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講盟暨王道增智會培訓平台 2020 年 3 月起公開活動時間表
活動
編號

1002

課程或活動日期
2/27(四)晚間

1003

2/28(五)~3/1(日)

1004
1005

3/2(一)
3/3(二)&3/4(三)
3/7(六)13:30~21:00

1006

3/8(日) 9:00~18:00
直銷 642 魔法班

主辦人(講師)
魔法講盟
Jacky Wang &
門薩 Club 企業主
Jacky Wang
Jacky Wang
JBU 吳宥忠、WBU 王晴天
李紹鋒、王鼎琪
陳威樺、林暄珍、林彥良
BBU Blair Singer

課程（活動）名稱

地 點

魔法講盟上市佈建分房表揚餐會

敦北格格府御膳

高端人脈對接大會

涵碧樓、磐石會會場

磐石會暨竹科內訓

宏碁渴望園區

卓越溝通與執行力

南科園區

WWDB642 、行銷大師高峰會
Business & You 國際品牌課程

新店台北矽谷 2D

學 費
魔法講盟受邀股東及核心弟子免費
詳細地址與時間將專函通知受邀弟子

兩岸偕同規劃魔法上市櫃先期作業，分房獎勵

魔法講盟弟子免費

布人脈、接地氣，未來交易方程式，保證可持
續賺大錢！

$19800，弟子旁聽免費，高端人脈引薦
企業內訓不對外開放，有興趣參加之弟子請
私訊王博士報名
學費$29800，優惠價$9800
魔法弟子免費

JBU 吳宥忠、WBU 王晴天

1008

3/10(二)

魔法講盟•兩岸百強講師
PK 大賽

1009

3/17(二)17:30~20:30

楊云萱
吳宥忠

1010

3/20(五) 18:30~20:50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王晴天(出書出版)

1011

3/21(六) 9:00～18:00

吳宥忠、趙淑華

1012

3/24(二)13:50~20:50

賴姵錡、陳芷湘、趙淑華
林暄珍、朱寶貴

1013

3/27(五) 18:30~20:50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吳宥忠(區塊鏈賦能)

1014

3/29(日) 一日論劍班
魔法絕頂 盍興乎來!!

Jacky Wang

1015

4/6(一)~4/11(六)

1016

4/7(二) 13:30~17:30

網路行銷魔法班
(每月第一個週二)

1017

4/11(六)、4/12(日)

林暄珍、朱寶貴

1018

4/14(二) 13:50~20:30

1019

4/14(二) 18:30~20:30

1020

4/18(六)、4/19(日)

1021

4/21(二)15:00 起

魔法講盟超級講師群

1022

4/24(五) 18:30~20:50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王晴天(密室逃脫)

1023

4/25(六)&4/26(日)

1024

4/28(二)13:50~20:30

1025

4/29(三) 18:30~20:50

1026

5/5(二) 13:30~17:30

1030

5/12(二) 13:50~20:30

法拉利、黃佳屏、曹永東

1031

5/15(五) 18:30~20:50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吳宥忠(區塊鏈創業)

1032

5/16(六) 13:30 起

何其易、羅德、陳大仁
Jacky Wang、吳宥忠

1034

5/19(二)15:00 起

Jacky Wang、宥忠、衍廷

1035

5/22(五) 18:30~20:50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王晴天(出書出版)

1036

5/23(六) 13:00~21:30
5/24(日) 9:00~18:00

Jacky Wang 、吳宥忠、何其易
陳威樺、泰倫斯、林彥良

ESBI 象限轉換財富自由
二日投資實戰峰會

新店台北矽谷 2C

$19800、魔法弟子免費

1037

5/24(日) 9:00~18:00

超人營銷
打造你的自動賺錢機器

新店台北矽谷 2C

$9800、魔法弟子免費

1038

5/26(二) 13:50~20:30

1039

5/29(五) 18:30~20:50

1040

5/30(六) 9:00~18:00

1041

6/2(二) 13:30~17:30

Jacky Wang 、吳宥忠
陳威樺、泰倫斯、林彥良
莊晶雅、葉云蘭、梁瓊華
陳威樺、林彥良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王晴天(賺錢機器)
Jacky Wang 暨采舍國際
講師群
網路行銷魔法班
(每月第一個週二)

1042

上海開課‧人脈對接

1043

6/6(六)、6/7(日)
世界華人八大明師

世界級八大夢幻導師
PK 勝出之贏家

1044

6/9(二) 13:50~20:30

何其易、泰倫斯
周奕光、葉云蘭

1045

6/13(六)、6/14(日)
2020 亞洲八大名師

亞洲級八大夢幻導師
PK 勝出之贏家

創富諮詢|創富圓夢|創富育成
教您如何打造賺錢機器！產生指數型複
利魔法，保證效果豐碩！

1046

6/16(二)15:00 起

Jacky Wang、李立國

接班人團隊秘訓暨密室逃脫創業育成

1047

6/20(六)、6/21(日)

賴姵錡、麥祐睿
趙淑華、Jacky Wang

1048

6/20(六) 17:00 起

1049

6/23(二) 13:50~20:30

1050

6/23(二) 18:30~20:30

1051

6/30(二) 18:30~20:50

1007

9:00~21:30

趙淑華、陳威樺

采舍國際集團暨魔法講盟
北京人脈圈對接

行銷培訓計畫

史上最強 BU

銷售培訓系統

拿督斯里率東盟區塊鏈專家

史托克

上海國家級出版社
社長或總編

魔法講盟

終身免費
複訓

絕對成交的秘密•終極行銷技巧
接○
建○
初○
追○
轉 •642 財富倍增系統
○

弟子免費！

定價$69800
優惠價$39800
弟子$1000

區塊鏈賦能應用賺大錢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眾籌，BEC 樂動能俱樂部
區塊鏈賦能實體經濟打擊傳統產業
區塊鏈+新興業務發展您一定不能錯過

中和魔法教室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PWPM 打造品牌的快速捷徑

中和魔法教室

課程原價$19800，特價$980
送《行銷三大顯學線上課程》

轉介紹系統×DISC 成功密碼學×天賦十星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巴菲特價值投資•易經創富的智慧
形象塑造及表達溝通必勝術

中和魔法教室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BU 行銷專班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北京六天五夜馬可波羅文化
歷史人脈書香壯遊之旅

報名再送 2020 公眾演說＋
世界級講師培訓七日完整班

BU15 日完整班學費$199800，特價$129800
一日遊$2800，弟子$800，弟子開車來者免費
(含交通、保險及午餐) ★請務必攜帶泳裝
北京宛平城、老北京前門、抗日戰爭紀念館、正 TOP 頂級夢幻超五星行程&住宿
陽門胡同、古水北鎮、司馬台長城、明十三陵、 古北水鎮頂級酒店$59800
高端人脈聚餐……地鉄城鉄趴趴走!
弟子及股東酌收機酒成本$39800

▶ 齊心論劍
Business & You 國際品牌課程人脈交流

金山‧八煙‧竹子湖
建 ▶ 組建團隊

Randy 陳威樺

中和魔法教室

定價$39800，特價$12800
弟子優惠價$6900

主持人培訓班──讓你成為活動中不可
或缺的靈魂人物

中和魔法教室

定價$19888，早鳥特惠價$8888
弟子早鳥專案價$1888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區塊鏈證照班•保證輔導考取證照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股市絕學&必勝操盤術
（期貨、權證等亦適用）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Randy 陳威樺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金石堂新書發表會
接班人團隊秘訓暨密室逃脫創業育成
超級好講師

中和魔法教室
中和魔法教室

徵的就是你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RMB¥ 49800，優惠價 RMB¥ 29800（以匯
率 4.5 結算），弟子特惠價 NT28000 元

陸續選出魔法講盟百強講師至各地授課
培訓遴選知識型講師，然後將知識變現。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區塊鏈賦能
燭台雙嶼&野溪溫泉&大屯山 1000m、
400m、200m 賞夜景，請攜帶泳裝、禦寒衣
物、手電筒，並著平底鞋
打響抗戰第一槍，見證七七事變，感受歷史
的蒼涼與風雲變幻，米其林級傳統美食
最新網路行銷經營趨勢，快速打造萬人社
群，成為下一個網路新星！
口語表達與聲音訓練、場控能力與臨場應變
能力
一支手機搞定千萬流量百萬收入•區塊鏈落
地應用•史上最強被動收入賺錢術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結訓者將頒發大陸公信部執照等共二張證照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加開安可場!!

中和魔法教室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密室逃脫創業育成

$108000

精準度 98％的頂級技術分析法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自卑與超越》&《克服與重生》讀書會
社群營銷的魔法

中和魔法教室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中和魔法教室

定價$39800，特價$12800
弟子優惠價$6900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中和魔法教室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報名後將由專人通知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金石堂信義店龍顏講堂（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196 號 5 樓 ▶ 捷運東門站
5 號出口，鼎泰豐總店旁）
弟子及股東為委員→委員長&行銷部長
中和魔法教室
非弟子為組員（組長），共組接班團隊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中和魔法教室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你也能成為超級好講師
最新網路行銷經營趨勢，快速打造萬人社
群，成為下一個網路新星！
讓魔術增進你的人際關係
台灣卡后聰明刷卡秘技•區塊鏈創富魔法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區塊鏈創業祕技
見證暢銷書誕生的奇蹟時刻!! 出版布局環!
了解組織文化、挖掘個人潛力，董事長傳授
領導與決策的心法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素人也能成為超級新星作家
投資人的大腦革命•財富四象限華麗轉身
創造被動收入的捷徑
多維競爭力•被動收入•斜槓創業•網路行
銷•社群營銷•賺錢機器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中和魔法教室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姓名分析不求人•世紀大商機 巨富之道
打造網路自動賺錢機器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如何借力建構自動賺錢機器

出書出版一日精華班

中和魔法教室

$9900、魔法弟子免費

PWPM 躋身暢銷作者，變身大咖的最快捷徑

Randy 陳威樺

中和魔法教室

定價$39800，特價$12800
弟子優惠價$6900

最新網路行銷經營趨勢，快速打造萬人社群，
成為下一個網路新星！

大陸簡體書保證出書作者班

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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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店台北矽谷 B2

$49800，推廣特價$19800、魔法弟子免費
VIP 座席 原價$59800，特價$29800，特價
$1000 再送 9 大好禮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打造自動賺錢機器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中和魔法教室
新店台北矽谷 2B
采舍 10F 董事長辦公室

創富成功方程式：內在富足 X 外在富有

魔法講盟股東會
弟子項目實戰平台

改變命運的力量•抓住人心的影片營銷戰略
我如何打造千億的帝國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49800，推廣特價$19800、魔法弟子免費
VIP 座席 原價$59800，特價$29800，特價
$1000 再送 9 大好禮
弟子及股東為委員→委員長&行銷部長
非弟子為組員（組長），共組接班團隊

創新求勝 × 創造品牌 × 創業行銷 ▶ 智造未來
價值訴求、個人利基、系統創富、資本運營、合
縱連橫、目標客群、公眾演說、盈利模式

了解組織文化、挖掘個人潛力，董事長傳授領
導與決策的心法

中和魔法教室

魔法講盟股東

營運狀況與公司展望報告

中和魔法教室

全年入場票券只要 100 元

這年頭人人都可以做建商•區塊鏈落地應用
區塊鏈專業師資養成計畫

徵的就是你

中和魔法教室

超級好講師

徵的就是你

中和魔法教室

大坪林捷運站

Somebody

團隊與管理、致富絕學、行銷與通路、人脈與管理、
網路創業、粉絲煉金術、閃電成交金鑰、高效整合

學費$199800
早期師培優惠價$129800
會員優惠價$19800
弟子免費!

超級好講師

地址資訊：◆新店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 ▶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23 號

Nobody

中和魔法教室

▶ 培訓界顯學

陳芷湘、曹永東、吳宥忠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吳宥忠(區塊鏈證照)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王晴天(密室逃脫)

3/7&3/8 新店台北矽谷 2D 會員優惠價$69800
驚爆優惠價$2980
中和魔法教室

中和魔法教室

啟思社長范心瑜
陳威樺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Jacky Wang (超級好講師)
網路行銷魔法班
(每月第一個週二)

溝通協調與衝突管理•內化年度策略目標•凝
聚向心力•打造成功團隊的方程式
傳直銷收入最高的高手們所使用的系統
結訓後可成為 WWDB642 講師→至兩岸各城
市授課 ▶ 線上線下共好‧數位實體雙贏

2020 亞洲暨世界八大
講師評選 PK 決賽日

泰倫斯、曹永東、王晴天
魔法講盟超級導師群
王晴天(賺錢機器)

企業領袖培訓•竹科高管內訓•大咖人脈對接

學費$199800

3/7(六)、3/8(日)
3/14(六)、3/15(日)
3/21(六)

地表最強 BU

主軸、利基、成效

終身免費
複訓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課程原價$19800 特價$100
◆贈送價值$19800 的周二講堂全年上課證

用 NLP 完成您的短期與長期目標•全球最有
效的激勵型成功課程 ▶ 內含章外行文兼備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斜槓職涯新趨勢，最好的斜槓就是當講師

◆中和魔法教室 ▶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 段 366 巷 10 號 3 樓 位於捷運環狀線 Y11 中和站與 Y12 橋和站間 半圓形郵局西巷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