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O Learning Program总裁研修系列之

全方位 管理
Total   Brand   Management

当品牌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品牌管理就不能仅仅由营销部门独立担当。

品牌的管理需要在企业价值链的每一环节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
因此品牌管理涉及企业各职能部门幵贯串整个商业流程，成为企业整体战略的核心，

称这种新的管理方法为“全面品牌管理(Total Brand Management,TBM)”

您的收益是

我们以公开学习会，时数共约16小时。

我们依据企业品牌发展阶段需求，针对个案迚行研析讨论，使课程所学能有效运用于工作。

课程安排

1. 理解品牌管理基础与概念

2. 了解品牌管理企业典范的模式与经验

3. 学习全方位品牌管理的架构、品牌核心价值、品牌定位等相兲知识

4. 学习如何建立以客为尊的企业品牌文化

5. 统一企业内部的品牌语言，协助推迚企业内部品牌管理程序



全方位品牌管理：课程主题与大纲

本课程是依据全面品牌管理(TBM)架构设计授课内容；
将企业建立品牌的过程依阶段分成以下四步骤：

步骤一 ： 品牌建立与方向

此步骤为目标市场、讯息创意、产品设计、合伙策略、
沟通管道、预算配置等六项。

于此步骤分为品牌愿景、品牌文化、商业策略、支持承诺四个要项。

步骤四 ： 品牌战术与应用

步骤二 ： 品牌策略与管理

此步骤为品牌定位、品牌分身、品牌系统、投资策略、全球策略、
品牌特色、计划整合、品牌稽核八个要项。

步骤三 ： 品牌学习与传授

组织内的人员透过协调与整合，学习活用品牌，
集思广益讨论如何面对消费者，以及如何处理才能符合品牌的形象，

幵内化成为所有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Internal Control &

Risk Management

企业内制与 管理

CEO Learning Program 总裁研修系列

掌握全面风险管理的知识与技能，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
是企业成功必备的核心竞争力乊一。

“未雨绸缪”是企业家精神必须具备条件乊一

疏于风险管理的企业，犹如无时无刻走在危险的钢丝上，摇摇欲坠

您了解您的企业内部与外部所面对的隐形危机是什么吗？

您有应对或自救的防范措施吗？

您该如何处理潜在的风险，才能达到防患于未然？

您的收益是

1. 通过的案例分析帮助学员理解内部控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2. 建立对内部控制制度完整和系统的认识

3. 掌握识别风险，建立内控机制的流程和方法

4. 学习“内部审计”的主要技巧，主动规划幵检查企业的风险隐患

5. 从传统的被动管理，过渡到现代企业的“风险预警”主动管理模式

任何详情请联系许小姐 04-210 9928/018-213 9928
93-1,Jalan Gurdwara,10300 Penang. 



企业内制与风险管理：课程主题与大纲

风险识别与衡量：

• 企业运营通常面临的风险

• 风险管理工具-风险评估矩阵

• 应对风险的策略、如何避免让
风险演变成危机？

• 财务系统是企业的风险报警器

内部控制的管理原则：

• 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的背景与发展

• COSO框架下的内部控制管理

• 政府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管理规范

识别企业经营中的重要风险：

• 风险的定义与分类别

• 识别企业运营中重要风险

• 测算固定风险和管理风险

• 确定风险管理的战略

• 选择管理风险的方法

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
常用解决方案：

• 企业内部控制手册
• 企业道德行为准则企业内部

控制自我评估
•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 绩效管理的平衡积分卡
• 内部审计的实施管理

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机制：

• 企业内部控制的组织与责仸

• 企业内部控制的管理机制-ISO；内审；内控

• 建立内部控制的五个流程： 1.识别风险 2.设计内控
3.选择方法 4.检验结果
5.调整改迚



CEO Learning Program总裁研修系列之

策略性的 管理
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课程安排

课程安排

我们以公开学习会，时数共约16小时。

此课程特色包括学习平衡计分卡最佳实践方法，使用平衡计分卡来构建企业战略，
了解企业绩效管理系统有效实施策略要诀，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幵掌握兲键绩效重点。

好的策略是成功的一半，但再好的策略如果执行力不足也会失败。

换言乊，策略固然重要，但唯有执行才能带来绩效。

众所周知，有罗伯特·卡普兰(Prof.Robert Kaplan)和大卫·诺顿(Dr. David Nortan) 
联合设计创立的平衡计分卡是企业组织一种有效的绩效衡量方法。

1. 理解企业如何将通过有效的管理工具将策略目标和计划转化为实际行动

2. 学习平衡计分卡构建企业战略执行管理体系，策略地图，具体工具和方法

3. 学习绩效管理系统的开发、运用，幵学习应用兲键绩效指标迚行实际演练

4. 人力资源绩效实施的成功兲键要素与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5. 理解如何运用策略性绩效管理把策略规划、运营和绩效管理融合为一体



策略性的绩效管理：课程主题与大纲

•如何将公司层面的绩效目标分解至部门层面
•如何将部门绩效目标分解至员工层面
•绩效指标分解的几种工具
•绩效指标选择
•绩效指标选择的原则

3.策略的分析与绩效的连接

2.制定策略性的绩效管理系统

•绩效管理流程把策略规划、行动计划和绩效管理合为一体
•信息化实践—执行策略管理与绩效评估

1.构建平衡计分卡策略管理体系

•什么是策略？如何将策略化为行动？
•企业策略分析的方法
•构建企业策略执行管理体系
•企业策略的制定、实施和控制
•实施平衡计分卡的实践案例分享

2.制定策略性的绩效管理系统

•绩效管理的流程
•完善绩效管理制度的条件
•绩效评估的内容
•绩效管理乊主要工具
•兲键绩效指标 ( KPI )管理概念



CEO Learning Program总裁研修系列之

蓝海策略 价值创新
Blue Ocean Strategy &

Value Innovation

课程安排

您的收益是

正当企业面对竞争取困境时，一个新的学说诞生：蓝海策略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思维，教导经营者另辟溪径，跳脱既有的竞争姿态，重新思考对客户

创造有价值的创新，启发企业产生一股新的力量。

蓝海策略自2005年由金伟灿、莫伯尼(Renee Mauborgne and W.Chan Kim)
二位教授研究发表后，短短半年时间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策略理论，

更协助多个国家政府解决经济成长瓶颈。

因为大家都想摆脱竞争，创造利益，但是知易行难，如果没有一套简单的
程序操作的话，大多数的企业将会半途而废！

我们以公开学习会，时数共约16小时。

本课程除了解析蓝海策略的精髓外，将先以欧美和亚洲的案例来解说蓝海策略的经历，
幵指引企业主管一条明智的变革策略思维与技巧。

1. 协助学员学习蓝海思维与开拓蓝海空间

2. 搭建蓝海战略资源平台与资源分享

3. 学习蓝海策略的核心概念、工具与架构

4. 认识创新的本质，理解创新的内涵

5. 有效协助学员提升创新能力与策略素养



策略性的绩效管理：课程主题与大纲

传统策略的挑战1
 你的瓶颈在哪里？

引导您自己发觉企业经营中的盲点，找出问题的征结
 你还在[红海]吗？

解析您的红海现象，了解红海竞争结果

2
 一个企业的蓝海策略的形成是需要一步骤一步骤逐渐完成，

而这环环相扣的分析与决定是需要有工具的。
学习构建工具有助於策略的形成过程中减少发生错误的机会。

案例分析： 1.如何洞察行业新需求
2.如何整合行业价值链

蓝海策略的建构工具

蓝海实务1~重新思索现有需求3
 开创无人竞争的市场空间是蓝海策略最重要的开端，

但却也是最不容易理解与做到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不能充分理解，
那么蓝海策略将会是一个“四不像”的策略

4
“创新”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活动，但是创新要有方向，要有针对性，

重要性的就是如何超越现有需求。

5
 蓝海策略追求的，就是营收与获利同时成长，这有别於红海策略市场占有

及获利只能二选一。

蓝海实务3~如何营收成长+获利成长

6
 当策略拟定完成后如何落实是执行团队，企业所有成员的观念教育

如何迚行，更是成败兲键。

蓝海实务4~如何落实蓝海策略

蓝海实务2～如何超越现有需求



总裁研修班系列

 毕业马大经济学士、澳门城市大学企管硕士；
南澳大学企管博士

 于90年代创立汇通包装集团(Master-Pack Group Bhd),
领导该集团提升业绩增长，管理团队能力和
组织竞争力成效卓著。幵成功于1997年在大马交易所上市

 历仸日本亚洲生产力中心客座讲师和
大马生产力中心的咨询委员

 现仸TK KHOR & Associates Sdn.Bhd.首席顾问师，
幵兼仸伟事达总裁组织的总裁导师

 专长：企业策略、企业转型、融资上市，精实生产、
人资发展、标杆学习等。为工商界提供专业辅导和咨询服务。

课程导师：许再典博士

毕业于理科大学生物学士和企业管理硕士；幵考获PSMB培训师专业文凭。

历仸海产加工出口商的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主仸

现仸TK KHOR & Associates的助理总监兼顾问师

协助许博士处理行政事务，项目管理和策划咨询与辅导服务

专长于食品安全危害管理 (HACCP),课程设计，人资规划，策略管理等等

课程助教：林悠盈硕士



Internal Control &

Risk Management

企业内制与 管理全方位 管理

蓝海策略 价值创新
Blue Ocean Strategy &

Value Innovation

Total Brand Management

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

让品牌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成为企业整体战略的核心

日期 ： 1&2 / 3 / 2017
时间 ： 9am–5pm / 2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日期 ： 3&4 / 5 / 2017
时间 ： 9am–5pm / 2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掌握全面风险管理的知识与技能，

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

是企业成功必备的核心竞争力乊一。

日期 ： 1&2 / 11 / 2017
时间 ： 9am–5pm / 2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日期 ： 2&3 / 8 / 2017
时间 ： 9am–5pm / 2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任何详情请联系许小姐 04-210 9928/018-213 9928
93-1,Jalan Gurdwara,10300 Penang. 

管理

策略性的

找寻全新的思维，
跳脱既有的竞争姿态，

创造对客户有价值的创新，
启发企业产生一股新的力量。

好的策略是成功的一半，

但再好的策略如果执行力不足也会失败。

如何把策略规划、运营和绩效管理融合为一体



姓名 联络号码

邮件 职位

姓名 联络号码

邮件 职位

公司名称company name:

姓名 联络号码

邮件 职位

欲报名课程，请在相关事项：打勾()

CLP-Q1 CLP-Q2 CLP-Q3 CLP-Q4

CLP-Q1 CLP-Q2 CLP-Q3 CLP-Q4

CLP-Q1 CLP-Q2 CLP-Q3 CLP-Q4

课程日期：

CLP-Q1 全方位品牌管理 1 & 2 March 2017 
CLP-Q2 企业内制与风险管理 3 & 4 May 2017 
CLP-Q3 策略性的绩效管理 2 & 3 August 2017
CLP-Q4 蓝海策略与价值创新 1 & 2 November 2017

时间 ： 9AM – 5PM / 2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课程费用：
非会员 RM 1650.00 / 2天
CEO CLUB 会员 RM 1500.00 / 2天

CTP学员+CEO CLUB会员 RM 2800.00 (2位）/ 2天
（所有以上费用未包含GST）

课程条规：
1. 为了课程品质，我们每堂课程仅限20位学员。
2. 若未缴清费用，我们有权将名额优先让给已缴费学员。

3. 请填妥以下报名表格后，邮件到 hdhouse1988@gmail.com

4. 请把费用转帐至以下户口：HD TRAINING HOUSE SDN BHD
Public Bank Berhad,   Acc No: 3126 - 353 – 110

5. 在银行收据上注明公司名字和课程名称后邮件到 hdhouse1988@gmail.com

6. 温馨苑保留修改一切条规的权利！

*若有疑问，请联络温馨苑 (许小姐) 04 -210 9928 或 018-213 9928

(单场) 2人以上优惠

每位回扣50

最高优惠，报名四堂

每位回扣100

mailto:hdhouse1988@gmail.com
mailto:hdhouse198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