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基于神经科学的领导力发展峰
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基于神经科学的领导力发展峰会将于2017年10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主办机构：主办机构： iGrow吾成工作室吾成工作室

协办机构：新华报业集团培训杂志；同济大学协办机构：新华报业集团培训杂志；同济大学EMBA中心中心

赞助机构：赞助机构： Swisse 

支持机构：支持机构：Culture Works, 行者互联行者互联科技科技，思谋会，思谋会

时间：时间： 2017年年10月月17日－日－19日日

地点：地点： 上海同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129礼堂礼堂 和和 EMBA中心中心

领导力， 是许多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但是，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成为某个领域里最优秀的人吗？还是将自
己和所带领团队的能力发挥至最大？究竟怎样才能即保持最高效的业绩，又不至于用健康、幸福做代价呢？

当然，你可以参加各种培训来增长技能、完善对行业的了解，提高技术水平。这些显然都会有所帮助，但是，这就
足够了吗？

于今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基于神经科学的2017年领导力发展峰会，将对所有这些疑问作出有力的回答。

过去十几年里，世界各地的神经学家们在生理、心理、情绪和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人们的业绩表现的
影响做出了很多突破性的发现。比如，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之间紧密相关。而将所有这些最
新发现运用于领导力发展上，也是顺势而行。

基于神经科学的领导力发展在西方已经蓬勃了一段时间了，这些研究发现在中国和东方国家的运用，只是个时间问
题而已。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们，也在不断寻找更加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以期在
VUCA环境下，既能持续保持高速的发展，同时也满足身心协调的需要。

神经科学的一些研究发现证明，只有在专业技能上的提升与个人的心智发展携手并进时，最佳绩效表现才可能产
生。 这场峰会将帮助大家意识到我们尚未利用、开发的那些潜力；支持、促成管理、领导、和经营的新思路、新做
法的产生，既充满创意与喜悦，也多管理者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2017年10月17日至19日，上海同济大学129礼堂，舞台已经搭建好，希望有你的支持，一起： 

创建一个平台创建一个平台，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为什么万事万物彼此相关”

搭建一个舞台搭建一个舞台，展示以科学为基础，在个人，机构及社会层面，实现平衡、长效的高水准业绩表现的方法及路径

建立一个社群建立一个社群，将所有致力于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意图对我们所处社会与环境做出积极、良性贡献的个人与企业集
结在一起，相互鼓励、支持、分享。

联结现实和愿景联结现实和愿景：为与会者搭建一座跨越现实与愿景目标之间的桥梁。不管与会者目前缺乏的是技能，想象力，洞



察力还是经验，或者是意识，长远眼光，商业认知和商业盈利方式，我们都希望为与会者拉近愿景与现实的距离。

促进建设促进建设：一个更加全球化、更具前瞻性的商业环境，携手迈步向前，支持和谐社会的发展。

议程概要议程概要

Reboot, get inspired, and network!

重启，获得灵感，结交新朋友！重启，获得灵感，结交新朋友！

The Pre-Summit workshops kick-off at Tongji EMBA Centre on Tuesday, 16th Oct 2017with a 2 day “Transpersonal

coaching & Facilitator Accreditation Program” that created by Sir John Whitmore.

本次峰会将于2017年年10月月17日日，星期二，在同济EMBA中心拉开序幕。当然，如果您选择参加为期两天的， 由
John Whitmore爵士设计的“Transpersonal coaching & Facilitator Accreditation Program”的话，那么您的峰会体
验，将从10月16日开始。

On 17th Oct, four leading educators from UK, Australia and China, will get together to explore some cutting edge

topics in depth. Choose any two to attend and which can be booked separately.

2017年10月月 17日日，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四位教育专家，将和您一起深入探讨一些尖端的话题。纠结的
是，你会选择参加哪两场专题研讨呢？

The official Neuroscience for Leaders 2017 Summit starts on Wednesday, 18th Oct 2017.

基于神经科学的领导力发展2017峰会将于2017年10月月18日正式开始日正式开始。

On the morning of 18th Oct 2017, we will kick off the Summit with a keynote session that’s inspired by the host-

country. Attendees then spend the morning to explore neuroscientific findings related to health, performance and

happiness. Afternoon sessions will feature of concurrent session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science and leadership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orkplaces.

在在2017年年10月月18日上午日上午，我们将首先开始一个由东道国启发的主题演讲。随后整个上午上午，参会者可以先择参加不同
的演讲／研讨，了解神经科学在健康，绩效、幸福感等方面最新研究发现与运用。下午下午，更多的演讲／研讨将围绕
神经科学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职场男女大不同的一些应用，尤其会包括如何实现并维持我们所渴望的个人及机构
层面的转型。

On the night of 18th Oct 2017, a round table dinner themed as “Wisdom in Business” will be held at a landmark

restaurant in Shanghai, Speakers will hold intimate discussions and share their learnings about wisdo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usiness. Only 80 seats are available to allow for high quality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Secure your

space quickly.

2017年10月月18日晚日晚，我们将在上海的地标餐厅，举办一场主题为主题为“智慧与经营智慧与经营”的圆桌晚宴的圆桌晚宴。演讲嘉宾将亲密分享、
讨论他们对智慧的理解， 以及将智慧融入商业经营的经验和教训。为了保证对话的质量和深度，我们只提供80个座个座
位位，先购先得。

Then on 19th Oct 2017, a series of workshops and panel discussions are offered. You will learn from global and

local business owners about their approaches to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building an

internal community that makes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overall society. They will also illustrate how they outperform

compititors with sustainabed higher earnings … all validated by cutting edge neuroscience findings, don’t miss it!

然后，在2017年10月月19日日，我们将举行一系列讲座和小组讨论，您将从国际大企业和本地企业的创办者和管理者那
儿，学习了解他们经营公司、发展业务的思路与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成功建立一个对外部社区做出积极贡献的企
业内部团队，并因此得以保持持续的高盈利的… 他们的很多实践经验都是被神经科学最前沿的发现所验证的，千万
别错过了！

Through out 17th – 19th Oct, several fun, creative, and engaging “learning experience” will be held to assist you

to internalize the learning, make deep connection with fellow attendees, and turning other people’s wonderful

experience to be your very own actions… Individual and team winners will be announced at the Cocktail Party on

the Grand Finale on 19th Oct.  Make sure you won’t miss it, you don’t have to walk on the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lone, and it can be FUN, FUN, FUN!

贯穿10月月17日至日至19日日，我们安排了好几场次好玩又有创意的“学习体验学习体验”，以协助参会的大家内化当天的学习，结识
新的伙伴，将其他人传授的那些经验转化为可以为您所用的行动…个人或团队的获奖名单将在19日结束时的鸡尾酒
会上公布。确保不要错过哟！转型之路，可以结伴而行，也可以有趣有趣更有趣！

The exhibition will be open all day on both of 18th & 19th Oct 2017, the hall will be buzzing during the sponsored

morning and afternoon networking breaks.

展览区域展览区域，将于2017年10月18日至19日全天开放，相信由赞助机构冠名的上午茶和下午茶，是最佳的休息和结识新
朋旧友的好机会。

The Grand Finale of the Summit revolves around celebration, a cocktail party is arranged right after the closing

keynote on 19th Oct 2017, prize for “Learning Experience” will be announced, and more networking and

connections will be made.

峰会结束峰会结束时，则是各类庆祝活动。在2017年年10月月19日日的闭幕致辞之后，我们安排了一场鸡尾酒会鸡尾酒会，届时将宣布“学学
习体验习体验”的获奖名单的获奖名单，并给大家更多机会和与会嘉宾结识的机会 。

We aim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make sure You’ll leave the Summit feeling inspired, full of new connections,

new knowledge, and new memories shared with your peers, partners, and clients. Most importantly, you will be

armed with at least ONE big new idea that you will take into your life, to make an impactful difference.

我们会尽力而为，令您在离开峰会时觉得充满了灵感，认识了更多同道中人，学习了更多新知识，且创造了更多与
同行，合作伙伴及客户的回忆。最重要的是，您会清楚地知道，如何将某个新的想法带回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

Summit Schedule  峰会日程峰会日程

以峰会当日发布日程为准

Deep Learning

Pre-summit Accreditation

Mon • 16/10/2017

10:00 - 17:00

Transpersonal Coaching and Facilitation Accreditation

超个人教练与辅助认证课程

Niran Jiang

Deep Learning

Pre-summit Workshop

Tue • 17/10/2017

10:00 - 17:00

Transpersonal Coaching and Facilitation Accreditation

超个人教练与辅助认证课程

10:00 - 13:00

Workshop 1: Applying Neuroscience to Emotion & Stress Management

专题研讨主题一：神经科学在情绪、压力管理方面的应用



10:00 - 13:00

Workshop 2: iHEART program

专题研讨主题二：iHEART program

14:00 - 17:00

Workshop 3: Human Conscious Architecture

专题研讨主题三：人类意识建筑

14:00 - 17:00

Workshop 4: Brain-savvy Wo+men

专题研讨主题四: 了解大脑，两性合作

Awareness

Summit Day 1

Wed • 18/10/2017

09:00 - 17:00

ALL DAY – Open Space for Learning, Art and Converstation

全天——开放空间： 深化学习、艺术和 交谈

09:30

Opening: Why this Summit

开幕式：为何在此时举办这场峰会

10:00 - 11:00

Key Note: Why Neuro-Management is the future of management?

主题演讲：为什么未来的管理将是神经科学的时代？

11:00 - 12:30

Concurrent workshops about applying neuroscience findings to improve overall wellbeing, personal effectiveness

& performance

同时进行的多场研讨会，探讨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来提高整体健康、效率和业绩

11:01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1: Neuroscience for Effectiveness

峰会分会场一：关于成效的神经科学

11:02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2: 9 Habits for high performing Brain



峰会分会场二： 高效率大脑的9个习惯

11:03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3 研讨会三:

Brain Savvy HR, Business and Wo+Man

11:04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4 研讨会四：
Know what you WANT

14:00 - 15:00

Keynote: Neurobiology for Transformation

主题演讲：神经生理学与领导力发展

15:00 - 16:30

Concurrent Workshop about applying neuroscience findings 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aching and

management

多场同时进行的演讲或研讨会，探讨神经科学在领导力发展、培训、管理领域的运用

15:01 - 16:30

– Concurrent Workshop 1: Cultivate Inner Power

研讨会一：培养内动力

15:02 - 16:30

– Concurrent Workshop 2: Hormone, Neurotransmitters, and Leadership

研讨会二：荷尔蒙、神经介质和领导力

15:03 - 16:30

– Concurrent Workshop 3: Responsible & Impact Leadership

研讨会三： 责任型具影响力的领导力

15:04 - 16:30

– Concurrent Workshop 4: Neuroscience for Coaching

研讨会四：神经科学在高管教练方面的应用

18:30 - 20:00

Roundtable Dinner & Wisdom in Business

圆桌晚宴 & 商业经营中的智慧先行



Impact 

Summit Day 2

Thu • 19/10/2017

09:00 - 17:00

ALL DAY – Open Space for Learning, Art and Converstation

全天——开放空间： 深化学习、艺术和 交谈

09:30

Opening: Neuroscience based wholistic approach to Individual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开场：运用神经科学，全面平衡发展个人、企业的方法

10:00 - 11:00

Keynote：Mindfully building a health, happy and high performing culture – the Swisse story

11:00 - 12:30

Global & local businesse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bout wholist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urpose and profit

多场同时进行的演讲或研讨会，有本土和海外机构分享全面平衡发展的心得、目标和收益

11:01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1: Alibaba

11:02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2: Intrepid Travel Group

11:03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3: Gung Ho! Venture

11:04 - 12:30

– Concurrent Workshop 4: Shuang Tong Group

14:00 - 15:30

Panel: Long term impact made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ty while taking wholistic & balanced approach

平衡、全面的发展对企业内部环境、外部社区的长远影响

15:30 - 16:30



Closing keynote: Awake wisdom inside out to make long term positive impact

闭幕：智慧对个体、集体、社会的积极影响

16:30

Celebration & more networking

庆祝，并建立更多关系

The summit program i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the solutions, and the pathways to “Unlock
the Brain’s True Power” on 3 levels, which are:

我们希望在三个层面上来探讨我们希望在三个层面上来探讨“释放大脑真正能量释放大脑真正能量”的可能性、方案和路径，的可能性、方案和路径， 这三个层面分别是：这三个层面分别是：

Individual level 

在个人在个人层层面面

The brain’s role in relationships, performance, mental health

大脑在人际关系，个人业绩表现和身心健康层面所起的作用

Flourishing vs. Languishing – What does higher purpose have to do with success?

昌盛Vs衰败，更高的使命感与成功的关系如何？

Seeking Outside vs. Exploring Within – Where does wisdom come from?

向外寻求Vs向内探索，智慧究竟从何而来？

Business level

在公司层面在公司层面

The brain’s role in relating, engaging, inspiring, and leading

在打交道，建立关系，启发和领导力层面，大脑所起的作用

Why does doing anything matters to everything?

为什么作为与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都会影响着我们所处的体系？

Why does bringing higher purpose into the equation equal higher profit?

为什么更高的使命感能会带来更多更长远的效益？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is century and the next?

在现在与未来，持续高效发展需要什么条件？

Society level

在社会层面在社会层面

Why an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为什么一切都有彼此的相关性，它们又是怎样互相关联的？

How do we move away from a fear- and anxiety-based social norm to restore and reboot an abundance-, kindness-

, and compassion-oriented social norm?



如何在充斥着恐惧和焦虑的社会常态中，恢复重建一个充满善意、同理心的社会常态？

会前专题讨论会前专题讨论

The Pre-Summit Workshops provide you with an outstanding opportunity to gain deeper insight into Neuroscience

base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s and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advices on creating strategies that will

help individuals successfully prepare for tomorrow, today.

These Pre-Summit Workshops are led by world-renowned, inspirational industry thought leaders. These highly-

interactive workshops are not to be missed! The hard decision will be which one to attend!

会前专题研讨会，让您有机会近距离深入了解基于神经科学的个人转型技术和模式，并提供实践操作方法和建议，
帮助个体创造成功应对当下和未来转型变革的策略。

这些会前专题研讨会由全球知名的行业思想领袖主讲。这种互动程度很高的专题研讨不容错过！纠结的是，究竟参
加哪个呢？

On date 16th -17th Oct,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 Coaching Program designed by Sir John
Whitmore.

10月月16日至日至17日，您有机会参加由日，您有机会参加由 Sir John Whitmore 设计的教练认证课程。设计的教练认证课程。

Pre-Summit Accreditation:  TRANSPERSONAL COACH AND FACILITATOR TRAINING 

Date:  16th – 17th Oct 2017

Time:   10am – 5pm

Venue: EMBA Centre, Tongji University



Presented by: Niran Jiang

Language: English & Chinese 

Niran Jiang  与John Whitmore爵士一起创立了Human Excellence学院.

Transpersonal is a robust values-based model and coherent set of practical tools free of dogma. It is increasingly

being applied as a powerful approach to activate deep personal and system intelligence for building resilient and

successful organisations in a VUCA world.

Sir John Whitmore, a pioneer in coaching and pre-eminent thinker in leadership, created this program. Niran Jiang

has taught with Sir John for over a decade. Niran coached hundreds of

executives and trained thousands of coaches worldwide.

This program provides you with the theories, methodologies and practical tools to apply with clients for their

everyday challenges and to empower them to move to a place of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enjoyment, and

fulfilment.

超个人教练和辅导是一个基于价值观模型，包含一系列实用工具、且不含教条主义的个人转型模型。近年来，被越
来越多地用于激活隐含在深层的个人和系统智慧，以便个人和机构能够练就在VUCA时代获得成功的韧性。

John Whitmore 爵士设计了该培训课程，他是职场教练辅导的拓荒者，在领导力发展和组织变革方面深有见
地。Niran Jiang与John Whitmore 爵士共同持教该课程十几年。在世界范围内，Niran已经培养了成百上千位教练，
并给上百名高管提供教练服务。

该认证课程不仅提供理论、方法、和可以用于应对生活挑战的实践工具，并能够赋能学员保持持续的高绩效、愉悦
与富足。

On 17th Oct 2017, you can choose to attend any two of following fun and in-depth workshops

2017年年10月月17日，您可以选择参加以下任何两个有深度并充满趣味的研讨会日，您可以选择参加以下任何两个有深度并充满趣味的研讨会



Workshop 1: Applying Neuroscience to Emotion & Stress Management

Date:  17th Oct 2017

Time：10am – 1pm

Venue: EMBA Centre, Tongji University

Presented by: Elise Zhu 

Language: English & Chinese 

Having trouble controlling your emotions? Feeling stressed out at work and in life? Or simply having a big belly that

won’t go no matter how you diet and exercise? Are there any links among all these? Very likely indeed.

So why is that and what to do? The answers are simple and they lie in your own brain. In fact, do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terally REWIRE your brain on your own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you react to emotional triggers and

stressors in life and at work?

Together with Elise, let’s hack into our own brain and learn evidence-rich yet simpl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o

outsmart your brain, and to rewire it to make you the master of your emotions, turn bad stress into good stress, and

to improve your happiness, wellbeing, resilience, and performance, in both short and long term.

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感觉工作方面压力重重?以上这些难道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有可能。

失控的情绪不但让我们的智商下降，还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决策、学习和领导能力,长期的负面情绪状态和慢性压
力对于我们身心健康也有很大危害。从企业角度来讲,不快乐的、焦虑的员工意味着生产力的下降。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它们就藏在你的大脑里。通过了解我们的大脑,我们能找到简单有效的方法来
更高效掌控情绪和管理压力,提升复原力。你是否知道,你能够凭一己之力,实实在在地重塑你自己的大脑，以从根本
上改变你对工作生活中的情绪刺激和压力源的反应模式?

让我们跟随Elise一起,潜入我们的大脑,学习简单实用的方法来重塑你的大脑,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化恶性压力为良性



压力,提升复原力和长期幸福感。

Workshop 2 :  iHEART program

Date:  17th Oct 2017

Time：10am － 1pm

Venue: EMBA Centre, Tongji University

Presented by: Dr. Reza Samvat

Language: English & Chinese 

“Social-neuroscience” is an emerging feild in neuroscience concerned with our brain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appropriate adaptive behaviour. These behaviours are based on values we believe are essential for survival at the

physical, emotional, social and societal levels. Values are rules for living. They are deeply held beliefs that a

certain way of being. They are how we decide if a certain outcome is preferable to another. Values “talk”,

Behaviours “walk”.

There are 6 different ways our social brain has been wired to acquire values, connect with others and interpret our

world.

The iHEART is an integrated neuro-emotional-social integration systems approach aimed at increasing the

plasticity of the brain enabling new neuro-pathways to open up in the social brain to help evolve our

consciousness to optimise health. It focuses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usculo-skeletal systems, the

bodily organs and their interconnected bio-chemical functions as controlled by the nervous system. These systems

are ruled by our emotions and values, regulated by our sleep and directed by our state of consciousness.

“社会神经科学”是神经科学的一个新兴领域，涉及发展适应性行为中的大脑开发。这些行为是基于在身体、情感、社



交和社会层面上我们认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我们生活中认准的规则。它们被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
信念，成为我们内在的一部分。它们决定着我们更倾向于哪一种结果。价值观主导思维，行为只是这种思维的外在
表现。

我们的社会大脑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取价值观、与他人联系并解读我们的世界。

iHEART是一个集成了神经、情感和社会的整合系统方法，旨在增加大脑的可塑性，使社会大脑中开通新的神经通
路，以帮助我们演进我们的意识，使健康达到最优。它侧重于由神经系统控制的肌肉骨骼系统、身体器官及与其相
互关联的生物化学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系统由我们的情绪和价值观主导，由我们的睡眠调控，并由我们的意
识状态所指导。

Workshop 3: Human Conscious Architecture

Date:  17th Oct 2017

Time：2pm － 5pm

Venue: EMBA Centre, Tongji University

Presented by: Vivi Tian

Language: English & Chinese 

Human Consciousness Architecture, is a neuroscience-base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gram to help people built

their consciousness, giving tools to build structure that activating the human brain.

HCA featuring the neuroscience-based CATSU model which is a new way of addressing the complex needs and

desires of humans as they explore who they are, what they want, and what it is possible to become.

In result, learning the neuroscience function of human brain will help develop people in a very effective way.



Who are HCA audiences?

This training focuses on facilitation, leadership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is available to innovators and

radical change agents from any background.

It is highly applicable in an organizational setting for leaders at any level. Also for folks newly wanting to enter the

human development field and those already working as coaches, counselors, therapists, or healers of any

modality.

It is also a powerful model for use within organizations, so we welcome HR and OD professionals as well!

What Can I get out from HCA intro session?

Overview of HCA

Big picture of CATSU model

3Rs model ( a way human brain takes effective advice)

Explore about your brain & lots of fun

人类意识建筑是一种基于神经科学的体验式学习计划，旨在帮助人们建立自我意识，提供工具来构建激活人类
大脑的结构。
HCA具有基于神经科学的CATSU模型，这是一种解决人类复杂需求和欲望的新方式，因为它们探索了他们是
谁，他们想要什么，以及可能成为什么。
因此，学习脑神经科学功能将有助于以非常有效的方式发展人。

谁是谁是HCA观众？观众？

它非常适用于在任何级别的领导的组织设置。 也适用于最近想进入人类发展领域的人们，以及已经作为教
练，辅导员，治疗师或任何模式的治疗者工作的人。

它也是一个在组织内使用的强大的模型，所以我们欢迎HR和OD专业人员

我可以从我可以从HCA介绍会上获得什么？介绍会上获得什么？

HCA概述

CATSU模型大概介绍

3Rs模式（如何给有效建议）

探索你的大脑和很多乐趣



Workshop 4 : Brain-savvy Wo+men

Date:  17th Oct 2017

Time：2pm － 5pm

Venue: EMBA Centre, Tongji University

Presented by: Jan Hills

Language: English & Chinese 

One of the cries we her from women is that gender bias is still and issue in many work places. From many men, we

hear concerns about their place in the work and that the initiatives designed to help women done damage men.

How can organisations meet both of these challenges?

Jan’s firm carried out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of men and women in the workplace. From this

research, we create created a Success Profile, a model of what the different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is in giving

both men and women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thrive in the workplace.

Jan will share the Success Profile and the nuances that make it work in organisations.

Participants will come away with both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works, what gets in the way and how to adopt

ideas for their own workplace.

我们听到许多职场女士提到，在许多工作场所，性别偏见依然存在。同时许多职场男士对他们的职场位置感到担
忧，并且担忧一些旨在帮助女性在职场取得成功的举措会对职场男性造成伤害。那么组织如何应对这两个挑战？

Jan 的机构为此开展了调研，旨在了解男女性在工作场所的体验。并由此创造了一个成功模型，其赋予了职场男士
和女士在工作场所取得长足发展的最佳机会。

Jan将分享该成功模型并说明使其在具体组织中成功运作的微妙之处。



参与者将了解什么有效，什么构成障碍，以及如何把这些想法顺畅地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场合。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1) Sarah McKay博士，博士， 在大脑健康领域的见解影响了很多人，并且她的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她拥有神经科学博
士学位，十分擅长将大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简单易行的行动方法加以普及，从而提升人的效率表现和健康水
准。

Mckay出身名校，她在牛津大学获得了神经科学的理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在神经可塑性领域展开自己的博士后研
究，潜心研究5年之后她选择走出实验室，在科学沟通领域开创事业。她建立了神经科学学院（Neuroscience

Academy，(www.theneuroacademy.com)，为大众提供线上和线下培训，把神经科学，积极心理学和身心医学应用
到生活和工作层面中。

McKay博士还开设了有关大脑健康领域的博客(www.yourbrainhealth.com.au)，十分受读者欢迎，并且还曾荣登
TEDx的讲台，为大众讲述了午睡背后的神经科学。同时她也在撰写一本有关女性大脑的著作，预计将在2018年由
著名出版机构法国阿榭特出版社出版发型。

2) Reza Samvat 博士，博士，1991年毕业于美国的Logan Chiropractic大学，他在综合健康的多个领域累积了27年的专业
经验。Reza博士还是澳大利亚首个自然睡眠中心Sleep4Health™的创建者，他主张以价值导向的方式来对待健康，
从实际科学依据出发进行医疗健康护理。

同时，Reza 博士也是Performance Enhancement Health Coach™的创建者，该项目通过保持生理、化学、情绪和
心理多个方面的健康来帮助个人达成领导力的最佳表现。他对于神经可塑性和个人蜕变有着极大兴趣，其中就包括
功能神经科学，营养生物化学，睡眠医药，身心医药等多个具体领域。Reza的著作《Sleep, Health

and Consciousness》综合了他个人多年的临床观察，广受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欢迎，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更加面向
大众的书，不久即将出版问世。

3) Ann Betz, CPCC, PCC, CNTC,是BEabove Leadership的创始人之一，学术上她涉猎甚广，在神经科学、指导培
训和人类改造的交叉学科领域颇有建树，经常跨国进行演讲和培训。Ann在Coaches Training Institute (CTI)担任神
经科学顾问多年，为其他许多大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提供神经科学，领导力和培训顾问等多项服务，她的客户中不
乏国际教练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ach Federation ）这样的知名机构。

Ann也是BEabove 领导力金牌训练课程《神经科学，意识，革新型培训》的共同创始人和负责人。该课程的讲授足
迹遍布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中国，挪威，英国等全球多个国家。

作为具备资格认证的职业培训专家，Ann关于大脑研究和训练指导的论文具有相当的学术突破性。Choice 杂
志， Coaching at Work, Coaching World，ICF和CTI的博客等多家训练和HR方面的期刊平台都刊登过她的论著。

Ann 还是《Integration, the power of being Co-Active in work and life》的 首席作者，该论著探讨了人的意识和未来
的关系，她还在国际教练联合会旗下刊物上发表过有关神经科学的白皮书，十分具有突破性。她也是国际演讲家，
演讲课题包括神经科学，领导力和培训指导等方面，复杂的大脑问题在她的演讲中变得生动而有深度，幽默且简单
易懂。

4)  Peter Buytaert，，在行政管理，领导力及创业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亚洲从业25年，期间更有10年是在中国
度过，同时他也是CGL管理咨询公司（中国一家创业孵化器）的创始人，也是格联沃（GLO，Good Leaders

Online）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责任官。格联沃是一家极具创新意识的领导力发展平台，该平台致力于倡导有责任感
的、真实可靠的领导精神，着重为全球布局的中国公司发掘和培养全球化的人才。格联沃有一套独特的评估手段用
以鉴别和培养高素质的领导者，让领导者们不仅有开放的思维，更在工作中彰显自己的热情和价值观，真正成为企
业经营的驱动者，激发团队的高业绩表现。

Peter也是苏州国际工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在多个MBA项目中讲授如何领导变革，如何建立高效团队，如何在复杂多
变、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进行管理工作，以及亚洲/中国战略课题。

2007至2010年他连续三年担任上海荷比卢工商协会 (www.bencham.org)的会长。

在他个人创业之前，Peter曾担任Agfa Graphics的主席，他的职业足迹遍布日本，韩国，香港和东南亚的多个国
家，出任过多个公司机构的董事经理。之后他通过变更项目为多个私募基金和家族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



他本科专业为法律，后在比利时的艾斯商学院（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附属学院）获得商业工程
(“Handelsingenieur”)硕士学位，接着他进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攻读进阶管理课程，后又在马尼拉亚洲太平洋大学攻
读企业经济战略，学术履历十分丰富。

5)  Mr. Philip Beck 贝曦贤，贝曦贤，在贝先生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担任过中小企业及上市公司高管，执业范围横跨亚太
区与英国，包括广告、数字媒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招聘及传统媒体领域。

1995年他首次来到中国，从此，他逐步设立合资企业，推出新品牌。现在他是一个活跃的投资者、董事长，也通过
自己的私人股本公司“多倍达投资”资助20多个中国初创企业，成为他们的导师。多倍达投资公司重点面向消费者的
技术部门，领域涵盖分析、电子商务、教育、时尚、招聘、社会CRM。

贝先生毕业于澳大利亚公司董事研究所主修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战略规划。对了，业余他还喜欢开直升机。

6）Alex Feher, 是亚太地区影响力投资峰会的创办人之一，Culture Works总监

Alex 与Rob Irving共同创立了一家会议活动策划公司，该公司后被著名的软银集团收购。接着他进入了澳洲本地公
司Ziff-Davis担任CEO，该公司业务范围涉及策展，互联网和出版发行等多个领域，是一家知名跨国公司。Alex曾经
营管理COMDEX，Interop， ZDNet，PC Week和PC Magazine等多个知名品牌。他还曾是Human Excellence的总
监之一，与他同时担任总监的还有Niran Jiang和培训领域的领军人物John Whitmore爵士。

目前Alex是Culture Works的负责人，这家公司为企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打造具备价值驱动力的企业文
化。他极具工作热情，善于帮助企业找到目标价值，发展领导体系，营造由内而外、具备活力的企业文化。Alex与
基金经理Matthew Kidman共同撰写了《Master CEO’s》一书，并且在公共和NFP机构担任总监职位。他也是亚太
影响力公司的总监，影响力投资峰会的发起者。

7） Jan Hills，，具有神经科学领导力的硕士学位，她的Head Heart + Brain课程为企业机构的领导和管理方式带来了
突破性变革。她的顾问服务能将神经科学的前沿成果应用到领导力和企业运营管理中。

Head Heart + Brain成立之前，她拥有自己的顾问机构，同时还是一家投资银行的首席运营官。她把自己丰富的商业
实践经验运用到了领导力课程中，解决实际商业问题时尤为得心应手。 

目前她已有三本著作面世，其中包括《Brain-savvy Business: 8 principles from neuroscience and how to apply

them》。如您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登陆她的网站www.headheartbrain.com。

8）Niran Jiang，，与John Whitmore爵士一起创立了Human Excellence学院。她是一位战略顾问，革新引导者，也
是高管教练，20年来她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地，在企业、个人发展领域累积了十分丰富的宝贵经验。

Niran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接着她在犹他大学担任研究员一职。后来她进入了可口可乐和庄
臣这样的跨国大企业担任高管职位。她创造性的工作更是让庄臣公司完成了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

Niran 还曾在由威尔士王子和剑桥大学创立的The Business & Sustainability项目中任职。她十分擅长引导企业积极
转型，作为高管教练，她培训过来自不同领域的数百名学员。作为培训师，她以丰富的经验培养出了全球上千名教
练和顾问。她是获得全球认证的CTT培训师，具备认证资格的MBTI从业者，也是 ING商学院High Impact

Performance项目的教员。

9）吴庆海，吴庆海， 孙行者创始人，原中粮研究院CKO、西门子核心高级专家。中国知识管理实践第一人，世界500强企
业高管，国家知识管理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知识管理联盟创始人，《知识管理论坛》杂志副主编，原中粮营
养健康研究院CKO、西门子中国高级核心专家。长期致力于企业管理和信息化领域的研究、咨询、实施和培训工
作。率领西门子中国连续获得2011年、2012年中国MAKE及亚洲MAKE大奖；率领中粮获得2015年中国MAKE、亚
洲MAKE及全球IOU MAKE大奖。

10）Elise Zhu，，是一位组织心理学家。近年来，她对于神经科学，尤其是其在管理和领导力方面的应用充满了激
情。她致力于运用最新的神经科学知识帮助她的客户通过“重塑大脑”来优化脑力和提升绩效。自2016年以来，她致
力于在中国市场推广神经科学的应用，并将此作为个人使命，期待帮助更多的人通过更好地了解和使用自己的大脑
而受益。

除了对于神经科学的热衷和推广，Elise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人才评鉴师和高管教练。她在帮助企业高管个人更好应
对职业挑战和机遇，以及帮助企业提升人才竞争优势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



＊国际教练联合会,认证教练
· 企业教练,领导力研究院签约教练
· 创新领导力中心,签约教练
· 神经领导力研究院会员
·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应用神经科学研修证书
·  伦敦大学组织心理学硕士
·  DDI认证高管人才评鉴师
·  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
·  微信公众号"玩转大脑 － BrainHacker"创办者及作者

11)  田桉萁田桉萁，专业教练和领导力发展顾问。

专注于通过一对一教练，团队教练的方式提升领导力发展，团队效能和员工参与度(Engagement)。曾参与多个领导
力发展项目与变革管理项目教练部分的设计与实施，积累了丰富的教练在组织发展的最佳实践。她的风格风趣，快
乐，深刻，直接。她相信趣味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她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成为更好自己的意愿，教练是那个带着爱与
信任给客户鼓励和助威，必要时当一面纯净镜子服务于客户的成长。

在成为教练和导师之前，田教练在业务开发和销售方面拥有超过15年的管理经验，曾就职于日本矢崎（汽车配
件），美国福陆（全球建筑商）。她在美国，加拿大，迪拜生活和工作，现在居住在北京。

田桉萁从2010年开始从事专业教练，现任总部位于美国全球最大面授教练培训学院（Coaching Training Institute)的
教练导师和ICF认证教练课程团队督导，以及一对一教练导师。她是大脑科学和意识转化教练的倡导者，2015年把
脑神经科学高级教练技术 NCTC高级教练认证项目引入中国并且在国内各地演讲和推广。她参与翻译的领导力书籍
《心桩》于2016年10月出版。

田教练曾服务过的行业包括汽车，咨询，电子，消费品，制造，制药等；部分客户包括：雅培，艾仕得，拜耳，勃
林格殷格翰，康明斯，戴姆勒，杜邦，福特，IBM，联想，微软，玛氏，诺和诺德，西门子，中石化等。

12)  Geoff Manchester，Intrepid集团联合创始人，Intrepid基金会主席

Geoff Manchester，是全球公认的责任旅行先锋倡导者，也是全球最大的探险旅行服务供应商Intrepid集团的联合创
始人。Geoff Manchester先生同时也是Intrepid集团旗下非营利性基金Intrepid基金会主席。人们亲切地称他为
Manch。

Manch和他的挚友Darrell Wade在1989年共同创立了Intrepid旅行公司，为旅行者提供真正体验当地风情的小团探险
旅行服务，不仅服务旅者，也促进了旅行目的地的当地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用心经营，Intrepid现在已经进入集团
化发展，旗下有6个特色专营旅行社，17个旅行管理公司，为超过250,000名旅行者提供了去往全球7个大陆100多个
国家的旅行服务，该集团现有超过1,500名员工，25个办公室遍布全球。

Intrepid集团与2000年建立了责任旅行部门，是整个旅游业第一个有此创举的机构。接着，他们在2002年设立了
Intrepid基金会，让旅行者有机会回馈他们的探访目的地。该非盈利基金会自建立以来已经为全球七十多个生态区和
社区项目募集了超过400万美金的资金，用以支持倡导生态保育，野生动物保护，人类权益，性别平等，公共卫
生，儿童福利等众多公益项目。

Intrepid基金会致力于联结我们本地行业领导者和基金支持的公益项目，对此Manch感到十分自豪——Intrepid深入了
解公益项目和社区内存在的问题，进而向旅行者们进行宣传，鼓励他们热心捐助。因此Manch也是澳大利亚自觉资
本主义的形象大使，经常就可持续商业发展议题在澳大利亚和全球范围进行演讲。

如需了解更多Intrepid集团的信息，请登录www.intrepidgroup.travel; 如需了解更多Intrepid基金会的信息，请登录
www.theintrepidfoundation.org。

13)  Jade Gray, 1996年，Jade Gray从新西兰出发，来到中国，他一个人，只带着简单的行囊，对于普通话只是略
知一二，却胸怀壮志——在全球增速最快的市场中闯出一片天地。这期间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起伏，20年后他衣
锦还乡时已经是知名餐饮连锁机构的老板，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的职业生涯从东北的养牛场管理层开始，后又到西南的大型超市任职，中国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丰富的工作
经验让他洞察了这市场中成败的奥秘。在2000年他开始了自主创业的旅程，并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餐饮连锁机构
Gung Ho，该机构旗下拥有多个知名餐饮品牌，如叫板披萨（Gung Ho! Pizza）和火鬼披萨（Pyro Pizza）连锁
店。Jade拥奥塔哥大学的市场营销/中文学位，并且还在新西兰政府的中国咨询委员会任职。

14)   楼仲平楼仲平，全球饮用吸管行业领导者 “双童吸管”的创始人，自1994年创办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后始终坚持
专注于一根吸管，坚持细分专注的工匠精神，通过深耕细琢和不断的创新改变，将一个几厘钱的低、小、散的小商
品做到时尚创意的产业链顶端，是《聚丙烯饮用吸管》轻工行业标准、中国国家标准和《聚丙烯饮用吸管规
范》ISO国际标准的第一起草人，并在2014年10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其坚持二十多
年不为诱惑所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故事被社会广泛传播。

楼仲平出身贫苦，初中辍学，14岁随父鸡毛换糖到江西等地谋生，创业过程中含辛茹苦，历经坎坷，追随改革开放
后的创业大军在其办企业之前的15年时间里干了二十多个行当，其几乎所有知识和阅历均在创业期间的后天所积，
有着比一般创业者更为深刻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在中小企业发展、创新转型思考、社会责任认知、标准品牌建设、
信息化应用，以及创业与守业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见解。目前，楼总兼职担任了浙江大学MBA班、浙江师范
大学、衢州学院、义乌市工商学院等大学的客座教授，为许多创业者、学生答疑解惑，指明人生方向。

15）张建飞张建飞，阿里巴巴国际化事业部高级技术专家，架构师

2007年毕业并获得计算机应用工程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外企工作，分别在infosys和eBay的核心系统组担任技术研
发和架构工作。2014年加入阿里巴巴，出任1688交易系统的技术团队负责人，之后又担任了B2B CRM服务运营系
统的技术负责人，服务对象包括1688，ICBU和AE。

具有10多年的国内外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架构和管理经验。在eBay工作期间，曾因突出贡献被授予杰出人才称号。转
战阿里之后，带领技术团队完成了多个复杂系统的产品化、平台化建设，拿到了很好的结果。对阿里巴巴的使命，
价值观和愿景有很深的认同和体会，致力于通过技术驱动业务发展，坚持使命驱动，价值驱动的管理风格。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早鸟价，截止到2017年8月15日，共设200张折扣票，先购先得。 

会前认证课程会前认证课程 －－ Transpersonal Coaching & Facilitator Program

Niran Jiang 与John Whitmore爵士一起创立了Human Excellence学院. John Whitmore 爵士设计了该培训课程，他
是职场教练辅导的拓荒者，在领导力发展和组织变革方面深有见地。Niran Jiang与John Whitmore 爵士共同持教该
课程十几年。

该认证课程不仅提供理论、方法、和可以用于应对生活挑战的实践工具，并能够赋能学员保持持续的高绩效、愉悦
与富足。

购票完成后出具的收据可以用于报销；若需开具中国本地发票的话，则需要额外支付10%的费用。 

提前预订票价价格提前预订票价价格:¥6,060 

标准票价价格标准票价价格:¥6,800 

会前一日专题研讨会会前一日专题研讨会

10月17日当天，共有4场半天的专题研讨会，任选两场参加吧。

购票完成后出具的收据可以用于报销；若需开具中国本地发票的话，则需要额外支付10%的费用。 

提前预订票价价格提前预订票价价格:¥2,950 

标准票价价格标准票价价格:¥3,250 



全两天峰会入场券全两天峰会入场券

10月18日、19日，全程参与峰会环节，聆听来自海内外近20位专家全力奉上的知识与精神的盛宴。

购票完成后出具的收据可以用于报销；若需开具中国本地发票的话，则需要额外支付10%的费用。 

提前预订票价价格提前预订票价价格:¥4,250 

标准票价价格标准票价价格:¥4,900 

全三天峰会全体验套票全三天峰会全体验套票

0月17日－19日，全三天套票，尽享会前专题研讨与峰会各场演讲，不拘束、不限制，放纵自己与智慧共舞。 

购票完成后出具的收据可以用于报销；若需开具中国本地发票的话，则需要额外支付10%的费用。 

提前预订票价价格提前预订票价价格:¥6,150 

标准票价价格标准票价价格:¥6,950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