如何传递你的个人强项：帮助你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系列讲座

优势展示：是什么能让你成为一个获得成功的候选人？

纽金专家
Fred 拥有40年的咨询经验：为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专业
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他是一位讲师、顾问、教师、作家和演说家，他的客户涵盖世界
一流的大公司和组织。
自1988年以来 Fred 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斯特恩商学院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担任EMBA项目的客座教授；在哥伦比亚
大学担任专业发展和领导力的客座副教授。2011年，Fred 被清华
大学任命为国际杰出学者，他在清华大学为研究生、政府、企业
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开设了一系列的讲座和研讨会。

Helio Fred Garcia

Fred拥有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哲学硕士学位和纽约
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政治和哲学学士学位（荣誉毕业生）。

Chuck Garcia 是 Climb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的创始人，他为高
管们提供领导力发展、公开演讲和情商方面的培训。他是一位专
业演说家，亚马逊畅销书作家，纽约77WABC电台的广播主持人。
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工程研究生院教授领导力沟通技巧。
作为一名在华尔街工作了25年的专家，他在彭博社 (Bloomberg)
工 作 了 14 年 ， 担 任 过 多 岗 位 的 领 导 职 务 。 他 曾 任 贝 莱 德
(BlackRock) 业务发展总监和 Citadel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董
事总经理。Chuck 也是一名登山运动员，曾攀登过四大洲的山峰。
Garcia 在 Syracuse University 获得金融学学士学位，在 Mercy 学院
获得组织领导学硕士学位。

Chuck Garcia

Maida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沟通战略家、沟通者、讲师和顾问，其
广泛的专业知识使其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多级指挥官中最资深的
沟通顾问之一。
Maida 是 Logos Consulting Group 的顾问，也是 Logos 危机管理和
高 管 领 导 力 研 究 所 (Logos Institute for Crisis Management and
Executive Leadership) 的高级研究员。在该研究所，她帮助企业领
导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提高沟通技巧，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其
声誉和人际关系。 她还担任客户服务主管。

Maida Kalic
Zheng

Maida 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并拥
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传播学硕士学位。

纽金专家
Chris 是纽约高管训练辅导公司 Advancity 的联合创始人和 Orion
Advisors 的创始人。20多年来，他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几家投资公
司面试了1000多名投资专业人士。Chris 曾在美林证券香港
(Merrill Lynch) 和安泰投资Hartford (Aetna Investments) 工作。在
创办Advancity之前，他担任欧洲最大的盈利性教育机构伽利略
全球教育 (Galileo Global Education) 的人力资源与战略全球主管。
Chris拥有佛蒙特大学 (University of Vermont) 的学士学位。他曾
在台湾生活了8年，会说普通话。

Christopher Cole

Quincy Krosby 博士是保诚金融 (Prudential Financial) 的首席市场策
略师。提供有关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的观点。此前，
Quincy 曾担任哈特福德 (The Hartford) 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和德意
志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Deutsche Bank asset management) 的全球投
资策略师。她还在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和巴林银行 (Barings)
担任全球市场职务。
在进入华尔街之前，Quincy Krosby 曾是一名美国外交官，在华盛
顿和美国驻海外使馆任职，其中包括在美国驻伦敦使馆担任能源
专员。除了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许多职务外，她还担任过美国商
务部助理部长，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任美国国别代表，这些
职务均需要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Dr. Quincy Krosby

Quincy 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并
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Patrick Colabucci 博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项目的主管。
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全球研究主管，
并在圣地亚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担任“讲师训练”和全球项
目的负责人。
Patrick 获得了美国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的博士学
位和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的硕士学位。他在亚洲生活
了近10年，会说普通话和日语。

Dr. Patrick
Colabucci

纽金专家
Mark Esposito 是 Kingsley Gate Partners （一家国际性的高管人力
资源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兼金融服务业务全球主管。
在此之前，Mark 曾担任 Sheffield Haworth Ltd. 的美洲区总裁，负
责北美地区的管理和战略发展。他还创立了 Sheffield 的美国公司
高管业务。在此之前，Mark 曾在 Sextant Search Partners 领导企
业管理业务，并在CTPartners 担任金融服务业务的创始合伙人。
他将最先进的、专有的、基于云计算的科学工具融入到广泛的高
管猎头职业中，来对候选人进行评估，从而确保与客户达到最佳
和整体的契合。Mark 亲身实践，以客户为中心的方法提供了可
衡量的价值，以便开发广泛的市场知识，从启动到安置和入职为
双方提供支持。Mark 的广泛搜索经验涵盖了金融服务行业的多
个部门和职能，包括全球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金融科技、保险、
信息提供商和专业服务。

Mark Esposito

Mark 拥有有葛底斯堡学院 (Gettysburg College)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Carin 是 Advancity 的客户关系总监。加入该公司前，她在美国罗
切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工作了12年，并在该大学的
西蒙商学院 (Simon Business School) 担任主力院长，负责学生参
与事务。 她在研究生院和企业面试技巧以及课程开发、客户参
与和学生成功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曾在财富500强公司的人力
资源部门工作。

Carin Cole

Carin 拥有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 学士学位和罗切斯特
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Jimmy 是纽约大学客座教授，负责教授纽约大学投资组合管理及
股票研究应用等课程，并同时担任Grey Fin Capital Management
and Partner 的 董 事 总 经 理 。 此 前 ， 他 就 职 于 知 名 基 金 公 司
Alliance Bernstein，作为全球、欧洲、亚洲大盘成长组合管理团
队的一名基金经理在伦敦、香港、纽约等地工作超过13年时间，
管理超过100亿美金的资产。他还曾担任交银国际资产管理公司
首席投资官。
Jimmy 拥有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经济与计算机
科学学士学位。并拥有注册金融分析师证书（CFA Designation）

Jimmy Pang

纽约金融学院 (NYIF) 成立于1922年，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创建。
纽约金融学院为金融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提供世界级的培训，是世界上第一
所在银行业、金融与公司领域提供讲师引导、以及网络培训课程的职业教育
学院。
纽约金融学院现在为全球领先的机构和金融专业人士提供最前沿的专业认证
和基于实操技能的课程。通过在线和现场授课的形式，为企业客户提供在线
学习课程、内部培训和公开课程、海外培训和企业解决方案。
纽约金融学院的校友已经超过130万，他们是精英金融专业人士，遍布全球
200多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和商业公司。纽约金融学院著名的校友包括传奇
投资家、慈善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先生。

纽金讲师（部分）

课程报名：https://info.nyif.com/nyif-success-development-program/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联系：Yfs-admissions@nyif.com

160 Broadway, 1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8, USA
www.nyif.com
(001) 347 842 2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