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销实用攻略 Practical Marketing    

Strategy  

       课程安排    

世界最领先的品牌非苹果莫属，相信很多人曾经听过这样的幽默： 
[苹果公司并没有多厉害、只是比较会行销而已]。 

 

行销绝不是花招而已，会行销的人就像身兼敏锐的观察家、精明的分析家、 
风趣的演说家、难以抗拒的推销员几种特质于一身的人物。 

 

而且想要变成这样的人物，还有一套秘笈可以学。 

我们以公开学习会，时数共约24小时。 
我们以理论为基础，以实战为导向，以绩效为目标，使您的工作绩效和个人能力提升。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管理课程系列之    

       您的收益是    

1. 理解当今重要行销学的理论与概念 
 

2. 学习行销管理两个大架：STP三步骤与4P思考组合 
 

3. 解读消费心理与行销要诀 
 

4. 掌握制定精准的行销策略与目标 
 

5. 实践应用行销调研和撰写行销计划的步骤 

行销大师科特勒（Philip Kotler）称： 
 

[行销并非销售产品的艺术，而是知道该制造什么艺术] 

 对象：中小企业东主、行销经
理、市场开发经理、产品开发经
理、行销专业人士等等。 



精益管理 
Lean Enterprise System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管理课程系列之    

       课程安排    

       您的收益是    

精益管理是一种以客户需求为拉动，以消灭浪费和不断改善为核心， 
使企业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成本和运作效益显著改善的一种全新的生产管理模式。 
 

它的特点是强调客户对时间和价值的要求， 
以科学合理的制造体系来组织为客户带来增值的生产活动， 

缩短生产周期，从而显著提高企业适应市场万变的能力。 

我们以公开学习会，时数共约24小时。 
 启发企业如何结合自身条件在企业内部导入精益生产持续改善理念，并运用所学工具运用于工作中。 

1. 推广丰田精益利润模式能够帮助企业用做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 
 

2. 精益思想能够帮助企业精简组织，提高运营效率 
 

3. 精益生产模式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交期 
 

4. 精益生产模式能够帮助企业提高产品品质，提升企业凝聚力和战斗力 
 

5. 让现场变利润!让浪费变利润！让员工变利润！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体系——Toyota Production System(简称TPS) 

TPS的核心是追求零不良；减少和降低任何环节上的浪费，实现零浪费； 
以客户拉动和JIT(Just-in-Time)方式组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成一个对市场变化快速反应的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管人的真谛 

       课程安排    

       您的收益是    

1. 认知中层管理的责任和使命，感悟管理工作有效性修炼的途径和方法 
 

2. 学习人员管理的系统思维，认识有效管理人的真谛从而提升领导技能 
     和激励团队能力 

 

3.  学习工作管理的系统思维，理解有效做事的本质和方法从而提升解决 
     问题的思维和技巧 

 

4.   建立一个有力度的领导模式，把学习的成果转为行动，从而应用有效 
     途径建立成功团队以达成明确目标 

 

我们以公开学习会，时数共约24小时。 
我们以理论为基础，以实战为导向，以绩效为目标，使您的工作绩效和个人能力提升。 

 

“管人”和“管事”是经理们日常工作的两大任务，也是思考管理工作有效性的 
两大维度。为适应新的管理要求，经理们必须提升管理素质， 
现实领导力转型，才能有效领导团队，创造最佳工作绩效。 

 在快速变革的信息时代，面对新世代员工，传统的管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想了解此课程如何帮助你？马上联系： 04-210 9928/018-213 9928（许小姐） 

温馨苑总苑：93-1,Jalan Gurdwara,10300 Penang.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管理课程系列之    



财务分析与规划 

Financial Analysis & 
Planning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管理课程系列之    

       课程安排    

       您的收益是    

我们以公开学习会，时数共约24小时。 
学员将学习如何读懂财务报表、分析与规划，懂得如何进行战略决策，并迅速运用到工作中。 

 

1. 学习如何将公司年报和财务报表分解成数据，用于运营及预测公司前景和价值 
 

2. 学习如何与财务部门同事进行沟通 
 

3. 理解金融基础知识 
 

4. 在讨论和案例分析中，练习估值方法 
 

5. 学习将会计和财务准则用于不同的业务互动中 

不论身处何种管理职位，组织中各个层级的管理者都需要了解 
基本财务知识，以适应当今快节奏、不断演进的全球经济。 
 

财务课程将弥补业务知识与财务信息之间的差距——通过将企业战略
与财务含义联系起来，组织价值得到体现，业务管理者变得更加高效。 

只有财务部门人员懂财务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 
 

相关财务分析和讨论将有助于学员理解本部门的财务“位置”和“意义”， 
以及整个企业层面的财务含义，管理者才能更好地进行战略决策。 



管理课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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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功于1997年在大马交易所上市 

 

     历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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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TK KHOR & Associates Sdn.Bhd.首席顾问师， 
         并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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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获PSMB培训师专业文凭。 
 

历任海产加工出口商的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主任 
 

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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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28-30/3/2017 
时间 ： 9am–5pm / 3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日期    ： 30&31/5-1/6/2017 
时间 ： 9am–5pm / 3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日期    ： 25-27/7/2017 
时间 ： 9am–5pm / 3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日期    ： 26-28/9/2017 
时间 ： 9am–5pm / 3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对象    ： 总裁或高级经理   

会行销的人就像身兼敏锐的观察家、 
精明的分析家、风趣的演说家、难以抗拒的 

推销员几种特质于一身的人物。 

强调客户对时间和价值的要求， 
缩短生产或运作周期， 

从而提高企业适应市场万变的能力。 

掌握有效的领导能力， 
 

才能领导团队创造最佳工作绩效。 

“管事”和“管人”，一直困扰着您？ 企业战略决策与财务有密切的关系， 
 
掌握财务分析与规划 

能更好地进行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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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想要变成这样的人物，还有一套秘笈可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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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P-Q1 MTP-Q2 MTP-Q3 MTP-Q4 

课程日期： 
 

MTP-Q1     行销实用攻略                 28-30/3/2017 
MTP-Q2     精益管理                          30&31/5-1/6/2017 

MTP-Q3     管人的真谛                     25-27/7/2017 

MTP-Q4     财务绩效管理                 26-28/9/2017 
 

时间 ： 9AM–5PM / 3天 
地点 ： 温馨苑清坤讲堂 
 
课程费用： 
非会员                RM 1950.00 / 3天 
CEO CLUB 会员         RM 1650.00 / 3天 
                             * 以上所有费用未包含GST 
                                       * 以上费用已包含早午餐、和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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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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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P-Q1 MTP-Q2 MTP-Q3 MTP-Q4 

MTP-Q1 MTP-Q2 MTP-Q3 MTP-Q4 

mailto:hdhouse198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