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增智會培訓平台暨讀書會 2017 三月起公開活動時間表
課程
編號

課程或活動日期

主辦人(講師)

課程（活動）名稱

地

點

385

3/4 & 3/5 北京開課‧人脈
對接

王擎天暨三大出版社
社長

大陸簡體書保證出書作者班（與北大合辦）

386

3/6 & 3/7 北京開課‧商務
引薦

王擎天

絕對成功 Business Model（2016 最新完整版）

387

3/12(日)

吳娟瑜、王擎天

《孩子就要這麼教》
、
《借力與整合的秘密》
聯合新書發表會

388

3/18 & 3/19 擎天商學院

389

3/25(六)

390

擎天商學院Ｓ３&Ｓ４

王擎天

創富系統 & 創業的祕密

采舍 New classroom

391

4/8(六)王道增智讀書會

孫琬鈞

福爾摩斯上下冊(全) & 悲慘世界

采舍國際 NC

392

擎天商學院Ｓ11&Ｓ12

王擎天

成功三翼&幸福人生終極之秘

393

擎天商學院Ｓ13&Ｓ14

王擎天

超業養成心法‧無所不籌的眾籌

394

大陸北京開課

王擎天

395

6/3 創業家讀書會

396

擎天商學院Ｓ5&Ｓ6

學

費

主軸、利基、成效

¥29000（RMB、CNY）大陸城市及台灣實
友圈會員一折優惠

保證在大陸出書，國營出版社長個別指導

¥28000（RMB、CNY）大陸城市及台灣實
友圈會員一折優惠

2016 Business Model 第一人，限實友會員。

王道會員免費

種下卓越的種子，讓孩子更傑出的十把金鑰匙！
首富為什麼是首富？社群化的互聯網思維模式

¥9900 2=19800（RMB、CNY）、台灣王
道及實友圈會員免費

組織‧系統‧趨勢 借力的最高境界
完成催眠式銷售!! 華爾街之狼完整版。

$19800、王道會員免費

如何讓客戶自動來找你!!

$9900 2=19800、王道會員免費

成功創業必勝 10 術▶創業為什麼會失敗？創富系
統與創業成功的訣竅將在本班公開。

$2000．王道會員免費

英國的偵探傳奇故事 vs. 法國浪漫主義文學代表

采舍 New classroom

$9900 2=19800、王道會員免費

決定您一生的幸福、快樂、富足與成功！

采舍 New classroom

$9900 2=19800、王道會員免費

勢不可擋的眾籌創業趨勢，無所不籌！
超級業務養成心法：成交的關鍵！

¥29900（RMB、CNY）大陸城市實友圈及
台灣王道會員免費

大數據自動創富系統

北京‧北大百年講堂

397

Ｓ3 &Ｓ15 &Ｓ16

6/24、6/25
創業周末：二日創業成功

398
399
400

王擎天

世華八大明師大會

7/8、7/9
全球華人創富大會

王擎天
William 威廉

王擎天、林裕峰
＆創業大師羣

& 透過網路獲取精準名單

絕對成功 Business Model
（2016 最新完整版）
StartUp@Taipei，成交的秘密，銷傲江湖，
借力與整合的秘密

N & V 的祕密▶建構創富系統

黃千碩、王擎天
洪幼龍、周思潔
吳娟瑜

世界級創業課程 Startup Weekend &育成

William 威廉
七哥、史托克
吳紫寧、Terry Fu

網路創業必勝術‧虛擬事業帝國

雙贏談判．絕對成交．利潤翻倍計畫！

林偉賢、實踐家團隊
& 道一國師

價值創造的秘密．從 0 到 1 打造創業煉金
術！

402

7/22、7/23 終極商業模式

403

7/29、7/30 夢幻操盤術

404

大陸上海開課

405

8/5 創業家讀書會

406

8/12(六)、8/13(日)、
10/28(六) & 11/25(六)

407

8/26(六)、8/27(日)

408

擎天商學院Ｓ21

王擎天

409

9/2、9/3 公眾演說班

王擎天

410

9/2(六)、9/3(日)
公眾演說班暨世界級講
師培訓班(1)

王擎天
王擎天& Start up 團隊
史托克
王擎天等三大師
王擎天、古振宇
Terry Fu

北京‧北大光華管理學院
新店台北矽谷

北京工人體育場
采舍國際 NC
采舍 New classroom

$2000．王道會員免費
$9900 2=19800、王道會員免費

Step1

一個月創業成功！永續被動收入！
神級業務導師教你打通任督二脈的成交勝經！
雙核三贏的價值導向競爭優勢▶神奇的 UCC、世紀
絕學 USP→ESP→MSP，建構藍海市場反敗為勝。
八大創業導師教您一創業就成功!!

新店台北矽谷

王擎天、全球創富團
隊、杜云生、杜云安

擎天商學院Ｓ19&Ｓ20

內容與素材的祕密&如何打造千萬營收？

$29800，王道會員$9900、王道 79000 VIP
會員完全免費

TSE 終極之密!! 華爾街之狼完整版。
新店台北矽谷
雙核三贏的價值導向競爭優勢，創業創富絕學。
采舍 New classroom

眾籌二日班完整課程（含 BM）

采舍國際 NC

見證股市傳奇，史上最強操盤之手！

采舍國際 NC

Money Making Machine
區塊鏈、網銷神技、八大總結

資訊型產品建構千萬被動收入

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
采舍國際 NC

$9900 2=19800、王道會員免費
$29800、八大明師學員$9900、王道弟子
會員及 79000 PV 免費
$120000，八大學員$78000、王道會員
$39000
¥29800（RMB、CNY）
大陸城市及台灣實友圈會員一折優惠
$2000．王道會員免費

內容為王！

賺大錢的超級撇步！限王道會員。

籌錢籌人籌智籌資源籌……，無所不籌！(完整版)
脫離貧窮、提早退休、享財富自由！
保證長期獲利 6 倍數，年化獲利率 72%以上！
大數據自動創富系統

Step1~5(全)

揭密顛覆性科技與未來的商業流程！網銷絕學!!

采舍國際講師群

寫書與出版實務班（核心課程四日班）─
─成為作者‧你就是個咖！

采舍 New classroom

謝昊霓 NiNi

錢進遊戲化趨勢商機，角色Ｘ遊戲化行銷實
戰班─錢進寶可夢商機，誘捕客戶大作戰！

采舍國際出版總部
三樓 NC 教室

$29800、八大明師學員$16000、王道會
員$4900、王道 79000 VIP 會員完全免費
$29800、八大學員$19800、王道會員
$9800

M 的秘密

采舍 New classroom

$19800、王道會員免費

如何建構核心競爭力？

創造一對多銷講奇蹟

采舍 New classroom

$39,800、八大學員$9,800、王道會員、
王道弟子均免費

銷講公式．CCA 流程．73855 法則……，保證讓您
成功上台!

采舍 New classroom

定價▶$129800、優惠價▶$98000
八大明師學員現場價$49000、王道會員
價$19000、88000PV 會員及擎天弟子群
均免費

理論知識+實戰教學，教您怎麼開口講，更教您上
台不怯場，讓您完全脫胎換骨成為一名超級演說
家，並可成為亞洲或全球八大明師大會的講師，晉
級 A 咖中的 A 咖！

采舍 New classroom

$9900 2=19800、王道會員免費

獨家解讀賺大錢的 BM ▶借力的最高境界與網銷成
功六字訣，決戰於終身價值心佔率。

黃禎祥、紀硯峰
黃婉綾、王擎天

413

9/9(六)、9/10(日)
世界級講師培訓班(2)
9/16(六)、9/17(日)
世界級講師培訓班(3)
9/23(六)、9/24(日)
世界級講師培訓班(4)

414

擎天商學院Ｓ9&Ｓ10

王擎天

415

大陸北京開課

王擎天

416

10/7 王道優質讀書會

王道易經研究小組

417

10/28(六) &11/11(六)
&11/25(六)

采舍國際講師群

418

北京眾籌班

王擎天

419

擎天商學院Ｓ17&Ｓ18

王擎天

420

11/11(六)

421

412

T 的祕密
的方法

王擎天

401

411

催眠式銷售 & 網銷 & 成交的祕密

誠品信義店

公眾演說班暨世界級講師培訓班（八日密
集培訓）──Speech 讓你的影響力與收入
翻倍
TTT 世界級講師培訓

網銷 UCC & 盈利模式解密

點石成金‧4PNP 之分析
理論＆實作完整課程，教你如何吸引客戶，增加客
戶黏著度並且帶來人潮！

公眾演說‧TTT 頂級講師培訓班

北大百年講堂

¥29000（RMB、CNY）大陸實友會及台灣
實友圈一折優惠，79000VIP 免費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授證▶保證有舞台可上台！

超譯易經＆五行八字

采舍國際 NC

$2000．王道會員免費

知命、造命、不認命，掌握好命靠易經！

$19800 、 八 大 學 員 $6000 、 王 道 會 員
$2900、王道 79000 VIP 會員完全免費

借書揚名‧建立個人品牌‧晉升專業人士！

北京實友會總部

¥9900（RMB、CNY）王道會員免費
79000VIP 會員免費

籌錢籌人籌智籌資源籌……，無所不籌！(完整班)

天津實友會總部

$9900 2=19800、王道或實友會員免費

未來交易方程式，保證可持續賺大錢！

$19800、八大明師學員$9900、王道會員
$3800、79000 VIP 會員及擎天弟子免費

行銷與通路＆目標客群＆手把手網銷實戰

寫書與出版實務班(三日班)──從 Nobody 搖
身一變成 Somebody‧保證出書！

終極商業模式－眾籌手把手完整版

F & P 的秘密

采舍 New classroom

王擎天、洪幼龍

創業&網路創富、網路行銷與數位內容
如何打造千萬營收的資訊型事業王國

采舍國際 NC

兩岸王道商務對接大會

王擎天

兩岸實友圈於北京對接大會‧王道年會

中國紡織社‧Beijing 實友
會總部

422

11/25(六)上午

王擎天

出書出版準作者個別指導會．見證說明

采舍 New classroom

$2000，凡王道會員或出書出版班學員可免
費參加。

423

11/25(六)下午

王擎天

世界華人八大明師創業課程菁華＆王擎天
大師弟子班個別指導＆賺錢機會介紹

采舍 New classroom

$4000，王道會員$1000，79000 VIP 會員
免費

424

擎天商學院Ｓ7&Ｓ8

王擎天

采舍 New classroom

$9900 2=19800、王道會員免費

如何成為鉅富▶跨界競爭，整合者勝出！組織、系
統、趨勢，成功的關鍵在於？

425

大陸上海開課

¥28000（RMB、CNY）大陸城市及台灣實
友圈會員一折優惠

行銷與通路＆目標客群＆手把手網銷實戰

426

12/2 王道優質讀書會

王擎天

采舍國際 NC

$2000．王道會員免費

歷史的真相&讀史的好處 vs.史學可以幫我們賺大
錢嗎?

427

12/16(六)

王擎天

新店台北矽谷

$19800，王道會員免費

組織‧系統‧趨勢 ▶成交的最高境界！

428

12/23(六)

王擎天

王道微旅行(9:00~21:00)

金山‧八煙‧竹子湖

$2600，王道會員$600(含交通及午晚餐)

燭台雙嶼&野溪溫泉&大屯山賞夜景
請攜帶泳裝、禦寒衣物、手電筒，並著平底鞋

429

台灣台北開課

劉展同

創意快易通（六帽思考魔法）

采舍國際 NC

$5000、王道會員$800（可自書庫任選贈書
乙冊）

創意思考‧授証老師授課典範

王擎天、克亞團隊

T&

整合的祕密

創業&網路創富、網路行銷與數位內容
如何打造千萬營收的資訊型事業王國
《芈月傳》、
《武媚娘傳奇》
、《蘭陵王與陸
貞傳奇》
、
《都鐸王朝》
、
《賽德克巴萊》
、
《風
起雲湧一九四九》、
《赤壁》讀書會
催眠式銷售的秘密

課程序號 450～465 者為 Money Making Machine

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

王道會員機酒自付‧其餘免費

人民幣與新台幣對接&兌換‧開戶事宜‧商務引薦
準作者個別指導＆保證出書！
創業的祕密 ▶ 系統賺大錢的方法 ▶ 商務引薦

之（台灣）弟子培訓系統課程，▶非會員學費＄400,000 ▶王道會員完全免費！詳情請上新絲路官網 www.silkbook.com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