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
Vital-office 团队一直努力提高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办公条件，不断探索一个健康、福利和高产的双
赢方案。正如您说了解，Vital-Office 组织虽小，但贵在专业，带给您绝对的与众不同的。
我们一直坚守知识、可靠德国和开放的态度，愿意同设计师、建筑师、生产商和客户开展各种合
作。
我们特别向您推介 Vital-Office 同 Mittelstand International 和东华大学合作举办的以下信息论坛。
我们盛情邀请您莅临：

工作场合的好风水能带来健康和财富，坏的风水和办公人体工学不仅耗资，还影响声誉和健康。这
同样契合商业卓越的理念，只有始于顶层设计，考虑全体员工的价值实现的整体流程，才能带来促
进员工卓越商业的办公场所。

"办公场所的风水财富和商业卓越"

上海论坛 - 2015. 05. 26

将为您呈现如何通过办公室设计和品牌设计，实现办公场所的好风水和卓越商业。
论坛主要面向在中国的 企业执行层、建筑师、设计师和办公经销商。
同时，论坛针对海外公司和办公设计师，带来了其本国以外的多样化设计规划和办公条件设计。

.
主讲人：

皮特·乔丹
Vital-Office (活力办公）创始人，创造了
独特而系统的办公环境设计方法。 出生
于德国传统木工世家，皮特·乔丹学习了
传统的木工工艺和可持续设计的原理。
2000年，同风水建筑师Thomas Schopf
（托马斯·萧夫）和风水大师Jes T.Y. Lim
一起，将传统的风水理论同科学人体工程
学结合在一起，开发出了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办公系统。 同时，他经常作为演讲嘉宾，受邀于
各种会议和活动，包括法兰克福的国际设备管理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Facility
Management)，布达佩斯的国际风水会议 (the international Feng Shui conference)和美国新泽西举
办的意识设计大会(the Conscious Design conference)。2009, 受邀于香港城市大学在第四届风水科
学与建筑环境大会上发表演讲。自2003起，他就一直专研Vital-Office 理念的开发，并著有 "The
Vital-Office Concept"一书，书中集成了皮特·乔丹部分办公领域的经验和理念，并在行业内获得了广
泛认可。

.
第二发言人:

Dr. Marko Ljubicic
工商管理，哲学博士 (PhD)
理学硕士学位 (M.Sc.), 工业工程与管理
自2007年，Marko Ljubicic博士担任上海东华大学教授，教授
包括国际商务、品牌管理、组织理论和其他一系列工商管理相
关课程。Ljubicic博士具有丰富的中欧项目咨询经验，帮助两
国各个公司在其目标市场成功运营。 Ljubicic博士优势领域包
括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
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在工作专业领域的熟练汉语应用，Ljubicic博士在风水品牌和商标设计领域具
有可操作性的丰富知识。

.
论坛由MITTELSTAND INTERNATIONAL 组织合办，
为MITTELSTAND INTERNATIONAL 定期 “Get
Together” 活动一部分。

MITTELSTAND INTERNATIONAL
是一个中小企业协会，由企业老板、商务领袖和高层决
策层组成的协会网络组织，代表了中小企业的利益。包括全球合作伙伴在内，MITTELSTAND
INTERNATIONAL代表了160.000 个企业老板、商业领导和高层决策者。基于这个背景，我们代表
中小企业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以下社交活动提供您各种机会，接触与MITTELSTAND INTERNATIONAL相关的会议主讲人和参会
者，诸如上海设计师、大学老师和公司决策者。
...
论坛可容纳50人。
费用：100 RMB / 人. 论坛组织方客户、MITTERSTAND INTERNATIONAL会员和东华大学师生可
凭证免费入场。

任何疑问、免费凭证和注册，请电邮我们： info@vital-office.cn 或致电：
德国: Peter Jordan +49 7248 935 6690
中国: Karl-Heinz Hessenthaler +86 150 2653 8480 和 Louis Jordan +86 186
2168 1415 和 Vincent Wang / 王磊 +86 186 2139 5356
同时，您可通过WeChat 和 LinkedIn等社交工具，联系我们。
.

.
论坛地址:

KOKUYO 国誉
展厅
1F, XinjinQiao Square
No. 7 West Beijing
Road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03 PRC.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西路7号新金桥广场1楼，近西藏中路
Tel : +86 21-6136-3288
.
.
论坛议程：

星期二 2015 / 05 /26 18:30h / 6:30pm (下午
6:30开始）
18:30 h - 登记入场
18:45 h - 欢迎及介绍 MITTELSTAND
INTERNATIONAL - Mr. Karl-Heinz
Hessenthaler 和 Kokuyo - Mr. Eric Wong
Yew Chee
19.15 h - "办公场所的风水财富和商业卓越介绍“ * - 彼特·乔丹 (Vital-Office)
19:45 h - 问答 & 讨论
20:15 h - 中国风水品牌设计 * - Dr. Marko Ljubicic (东华大学)
20:30 h - 问答 & 讨论
20:45 h - 社交拓展
22:00 h - 结束
* 论坛以英文形式进行，配备中文翻译

.

欢迎参加后续研讨会：ARTLAND 上海

"办公场所风水财富和商业卓越"

后续上海研讨会 - 2015.05. 28

此次研讨会将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各种办公设计的风水好坏
研讨会将面向各国公司执行层, 建筑师, 设计师 。

.
地址位于上海普陀区:

ARTLAND 雅轩办公展厅
10F,568 West Jinshajiang Road (金沙江西路568号10
楼）
Tel : +86 21 51082835
研讨会仅容纳20人。
费用: 100 RMB / 人。.论坛组织方客户、MITTERSTAND INTERNATIONAL会员和东华大学师生可
凭证免费入场。
* 演讲以英文方式进行，配有中文翻译.
.
议程：

星期四 2015/05/28 15:00h / 3:00pm （下午3
点）

17:45 h - 问答 & 讨论
18:00 h - 展厅参观及社交
19:00 h - 简餐 / 结束
* 演讲以英文方式进行，配有中文翻译.

15:00 h - 登记入场
15:15 h - 欢迎及介绍 ARTLAND 雅轩 Mr. David (GM)
15.45 h - "办公场所的风水财富和商业卓
越“ * - 皮特·乔丹 (Vital-Office)

.
Vital-Office® 竹办公：可持续实木办公家具的续篇
"你会轻易砍倒已经生长了200年的树林吗？你会心安理
得耗尽我们子孙后代的遗产吗？我们这样做，仅仅只是
需要一个体面而昂贵的表象？过去，我常常习惯于徒步
或骑马穿过满是老橡树和山毛榉的美丽森林。但是仅仅
过去的15年，他们中的许多都已经砍伐殆尽，不复存
在。这绝不是一个少数！现在重新穿越森林，感觉已经
彻底不同。相比后培植的森林，我更愿意我的子孙后代
能够畅快享受那种苍天古木的森林。而竹林是大自然馈
赠给我们的第二片森林。5年成材的竹林满足了我们高
品质生活的同时，也保护了我们古老的森林。" - 皮
特·乔丹
Vital-Office 理念 (已出版) 定义了减压和健康办公设计
的目标和影响因素。众多因素当中，我们所处的环境价
值通常被认为影响了我们的工作质量。 办公环境所涉及的心理因素是复杂的... 办公桌做为工具，使
您可以轻松办公，同时又影响着您的工作态度。它是办公家具的核心部件。
实竹办公桌面的优势在于其可持续性和买得起的高品质。
•对于企业家来说：它能带来绩效工作、专注正念和对人才的吸引力。
•对员工来说：它带来认同感和“感觉良好”的信心。
除了许多专业公司和人士和中小企业，一些知名企业如 Kärcher（凯驰清洁）, Jungheinrich （永恒
力叉车） 和 H.C. Starck （世泰科）也选择了 Vital-Office ® 竹办公。
更多信息： www.vital-office.cn

.
加高办公坐具 - 办公场所更畅通的沟通交流
除了健康的直立坐姿，使用马鞍状座垫WEY 办公椅还
有许多优点。配合升降桌使用，它能显著增加办公室的
协作和沟通，促进企业文化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情感品
质。同时，使用开放式马鞍座办公椅，人们可以很便利
频繁地站立、坐下，增加了办公室内的运动量。
这种动能办公环境通过提高办公桌高度到一个更高的高
度，接近一种站立的方位。
通过 Vital-Office 升降桌和马鞍状WEY办公椅，你已经
获得了一个更高的位置。通常，根据不同人的身高，办
公桌调整到800-900mm的高度。同时，WEY-chair 办
公椅拥有一个高于常规的气杆升降和前倾式马鞍座垫，
给这种高方位办公提供了最舒服的坐姿。
正如骑马一样，你很省力地就能从马鞍座办公椅上站立起来。坐的过程中，你的肌肉处于一种活动
状态。Wey-chair 办公椅机构的上下摇摆功能可以带给你摇椅般的运动，你可以上下活动你的脚来
实现这种摇摆活动。这种持续的脚步运动，能刺激小腿肌肉的运动，促进身体循环泵运转。医生形
容小腿肌肉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外围心脏，小腿肌肉的运动能够有效支撑心血管循环功能。配合气杆
缓冲座垫的功能，你能够像骑马漫步森林一样，非常便利地直立起来。
更多信息： www.vital-office.cn

.
欢迎联系我们，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随时乐意与您分享想法和知识。
我个人非常期待与您会面。
最衷心的祝福 ...
Peter Jordan

Germany:
Vital-OficeGmbH
D-75334 Straubenhardt, Holzbachtal 204
+49 7248 93566-90
info@vital-office.de
http://www.vital-office.de
China:
Vital-Office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515号1416室/14楼， 200051
(Louis Jordan) +86 186 2168 1415 / (Vincent Wang 王磊) +86 186 2139 5356
info@vital-office.cn
http://www.vital-offi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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