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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超級世界大師香港行  

**終極成功秘訣** 

全球過千人的商業領袖精英及企業代表齊聚香港  

主講嘉賓 演講主題 

羅傑‧道森Roger Dawson 優勢談判 

林軒熙博士 企業資本實戰 

陳安之 如何成為億萬富豪的秘訣 

張 斌 總裁 

姬劍晶 服務成交系統 

湯 華  互聯網成就一切 

肖建軍 如何在中國賺大錢 

陳東煒 如何打造第一品牌 

課程要素，各行其道 

當您了解到這些，我想您應該有了答案  

跟著內心的聲音走，您會獲得命運的轉機  

當然，你也可以繼續等待 

 但你絕對支付不起生命事業難題始終沒有解決方案的慘痛代價 

 如果此刻不付諸行動改變自己，十年後你來得及嗎？ 



  
2014年7月15日-17日、會在香港成功舉行世界大師香港行；香港作

為和向征著中國正將走向國際、尋求更多更廣闊的世界國際金融中心、

這次的世界大師香港行、正式拉開了中港的合作國際貿易合作機會、

不論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企業層面、對企業自身的壯大、發展、産業

結構的調整與國際市場的需求接軌、以及在産業鏈和産業集群招商中、

在國際環境的貿易中、要想取得決定性的優勢、企業和個人就必須適

應全球經濟的風雲變化、要學會掌控最有效的市場命脈、要學會金牌

策略行銷、要做到這些必須學習超級成功學與優勢談判、這次 陳安之

國際訓練機構 ── 「香港成功新天地」攜手與兩岸四地的商業團體為

給企業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學習培訓服務、將舉行一系列富民富國、

服務社會的大型超級演講、以及服務與公益活動；因此決定在香港舉

辦2014年首次大型演講會。屆時會邀請世界華人成功學權威陳安之老

師、羅傑道森、姬劍晶、洪啟瑞，張斌，肖建軍、湯華、陳東煒等演

講嘉賓現場授課，藉著面對面交流學習的機會，助全球的企業快速成

長，讓更多企業得以盡快發展及成功壯大，發展更多地域與建設，從

而增強在國際社會中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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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的聯合主辦方是 陳安之國際訓練機構 ── 「香港成功新天地」

與兩岸四地的商業團體、以及贊助企業的聯手必將是超強聯合。 

世界大師香港行 是一個以 “改善商業生態、推動商業進步” 爲使命，

推動中外商業思想交流的高端知名品牌；其自身有著深遠、廣闊的品

牌影響力，在國內不同城市成功舉辦多次演講活動，有著衆多的受衆

群體，亦是很多企業家夢寐以求的學習交流平台，其活動內容是完全

符合中國企業的發展和企業領導學習的品牌。 

世界大師香港行 同時本著 『整合一流、服務主流』的經營理念，以企

業領袖爲服務對象，持續引進享譽全球的商業大師，是中國最領先的

高端教育資源整合平台；讓中國企業家與世界頂級商業智慧大師直接

對話及面對面交流的第一平台。 

超級成功學、爲數萬計的企業家指導培訓，以旋風式的影響力，在市

場形成了良好的社會與市場雙重效應，引進領域涉及：－ 

  

 潛能開發 

 超級說服力 

 思維導圖 

 網絡營銷 

 總裁領導力 

 冠軍銷售法 

 團隊打造 

 市場營銷 

 

 

 財商管理學 

 品牌打造 

 客戶關係管理 

 組織戰略 

 猶太智慧 

 商業優勢談判 

 資本運作等幾十個商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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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一次與世界談判大師及亞洲著名頂尖演說家、行銷學講師面

對面學習交流的機會，打造獨一無二頂尖的人脈增值及知識突破

的交流平台。  

2. 通過三整日不同頂尖老師的分享，能有效地提升參加者的商業談

判技巧、擴展對外經濟活動的生存能力和市場掌控能力。 

  

  

 

1. 為大會的贊助合作伙伴打造一個超值的國際化商業平台 ── 參

加者來自兩岸四地，進一步提升贊助合作伙伴在本土以及全國的

企業形象，樹立尖端企業不可動搖的地位，爲品牌將來的擴張奠

定了穩固基礎，亦從而可以開拓有潛質的發展模式。 

2. 合作伙伴能無形地打造高品質的廣告 ── 借助活動整體的宣傳、

營銷、以及一系列媒體的報導或專訪等，讓合作伙伴的企業標誌

不斷與成功的形象掛鈎，無形中給目標消費群體和全社會灌輸一

次高品質的企業廣告。 

3. 參加者無論是已成功的企業家、領袖、精英，或是即將成功的人

士，絕對是龐大的優質企業客戶群，能夠有機會向所有參加者進

行大型銷講活動，除了有效提升品牌形象外，更可無限拓展有潛

質的銷售渠道。 

4. 通過活動的舉辦，爲合作企業帶去一次大師級代言的經濟效應，

大大提升企業品牌的知名度。 

+ 人脈增值 知識突破 創造更大的成功  

一次不可多得的贏銷合作機會 

6 



最有希望的成功者， 
並不是才幹出眾的人而是那些最
善利用每一時機去發掘開拓的人。  

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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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8%98%87%E6%A0%BC%E6%8B%89%E5%BA%95


人生成功的秘訣是當好機會來
臨時，立刻抓住它。  
                     狄斯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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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7%8B%84%E6%96%AF%E7%B4%AF%E5%88%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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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之 
亞洲頂尖演說家、世界華人成功學權威、億萬富翁行銷學超

級講師。 

當今國際上繼卡耐基、

拿破侖希爾、安東尼

羅賓之後的第四代勵

志大師、也是華人中

唯一一位國際級勵志、

行銷大師。曾經締造

過5項世界級的銷售

記錄、不僅是全亞洲

地區教育訓練界至今

爲止影響人數最多、

授課頻率最高的演 

說家、更是世界上極少數能夠以流利的中英文發表重量級演

說的超級演說家。曾在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幾

十個國家做過巡迴演講、每小時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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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之老師在二十多年的

演講生涯中，徹底領悟了

成功的秘訣。他認為：一

個人如果光是經濟上的翻

身，並不代表完全的成功。

一個真正的成功人士的定

義與要求是全方位的，即

事業，家庭，婚姻，健康，

情緒管理，經濟收入，社

會貢獻程度等各方面的全

面成功。作為一個美籍華 

費均高達兩萬美金以上。他震撼人心的演講及數十本暢銷

著作已形成了巨大的個人品牌魅力。 

亞洲成功學權威陳安之老師最大的心願是：以最短時間幫

助最多人成功，使中國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第一強國。他

以超強的毅力，出眾的才華在全國各地推廣他的超級成功

學，他激勵了無數的人，告別貧困走向成功。 

人，陳老師將西方心理學中的經典———成功學帶到了

中國；作為一個炎黃子孫，陳老師又將成功學的概念放

大，將中國傅統的最高智慧易學理論引進了成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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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道森  
世界談判大師  

政治高參、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白宮首席談判顧問。

20世紀末、他因單搶匹馬從伊拉克大獨裁者薩達姆手中

救回美國人貭而馳名國際政壇。 

在其長達近十年的總統談判顧問生涯中、他一直周旋于

美國白宮、參議院、耶路撒冷、巴尓幹等國際政治的漩

渦中心、歷經九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巴以和談、科索沃

戰爭等一系列衆多著名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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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談判大師 

羅傑.道森是商業談判的集大成者、舉世公認的全球第一商

業談判大師。"優勢談判、有效說服、自信決策"、等經典談

判理論的創始人。他所著的<優勢談判>和<絕對成交>、更

是成爲衆多企業總裁和經理人人手冊的談判<聖經>、特別

是他的代表作、優勢談判在全球發行量超過一千二百萬冊、

翻譯成法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三十八種

語言、連續三十周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被普林

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等美國名校指定爲必讀書目。 

實業大亨 

羅傑.道森擁有雄厚的商業背景、曾涉足地產、教育、休閒

服務等産業。在全美擁有數十個地產項目、年營業額提升到

45億美元以上、建立了28家分公司、僱用的員工超過一千人。 

  

演講大師 

羅傑道森是國際上著名的職業演說家、美國國家演說家協會

首席演說家。過去40年來、羅傑.道森在全球舉辦演講及研

討會不下千場、足跡踏過法國、瑞士、英國、中國、西班牙、

瑞典、俄羅斯、新加坡、日本等一百三十多個國家。羅傑.

道森被美國國家演說家協會授予CPAE(Council of Peers 

Award 6 of Excellence)獎、這也是協會所頒發的最高榮譽獎

項、象徵著公眾演講的最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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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証 

唐納. 川普(美國地產界

傳奇人物): 

我所見到的少數幾個天

才人物之一. 1990年, 當

我經營賭埸失敗, 負債 

92億美金, 面臨破產時, 運用羅傑教給我的談判策略, 讓我快

速東山再起. 5年還清所有債務, 並創造了62億美金的資產. 

 

<福布斯>: 

他是全美最權威的商業談判教練, 他在商務談判領域棋逢對

手, 他的關于商務談判方面的理論已成定律, 而他所著 <絕對

成交> 更是一本值得細品的佳作. 

 

<21世紀經濟報道>: 

作為商務談判大師集大成者, 羅傑. 道森40年來對談判的鑽

研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對各種商務談判策略瞭若指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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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軒熙博士 
資本實戰運營專家 
 
 
 
 
 
 

中國十大策劃人得獎者 

多家上市企業高級顧問 

美國摩利臣大學哲學博士 

世界傑出華人總會亞太區總負責 

聯合國TIPS特用《五字零學》始創人 

北京一定財商資詢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深圳市五零創富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裁 
 
林軒熙博士用20年的時間，走遍全球89個國家探索宇宙與人類的哲學定

律，獨創《五字零學》哲學體系，並獲得美國摩利臣大學哲學博士！ 

林軒熙博士用這套方程式令自己白手起家，以5張信用卡開始，短短五

年時間，從一無所有到擁有過億資產，林軒熙博士曾整合香港的保險業

及銷售業，並被譽為“使行業起死回生”的營銷大師，同時憑借《五字

零學》的獨特商業理論體系也獲得“智慧型商大師”的稱號！ 

林軒熙曾任香港、澳門、四川、美國商會、世界傑出華人總會及各大商

會高級顧問，為社會出謀獻策，並積極參與各類公益活動，經其策劃及

親自捐助的“希望小學”就有五十多家多次取得香港慈善公益大獎的榮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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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楚筠 Karen Cheung 
 

五年腦部記憶培訓及推廣經驗 

2009年世界記憶倫敦國際賽事 

聽記數字 亞洲區 

男女子組第二名, 女子組第一名 

世界記憶大師標準 

聽記數字100個,全港第一名 

兩分鐘內記下一副打亂的撲克牌,完全正確  

半小時記下超過 1000 個二進制數字, 完全正確 

師承世界華人記憶學權威:葉瑞財博士 

師承世界華人成功學權威:陳安之 

香港近四年世界記憶大賽香港代表, 2008年澳洲記憶大賽二進

制數字第一名,及2010年香港區總成績第一名,並在港首位/唯

一一位獲得女世界記憶大師資格及2010年中國區世界記憶大

賽中, 聽記項目女子第二名, 五年記憶推廣教學經驗, 並曾被邀

在各大機構, 政府部門,非牟利團體, 商會, 學校任教,表演及作

指導, 學生大多是成人或八歲以上, 深受學員們歡迎 ! 



張 斌 
香港勝者管理集團董事長 
上海勝者影像集團董事長兼總裁 
亞太地區著名企業戰略專家、培訓師 
亞太地區數百家企業的專業顧問 

力和取得的成就、他被國內外多家相關組織或機構評選爲優

秀培訓帥，曾榮獲2010年度中國十大創業新銳獎、並接受

“中央電視臺”, “搜狐綱”, “新浪網”等各大媒體采訪。 

他拒絕空洞言教、用結果証明他所說的一切、講自己所做、

做自己所講。他主講的《總裁領導力》課程、被譽為亞太十

大必上課程之一、在全亞洲開設各類公開課1000多場、受訓

人員達20多萬人、受訓企業得到了極大改變、業績提升

30%~200% 

張斌老師熱衷於學習、十年

來斥資兩百萬餘元遍訪國際

頂尖及著名企業家、學習交

流、並總結他們的智慧和經

驗、結合自己多年來的工作

經驗、學以致用、在營銷、

管理、執行力、領導力等領

域卓有建樹。 

由於張斌老師在企業經營和

教育培訓等領域所作出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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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軍 
深圳惠很多科技有限公司總裁 

  

  

 

26歲合資創立深圳惠很多生活網，同期又受到上

市公司大洋電機的青睞成為惠很多股東之一 

從18歲開始跟隨陳安之老師學習到現在27歲半，

收入從幾百塊到幾千到現目前月入百萬千萬，開

保時捷，帶領很多惠很多的合作夥伴也開始收入

百萬。 

16歲出門打工在餐廳洗碗 

21歲創立上海來鑫房產 

         仲介公司開連鎖店 

23歲成為陳安之老師終身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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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華 Tom Hua 

世界互聯網公司（美國）總裁  

世界互聯網公司（澳洲）總裁  

美國高科技聯合公司 董事長  

澳洲高科技聯合公司 董事長  

博軟集團（中國）主席 

世界互聯網峰會創辦人 

世界互聯網華人第一宗師 

電子書教父 

病毒式行銷始祖 

"ClickBank 全球大賽" 冠軍 

全球互聯網營銷行業的真正開拓者之一 

是全球互聯網行銷行業的真正開拓者之一，在英語互聯網行

銷行業中，幾乎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

就開始從事互聯網行銷，並先後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

很多國家，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互聯網行銷專業人士。我們現

在聽到的世界級的網路行銷大師，很多都曾經是他的學生或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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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英國首相布萊尓，激勵大師

安東尼‧羅賓，行銷鬼才傑‧亞伯拉罕、金氏記錄暢銷

書作家馬克‧韓森等人同台演說。 

 

通過一本電子書，他開創了“病毒式行銷”的先河，並

因此獲得ClickBank 全球大賽的冠軍。2004年他創辦了”

世界互聯絡峰會” 到現在已經在世界17個國家，成功地

舉辦了45次。 

 

Tom曾經隨機選一名觀眾，當場在臺上，為他創造產品，

建立網站，並進行推廣。在短短的72小時內，賺取數萬

美元的收入。他曾經幾十次這樣演示，從來沒有失敗過！

他至今依然是全球最棒的一位互聯網商務教練，也被行

業中人稱為“電子書教父”。如果你到Google和Yahoo的全

球英文網做個搜索，你會發現有數以百萬計的網站在介

紹和推薦Tom Hua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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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東煒 
著名演說家、暢銷書作者、連續六年獲得全國銷售總冠軍、打
破多項亞洲銷售記錄，被多家大型企業聘請為高級行銷總顧問 

  

他的經典暢銷書《銷售冠軍話術聖經》更是一本賣出138000元，

創造並保持著世界銷售記錄，震撼了整個培訓界！ 

被業界譽為亞洲最年

輕的銷售冠軍教練，

被眾多企業家總裁稱

之為“亞洲小安之” 

的陳東煒，在過去是

一個非常自卑，內向，

略帶口吃的人。 

自2002年借錢參加陳

安之老師的《超級成

功學》後、竟奇跡般

改變了他的一生的命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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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創辦珠海星夢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5歲月入過百萬，被評

爲珠海市十大創業青年民營企業家、同時創造珠海文化傳播行業

的奇跡、成為同行第一名。 

2005-06年輔導香港醒龍服裝集團兩年內從一家店成功複製六百多

家分店，創收過億資產。先後投資近百萬向世界大師學習、榮獲

亞洲第一名教育訓練機構、 

2006年通過1小時公眾演講現場成交170批客戶，打破亞洲銷售紀

錄。訓練輔導莎蔓莉莎美容機構從500家店到近3000家店，成為

全國美容行業第一名。輔導金仕堡健身集團兩年從12家店到100

家店，成為中國健身行業第一名。輔導蘇荷酒吧一年時間業績翻

10倍，從最後一名到全國第一名。輔導全友傢俬半年完成一年10

個億營業額，成為傢俬行業第一品牌。輔導香港纖盈堂國際美容

連鎖機構，不到半年從年營業額7000萬遞增到1.5個億。同年被阿

裡巴巴採訪後、聲譽雀起、被眾多行業第一名的企業爭先邀請做

企業的總顧問。 

2007年5月被香港鳳凰衛視采訪、應邀參加中國第三屆財富論壇。 

2008年被陳安之老師任命爲陳安之機構山東分公司總經理、精心

輔導莎蔓莉莎3000家連鎖美容院。 

2009年被陳安之老師譽為 “亞洲銷售冠軍總教練”。 

2010年被蘇荷酒吧邀請擔任總顧問。 

2011年6月在房地產極其低迷的巿場環境下，訓練輔導光耀城房

地產集團僅用半個月時間賣出100多套別墅，營業額創收高達6個

億。訓練輔導伊莉莎白美容健身連鎖機構，通過8小時電話行銷，

説明企業拓展新客2100多位，創行業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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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劍晶 
香港軒轅國際産業集團董事長 

重慶冠銘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海峽人才市場創就業指導專家 

國家銀河培訓工程項目講師 

世界華人冠軍俱樂部首席講師 

非買不可服務成交系統創始人 

暢銷書<感恩的力量>作者 

中國最年輕的勞斯萊斯車主 

2010年負債20萬，曾經兩次想要自殺，一度自卑、抑鬱、不

自信、人際關係差，通過學習，發生改變 

24歲就巡迴全國各大高校進行勵志演講數百場，幫助數以十

幾計的大學生改變人生命運 ,被稱為“大學生成功學第一

人”； 

25歲成為中國海峽人才市場最年輕的創就業指導專家,國家

銀河培訓工程項目講師;  

26歲帶領超過兩千人銷售團隊,創造每年近千萬的銷售業績 

被業界稱為"亞洲服務成交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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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直銷》雜誌報導，並被評為直銷業的創富教練； 

27歲加入世界華人冠軍俱樂部，短短時間,通過努力, 他

創造了眾多個“唯一”： 

 

（一）他是全亞洲唯一一位被亞洲銷售女神徐鶴寧老師

免試錄用的金牌講師； 

（二）他是全亞洲唯一一位得到亞洲銷售女神徐鶴寧老

師賓士獎勵的金牌講師； 

（三）他是全亞洲唯一一位登上上海世博會演講的80後

演說家； 

（四）他是全亞洲唯一一位入行僅一年就與喬·吉拉德、

陳安之、徐鶴寧等十餘位國內外知名大師同台演

講的演說家； 

（五）他是全亞洲唯一一位接受中國第一大門戶網站新

浪網專訪的80後演說家； 

（六）他是全亞洲唯一一位接受世界銷售之神、吉尼斯

銷售紀錄保持者、全球最受歡迎的演說家喬·吉拉

德頒發“亞洲銷售之神”獎盃的演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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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位 

400位 

600位 

600位 
珍珠寶座 : HK$ 1,980 

黄金寶座 : HK$ 3,980 

白金寶座 : HK$ 9,980 

HK$18,800 

Super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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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需要機會 
把握一流之平台     
與成功者對接 

網上報名 請登入  
www.hksuccessclub.com.hk 

查詢請致電 
(852) 92701290 
+86 14716022560 

或與閣下之代理人聯絡 

 立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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