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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课程(SFB） 

中国民营和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必修课！ 

 

2019 · 中国 · 第四届 

 
寻求利益和情感的平衡之道 

揭密家族企业的传承及可持续发展的黄金规则 

直击核心问题，提供实操工具，全面提升家族企业管理领导力 

 

与优秀家族企业家成为同窗  

与顶尖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菁英分享成功案例 
 

学员可获得国际聚焦答案学院和 

比利时家族企业研究所双重权威资格认证 

享誉欧美的百万畅销书作者路易斯 ·卡夫曼教授亲自授课 
 

（上海·2019·12/19-22 中英文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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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有过这些困惑？ 

 
*如何做到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平衡？有时候利益伤害感情，或者情感影响理性决

策； 

*对接班人的规划：怎样清晰理性地思考接班人的问题，同时能正确合理处理创

始人本人及他人的情感？不仅仅是管理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更是多重情感纠

葛； 

*企业传承：传给子女？卖给高管团队？还是对外出售？ 

*上一代人有意愿把企业传给子女，可是子女愿意接班吗？子女有能力接班吗？ 

*如何在管理学和心理学结合的角度，通过家族领导力的发展，加深家族企业成

员的信任、让家族企业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在高科技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不断升

级。从而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什么是公司治理？什么是家族治理？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仅仅从管理的角度可以有效解决家族企业健康永续发展的问题吗？ 

*一个家族的荣耀取决于财富的多寡吗？或是别的什么? 

*作为为家族企业（民营企业，初创企业）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如何能更多地

了解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背后的黄金规则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课程对象 
 

*第一或第二代家族企业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员，以及高管； 

*民营企业、初创企业创始人等，以及高管； 

*为家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初创企业）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 

 家族办公室顾问、私董会教练与顾问； 

 私人银行高管及客户经理、金融培训师、会计师、保险公司、律师等; 

 各级商会管理者、政府及行业协会监管机构； 

 面向二代传承、财富管理的从业人员； 

 民营企业的投资者； 

 面对家族企业和高净值人士的新媒体及研究机构； 

 专业教练、咨询顾问、培训师等。 

 

 

家族企业（私营经济）的现状 

 
在很多国家，家族（私营经济）企业几乎占据了所有企业的半壁江山，且主要

以中小企业为主。据统计，家族企业（私营经济）每年创造的产值更是占全球

GDP的 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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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家族企业在第二代的存活率只有 30%，到第三代就只有 12%，能

传承到第四代及以后的只剩 3%。导致“创造，继承，毁灭”的最关键的原因之

一，就是接班问题。据报道，中国未来 10 年有 300万企业要进入传承阶段。 

 

*我国共有 790万家的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 70%以上，其中大多数是家族企业

（《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2011）。 中国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

才走过了 35年时间，我们在家族企业管理可持续发展和传承上缺乏相应的经

验。主要表现为人才专业化瓶颈、业务增长的挑战，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传

承和继任挑战、提高科技水平实现转型升级，如何适应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等一

系列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 

*摘自《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2015 

 

而欧美，特别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家族企业，在经历了百年风霜后，依然以稳健

强劲发展闻名于世。如大众，宝马，宜家，路易威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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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中国唯一渠道引进并定制的针对中国民营和家族企业（私营经济)的课程； 

*大量实操练习、案例分析、导师示范，与顶尖大师直接对话； 

*关注到家族企业中的“人”本身。包括作为家族企业创始人，家族成员，企业

员工和客户； 

*如何创造与保持一个兴旺的家族企业可持续增长； 

*如何更有效地管理你的家族企业，建设好你的家庭； 

*帮助你在成功上更进一步创造更多的可持续的成功，避免经常困扰和阻碍家族

企业发展的传统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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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收获 
 

无论你是家族（民营）企业创始人还是其高管，或是为家族（民营）企业服务

的专业人员，《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将为你带来全新的视野、角度去处理问

题，去理解家族企业发展的规律和周期，学习到欧洲家族企业发展的黄金规

则，从而能更加合理处理家族企业内、外的关系，帮助掌握更加合理的处理家

族企业包括传承、可持续永续发展规律的方法。 

 

*跨越障碍达到你的工作、亲子关系、生活的轻松和愉快的状态 

*学习到家族企业相关先进理念和发展规律 

*创始人的心理学个人特征研究( 或针对创始的一代人) 

*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 

*家族企业发展的三圈模型 

*家族企业成功的五个驱动力 

*家族企业教练与咨询的快速扫描工具包 

*继承之轮：第二代如何创造成功 

*家族企业专业化的十条黄金规则 

*家族企业领导力发展 

*如何管理非直接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等 

*家族企业第二代的陷阱分析: 如何避免，管理和处理它们？ 

*如何处理所有权，同时避开业务的纷扰？ 

 

 

*带走“干货”—— 聚焦答案立方©工具包（The Solution Cube©）为你本来已
经擅长的领域和财富增值 
 

证书 
按规定修完本课程的学员可同时授予《国际聚焦答案教练学院》和《比利时家
族企业管理学院》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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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介绍：路易斯·卡夫曼教授（LouisCauffman） 
www.louiscauffman.com 
 
 

有本书叫《不懂带人，你就自己干到死》，2013年一出

版就在管理和教练界获得好评，其作者就是本课程导师路

易斯·卡夫曼教授，这本以聚焦答案为核心的书籍很快成

为各大机场和当当网的畅销书。大家的评论就是“案例丰

富，所有团队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案！照着做，

你就能带好团队” 。已经成为美孚石油、微软、可口可

乐、宝洁等全球 500 强企业在力推的中层管理者领导法

则。 

 

 

 

卡夫曼教授拥有心理学和经济学双重学位，他是欧洲著名

家族企业管理和聚焦答案教练专家，国际聚焦答案教练学

院（SOLT.E.A.M）和整合管理研究院（Integrative 

Management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他创办的

SOLT.E.A.M培训机构，是一家国际教育和培训机构重点在

商业教练和心理治疗方面。整合管理研究院，是一家服务

多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咨询公司，专业为世界各地的很多家

族企业解决关于所有权和继承权管理方面的问题。 

 

不仅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更有大量的家族企业顾问和教

练经验。他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客座教授，从事家族企业心理学方面的教

学。他同时还是多家科研机构的创办人之一，比如欧洲家庭治疗协会等。卡夫

曼教授还是比利时家族企业学院（IFB）的高级课程总监和美国家族企业学院

（FFI）的前董事会成员。在聚焦答案积极心理学方面出版了 4 本书籍和超出

25篇相关的论文。 

 

他具有超过 30多年的个人实践心理咨询和治疗、商业教练和管理咨询经验。他

经常被邀请到全球各地如欧洲，美国进行咨询和培训工作。从 2014 年以来，

已经多次在中国分享他的知识财富，工作坊获得学员们的热烈追捧！他始终把

自己作为学员的工具，他关注学员内心的成长和转变。 

 

 

书评摘录 
 

比利时人、欧美知名企业顾问路易斯·卡夫曼所著的《不懂带人，你就自己干

到死：把身边的庸才变干将》一书，英文原名为“The Solution Tango”。有

别于人才管理（企业教练）、团队管理、方案管理同类书籍，路易斯·卡夫曼

的这本书没有大量引述那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案例，也不在高深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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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管理概念中打转，而是在提出一套“聚焦答案模式”的原则后，用更多篇

幅讲解如何在提升管理者语言能力、团队管理能力、流程管理能力等方面运用

这一模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新华社经济参考网，2013-08-20 

 

 

“聚焦答案”是现在的流行词汇，这是因为这种方法拥有许多优势。路易

斯·卡夫曼这位国际问题专家，呈现给读者一本可读性极强，并且以实际应用

为导向的书。 

——美国米尔顿·H·艾瑞克森基金会（Milton H.Erickson foundation）总

监            杰弗里·K齐格（Jeffery K. Zeig），博士 

 

卡夫曼把心理治疗领域有极大影响力的聚焦答案短期治疗方法的概念，发展成

书中的“聚焦答案管理”概念。此书充满了实际的建议，比如“奇迹问题”

“流程图”，是管理者，总监，企业主,咨询师的必读书。 

———Key Resources 咨询公司创始人，美国家族企业研究会（Family Firm 

Institute）主席   简·希尔伯特—戴维斯（Jane Hiburt—Davis） 

 

  

学员评论摘要 

 
 
感谢路易斯教授把一门全新的学科——《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带给了我们，无

论是企业政府、家族、家庭和同事、夫妻等等都可聚焦答案，解疑解惑，受益匪

浅！ 

---李先生   某县政府驻上海代表处  主任，上海 

 

这次有幸在卡夫曼老师的课程上争取到一个做个案的机会。坐在卡夫曼老师对面，

和他的眼睛对视那一刻，真的感到他可以看透我的心灵。个案结束时，我好像走

过了很长的一段心路历程。似乎看到自己内在受伤的部分，被卡夫曼老师细心地

给缝合上了。是的，他就是有一双神手，这是他用三十几年的心理治疗和管理咨

询的实践经验训练出来的。现在，他来到中国，把这些宝贵的经验手把手地传授

给我们。我是有多么幸运，能够有这个机会，这么近距离地接受老师的教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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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地感恩。 

----邓小姐  民营进出口贸易公司     总经理  安徽 

 

感谢路易斯老师精彩的 4天课程，学会了很多家族企业教练实用的实践方法和原

则。简单是新的复杂，家族和企业的生命发展周期，优化的家族图谱，家族企业

图谱等等，帮助每个企业家梳理自己的可用资源，深入思考未来的家族企业发展。

路易斯老师的大师级家族企业教练思维，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企业教练自身，放

下自我感觉良好和重要性的想法，做到更加客观的帮助企业家成长。未来会更加

努力地实践。 

---许先生    企业教练，江苏 

 

通过四天的学习与交流，一方面获得了很多全新的知识并能够嫁接入自己已有的

体系，另一方面也深感原先在沟通和管理上的不足之处——更确切说是早已存在

但从未认真觉知的地方。这套《家族企业管理和教练》课程让我从全新角度看待

企业治理和人际交流问题，课中探讨和实践的内容，对于家族企业主和服务商来

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赵小姐   财富类媒体  项目经理，上海  

 

这几天的家族企业课程收获太大了。让我在服务民营企业的同时多了更多看见，

和更多的支持。老师的聚焦答案的探戈舞鬼斧神工的让学员豁然开朗或感动的痛

哭流泪，被老师的沟通艺术折服。相信老师的家族企业的课程会在中国大地不断

开花结果帮到更多的企业！      

---何女士，财务咨询专家，资深教练，来自上海 

 

课程信息 

课程名：《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SFB 

主办方: 上海思哲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时  间: 2019年 12月 19-22日（四天，周四-周日） 

地  点：上海市延安西路 2558号（上海康柏苑大酒店） 

导  师：路易斯·卡夫曼教授（Louis Cauffman） 

投  资: 16800元，含课程及材料费（不含税，不含交通和食宿）。 

课程顾问： 

 

媒体支持：  

 

提早报名优惠价:14280元（截止于 2019 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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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课程 : 
课程名：《聚焦答案管理与教练》SFC 

时  间: 2019/12/14-17日（4天，周六 — 周二） 

导  师：路易斯·卡夫曼教授（Louis Cauffman） 

聚焦和家族两门联报价格：23800 元 （截至于 2019/10/15） 

 

 

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思哲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拥有。 

 

扫码报名 

 

 

 

 

 

思哲行 2019 年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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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哲行 

愿景 

成为行业领先的企业变革 

创新和组织发展的伙伴 

教练方案的一站式提供商 

使命 

通过推广、传播、运用教练技术 

引领企业提升组织生命力 

支持个人提升生命品质 

价值观 

诚信 专业 共赢 创新 开放 

 

021-68620086 

www.sizhexing.com  

service@jerryconsulting.com 

http://www.sizhex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