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從心觸發！
總裁「領導方與圓」公益研習班
從易經洞察人性管理的奥秘

世界經濟看中國。健康養生在自然
活動日期：2012 年 1 月 10-11 日
活動地點：金馬皇宮酒店
聯辦單位： 馬來西亞自然醫學教育學會、美國自然醫學研究院
執行單位：自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合作媒體：南洋商報

所有收益將捐獻資助美國自然醫學研究院 A.A.N.M. 與馬來西亞自然醫學教育
學會 M.A.N.M.E. 於 2012 年 4 月 16-22 日於吉隆坡召開的“2012 年世界中華
自然醫學高峰論壇暨美國自然醫學院院士高峰會」之經費用途”。

從易經洞察人性管理的奥秘
中國式管理之父～曾仕強教授教導如何做好企業“人性管理＂，建立企業文
化及讓企業體永續經營。

1. 洞察人性管理的基本概念

6. 無為的執行過程

2. 管理的思想型態

7. 有效的考核要領

3. 管理的三大主軸

8. 圓滿的溝通藝術

4. 樹狀的組織精神

9. 圓通的領導風格

5. 隨時調整的計劃方式

10. 合理的激勵方式

考慮問題“外方內圓＂，處理問題“外圓內方＂，這是領導一輩子的修煉。

曾仕強教授～中國式管理之父
曾教授，乃當今中國極具影響力的管理大師與培訓大
師。研究中國管理哲學近三十年，首倡中國式管理，
名動政、商、學界，享譽海外內。
英國萊斯特大學管理哲學博士，台灣交通大學教授、興
國管理學院首任校長，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人
類自救協會理事長、新人類文明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曾教授是一位學貫古今的著名學者，幾十年來一直醉心於中華文化和西方現代管理
學之研究，在國學、企業管理、哲學、教育等諸多領域皆有極高的造詣。30 年前，
世界 500 強企業尚無中國公司的影子，他就提倡「中國式管理」，被譽為【中國式
管理之父】至今，他在全球做了 5,000 場以上的演講，是台灣生產力中心調查最受
企業界歡迎的十大講師之一。
曾教授應中國中央電視台邀請，到百家論壇講述「經營之神胡雪嚴啟示」、「易經
與人生」收視率破全國之冠；2009 年十月曾教授又應百家論壇之邀講述「易經的奧
秘」，更是佳評如潮。
曾教授具有三大獨特的授課風格：“大智若愚、厚積薄發、化腐朽為神奇＂，講課
內容深入淺出，語言簡潔明瞭，視野開闊，見解獨到。
重要著作有：《中國式管理》、《總裁魅力學》、《領導方與圓》、《易经的奥
秘》、《曾仕强剖析胡雪岩商道》、《洞察易经的奥秘》 、《从管人到安人》等
等。

中華自然醫學看健康
財富離不了健康的身體！特別邀請台灣自然醫學養生專家～何永慶社長帶領大家進
行簡單、有效、無副作用的健康養生法，讓人人都能「少生病，或不生病，或生了
病比較容易好」而延年益壽。
二天當中，讓我們掌握如何可以讓「企業體永存、生命體健康」的觀念通及實施良
方。避免「因為年輕時，用旺盛的生命力所換取有限的金錢；在年老時，須用大量
的金錢來挽救虛弱多病的生命！」，而發生「人在天堂，錢在銀行」的遺憾。

特別嘉賓:何永慶～自然醫學養生專家
何社長是台灣自然醫學領域裡享有盛名的推廣教育家與實
踐者，亦是自然醫學文摘雜誌社社長暨發行人。
何永慶目前擔任中華自然醫學教育學會 秘書長、美國自然
醫學研究院亞洲區癌病研究中心 主任、自然醫學文摘雜誌
社 發行人/社長。多年來在中、港、台、日本、馬來西亞
等地區巡迴演說，交流倡導自然醫學頗有建樹。著有《為
癌細胞平反》一書。

活動特色及配套:
 小班制，限 30 位。每人皆有可就各自企業狀況教請明師的機會。
 二大明師傳授寶貴實戰管理及養生經驗，提供實務操作良方，必讓您觀念一
通，萬事順。
 養生晚宴，促進各行業參加者交流，開拓人脈。
 一套二天課程ＤＶＤ錄制提供，重複學習不花錢，值回票價。
 一套「曾仕強教授企業篇－中國經營之神胡雪嚴書及ＤＶＤ」價值 RM2,400。
（胡雪嚴堪稱近代中國最值得學習的經營之神，曾仕強教授採用美國哈佛大學
個案研究方式，配合劇情分段剖析，將數十年研究中國式經營學之心得融入其
中，鞭闢入理，把胡雪嚴成功精髓毫無保留提供我們參考）
 二天一夜住宿於優美環境金馬皇宮酒店，遠離俗事憂慮，放鬆自己。

收費：RM6,800。2011 年 12 月 15 日前報名優惠價 RM5,300（單人房），
雙人同行價

RM9,300。

洽詢熱線: 自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3-89451099 / 016-3397650 Grace / 012-2887650 Winston

總裁「領導方與圓」公益研習班
日期 ：2012 年 1 月 10-11 日
姓名
Name

（中）
Chinese

身分証號碼
IC No.

地點：金馬皇宮酒店 Palace of the Golden Horses
（英）
English

年齡
Age

性別
Gend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職業
Occupation

地址
Address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住家(H):

公司(O):

手機 (Mobile):

傳真(FAX):

最高學歷
Education

□ 小學 Primary

如何得知
How you
access

□ 中學 Secondary

電子郵箱
Email

□ 學院/大學 College / University

□ 碩士或以上 Master or above
報章 / 雜誌 / 電台 / 講座會 / 親人 / 朋友 / 本公司其他活動 / 其它（請列出）：

本人確認上述資料屬實並同意遵從主辦單位之安排。
I hereby confirmed above information and agree to observe all items
and conditions as established at the organizer

介紹人
Introduced
By

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參加者簽名 Participant’s Signature

支票指定收款人為：Naturistic Management & Consultancy Sdn. Bhd.
支票號碼：
付款方式
Payment
Method

銀行：

金額 RM：

郵寄：自然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Naturistic Management & Consultancy Sdn. Bhd.
35-4, Jln SP2/1, Tmn Serdang Perdana, Sec. 2,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
匯款：Naturistic Management & Consultancy Sdn. Bhd.
□Public Bank A/C No. 3115473018 □ Maybank A/C No. 512053324736

 支票 Cheque
 現金 Cash
 信用卡 Credit
Card
RM

注意事項：
1. 請詳細填寫此表格（可影印），連同支票或匯款單据以挂號郵寄或傳真至上述地址 / 傳真號碼。
2. 您將在報名被接受后接獲電郵/傳真通知，若在活動前一個星期沒有收到我們的通知，請即刻撥電聯絡。
取消報名：
1. 活動日期 14 天内通知取消報名，您可獲得 50%的退款，但建議您把名額轉讓給他人。
2. 活動日期 3 天内取消報名，你將無法獲得退款，但您可把名額轉讓給他人。

洽詢熱線：03-8945 1099

報名傳真：03-8945 5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