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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之愛公益活動　全球企業家營

用心的邀約　生命的盛宴

活動辦法

課程須知 －  敬請研習者三天兩夜全程參與

舉辦單位 －  本課程由「財團法人圓桌教育基金會」舉辦

報名須知 －  報名遴選後，再與您聯繫上課時間、地點、食宿安排

－  全球企業家營以華語進行，若需要英語內容，基金會另有英語梯次 
　  之公開課程

課程費用 －  依開課地區不同，費用亦有些微差異。將在遴選並確認上課地點， 
　  依上課地區之公告費用報名

課程目標 －  透過「改變的力量」，真正享受健康－智慧－財富 
　  全方位平衡的幸福生活

－  結合更多願意對社會付出，並深具影響力之企業領袖， 
　  為企業及社會，注入更多愛與生命力

－  讓中華文化千年古訓，在生活中得以真正實踐，帶給家人及 
　  企業團隊，更美好而快樂的未來

邀請對象 －  企業領袖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負責人

－  各界領袖　 政府部會首長、中央民意代表、 
　　　　　　   百床以上醫院正副院長

－  華僑領袖　對華人社會有影響力之僑界領袖

課程名額 －  將依邀請對象及報名時間順序，遴選120位參加課程



把生命力傳出去

敬愛的企業領袖：

　　在您宏偉的視野及卓越的經營之下，締造非凡的聲望與成就，對社

會之人心鼓舞、經濟提振，都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著實令人敬佩。

　　圓桌教育基金會，是由一群願意付出愛心的夥伴及遍及全球的志

工，所共同護持的大家庭。不談政治、亦非宗教，謹以歷經多年，對人

類生命的研究與印證，致力於研發「人的使用手冊」。我們相信，透過

學習，我們都可以把生命經營得更好，讓這個世界更真、更善、更美。

　　近年來，圓桌除了因應來自全球學員的需要，幾乎全年無間斷的

進行課程，更在積極助人的信念下，為育幼院舉辦青少年營隊，讓孩

子們對人生，能有更多的瞭解與期望。更為了擴大對社會的關懷，為

肩負生命教育使命的教師及醫師，舉辦特別的公益研習營，迄今已有

超過 5,000位充滿愛與智慧的教師、醫師，回到學校與醫院，重新燃
起對生命的追求與付出。

　　2003年，SARS肆虐許多國家，在經濟、人心備受衝擊的環境
中，圓桌亟思協助社會、安定人心的腳步，一定要走出去！為此，

圓桌相繼在台北、洛杉磯、紐約、吉隆坡、北京、上海、東京、首

爾、倫敦、馬尼拉、布里斯本、舊金山、溫哥華、阿姆斯特丹開辦

「企業領袖營」課程。經由三天的研習，讓企業領袖回到生活中，發揮

企業的信願，讓我們的土地得以滋潤，集結正向的力量，使社會的生

命力再創嶄新的格局。

　　因應結業企業領袖們，在課後的肯定與熱烈迴響，圓桌才有持

續舉辦企業領袖營的動力。課程的內容，是圓桌教育的經典之作－

「改變的力量」。這個課程，19年來已經舉辦超過560個梯次，誠摯邀
請您來共襄盛舉，與傑出卓越的企業領袖們共度非凡的三天。

　　我們深信，在您身上所印證的生命智慧，透過您的雙手，將播灑到

世界每個角落，讓您的家人、企業及社會，都能因您的存在而更美好。

　　敬 頌
商 祺

財團法人圓桌教育基金會 敬邀



于劍　大陸　深圳市燃氣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理

多年來參加過許多學習和培訓，但像這樣能夠

把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企業的事業家們，在他們的心

靈深處引起共鳴的經歷，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三天

的學習是自我修正的過程，是心靈洗滌的過程，真是

非常的值得。在這人們容易浮躁的年代，圓桌教育基

金會是一個偉大的事業，是在宣揚中國民族文化，這

種民族文化代表著一個民族的精神，這個民族需要學

習、修正。這個民族一定是個有力的民族，是個有希

望的民族。我願意有機會還要參加圓桌的培訓，來當

圓桌的學長，為圓桌學員服務。希望圓桌教育能夠傳

播到全世界 !!

史清琪　大陸　中國女企業家協會 會長

通過學習感到自己還要修心，要為改變世界付出

微薄力量！真誠對待家人和周遭的人吧！為他們付出

吧！讓社會由於我們的存在而幸福，快來吧！付出不

要求回報，應看到由於我們的真誠，周圍已經在變，

那怕是微小的。

吳斯懷　台灣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副司令

圓桌「改變的力量」能量無窮！圓桌把中國文

化：以人為本、反求諸己的思想有系統的整理，藉課

程傳達給我們。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透過精采講

授、感人活動與學員分享，讓我們重新內視自我、真

實面對自己；讓我更清晰認知人生的目標以及實踐的

方法。這個社會需要圓桌的理念來淨化與提昇。

李永然　台灣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所長

人必須認清人生的目的，人生是藉假修真，在人

生過程中有許多的考驗，這些考驗就是個人的功課，

通過這些考驗，才真正實現人生的目的。圓桌的課程

可以點醒學員，切勿隨俗，只往「外求」，而忽略了往

「內求」。深信學員，一旦開始「往內求」，就可認清人

生的目的，就可透過「真正的實踐過程」，實現「藉假

修真」的目的，讓自己不致於枉費一生。人身難得，

把握機緣，掌握正確方向，讓自己「超凡入聖」。

李建隆　美國　特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那麼多年了，對於生命、人際關係、企業的永續

經營，也深感自社會拿了很多，但付出不足，我不斷地

找尋方法。圓桌三天課程，以上的疑問全部冰消瓦解，

一一解套，都找到答案及方向。慶幸國家有圓桌教育基

金會，我相信不斷的推廣圓桌，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學長課後心得

李建宏　大陸　新彊宏景集團 董事長

圓桌課程確實有現實意義，不僅填補了傳統教

育的空白，又給人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自己、規畫未

來。我會改變自己，把更多的愛傳給他人。

李鍾熙　台灣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院長

有緣去了一個地方，離開時就應該把它變的更

好，所以有一天當我們離開地球時，也一定要讓地球

變得更好，我一直相信世界可以更美好，更善良，更

充滿著愛，也相信理想一定可以實現。

很高興有緣來到圓桌這個大家庭，發現有這麼多

志同道合的夥伴，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把愛傳出去，讓

這個世界更好，讓我有機會回到生命的本質，更用心

地過每個日子，面對每個人，讓我不要責怪同仁而先

問問自己，讓我不要老講道理而多用心感受，讓我不

只是知道而要做到，讓我更相信我可以成為別人的榜

樣，相信我們可以讓世界更好！

李獻光　加拿大 中華航空加拿大分公司 總經理

心靈的撼動，圓桌「改變的力量」課程為我們整理

順清了人生為何及當如何，引導內心多年的不明，像

乍看一線曙光，引出一條具體的路，讓你未來人生該

做個什麼樣子？有了依循，所以我有了更多的好奇及

想更多的探知，要繼續參與更多的課程，希望我真的

能活在當下，確實的修身，改變自己為第一步做起。

林元清　美國　加州San Marino 市長

上圓桌之前，我還想著，做為醫生，看多了生

老病死，百態人生，我還有什麼沒有學到或看到的。

但來到圓桌，當我靜下心來，認真的完成了三天的課

程，真的好感動與震撼，看到了也清楚這一生所追求

的。三天裡我好像是享受到了人生最豐盛美好的饗

宴，課程像是一面鏡子讓我看到自己想要什麼、需修

正什麼，讓我學會如何不局限在現實的架構裡，看見

人們無限的潛能。朋友們，人生無常，希望大家也有

機會來到圓桌，體會更多人生的真諦。

吳志雄　台灣　台北醫學大學雙和醫院 院長

圓桌三天的感受與轉折：第一天是感動；第二

天是歡喜，因為感覺個人可以得到成長；第三天是佩

服、是Shock，台灣居然有這樣的一個團體，默默的

在為這片土地做一個心靈改造工程。他們的企圖心那

麼大、他們的用心這麼深，只因為他們相信，相信台

灣、世界只要有愛、有轉變，就有希望。



圓桌之愛　全球企業家營

洪坤林　 馬來西亞 
CARING PHARMACY HOLDINGS SDN BHD 董事

來圓桌之前，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圓桌，

那是自圓其說自己為“對”，三天的折騰，終於悟到

了，我重修我的相信，而且我更相信我的相信，更棒

的是我心中的空間也擴大了，能容納更大的圓桌，開

始享有更大的愛，更多的自由，更精采的生命力，感

覺真好。

徐世昌　台灣　華碩電腦(股)公司 董事
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參加這次的課程，以為是

一般心靈成長的課程，令我驚訝的是「改變的力量」其

架構如此簡單卻十分透徹，活動及影片是如此的感動

人。我相信這是智慧的結晶，生命的成就及到達。很

希望圓桌的愛能傳出去，看到學長們真誠的付出，相

信很快的，我們就能在一起共同努力。

章百惠　大陸　華潤萬家有限公司 副總裁
改變的力量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人生感悟的力量。

圓桌教育的講述，超過其它一切國內外其他課程，它

植根於中國文化之土壤，是一種中國文化的傳播和教

育，我有一種想進一步瞭解它的欲望與衝動。人的生

命之旅和心路歷程的改變是不易的，但它的改變對人

和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感謝圓桌對它的推動。

陳威仁　台灣　交通部 常務次長
每個人心裏都有一道高牆，年齡越大、身份地

位越高，這道牆就越高。它阻擋了人之間的真心交流 
這點很多人都知道，但卻不容易做到。除了自信與信

仰之外，最重要的是心中有愛，這是我在圓桌最大的

心得。

許瑤華　 日本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京事務所代表

東洋的哲學思想－四書、孟子、老莊的思想非常

簡單明瞭，系統性地思考與平易近人的文字，往往感

人肺腑、深植人心。

基本的生活，如家庭圓滿、社會和平，更進一步

地持有謙虛的心，原諒他人的肚量，以及的道歉的勇

氣。我也因為這三天而改變了⋯⋯

今後也能與家人們，有著更快樂的生活，與太太

在有生之年做有興趣的事，謝謝圓桌。

張璠　台灣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副局長
生命的真理並不複雜，但我們通常必須要經歷許

多的痛苦磨練，有天暮然回首，發現自己原來都沒有

做到，所以痛苦掙扎花了許多力量，才學到了少許的

生命智慧，兒時已不我予了。「改變的力量」讓我們

知道要轉要變，希望自己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能夠以

“從容、圓融、包容”做為自己努力的目標，要能做到

而不再只是“知道”給自己一個鼓勵。

黃行德　法國　ASIALAND 董事長

透過圓桌三天的課程，我深深的感覺，我必須改

變我自己的生活。謝謝圓桌的老師與學長們，由於有

你們參與和指導，讓我深刻體會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

意義！我希望未來我不會再說我沒有空，或者是做一

些自我合理化的事情，我要認真的活在當下，聽話照

做，好好掃地。我會把愛傳出去。

鄭家鐘　台灣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董事長
這個課程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基點，對於生命的發

展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由內而外的喚起內心本質思維

的一種心靈教育。課程整理了中國文化的概念，以各

個生命的經歷去鎚鍊它的感染力與解惑力。它讓我發

現生命其實很簡單，只要是可以傳播愛的事，都要有

勇氣立刻去做，這才是最大的奉獻。

鄭寶堂　大陸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三天課程的感受很多，這種受啟蒙、感動的心

情，跟每個人一樣，深信對自己有深刻的感覺、留下

難以磨滅的印象。圓桌課程後，我瞭解到圓桌教育的

宗旨、願景，並默默地為傳承中華優良文化、關懷我

們的家園、提昇人民的生命品質在努力。我將以身為

圓桌一份子為榮，傳達圓桌精神，讓自己和週遭夥伴

共同來發揮生命的意義。

簡明仁　台灣　大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年紀越大就越不想講“道理”，因為漸漸發現不管

講什麼道理，其實大部份人都知道，真的是如老師所

講授的“人人有一套、人人有個樣子”，人人都想證明

自己，所以就會努力闡述自己的一套，久了之後，就

不想再講了。就如同老師所說的，不必再爭辯，做就

對了。這也是學長向我推薦圓桌所說的：「道理也許大

家都懂，但圓桌卻讓你可以簡單做到」。



圓桌教育

圓桌願景 大同世界

完成人的使用手冊　發展生命教育

培養圓桌生命教練　推動人文關懷

建立圓桌生活村　實現大同社會

圓桌信念 自助助人

我們相信　人需要有使用手冊

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幫助別人

圓桌精神 愛與卓越

做 我們所說的　說 我們所做的

圓桌使命 進化生命

讓人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活得更好

享有　健康－智慧－富足　的生活

圓桌創立 圓桌創立於 1992 年，多年來，透過一群擁有熾熱願景與堅定 
目標的夥伴，從無到有，共同投注心力，以行動實現教育理想。

教育本質是愛的內化，愛帶給人們更充沛的動力，更多的關懷

及永不止息的付出；教育本質也是追求卓越，促使人們不斷的 
超越、進步，圓滿生命的價值。透過「愛」與「卓越」，圓桌幫助

每個人獲得最滿意的生命成長，真正走向「健康－智慧－富足」

的全方位平衡式生活。

2001年，圓桌走出台灣，在美國、馬來西亞、大陸、日本、韓國、

英國、菲律賓、澳洲、泰國、加拿大、荷蘭、香港及德國，開辦課

程，將「人的使用手冊」散播到全球各地，把愛傳遍全世界！

圓桌承諾在世界各地開課節餘留在當地，作為當地教育之用。

圓桌希望所有的圓桌人，都有機會成為志工，並將愛帶給身邊的

人，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

人的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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