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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简史

公司简介

我们的荣誉

合作伙伴

客户名录

我们的课程开发

我们的顾问团队

我们的公开课

▼ 我们的企业内训：
    人才转型解决方案
    Talent Transformation 

AMA China  领导力模型

企业内训服务介绍

能力模型搭建

人才盘点及 IDP 反馈

行动学习服务

客制化课程开发、实施和移转

目录
Contents

▼ 领导力课程介绍    
    Leadership Programs Introduction

职海导航

时间与压力管理

解决问题的 6把金钥匙

6个信任沟通的好习惯 

魅力演讲

骨干员工系列 Key Performer

人气

人气

人气

46

48

50

52

54

一线经理系列 First-line Supervisor

人气

人气

人气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法宝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加速器

引领创新：思维与工具

流程管理的 5大旋律

57

58

59

60

62

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

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

团队领导力 

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

关键思考

财务 1-2-3

中层经理系列 -起步 Middle Manager -Ⅰ

特色

特色

特色

人气

人气

人气

人气

人气

沙盘

64

66

68

70

72

74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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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力

培育开创型领导者 

Tango：企业无形资产经营模拟

领导成功的变革

领导方阵实验室

目录
Contents

AMA全球 136

▼ 职能类课程介绍    
    Functional Programs Introduction

人气

人气

Decision Base：企业运“赢”模拟

企业家训练：商业战略思维沙盘模拟

选择：打破协作壁垒

互动中的情商 

领导者的内在觉察力

演讲的构思与设计

解决问题的提问力

复盘：提升组织智慧

引导：激发团队群策群力

欣赏式探询

中层经理系列 -进阶 Middle Manager -Ⅱ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人气

人气

新课

新课

新课

新课

新课

新课

沙盘

沙盘

76

78

80

82

84

86

88

90

91

93

高阶经理系列 Senior Manager

特色

特色

特色

新课

新课

沙盘

沙盘

95

96

98

100

101

行动学习入门

行动学习教练授证

领导力教练

职业发展教练

培训师培训

高阶培训师培训

活力课程设计

培训与教练系列 Training and Coaching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人气

人气 国际授证

新课

103

104

106

108

110

112

114

项目管理：原理与技巧

项目管理：项目领导力

Cayenne：项目领导力沙盘模拟

项目管理系列 Project Management

人气 116

118

120

双赢谈判技巧

正向谈判：高手的修炼

谈判系列 Negotiation

特色

122

124

销售管理：系统与方法

大客户销售策略

影响式销售

销售系列 Sales

126

128

130

市场 1-2-3

市场营销：流程与做法

营销系列 Marketing

沙盘 132

134

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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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简史
Brief History of AMA

AMA简史
Brief History of  AMA

AMA 在纽约成立，
以帮助个人和组织提
高管理能力为宗旨。

1923 年

创立 Workshop 的授
课形式，为之后很多
教学培训所采用。

1949 年

日本分支在东京成立，
也标志着 AMA 成为
全球性组织。

1993 年

AMA China 在上海
成立，成为早期进入
中国市场的专业外资
培训机构。

1996 年

成立北京办公室。
设立专职顾问团队。

1999 年

成立课程
研发中心。

2003 年

成立广州办公室。
2004 年

承接国际行动学习
协会（WIAL）华
东分会。

2012 年

设立深圳办公室。
2014 年

承办第 11 届
WIAL 国际行
动学习协会·全
球大会。

2017 年

欧洲分支
（Management 
Centre Europe）
在布鲁塞尔成立。

1961 年

推出为期 4 周的
The Management 
Course，成为当时富
有影响力的管理课程。

1953 年

发行期刊 Management 
Review（今天的 AMA 
QUARTERLY），亚布拉
罕·马斯洛（Abraham 
H.Maslow）、彼得·德鲁克
(Peter Drucker)、汤姆·彼得
斯 (Tom Peters) 等都曾在上
面发表文章。

1955 年
召开首届 AMA 论坛，影
响广泛，后来的演讲者包
括艾森豪威尔、尼克松、
科林・鲍威尔、撒切尔夫
人、罗伯・莱奇等人。

1936 年

举办第一场
Seminar。

1948 年

墨西哥分支在
墨西哥城成立。

1966 年

加拿大分支（CMC）
在多伦多成立。

1974 年

AMACOM 
出版社成立。

1960 年

承接 WIAL China，在中国推广
WIAL（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行动学习教练技术。

设立成都办公室，并在
台北成立分公司。

2015 年

2016 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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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

AMA（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美国管理协会是全球性的管理培
训与咨询机构，有着 90余年历史，在近 20个国家及其重要城市设立分支。坚持
“Practitioners Help Practitioners（实践者帮助实践者）”的理念，AMA的课程
注重“Learning through Doing（做中学）”，讲师为来自企业界的经理、高级主管、
各行业顾问甚至CEO。AMA为《财富》500强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提供过培训服务，
培养他们的各层管理人员。
 

AMA China

AMA China 通过引进和本土开发适合中国企业管理人员实际需要的培训，建立了
完善的课程体系，帮助一线主管提升管理技能，帮助二线主管提升领导力，帮助高
层管理者提升策略变革力。

AMA China 还引入了行动学习技术、引导技术、教练技术和人才测评技术，为转
型期企业提供系统、灵活的人才转型解决方案。

AMA China 拥有专职的资深顾问团队和专职的课程开发团队，专注于企业咨询诊
断、课程开发、人才转型解决方案的开发及实施。

AMA China 目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5地设有办公机构，员工近200人，
每年开办公开课近 400场，每年为 400余家跨国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领先民营企
业提供“度身定制”的人才发展方案。

使命

我们通过专业的培训和咨
询服务，帮助组织和个人
取得持久的竞争力。

我们引进国外的管理和实
践，与中国文化和企业管
理实际相结合，贡献于中
国的国家竞争力。

我们视员工的成就为组织
的成就，致力于拓展员工
的潜能和创造力。

远景

我们致力于成为深受企业
信赖的战略伙伴，为客户、
员工和社会创造价值。

核心价值

诚实有信，坦诚相待
爱业尽责，值得信赖
团队协同，共同创造
关怀互助，亲如一家
尊重差异，贵在不同
享受学习，乐于分享

公司简介
About Us

公司简介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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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 

2010-2019年，TrainingIndustry.com：9次获得“Top 20 Leadership Training Companies” （前 20 位领导力培训公司）

AMA China 

2019年，智享会（HR Excellence Center）：“中国领导力发展培训机构 10强”

2019年，Hroot：“2018-2019大中华区最佳管理培训机构”

2018年，智享会（HR Excellence Center）：“中国领导力发展培训机构 10强”

2018年，Hroot：“2017-2018大中华区最佳管理培训机构”

2017年，智享会（HR Excellence Center）：“中国领导力发展培训机构 10强”

2017年，《人力资本管理》杂志与 HRoot：“2016-2017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机构客户满意度大奖”

2016年，《美国培训杂志》（Training Magazine）：“TOP125人才发展与培养最佳实践案例（中国区）”

2016年，HRA （Human Resource Association）：“1996-2016人力资源行业卓越贡献奖”

2015年，《培训》杂志：“2014-2015中国企业培训行业最受欢迎品牌机构”

2015年，「关键思考」、「选择：开放与协作」（现更名为「选择：打破协作壁垒」）、「职海导航」三门课程获选《培训》
     杂志：“2014-2015中国企业培训行业优秀品牌课程”

2015年，HRMAC：“2015-2016人力资源优选供应商”

2015年，《人力资本管理》杂志与 HRoot：“2014-2015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机构客户满意度大奖（培训类）”

2014年，《培训》杂志：“2013-2014年度中国企业培训行业标杆品牌 TOP10”

2014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2013年度最具满意度的培训服务机构”

2014年，《人力资本管理》杂志与 HRoot：“2013-2014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机构客户满意度大奖（培训类）”

2013年，HRA （Human Resource Association）：“推荐培训机构”

2013年，《人力资本管理》杂志与 HRoot：“2012-2013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机构客户满意度大奖”

2012年， 「领导方阵实验室」和「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两门课程获选《培训》杂志：“2012年度中国企业培训精品课程”

2012年，第一资源（tophr.net）：“2012先锋 HR服务商：最佳培训机构”

2011年，「团队领导力」、「高阶培训师培训」、「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三门课程获选《培训》杂志：“2011年
     企业培训精品课程”

2011年，HRA （Human Resource Association）：“2010-2011年度 HRA推荐人力资源供应商”

2010年，「培训」杂志：“2010年度中国企业培训行业标杆品牌”

2008年，HRA （Human Resource Association）：“2008-2009年度 HRA推荐人力资源供应商”

2007年，“HR管理世界”与《世界管理评论》：“2007-2008大中华区最佳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2007年，CEO高维新被《世界管理评论》评为：“推动中国人力资源发展的 50人”

我们的荣誉
Our Honors

我们的荣誉
Our H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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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 International成立于 1961年，由 Robert Blake博
士和 Jane Mouton博士这两位行为学领域的资深研究者
及实践者共同创办。Grid专注于帮助组织的领导人发展
领导和团队建设能力，培育开放坦诚的组织文化。今天，
Grid在 40多个国家用 17种语言进行培训。

CELEMI成立于 1986年，是总部位于瑞典的企业模拟设
计公司，通过提供一系列经营模拟，帮助各级管理者领悟
经营、管理及决策，提升管理者的思维决策能力，推进管
理运营。模拟产品已经在 20多个国家被普遍应用。

To The Point At Work是总部位于英国的专业培训咨询公
司，以帮助企业和个人提升沟通效率和质量为宗旨。创立
人为前奥美董事 Edouard Gruwez先生。他设计的 TLSM

设计法，帮助经理人设计内容精准的商务汇报，并已帮助
法国巴黎银行、达能、比利时弗拉瑞克（Vlerick）商学院、
KANTAR、特恩斯（TNS）市场研究公司等跨国企业和公
共机构的中高管有效提升沟通效率，受到认可与好评。

云开科技专注为企业提供 SaaS教学培训平台，致力于
“用科技加速企业人才成长”。在培训直播、微课制作、
E-learning系统、混合教学、知识萃取和 AI智能学习等
方面，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及培训教育机构解
决多场景灵活教学等问题，并受到广泛好评。

Situation Management Systems（SMS）成立于1976年，
通过培育管理者影响力来提高组织整体领导力。Positive 

Power and Influence®课程是其经典课程之一。SMS的
课程已经被 40多个国家引进，用 20种语言授课。

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WIAL）国际行动学
习协会，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行动学习教练授证的专
业机构。它成立于 1995年，由 Reg Revans和 Michael 

Marquardt共同创立，并在全球保持统一的授证规范和
流程，其授证课程获得 ICF国际教练联盟学分认可。通
过WIAL官方授证的行动学习教练，其教练身份将被纳入
WIAL全球教练名录。迄今，WIAL已在全球 30余个国家设
立分支机构，并被微软、谷歌、波音、IBM等企业引入推广。

亚宾哲协会成立于 1979年，在哲学家泰瑞·华纳（Terry 

Warner）的带领下，由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解决诸如“自
我蒙蔽”等问题上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致力于将解决自我
蒙蔽的理论方案运用到个体、家庭、企业组织等实践中。
今天，亚宾哲协会是一家带有学术色彩的管理培训与咨询
公司，成员多为来自商业、法律、经济、哲学、家政、教
育、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他们致力于帮助组织减少
人事问题，提高利润。亚宾哲协会的客户遍及各行各业，
产品与服务受到客户的广泛好评。

中关村领创空间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5年 6

月，是经中关村管委会批准，依托中关村发展集团及软通
动力集团的资源背景，致力于推动中国创新创业与产业升
级，立志成为中国领先的创新创业平台公司。公司提出“全
要素、双平台”战略，聚集企业（项目）、创业者、人才、
资本、政策、技术和第三方 SaaS服务等创新创业要素和
资源，实现“线上”和“线下”、“国内”和“国际”的
互动，打造标准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推动区域协同创
新和产业发展。

合作伙伴
Partners

合作伙伴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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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录
Client List

医药、医疗
拜耳 BAYER

碧迪 BD

诺和诺德 novo nordisk

诺华 NOVARTIS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参天制药 Santen

葛兰素史克 GSK

罗氏 Roche

强生 Johnson & Johnson

施乐辉 smith & nephew

安斯泰来 astellas

宾得医疗 PENTAX MEDICAL

勃林格殷格翰 Boehringer Ingelheim

辉瑞 Pfizer

第一三共 Daiichi-Sankyo

费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卫材 Eisai

恒瑞医药 HENGRUI MEDICINE

西安杨森 Xian Janssen

先声药业 Simcere

雅培 Abbott

康宝莱 HERBALIFE NUTRITION

北京科兴 sinovac

艾昆纬 IQVIA

稳健医疗 winner

绿叶制药 Luye Pharma

迈柯唯 MAQUET

默沙东 MSD

纽迪希亚 NUTRICIA

诺维信 novozymes

欧姆龙 OMRON

赛诺菲巴斯德 SANOFI PASTEUR

施维雅 SERVIER

思塔高诊断 Stago

微创医疗 MicroPort

正大天晴 CHIATAI TIANQING

国药器械 CMDC

住友制药 DAINIPPON SUMITOMO PHARMA

贝泰妮 BTN

成大生物 CDBIO

华润医药 CR PHARMA

迈瑞 mindray

美药典 usp

平安万家医疗 Pingan Wanjia Healthcare

赛诺菲 SANOFI

远大 CHINA GRAND ENTERPRISES

贝朗 B丨BRAUN

华东医药 HUADONG MEDICINE

赛默飞世尔 Thermo Fisher

武田药品 Takeda

信达生物制药 Innovent

赞邦 Zambon

艾尔建 Allergan

爱德士 IDEXX

百互润 PROFEX

帝肯 TECAN

鸿运华宁 GMAXBio

礼来 Lilly

美斯达 MACROSTAT

中科新生命 APPLIED PROTEIN TECHNOLOGY

中国中药 CHINA TCM

建明 KEMIN

万孚生物 Wondfo

海博莱生物 HIPRA

北海康成 CANbridge

爱尔康 Alcon

华颐药业 HUAYI PHARMACEUTICAL

健帆生物 Jafron

通用 GE Healthcare

金宝 ZINPRO

百奥明 Biomin

百济神州 BeiGene

珐博进 FibroGen

康希诺生物 CanSinoBIO

默克雪兰诺 MERCK

神威药业 SHINEWAY

士卓曼 straumann

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CMIC

康华生物 KANGH

奥森多 Ortho Clinical Diagnostics

汽车、汽配
宝马 BMW

保时捷 PORSCHE

大陆汽车 Continental

本田 HONDA

长安标致雪铁龙 CAPSA

海拉 HELLA

上汽集团 SAIC MOTOR

安通林汽车内饰 GRUPO ANTOLIN

采埃孚 ZF

大众 Volkswagen

东风日产 DONGFENG-NISSAN

丰田 TOYOTA

劳士领 RŌCHLING

迈恩德 MD ELEKTRONIK

麦格纳 MAGNA

威孚 WEIFU GROUP

伟巴斯特 Webasto

现代汽车 HYUNDAI MOTOR GROUP

长安福特 Ford

欧拓技术  ELTRA

恩坦华 INTEVA

菲亚特克莱斯勒 FCA

河西汽车内饰 kasai

华晨汽车 Brilliance Auto

李尔 LEAR

万都 Mando

沃尔沃 VOLVO

长安汽车 CHANGAN

博世 BOSCH

佛吉亚 faurecia

华域汽车 HUAYU AUTOMOTIVE SYSTEMS

辉门 FEDERAL MOGUL 

吉利 GEELY AUTO

克莱斯勒 CHRYSLER

联合汽车电子 UAES

马勒技术 MAHLE

奇瑞汽车 CHERY

仁孚 Zung Fu China

蔚来汽车 NIO

延锋伟世通 Yanfeng Visteon

德尔福 Delphi Technologies

利真 Lizhen

广汽传祺 Trumpchi

一汽 -大众 FAW-VOLKSWAGEN

北汽新能源 BAIC BJEV

加特可 Jatco

金康新能源 JINKANG NEW ENERGY 

延锋安道拓 YANFENG ADIENT

艾尔多 ELDOR

英菲尼迪 INFINITI

电子、科技、IT
通用电气 GE

西门子 SIEMENS

艾默生 EMERSON

上海电气 SHANGHAI ELECTRIC

是德科技 KEYSIGHT TECHNOLOGIES

菲尼萨 FINISAR

方正 FOUNDER

宝利通 Polycom

京东方 BOE

金雅拓 gemalto

用友软件 yonyou

正泰 CH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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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录
Client List

中体彩 cslc

中芯国际 SMIC

中兴 ZTE

艾为电子 awinic

北森 Beisen

烽火通信 FiberHome

海能达通信 Hytera

华星光电 CSOT

欧珀 OPPO

思特奇 SI-TECH

泰科 TE connectivity

万国数据 GDS

万威电子 IDT

维沃 vivo

先进装配 ASM

小米 MI

新飞通光 NeoPhotonics

新国都 NEXGO

紫光集团 TSINGHUA UNIGROUP

代傲电子 DIEHL AKO

联发科 MEDIATEK

群创光电 INNOLUX

微策略 MicroStrategy

爱格升 ERGOTRON

瑞芯微电子 Rockchip

神州泰岳 Ultrapower

销售易 Xiaoshouyi

思特沃克 ThoughtWorks

海克斯康 HEXAGON

爱普科斯 EPCOS

微创软件 WICRESOFT

比特大陆 BITMAIN

明略数据 MININGLAMP Technology

郁金香伙伴科技 Airdoc

思博伦通信 SPIRENT

新疆众和 XINJIANG JOINWORLD

深南电路 SCC

罗杰斯公司 ROGERS CORPORATION

消费电子、日用消费品
华为 HUAWEI

苹果 Apple

松下 Panasonic

施坦威钢琴 STEINWAY&SONS

苏泊尔 SUPOR

阿迪达斯 adidas

阿里斯顿 ARISTON

百胜 YumChina

百事 PEPSICO

百威英博 ABInBev

博格步 bugaboo

达能 DANONE

大金 DAIKIN

飞利浦 PHILIPS

海尔 Haier

汉高 Henkel

好丽友 ORION

合生元 BIOSTIME

辉山乳业 Huishan

箭牌糖果 WRIGLEY

柯达 Kodak

联想 Lenovo

陆逊梯卡华宏 LUXOTTICA

蒙牛 MENGNIU

威富 vf

维他奶 Vitasoy

无限极 INFINITUS

五粮液 WULIANGYE

阳江纳谷 LEDLENSER

伊利 Yili

英特 INTERSPORT

中纺集团 Chinatex

周大福 CHOW TAI FOOK

英联川宁 ABF

爱茉莉 AMORE PACIFIC

可口可乐 Coca Cola

戴瑞珠宝 Darry Ring

飞亚达 FIYTA

恒信钻石机构 HIERSUN

金利来 goldlion

卡门实业 KM

奥林巴斯  OLYMPUS

富美实 FMC

海信日立 HITACHI

好时 HERSHEY'S

金佰利 Kimberly-Clark

科汉森 CHR. HANSEN

利乐 Tetra Pak

潘多拉 PANDORA

施华洛世奇 SWAROVSKI

索尼 SONY

希悦尔包装 Sealed Air

喜力 Heineken

雅诗兰黛 ESTÉE LAUDER

爱仕达 ASD

贝德玛 BIODERMA

劲牌 JINGPAI

莱珀妮 la prairie

美大实业 MEIDA

美诺 Miele

明尼苏达 3M

南侨食品 ncbakery

史泰博 STAPLES

亚瑟士 asics

宜芝多 Ichido

淮杰实业 HUAIJIE GROUP

凯乐石 KAILAS

王老吉 Wanglaoji

韩后 HANHOO

中粮集团 COFCO

中粮糖业 COFCO SUGAR

中茶 CHINATEA

安踏 ANTA

特步 Xtep

奥马冰箱 Homa

雅士利 YASHILY

海升集团 HaiSHENG

雅芳 Avon

合元 First Union

资生堂 Shiseido

水井坊 shuijingfang

高仕利 Titleist

能源、化工
中化集团 SINOCHEM

中广核 CGN

中海油 CNOOC

中石油 CNPC

阿科玛 ARKEMA

碧辟石油 BP

大鹏液化气 GDLNG

道达尔 TOTAL

华润电力 CR POWER

壳牌 Shell

巴斯夫 BASF

联合矿产 ALLIED MINERAL

宁德新能源 CATL

LG化学 LG Chem

威立雅 VEOLIA

赢创集团 EVONIK

阿尔塔纳 ALTANA

阿美远东 aramco 

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 SCIP

圣奥 Sennics

先正达 syngenta

大亚湾核电 DBNPOMC

福伊特 VO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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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录
Client List

港华燃气 Towngas

亨斯迈 HUNTSMAN

嘉实多 Castrol

科思创 covestro

琳得科 LINTEC

庄信万丰 Johnson Matthey

东莞新能源 ATL

中海壳牌 CSPC

苏伊士 Suez

万浦投资 BIC

阳光电源 SUNGROW  

特变电工 TBEA

房地产
华发集团 Huafa Group

华润置地 CR LAND

建发房地产 C&D

链家 LianJia

金融街 FINANCIAL STREET

龙湖 LONGFOR

万科 vanke

雅居乐 AGILE

阳光城集团 YanGO

越秀集团 YUEXIU

招商局 CHINA MERCHANTS GROUP

中骏集团 SCE

大悦城控股 GRANDJOY

仲量联行 JLL

吉宝置业 Keppel

金茂物业 JINMAO

时代地产 TIMES PROPERTY

天健集团 Tagen Group   

星河控股集团 GALAXY HOLDING GROUP

远洋地产 SINO-OCEAN

恒隆 HANG LUNG PROPERTIES

南山集团 NANSHAN GROUP

恒丰地产 HENGFENG REAL ESTATE

戴德梁行 CUSHMAN& WAKEFIELD

美好集团 MYHOME

仁恒置地 YANLORD LAND

上坤置业 SUNKWAN

协信 SINCERE

新城地产 FUTURE LAND

新力地产 SINIC

兴业太古汇 HKRI TAIKOO HUI

丰树集团 mapletree

融创 SUNAC

太古地产 SWIRE PROPERTIES

人和商业 RENHE

中海地产 COB

香港置地 Hongkong Land

大横琴城资 DHQCZ

金地 Gemdale

侨鑫 KINGOLD

新鸿基地产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泰禾集团 Tahoe

中新天津生态城 SSTEC

蓝光发展 BRC

远洋太古里 Sino-Ocean Taikoo Li Chengdu

新希望地产 Newhope Real Estate

合景泰富集团 KWG GROUP HOLDINGS

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中英人寿 AVIVA-COFCO

大商所 DCE

工商银行 ICBC

工银瑞信基金 ICBC

广发信用卡 CGB

广发银行 CGB

国金基金 GFUND

国投安信期货 SDIC ESSENCE FUTURES

华泰保险 Huatai Insurance Group

金元证券 GOLDSTATE SECURITIES

鹏华基金 PENGHUA FUND

中国外贸信托 FOTIC

招商信诺 Cigna & CMB

招商银行 CHINA MERCHANTS BANK

招商证券 CMS

中信集团 CITIC Group

中意人寿 GENERALI CHINA

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广发基金 GF FUND MANAGEMENT

狐狸金服 Fox Fintech Group

华夏银行 HUAXIA BANK

汇付天下 HuiFu

嘉实基金 Harvest Fund

景顺长城 Invesco Great Wall

前海达飞金融 Dafy Financial Group

上交所 SSE

中国太平 CHINA TAIPING

兴业证券 INDYSTRIAL SECURITIES

三井住友银行 SMBC

星展银行 DBS

中国金融期货 CFFEX

吉祥人寿 JIXIANG LIFE

上海国际货币经纪 CNEX

中国平安 PINGAN

中国保险学会 ISC

北金所 CFAE

德华安顾人寿 ERGO

华夏久盈 CHINA EVERWIN ASSET

易方达 E FUND

趣店 Qudian.com

中信证券 CITIC SECURITIES

海通证券 Haitong Securities 

泰隆银行 TAILONG

雪球 xueqiu

洪泰资本控股 HONGTAI CAPITAL HOLDINGS

中建投租赁 JIC GROUP

中再资产 CHINA RE

中国银联 China UnionPay

郑商所 ZCE

高新投 hti

百货、零售
美克美家 Markor Furnishings

永辉超市 YH

全棉时代 Purcotton

历峰集团 RICHEMONT

沃尔玛 Walmart

星巴克 STARBUCKS

桦洁商贸 CHARLES & KEITH

溜溜果园 LIU LIU ORCHARD

益丰大药房 Yifeng Pharmacy

屈臣氏 watsons

福维克 Vorwerk

制造行业
ABB

阿帕奇 IPG PHOTONICS

埃理奥特机械 ELLIOTT GROUP

埃梯梯 ITT

宾士域 BRUNSWICK

发那科机器人 FANUC

卡特彼勒 CAT

柯尼卡美能达 KONICA MINOLTA

凌达压缩机 LAMDA

玫德集团 MEIDE GROUP

蒙特 Munters

山特维克 SANDVIK

斯凯孚 SKF

斯派莎克 spirax sarco

威斯特 WesTrac

五矿集团 MINMETALS

格兰富水泵 GRUNDFOS

哈斯科 HARSCO

克瑞商贸 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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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尔 JOHN DEERE

长江纺织品 SUMEC

建发浆纸 C&D

江森自控 Johnson Controls

美普森 MPS

德马格 Demag

金达 KINGDOM

金光 APP

热联集团 CIEC

晟启 SHINCCI

迅达 Schindler

中国商用飞机 COMAC

奥星集团 AUSTAR

豪迈 HALMA

交通、运输
南航 CHINA SOUTHERN

首都国际机场 BCIA

汉莎航空 Lufthansa

畅联物流 SLC

北京飞机维修 Ameco Beijing

广州地铁 Guangzhou Metro

海航集团 HNA Group

华轮威尔森物流 WWL

京港地铁 BJMTR

深圳高速公路 Shenzhen Expressway

深圳航空 Shenzhen Airlines

顺丰速运 SF EXPRESS

天津高速 Tianjin Expressway

国航 AIR CHINA

中外运敦豪 DHL

南方中集 CIMC

盐田国际 YICT

越秀交通 YUEXIU TRANSPOT

得斯威 DSV

太古飞机维修 HAECO

川航 SICHUAN AIRLINES

互联网
阿里巴巴 Alibaba

支付宝 ALIPAY

CDK Global CDK Global

爱奇艺 iQIYI

竞技世界 jjworld

奇虎 360 Qihoo 360

去哪儿 Qunar.Com

三七互娱 37GAMES

腾讯 Tencent

网易 NETEASE

云房网络科技 qfang.com

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京东 JD.com

58集团 58.com

汇量科技 Mobvista

凯奇谷 KV GAMES

擎天柱 175game.com

途牛科技 Tuniu.com

易杰德 e-Jade

易讯天空 500.com

优酷 YOUKU

华诺 HUANUO

精硕科技 Jingshuo

联通 Chinaunicom

安客诚 acxiom

贝贝集团 BEIBEI GROUP

美团点评 Meituan-Dianping

同盾科技 www.tongdun.cn

沃蓝科技 Walland

麦和科技 Mhome

百分点 Percent

知乎 Zhihu

马蜂窝 Mafengwo.cn

小猪短租 XIAOZHU

智融集团 SmartFinance

滴滴出行 DiDi

合合信息 cci

三代人 SDR

益玩游戏 ewan.cn

河狸家 helijia 

拍拍贷 ppdai.com

飞碟说 UFO Talk

富通东方 Futong

快手 kuaishou

天下秀 IMS

麒麟合盛 APUS

新华三 H3C

信产集团 xinchan

中建材信息 CNBM TECHNOLOGY

蛋壳公寓 DANKE APARTMENT

小满科技 XiaoMan Technology

陌陌 MOMO

字节跳动 ByteDance

教育、咨询、专业服务
建筑标准院 CBS

环球教育 GEDU.org

洲际酒店 IHG

捷孚凯 GfK

中国邮政 CHINA POST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CBEAD

晨星资讯 MORNINGSTAR

陈一心慈善基金会 CYSFF

迪锋商务 DFS

港中旅华贸 CTS INTERNATIONAL

海钜信达 TFS Financial Services

凯捷 Capgemini

新东方 XDF.CN

德勤 Deloitte

高金 SAIF

智联 zhaopin.com

康恒环境 SUS ENVIRONMENT

上海登程 dmc

易贸 ENMORE

韦莱韬悦 Willis Towers Watson

怡安翰威特 AON

中国国旅 CITS.CN

好未来 TAL

英孚教育 EF

必维 BUREAU VERITAS 

奥雅纳工程顾问 ARUP

罗德公关 Ruder Finn

装饰、建材
方太厨具 FOTILE

立邦 NIPPON PAINT

弗兰卡 FRANKE

纽珀水暖 NEOPERL

斯米克 CIMIC

威可楷 YKK

德高 Davco

安达屋 adeo

传媒业
蓝色光标 BlueFocus

华师大出版社 ECNUP

央视市场 ctr

万达院线 WANDA CINEMAS

广东广播电视台 GRT

晶茂电影 Jingmao Film

群邑广告 GroupM

当代明诚  DDMC

省广众烁 ZEST DIGITAL

中视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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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开发
Our Program Development

人气课程：
企业需求量较大，常年被频繁采购，是个人、
管理者、专业人士需要掌握的职业技能。

特色课程：
由 AMA  China精心研发或特别引进，填补市
场空白的特色课程。其中包含企业中高层需要
具备的心态、思维、技能的相关课程，以及企
业教练领域的相关课程。课程

解决问题的 6 把金钥匙

6 个信任沟通的好习惯

魅力演讲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法宝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加速器

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

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

团队领导力

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

关键思考

选择：打破协作壁垒

互动中的情商

战略思维力

培育开创型领导者

行动学习教练授证（国际授证）

培训师培训

项目管理：原理与技巧

适合对象

骨干员工

骨干员工

骨干员工

一线经理

一线经理

一线经理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进阶

中层经理 -进阶

高阶经理

高阶经理

企业内部培训师和教练

企业内部培训师

项目负责人和
项目成员

页码

50

52

54

57

58

59

64

66

68

70

72

80

82

95

96

104

110

116

课程

职海导航

团队领导力

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

关键思考

选择：打破协作壁垒

互动中的情商

领导者的内在觉察力

演讲的构思与设计

解决问题的提问力

战略思维力

培育开创型领导者

领导方阵实验室

行动学习入门

行动学习教练授证（国际授证）

领导力教练

职业发展教练

高阶培训师培训

活力课程设计

正向谈判：高手的修炼

适合对象

骨干员工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起步

中层经理 -进阶

中层经理 -进阶

中层经理 -进阶

中层经理 -进阶

中层经理 -进阶

高阶经理

高阶经理

高阶经理

企业教练

企业教练

高阶经理、企业教练

企业教练

企业内部资深培训师

负责课程设计的人员

需要面对挑战谈判的
各职能人员

页码

46

68

70

72

80

82

84

86

88

95

96

101

103

104

106

108

112

114

124

我们的课程开发
Our Program Development

2003年，我们成立了本土课程研发中心。从 AMA总部的课程中，沥选适合中国的主题和内容，结
合中国企业的具体管理难题，设计课程。同时，我们也通过合作的方式引进其他精品课程。至今，我
们已经自主研发了 30余门课程，引进近 10门课程。

另外，我们也会根据企业的特定需求客制课程和做课程移转，服务流程包括调研诊断、教学设计、课
件开发和课程移转等一系列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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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顾问团队
Our Consultant Team

1999年，我们决定组建专职顾问团队，也成为国内早期的专职资深顾问团队，以确保能深入客户内部
进行分析诊断、稳定的授课质量及持续的课程研发和改进。

我们的顾问热爱培训事业，愿意为提升经理人竞争力、帮助企业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顾问间能定期开展
业务交流、分享经验，还设立了导师制度，进行课程传授。

目前，我们有 30余位专职顾问。他们来自各行业跨国企业，平均年资 15年以上、管理培训与咨询经
验 10年以上，曾担任过的职务包括：跨国企业CEO、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销售、营销或人力资
源总监，培训部高级经理等。

王慧敏
Vicky Wang

宁卓人
Charles Ning

蔡丽璇
Lily Cai

左永东
Leo Zuo

郑胜辉
Jason Zheng

王慧洁
Katherine Wang

洪梅
Cathy Hong

何振铭 
Tonny He

马政嘉 
Humphrey Ma

王云 
Winnie Wang

曾岚
Lan Zeng

尹国林
Ian Yin

赵汨罗
Mirror Zhao

胡幼琴
Ida Hu

滕儒 
Andrew Teng

杨勇
Young Yang

许伟德
Paul Hsu

舒桦 
Hua Shu

范莹
Carol Fan

黄静
Maggie Huang

周柏瑾
Benjamin Zhou

何咏仪
Makie Ho

陈智
David Chen

李昕
Steven Li

侯建政
James Hou

冯红梅
Lisa Feng

王台龙
TL Wang

张瑜
Kitty Zhang

谢丹
Dana Xie

王法
Farry Wang

曾啓柚
Alex Zeng

我们的顾问团队
Our Consulta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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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敏
Vicky Wang

王慧敏老师曾服务于
强生、台湾庄臣、迪
士尼、联合利华、露
华浓等知名企业，先
后担任产品经理、大
客户渠道经理、市场
经理及市场总监等职；
主要工作经历包括战
略规划及执行、跨部
门协调整合及团队建
设和人员发展。她也
是WIAL*授证的行动
学习教练。

王老师讲课风格平和，
引导自主学习、深入
浅出，能有效引导学
员分析并解决各种挑
战，是少数能兼授人
际软技能及工作硬技
能的授课顾问。

王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管理技能、项目
管理、企业经营决策、
市场营销、创新思维、
问题解决与决策、非
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
培训师培训、非职权
影响力、团队领导力
及行动学习项目等。

洪梅
Cathy Hong

洪梅老师曾服务于美
国通用电气、香港龙
海医疗设备及博峰营
销管理等企业，先后
担任过销售经理、人
力资源总监及副总经
理等管理职务。她是
中国早期进入培训领
域的专业人士，因授
课质量出色，在学员
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曾被《中国青年报》
评为“中国十大最佳
推荐培训师”。

洪老师思路清晰、逻
辑性强，授课内容有
深度、重实战、讲解
生动，不失幽默感，
她在上课中非常注重
与学员实际工作的紧
密结合，能够深刻而
富有见地地解答学员
的问题。

洪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管理技能、沟通
技能、团队领导力、
绩效教导技术、非职
权影响力、培训师培
训、商务演讲技能、
时间与压力管理、优
质客户服务技巧及行
动学习项目等。

宁卓人
Charles Ning

宁卓人老师曾先后在
美国 J-M制造公司、
美国银行、Indus集团、
IBM（中国）及英特尔
（中国）等跨国公司任
职。前后担任过软件开
发项目与企业方案推
广项目经理、中国区
与北亚区战略合作部
门经理，中国区解决
方案部门总监等职位，
深谙不同公司运营管
理之道。

宁老师的授课方式极
富亲和力，注重理论结
合现实案例，能清晰明
确、逐层深入地与学员
探讨。他也是WIAL*

授证的行动学习教练。

宁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力、团队管理、
教练辅导、内在领导
力、非职权影响力、
沟通技能、项目管理、
问题分析与决策、行
动学习项目等。

郑胜辉
Jason Zheng

郑胜辉老师的主要
工作经历包括瑞士
SGS Yarseley Group 

检验科技公司医疗
事业主任、英国盛
世科技副总经理、
S t u d y  M e t h o d s 

International 公司营
运经理、联新顾问股
份公司项目经理、联
扬管理顾问公司项目
经理及中央医院管理
顾问股份公司行销经
理等。他熟知企事业
单位的运营、管理及
营销领域，并为多家
500强企业提供从战略
咨询到经营落地设计
的咨询服务。

郑老师也是WIAL*授
证的行动学习教练，他
主持的多个行动学习项
目获得了国际行动学习
协会（WIAL）的企业
应用大奖。

郑老师的授课风格活
泼生动，风趣幽默，
理论讲解和工具教授
条理清晰，脉络分明。

郑老师擅长的领域：
企业管理人员战略思
维、创新思维、业务
创新、战略研讨会、
行动学习项目等。

王慧洁
Katherine Wang

王慧洁老师从事管理、
销售及个人发展培训
工作长达 30余年，有
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与
背景知识。在西安杨
森制药有限公司担任
全国培训经理和培训
师期间，她负责公司
总部和在全国 30多个
办事处员工的培训与
发展工作，并致力于
创办杨森大学，力图
将每一位管理者都培
养成培训师。王老师
对医药行业的发展和
人员养成有着扎实的
个人经验和专业见解。

王老师讲授风格清晰
洗练，切中要害，其
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
富的阅历使课程展开
翔实充分，易于学员
理解。

王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管理技能、沟通
与谈判技巧、时间与
压力管理、培训师培
训、领导情商、思维
与决策等。



PROGRAMS 2020学习目录 ⎢ 15

我们的顾问团队
Our Consultant Team

蔡丽璇
Lily Cai

蔡丽璇老师有 30多年
大型外企和国企工作
经验，在管理、销售、
人才发展、公共关系
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
她曾任职于美国强生
在华分支机构上海强
生和西安杨森制药逾
10年，历任政府事务
主管、商业经理、大
区销售经理及事业部
人力资源经理等职，
深谙外企在中国的销
售、管理之道。

蔡老师授课方式亲切
和蔼，非常善于倾听
学员疑问，发掘背后
的意识或技能差距，
切入、辅导、循循善诱，
帮助学员内化所学。

蔡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管理技能、团队
领导力、领导情商、
教导、沟通、冲突管
理、销售技巧与管理、
谈判技巧、招聘面试、
商务演讲技能、培训
师培训及时间与压力
管理等。

左永东
Leo Zuo

左永东老师有着 25年
大型央企、外企和领
先民企的工作经验，
比较熟悉这三类企业
的运营特点。在柯达
公司期间担任区域销
售主管，在销售渠道
拓展，销售管理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之
后在人众人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历任资深培
训师、研发总监、运
营总监及公司总经
理等职务。他也是
WIAL*授证的行动学
习教练。
 

左老师授课风格风趣
幽默，为人亲和，乐
于分享自己的经验，
他擅长用有效的提问
与学员互动并给予精
准的点评，通过引发
学员深入思考来促发
行动。

左老师擅长的领域：
关键思考、选择、战
略思维、中高阶领导
力、提问力、行动学习、
组织转型业务咨询等。

陈智
David Chen

陈智老师有良好的理
工科和管理专业知识
背景及丰富的职业历
练，在一汽集团和合
资企业工作逾 15年，
先后担任生产经理、
人员开发主任和培训
部高级经理等管理职
务多年，对制造、技
术、采购、质量、市场、
人力资源及培训管理
等领域十分熟悉。

陈老师风趣幽默、坦
率健谈，对待事物严
谨细致、认真负责，
在课前先摸清学员需
求，喜欢在活泼的课
堂氛围中教授学员实
际有效的工具方法。

陈老师擅长的领域：
MBTI 人类性格分析、
团队领导力、项目管
理与实践、绩效目标
与计划管理、教导、
问题解决与系统思考、
流程设计与管理、沟
通与冲突管理、高效的
演讲与报告技术、双
赢谈判技巧、生产管
理、领导能力测评（评
价中心）、培训体系
建立及行动学习等。

黄静
Maggie Huang

黄静老师有着 22年大
型跨国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和专业培训师的
工作经历，曾在飞利
浦、CA（Computer 

Associates）任职，负
责全面的人力资源管
理领域，包括：员工
招聘选拔、培训发展、
绩效管理评估、薪酬
福利等，积累了扎实
的工作经验。
 

黄老师喜欢设计、教
授能够被成人乐于接
受且确实行之有效的
培训方案，参与设计
的“职海导航”系列
课程曾经获得《培训》
杂志“2014-2015年度
中国企业培训行业优
秀品牌课程”。黄老
师率直坦诚，授课时
充分注意学员情绪及
思维的调动，通过引
发学员自主思考，使
学员将理论与实际应
用结合起来。

黄老师擅长的领域：
职业生涯规划与辅导、
个人特质发展、非职
权影响力、团队领导
力、时间与压力管理、
沟通技能、招聘与面
试、绩效管理、商务
演讲技巧、培训师培
训、行动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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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谨
Benjamin Zhou

周柏瑾老师有 15 年以
上公司运营管理、战
略规划、市场营销、
创新研发及项目管理
等实战经验。曾任日
本 CENTEX海外市场
营销顾问、康码仕 (香
港 )光科技有限公司
营运长、台湾龙藤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副总经理、英国盛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副总经理、台湾天
和水行销顾问股份有
限公司研究部经理等
职。他对创造性解决
问题及根本问题的解
决尤为擅长，熟悉经
理人所需的各类问题
管理与解决技巧。

周老师逻辑性很强，
在项目管理上有丰富
的理论知识，且获得
PMP项目管理师证书，
NPDP新产品开发管理
师证书，BrainStore创
新中心合作伙伴，同
时也是WIAL*授证的
行动学习教练。

周老师擅长的领域：
新产品开发管理、创
新研发管理、创新思
维、问题解决与决策、
关键思考，解决问题
的提问力、项目管理、
绩效目标计划管理、领
导管理技能、市场营
销及行动学习项目等。

冯红梅
Lisa Feng

冯红梅老师有 20年以
上跨国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及专业顾问的经
验。曾先后服务于飞利
浦、屈臣氏及信诚人
寿等公司，担任中国
区及亚太区人力资源
的高级管理职位。在
企业她全面负责过的
领域包括：员工招聘
与选拔、培训与发展、
绩效管理、企业人才
体系搭建、引领组织
变革等领域。

冯老师非常有亲和力，
课程互动性很强且对
课堂氛围把控力非常
好，会通过各种活动
及学员真实的案例来
引发学员主动思考，
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工
作当中。

冯老师擅长的领域：
高效招聘与面试、培
训师培训、绩效管理、
领导情商、辅导与激
励、沟通技巧、演讲
技巧、职业生涯规划
与辅导、团队领导力、
测评及能力模型项目
等专题

李昕
Steven Li

李昕老师有近 20年管
理实务经验，曾服务法
国 Lectra、联想、嘉
里等企业，担任过企业
战略管理、销售团队、
人力资源、企业咨询
等方面的中高层管理
者。李老师获得北京
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
能将心理学应用到企
业咨询、管理培训的
实务中。
 

李老师开放、活泼、乐
观且敏锐、逻辑严谨，
善于旁征博引、化深刻
为平易；秉持“乐学为
体，深思为用”的学
习态度和教学品格，学
员常被不知不觉引导，
全身心投入愉快的课
堂氛围当中。面对问
题时，善于一语中的，
启发学员沉思。

李老师擅长的领域：
非职权影响力、团队
领导力、思维与决策、
解决问题的提问力等。

侯建政
James Hou

侯建政老师曾任职西
安杨森、扬子江药业
及海瑞等大型医药企
业，在医药行业有 20

多年工作经验，涉及
领域涵盖销售、培训、
行政、公共关系、政
府事务及企业管理等
方面，实战经验十分
丰富。

侯老师谦逊和蔼，其
授课互动性强，善于
通过提问和平等探讨
引导学员深入思考，
帮助学员吃透知识点，
增长技能。

侯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管理技能、团队
领导力、绩效管理、
问题解决与决策、项
目管理、创新思维、
关键思考、信任沟通、
商务谈判、培训师培
训、行动学习与教练
辅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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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咏仪
Makie Ho

何咏仪老师曾在默沙
东、强生集团、西安
杨森等制药及医疗保
健机构从事销售、市
场管理、策略发展、
新业务开发、组织发
展及人才培训等工作
长达 20 多年，担任过
多个治疗领域的市场
总监及业务总监，是公
司亚太地区认证的市
场营销领域培训导师。

何老师的讲授风格活
泼生动、讲解内容条
理清晰、着重理论到
实际应用的转化，令
学员积极参与的同时
享受过程并取得学以
致用的效果。

何老师擅长的领域：
市场营销规划及管理、
策略市场开发、销售
管理、大客户销售及
影响、销售谈判、问
题解决及决策、团队
领导力、教练技术、
经理人培训、商务演
讲技巧及行动学习项
目等。

范莹
Carol Fan

范莹老师有 10 余年
在宝利通中国和汤森
路透中国从事技术开
发和业务管理的经验。
管理范围包括项目管
理、产品发布与管理、
业务服务与产品培训；
领导的项目规模横跨
全 球 10 个 国 家、30

多个团队、100 余位
项目成员。她对 IT 互
联网行业的项目运营
有深入和宏观的理解，
既可以和一线研发、
技术支持和生产人员
讨论技术细节，又能
够和各职能部门高管
讨论战略运营问题。

范老师为人热情开朗、
思维严谨缜密。上课风
格活泼幽默，非常注重
实践应用。

范老师擅长的领域：
项目管理、沟通、问题
的分析与解决、商务演
讲等。

杨勇
Young Yang

杨勇老师有扎实的管
理专业知识与丰富的
职业经历，从事企业经
营管理工作 20余年。
曾在可口可乐系统工
作 13年，先后担任集
团培训总监、销售总监
等岗位，在中美大都会
（Metlife）担任助理副
总裁，对团队建设、企
业经营、人性激励等有
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与
专业洞见。

杨老师授课风格幽默
风趣、重点突出；他善
于营造良好的课堂氛
围，敏锐把握学员反应
并调动学员思维，注重
针对性和实用性。也因
他乐于分享，对客户、
学员负责，对课程追求
完美，而赢得了客户的
尊重。

杨老师擅长的领域：
愿景共识研讨会、团队
领导力、教练式辅导、
问题分析与决策、销售
管理、销售技巧、演讲
呈现、信任沟通、培训
师培养等。

胡幼琴
Ida Hu

胡幼琴老师有美国华
友银行台湾分行金融
客户管理经验，以及
27年担任贝克曼仪器
公司和庄臣公司大中
华区人力资源最高主
管经历，曾与 9位不
同国籍的总经理配合
主导组织变革，企业
并购，及文化建立，
她的业务能力、专业
知识及个人亲和力深
获认可。同时，胡老
师也担任企业内部教
练，协助高管的职位
适应和个人发展。

胡老师有高度热情致
力于人员的培训发展。
授课不仅是传授知识
技能，更透过不同的
引导使学员能自我探
索和学习，使得课程
内容成为学员在职场
和个人生活上的实际
帮助。

胡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力、团队合作和
人际沟通、领导情商、
跨部门协作、高管进
阶适应力、个人发展、
人力资源选用育留、
职业发展等。

许伟德
Paul Hsu

许伟德老师拥有 26年
在台湾 IBM、威盛电
子、联强国际、多普
达 (中国 ) 及 HTC通
讯等国际知名公司从
事销售、事业部管理、
首席执行官及首席运
营官的经历，积累了
丰富的 IT通讯行业销
售与运营管理经验。
他曾作为 5 家中外上
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
参与过许多的部门转
型、企业再造、公司
拆分合并等重大项目，
对企业中长期战略规
划、策略转型、及领
导组织重组，有其独
到的见解。

许老师思路清晰，授
课以学员为中心，善
于通过个人实例来解
析概念，让学员清楚
掌握知识与应用。

许老师的擅长领域：
销售谈判、策略性销
售、战略思维与决策、
高阶经理人管理技巧、
个人领导教练、引领
成功的变革、从远景
到运营沙盘与工作坊、
行动学习教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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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桦
Hua Shu

舒桦老师拥有 30 多
年在中意人寿和中国
人寿等知名公司担任
总经理助理（班子成
员）、资深执行副总
裁（SVP）、分公司总
经理、营销部和市场
发展部副总裁（VP）、
培训部负责人的工作
经历。不仅积累了丰
富的战略规划、组织
运营、营销管理和团
队带领的企业实务经
验，而且能够从战略
全局角度分析组织问
题和推动贯彻执行，
协助企业发展团队和
人员能力，提升组织
效率和经营绩效。

舒老师思维敏捷、条
理清晰、具有感染力，
她授课注重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注重课程
内容与实际操作的结
合，并通过实际经验
分享和案例研讨，启
发学员思考、学习和
应用。

舒老师擅长的领域：
跨部门协作、提升领
导情商、培育开创型
领导者、完善领导风
格、领导力教练、员
工绩效辅导、正向谈
判、战略思维力、团
队领导力、创造性解
决问题、高效沟通、
高价值经理人等。

滕儒
Andrew Teng

滕儒老师有 20余年的
销售、管理和企业咨询
培训的工作经历，在
IBM最大经销商担任区
域经理长达 10年，之
后在台湾远传电信工作
7年。在销售与管理工
作期间曾管理 2000人
以上的销售团队，长
期获得公司绩效卓越
与思维创新的荣誉。
在管理工中亦持续担
任企业内训师，负责
教授中高阶主管思维、
销售与管理课程。滕
老师也是一个优秀的
演讲者，曾连续四年
蝉联“台湾即席演讲
比赛第一名”。

滕老师为人开朗热情，
授课逻辑清晰、幽默
风趣、表达明确，善
于根据客户需求制定
合适的培训内容，并
能对学员现场所提的
案例与问题进行深入
分析与有效点评，注
重学员行为改变与思
维的启发。

滕老师擅长的领域：
企业管理、关键思考
与创新、问题分析与
解决、团队领导力、
销售及谈判沟通技巧、
商务演讲与培训师培
训等。

张瑜
Kitty Zhang

张瑜老师有 24 年在
跨国制药公司葛兰素
史克、本土上市公司
中国泰凌集团从事销
售经理、政府事务
经理、市场推广经
理、高级大区销售经
理、高级全国销售经
理、National Training 

Head、事业部总经理
的工作经历，积累了
丰富的企业业务运营、
销售管理及培训管理
等实战经验。多年的
行业背景使其对中国
市场人才现状有较高
的洞察力，对于业务
过程中的问题发掘有
极高的敏锐度及独到
的见解。

张老师善于根据客户
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
的培训形式，提升学
员的参与度。张老师
课程逻辑结构清晰明
确，为人风趣幽默，
点评一针见血，启发
深刻。

张老师擅长的领域：
管理与领导力发展系
列、销售谈判与销售
管理系列，问题分析
与解决，人才综合素
质发展及企业内部培
训授课提升等。

谢丹 
Dana Xie

谢丹老师专注于教育
发展和组织绩效改善
领域 26年，擅长融会
贯通运用课程设计开
发、引导和教练三大学
习技术，为企业和客户
提供和实施“以行为改
变促进业务绩效提升”
的发展方案。曾在中国
南方航空公司领导力发
展中心和在线学习中心
多个部门拥有团队管理
经验，其专业能力、和
领导能力获得企业高度
认可。她在人才发展方
面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
解，其专业研究精神和
实际项目成果也获得客
户和行业共同赞誉。她
是WIAL*授证的行动学
习教练，也是 SPOT、
未来探索和开放空间等
引导技术的授证教练。

谢老师气质儒雅，沉着
冷静。善于运用自身经
验调动学员共创，促进
学员“内生式”成长。

谢老师擅长的领域：
行动学习教练、团队研
讨引导师、活力课程设
计开发、高阶培训师培
训、团队领导力、问题
分析与解决、绩效教导、
引导式会议管理、高价
值经理人系列等。

王台龙
TL Wang

王台龙老师曾担任
XEROX 施 乐 台 湾 公
司企业管理高层、
Philips飞利浦公司台
湾事业部总经理与台
资上市公司总经理等，
积累 30多年的中高层
管理经验，并为多家
上市公司担任专业指
导与咨询顾问。

在经营战略推动与企
业变革梳理的项目中，
王老师对团队领导与
渠道整合拥有相当独
特的实战经验。他不
仅擅长战略规划与执
行、企业变革管理等
课题，并对渠道营销
与销售管理提供全方
面的指导与咨询。

王老师的授课风格亦
庄亦谐、风趣幽默、
注重互动，善于引导
学员通过实际案例和
活动来加深对课题的
认识和理解。

王老师擅长的领域：
销售管理、客户管理、
渠道管理、谈判技巧、
销售技巧、大客户策略
销售、战略规划与执
行、变革推动与管理、
领导管理技能、团队
建设与发展、商务演
讲技能、问题分析与决
策、冲突与共识管理、
培训师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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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顾问团队
Our Consultant Team

曾啓柚 
Alex Zeng

曾啓柚老师拥有 30多
年在 Microsoft 中国
台湾、Apple 中国、
多普达中国、摩托罗
拉移动中国及本地新
创企业上市公司经历；
担任过销售、市场、
运营主管、首席运营
官首席执行官等职位。
在上述职涯中积累了
丰富实战经验和理论
知识。不仅擅长领导
力、销售、市场、运
营管理等相关课题；
而且能够就人才推动
企业转型，领导企业
变革，以及从愿景、
战略规划到执行的工
作坊等课题为企业提
供咨询意见。

曾老师亲切开朗，授课
互动性强，善于结合
实例来解析概念；并
通过提问，平等探讨，
带动学员的反思，掌
握知识点，学以致用。

曾老师的擅长领域：
中高层领导力发展、
战略规划、问题解决
与决策、领导变革、
销售管理；以及行动
学习教练辅导、远景
战略到执行工作坊等。

王法
Farry Wang

王法老师有 18年医药
行业工作经历，曾服
务于西安杨森、阿斯
利康、诺华等大型医
药企业，担任过销售
代表、地区经理、区
域产品经理、大区经
理等职，积累了丰富
的行业销售及运营管
理经验。他曾参与过
大量部门转型、流程
优化、公司拆分合并
等重大项目，对企业
运营管理有独到洞察
力。担任企业内部讲
师期间，王老师曾为
200多家三甲医院提
供客户培训，帮助培
养了一批目前仍活跃
于大型制药企业的优
秀经理人。

王老师授课风格幽默
风趣，善于调动学员
的兴趣，培养良好的
学习氛围，进而传授
相应技能知识点。

王老师擅长的领域：
大客户销售、区域管
理、领导管理技能、
商务演讲技巧、性格
特质分析、冲突处理
与沟通等。

何振铭 
Tonny He

何振铭老师曾供职天
津师范大学，为本科
生教授微观经济学；
他有 20多年职场管
理经验，先后在制造
业民企、大型外企，
如 GCI、SGS 通 标、
CEGOS担任高级经
理、销售总监、高级培
训经理、顾问总监、分
公司经理等职务，积累
了丰富的管理、人才培
养与梯队建设等经验。
何老师专注于领导力顾
问和相关课程讲授，
获 得 Management 

Centre of Asia DISC

认证讲师资格及 NLP

初级执行师认证讲师
资格。

何老师授课风格朴实
稳健，具有较强的启
发性和实操性，教学
注重营造开放式的学
习氛围，深入浅出，
有效的帮助学员自我
觉察、反思与探索。

何老师擅长的领域：
人际影响、团队领导
力、职业经理人管理
技能、问题分析与解
决、情境领导、绩效
教导、销售技巧等。

赵汨罗
Mirror Zhao

赵汨罗老师有 16 年
HR从业经历，曾服务
于汤臣倍健、优酷网、
Unaxis、GE等企业。
她经历多个跨国企业
与朝阳中的民企，积
累了扎实的 HR全模块
管理经验，并带领各
类组织发展项目及推
动重大组织变革。作
为资深的 HR管理人
员，赵老师同时在领
导力、心理测评、HR

专业技能和通用技巧
相关方面有丰富的理
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赵老师的授课风格亲
和力强，条理清晰，
并能与学员进行实时
互动。她将课堂所学
与实际所用密切相连，
会注重其中的转化。

赵老师擅长的领域：
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
锦囊、团队领导力、
绩效与目标管理、互
动中的情商、演讲技
巧、职海导航、人力
资源 123、培训师培
训、金牌面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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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政嘉
Humphrey Ma

马政嘉老师有 20余年
团队管理经验和专业培
训师经验，在人才管理
体系、企业培训体系、
人才评估与培训等领
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和心得。他曾在康柏、
纳贝斯克、希贝系统和
戴尔等世界 500强企
业担任不同类型的领
导，多次负责从无到有
组建新业务团队和跨国
企业间人员合并重组。
马老师获得 Achieve 

Global，MHI，GP 

Strategy，TTI 等 国 际
培训公司讲师认证。

马老师善于帮助学员
发现问题、启发思考，
并根据学员个人特点
帮助其改善自身能力。

马老师擅长的领域：
招聘技巧、员工培养、
新任管理者培养、大
客户销售、顾问式销
售、商业演讲技巧、
培训师培训、人才评
估、能力模型搭建、
人才战略与培训体系
搭建、人才盘点等。

曾岚
Lan Zeng

曾岚老师有 20余年企
业管理及培训咨询经
验，曾服务于瑞士雀
巢公司、联想集团、
百年基业等企业，担
任过企业品牌推广经
理、人力资源总监、
咨询顾问等职务，在
企业培训体系建设与
规划、领导力培养与
发展、课程体系设计
与开发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她也是
THOMAS认证DISC与
情商测评分析师、CPP

认证MBTI咨询分析师。

曾老师授课风格活泼
生动、深入浅出，善
于用清晰的语言和逻
辑输入知识，并促动
学员主动反思，完善
自我能力。

曾老师擅长的领域：
管理技能提升、职业
化塑造、团队建设与
协作、问题分析与解
决等。

WIAL：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 国际行动学习协会成立于 1995年，是一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行
动学习的非盈利机构。已在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30余个国家设立研发与分支机构，帮助微软、谷歌、波音、
IBM等数百家企业提升组织绩效。WIAL行动学习教练认证获 ICF（国际教练联盟）学分认可，其通过授证的行动学
习教练将被纳入WIAL全球教练名录。

我们的顾问团队
Our Consultant Team

王云 
Winnie Wang

王云老师有着 18年培
训顾问、引导师与高管
教练经验，10年营销
与管理经验。在组织绩
效提升、领导力发展、
企业文化变革与发展、
催化技术移植等领域
实战经验丰富。王老
师能与高管和业务部
门深入对话，提供贴
合不同组织当下所需
的咨询和引导方案。

王老师尤其擅长通过
行动学习、引导技术
发展高管团队领导力、
解决组织绩效问题。
作为引导师，她曾为
拜耳、德国申克、伊利、
新东方等企业主导设
计、带领过多次高管
研讨会。

王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力发展、组织绩
效提升、行动学习、
高管研讨会、引导技
术及引导师培养、内
部催化技术移植和催
化技术培养

尹国林 
Ian Yin

尹国林老师有着 17年
的企业管理经验，曾先
后服务于博世、飞利浦、
马士基、圣戈班、戴尔、
雅培等企业，担任过项
目经理、部门总监、合
资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对领导力有着深入洞
见。在领导力领域，尹
老师尤其关注领导力如
何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同时也在 1对 1高管
教练和高管团队教练服
务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尹老师授课风格灵活，
通过真实案例与学员
们互动，激发学员潜
力、产生领悟。同时
尹老师擅长用引导的
方式，帮助企业在实
现领导力突破的基础
上，实现绩效突破。

尹老师擅长的领域：
领导力、团队管理、
组织文化转化、引导
技术、教练式领导、
高效沟通技能、1对 1

高管教练、高管团队
教练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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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开课
Our Public Seminars

-专职顾问团队。1999 年，AMA China组建了专职资
深顾问团队，以确保稳定的授课质量及持续的课程迭
代。目前 AMA China的专职顾问有 30余位。

-“授课 +实战”经验。AMA China的顾问平均拥有
10年以上的管理培训与咨询经验，熟知成人学习的特
点，能帮助学员更好地吸收、学习；同时，顾问来自
国内外知名企业，平均年资 15年以上，曾一步一步走
过基层到高管的晋级历程，能给到学员多样的视角和
更容易落地的建议、启发。

-实用性强。除了课程和顾问确保实用性以外，我们采
用小班授课，因此学员能得到更深入的学习和讲师帮
助。从评分看，学员的评分普遍高于 9 分。

-开拓视野。学员在课堂上会遇到不同行业的优秀经理
人。他们多来自外资 500 强、大型国企和知名民企。
在公开课上，学员有机会发现不同行业的视角与共性
的问题，不仅容易产生共鸣，更能开拓视野。

我们的公开课
Our Public Seminars

秉承AMA 总部 90余年的培训经验，AMA China为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优质的人才服务发展方案，
每年开设近 400场公开课，培训逾 5000名企业英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均有开课。

什么时候适合选择公开课？
•希望满足学员个性化的需求，并希望学员通过接触不同
行业来开拓视野

• AMA China课程质量稳定可靠，将课程及课程行政安
排交由 AMA China，省心、省力

•学员分散全国各地，希望就近上课
•对某个课程感兴趣，希望通过公开课尝试
•人数过少，难以安排内训，或错过内训

AMA China公开课怎么样？

-全球资源，专注研发。2003年，AMA China设立研
发中心，基于 AMA全球 400余门的课程资源，结合
中国学员的学习习惯、中国经理人的管理痛点进行课
程的本土研发。课程的研发和成熟过程一般需要 1-2

年，包括原始资料搜集、需求界定、框架设计、内容
及活动设计、内外部测试各环节，每个环节反复修改、
调整，甚至重来。

-特别引进，二次精心再开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优质
课程资源，体验、评估、筛选出适合中国本土管理者
痛点的课程，并且基于本土需求和学习习惯进行二次
开发。

课程

顾问

学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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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选课

如果您希望提升特定职能的专业技
能，我们提供“培训与教练”、“项
目管理”、“谈判”、“销售”、“营
销”系列课程供您选择。

如果您对沙盘课、国际授证课感兴
趣，我们也有相应的课程。

    模拟企业经营实战情况，
帮助学员体会、理解经营
思路

    国际行动学习协会WIAL

（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的行
动学习教练授证课程

我们针对不同层级的领导者，提供完
整的系列课程。

     ：确定层级，基于 AMA China 
Learning Map选择

       ：在该层级范围内，可以特别
考虑人气课或特色课

    常年被客户频繁采购的课
程，传授亟需管理技能

    由 AMA China精心研发或
版权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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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开课
Our Public Seminars

重点是做好自己。这层人
员首先需要建立成熟、负
责的职业心态，并在此基
础上提升个人工作效率、
高效解决问题、清晰沟通
并建立同事间的信任关系。

关键词：职业心态、工作效率、
解决问题、沟通、建立信任关系

重点是管好他人。这层经
理人变得越来越重要，好
比企业的手和脚，决定了
一线的稳定。

这层人的发展重点首先是
在心态上从员工转为管理
者，了解管理者的职责，
继而是掌握管理者的基本
技能。如果心态面不转变，
转身就容易失败。此外，
今天的环境下，他们还需
要带领团队创新，并优化
流程、提升效率。

关键词：心态转变、进入管理角
色、快速普及基本的管理和领导
技能、引领创新、流程优化

重点是管好一方业务或领
域。这层经理要负责战略、
愿景、变革、文化等更宏
观的方面，带领企业开创
出新局面。

关键词：开创型领导力、战略思
维、变革、文化

这层人是中流砥柱。向上
参与企业整体运营，向下
推动部门发展，同时横向
还需要维系好跨部门合
作。在机遇与挑战共存的
大环境中，这层经理面对
的情景也越来越复杂，
挑战加大。因此，AMA 
China 针对这层经理引
进、开发了多门课程，并
把它们区分为两层：

   
上任1-3年内的中层经理，
需要先把上下维系稳固。

关键词：绩效管理、教导、团队、
非职权影响、敏锐决策、财务
思维

   
任职 3年以上的中层经
理，要能带领部门突破，
需要学习企业整体经营思
维，掌握面对复杂情景精
准提问的能力，觉察并转
化自身内在固定模式，建
立更广泛、积极的影响力。

关键词：运营思维、战略操盘、
商业报告设计、内心反思与修炼、
高情商互动、团队促动、复盘、
有效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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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海导航
90后员工增多，他们对职业发展更关心却也更迷茫，这
些员工常常表现出独立性不足、不愿意沉下心积累。我们
特别设计了这门课，帮助员工和企业：
• 从组织和员工双赢的角度出发看职业发展，对双方都合
情、合理、负责。

• 从职业发展的特征出发，帮助员工走出误区，理清思路：
职业发展谁负责？谁最了解自己？升级快的工作真的是好
的吗？什么机会最锻炼能力？如何珍惜组织当下的机会？

•帮助员工学习如何了解自己，区分兴趣、能力、价值观，
使员工能独立自主、清晰而不是迷茫地寻找方向。

时间与压力管理
时间管理工具学了很多，还是不用，为什么？培训现场减
压了，但回去压力出现还是感到无力，怎么回事？本课程
在教工具之外，从源头入手：
•时间：以终为始地看时间，做好“指南针管理”，再来
做时间管理；

•压力：压力事件不等于压力，学习如何正向“回应”压
力事件。在此之上，再教简单、实用的工具和方法。

解决问题的 6把金钥匙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说明、解决问题，殊不知跳跃、含糊的
动作会使问题更复杂，甚至连“问题是什么”都没弄清。
本课程扎实地依据解决问题的步骤，帮助学员一步步理清
问题、解构问题、解决问题。 

6个信任沟通的好习惯
和有些人处得好，和另些人就相处难，老是摩擦？我们认
为区别在于双方是否建立信任基础。有基础的，就容易沟
通。因此围绕“信任”这个根本目的，本课程先从心态展
开，再教核心的沟通技巧。确保从心态到技能贯通、完整。

魅力演讲
演讲不自信，内容重复，听众听不懂，怎么办？我们认为
演讲的核心是关注自己知道什么、听众想听什么和听众已
经知道什么。要讲听众“想知道却不知道”而自己又明白
的内容。以此出发，本课程进一步教授学员如何组织内容、
展现自己、回答提问。

人气

人气

人气

骨干员工系列

课程 效益 页码

职海导航

•树立主动、负责的职场心态，珍惜目前的职场机会
• 掌握了解自己兴趣、能力、价值观的工具和方法
• 持续获得职业积累、扩大企业和个人双赢机会

46

50

48

54

52

时间与压力管理 

解决问题的 6把金钥匙

6个信任沟通的好习惯

•提升时间使用效率、减轻压力

•掌握系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工具

•掌握建立信任的沟通技能

魅力演讲 •树立专业的演讲形象，使演讲生动、清晰、易懂

特色

特色

人气

人气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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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开课
Our Public Seminars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法宝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加速器

人气

人气

人气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
针对新晋管理者，课程结构合理，解决经理人转型后每天
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认清角色和职责，给员工设定目标，
目标委派与指导，在新角色下管理自己的时间，建立以身作
则、成为表率的影响力。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法宝
针对有一定经验的一线经理，完成管理者的第二次转身，
学习管人、理事的技巧：制定年度计划，解决突发问题，
与下属及跨团队良好沟通，化解冲突，绩效管理。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加速器
针对经验丰富的一线经理，完成从管理者到领导者的转变，
学习激励、授权、教导、领导团队技能，让下属愿意追随。

引领创新：思维与工具
本课程通过让学员深刻了解创新意义，增加学员用创新思
维去思考问题的意愿度。在意愿和思维都打开的基础上，
再学习产生创意的工具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最终能运用
到具体工作情境中。

流程管理的 5大旋律
本课程采用实战模拟的方式进行，带学员走过流程的设计、
评估、运行、考核、改进等五大环节，并掌握相关工具和
模型，帮助学员踩准流程管理的节奏。

人气

人气

人气

一线经理系列

课程 效益 页码

•心态上从员工转变为管理者，了解管理者的职责
•快速掌握一系列基本管理技能：制定目标与计划、委派与指导工作、
解决突发问题、沟通反馈、化解冲突、绩效管理、建立个人影响力

•心态上从管理者转变为领导者
•快速掌握一系列基本的领导技能：激励、授权、教导、领导团队

57

58

60

59

62

引领创新：思维与工具

流程管理的 5大旋律

•用创新的思维、方法、工具解决工作问题，带领团队创新

•了解流程设计的核心思路、工具、方法，优化一线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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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经理系列 - 起步

课程 效益 页码

•将战略方向拆解为可落地执行的绩效目标并推进执行：掌握绩效管理
的整套方法，包括绩效目标拆解、设定、共识、评估 64

68

66

72

74

70

•跳出裁判的指导模式，用教练的方式帮助下属提升绩效、增强意愿，培养高
效的一线经理

•掌握将团体（Group）凝聚成团队（Team）的技巧，凝聚稳固一线管理
团队

•学习非职权情境下的影响心法、招式和策略组合，能在无职权情况下
横向影响、整合

•掌握西方核心思维方式，学习在模糊情景中缜密思考、合理决策

•建立财务思维，协助公司在现金流、预算、成本等财务面进行优化

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

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 人气

人气

人气

人气

人气

团队领导力 特色

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 特色

特色关键思考

财务1-2-3 沙盘

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
如果没有职权的力量，我们凭借什么力量去影响别人？有
些人认为影响力抽象，很难下手学习。但早在 30年前，
美国国际训练实验室、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影响力是可被清晰描述、训练的。AMA China

引进的这门课即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清晰解构影响力模型、
不同力量下的影响行为、不同情境下的影响策略。使影响
力易学易练。不少客户反馈该模型如情境领导力的模型一
样直观、易学，扎实落实到行为改变。

关键思考 

远离一线，了解到的是二手信息，这种模糊情况下如何做
决策？这层的决策准确与否尤为重要，否则容易出现上下
断层。该课程源自 AMA总部高人气思维课程，并进行了
本土二次开发。该课程教授的是西方经典思维方式Critical 

Thinking（也叫批判性思维，或苏格拉底的质疑性思维），
是西方思维的基础，也是西方企业做每个扎实决策的底层
逻辑。这种思维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在不确定中，一块砖一
块砖地搭起思维大厦。AMA China希望中层管理者通过
学习这种扎实的推导过程，在不确定下精准提问、合理决策。

财务 1-2-3 

企业的 3张关键财务报表是什么？这些报表背后对企业整
体运营有什么关联？本课通过沙盘模拟，让财务数字变得
生动、形象，学员通过模拟体验企业内部的整体财务流程，
建立财务意识。

沙盘

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
本课程解决“执行力”相关的难题，让管理者能根据企业
战略目标制定部门工作计划；预测并控制计划执行中的问
题；设定、跟踪和评估员工的绩效，以达成部门绩效。

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
该课围绕“绩效”展开，着重在当下属出现“绩效差距”
时，如何辅导下属找到方法，并激发潜力和意愿。该课是
教练的入门课，会系统讲解教练的心法、流程、对话技巧。
AMA China 其他教练领域的课程有：领导力教练、职业
发展教练、行动学习教练授证（国际授证）。

团队领导力
一群人在一起不能称之为团队。AMA China认为和任何
一对一的领导情境不同，团队是一对多的领导情境，而这
个情境（即团队）是有他独有的特点和生命发展周期的。
以这个周期为核心，AMA China设计了在不同阶段，团
队领导者的工作重点和需具备的核心技能，帮助领导者将
团体 (Group)凝聚为团队（Team）。

人气

人气

人气

人气人气

特色

特色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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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开课
Our Public Seminars

中层经理系列 - 进阶

课程 效益 页码

88•掌握系统、准确的提问技巧，把准难题症结、提升下属思维境界解决问题的提问力 特色 新课

新课

86•精准设计重点明确、脉络清晰、信服力强的高效商务报告演讲的构思与设计 新课特色

90•系统掌握复盘的原则、流程和工具，边学边练复盘技巧新课复盘：提升组织智慧

91•掌握带领团队群策群力、共识决定的引导技巧新课引导：激发团队群策群力

93•营造面向未来的积极场域，激发成员和组织的潜能新课欣赏式探询

78•体验企业家战略操盘决策过程，提高商业战略思维力企业家训练：商业战略思维沙盘模拟

84
•觉察、转化压力下，行为、情绪、观点的僵化模式，形成更灵活、内外
平衡的领导姿态领导者的内在觉察力 特色

80•走出跨部门防卫 /攻击心态，觉察自我欺骗的误区，承担合作责任特色选择：打破协作壁垒 人气

•培养企业经营的全局意识，操盘好战略到运营的整体节奏 76Decision Base：企业运“赢”模拟 沙盘

沙盘

领导者的内在觉察力
结合心理学萨提亚（Satir）冰山模型，帮助管理者看清自
身在人际压力下的僵化模式，觉察、转化、扩容，不断修
炼更灵活、内外平衡的领导姿态。

演讲的构思与设计
聚焦演讲内容的精准设计思路，使关键场合的商务演讲和

高管汇报能直达要点、思路清晰准确、高效并具说服力。

解决问题的提问力 
针对经理人抓不住问题，抓住了却不善提问，提问又问不
到点等困惑，系统提升提问能力。

复盘：提升组织智慧
系统掌握复盘的原则、流程和工具，边学边练复盘技巧，
使复盘不流于形式，而是帮助组织不断学习。

引导：激发团队群策群力 
边体验边学，掌握引导者的心态、流程、工具和设计思路。
通过案例和情境实操，掌握引导提问技巧、引导活动带领
技巧和引导过程设计技巧，能带领、自主设计引导过程

欣赏式探询
边体验边学，掌握 4D过程和如何用 4D循环在企业内营
造面向未来、而不是被问题限制的积极场域，挖掘组织积
极资产、激发潜能。

Decision Base：企业运“赢”模拟
每组学员在沙盘上模拟经营一家公司，负责战略和运营。
学员对战略到运营、不同部门的角色有了的切身体会和全
局了解。

企业家训练：商业战略思维沙盘模拟
通过沙盘，模拟出一个全局性的商业竞争环境，学员亲身
参与各种战略决策，在全局的角度思考战略计划，了解战
略和品牌的作用与好处，在沙盘中对比各团队的经营差异，
激发学员探索战略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体会协同工作，

最终将战略落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

选择：打破协作壁垒
跨部门摩擦处理不当就会演变成相互防卫、较劲、指责的
办公室政治剧，加大企业内耗。课程直指内心，帮助学员
觉察初衷，反省内心不断将对立合理化、自我欺骗的内在
历程，承担自己对合作的责任。

互动中的情商
结合心理学 TA（Transactional Analysis）交互分析流派
设计，通过结构互动背后的不同人格构成，帮助经理人发
现无效的互动模式，建立高情商的、激发下属自主负责的
互动方式。

新课

新课

新课

新课

沙盘

人气

人气

新课特色

新课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沙盘

82•对话中以情商服人，建立激发下属自主负责、成人对成人的互动方式互动中的情商 特色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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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经理系列

特色

课程 效益 页码

100

101

领导成功的变革

领导方阵实验室

沙盘 98Tango：企业无形资产经营模拟
•通过沙盘模拟，理解无形资产和企业战略及运营的关系，同时得到人才和
市场

•理解变革核心重点，活用变革工具方法，成为变革的积极推手

•优化自身领导风格，建立坦诚的文化，从而达到1+1>2的绩效结果

战略思维力
什么是战略性思维？如何与 CEO对话？本课程即通过 6

个围绕战略的基本问题：未来环境怎样？核心竞争力在哪
儿？哪个是目标客户群？提供什么价值？选择什么样的战
略基调？如何调整运营、配合战略？来帮助经理人打磨战
略思维力，能对行业趋势做出预判，并找到适配的经营管
理方法助力企业转型、塑造竞争优势。

培育开创型领导者
转型期，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企业迫切需要有人率先抓机
遇，创出新局。但同时，这样能面对未来的高层并不多。
这样的领导者是什么样的？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胆识和才
略？课程即针对这个挑战，提供了清晰的模型、系统的方
法和实操的工具。课程实操性强，将具体谈到：如何把机
遇具化成能打动人的愿景而非空谈；变革下如何取势、切
入、蔓延和成局；如何提升自身与下属的愿力；如何反思
自身限制不断超越等。

Tango：企业无形资产经营模拟
本课程通过沙盘模拟，让学员切实感受什么是企业的无形
资产，并理解无形资产和企业战略及运营的关系。通过学
习，学员将知道如何让自己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值，同时得
到人才与市场。

沙盘

领导成功的变革
本课程提供变革管理的实践经验和管理工具，将变革执行
流程清晰划为 8个阶段，并提供每个阶段相应的知识点和
工具方法。学员将在理解变革的核心重点上，能将工具方
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成为变革的积极推手。

领导方阵实验室
领导者到了高阶，他们的领导风格对团队、环境文化会有
很大的影响。“控制型”的领导风格会导致什么样的文化
或氛围？“家和万事兴”的领导风格呢？“结果导向型”
的领导风格呢？该课是 AMA China从加拿大引进的解决
“领导风格对企业文化影响”的课程。该课由组织行为学
先驱 Blake博士和Mouton博士调研，界定出 7种领导
风格及其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学员将觉察自己的风格，并
转变自己、培养最佳风格。

特色

特色 95战略思维力 •打开战略性思维，更好制定、承接企业新战略新课人气

特色 新课人气

特色培育开创型领导者 •掌握开创型领导者需要具备的胆识和才略，为转型下的组织创出新局 96新课人气

特色 新课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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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开课
Our Public Seminars

培训与教练系列

课程 效益 页码

110

108

114

112

•学习职业发展对话，帮助员工了解自己、积极寻找企业中的发展机会，引
导员工走出职业发展误区，制定既帮助自己又有助于企业的职业规划

•上台成为讲师，掌握专业讲师需要具备的培训技能

•成为资深讲师，掌握真正以学员为中心的“授课”和“引导”技能

•走出各种条条框框的设计套路，体会课程设计的本质，掌握以学员为
中心的课程设计技术，设计出能充分激发学员兴趣的活力课程

职业发展教练

培训师培训

高阶培训师培训 特色

特色活力课程设计

培训师培训
专业讲师成功有哪些要素？成人学习是什么特点？讲师如
何控场、准备、建立可信度？这些讲师顺利站上讲台的核
心问题在该课中得到解答和练习。练习机会丰富，加上即
时犀利的点评，使这门课成为企业内部讲师的热选课程。

高阶培训师培训
什么是真正以学员为中心的授课？如何丝丝入扣地让学员
以他们的节奏“学进去”，而不是讲师自己讲开心？本课程
由 4个核心模块组成，汇集了高阶培训师所需的培训技巧：
-成为引导式培训师。体会以学员为中心的培训状态和自
身差距

-定义学习差距。从学员需求出发，重新拆解教材，提升
授课“准度”

-引导式教学设计。调整现有教材，使课程更加丝丝入扣
-引导式授课技巧。加深课程的“深刻度”、“感动度”、
“参与度”

活力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是在设计什么？各种流程、模型不少。本课程把
课程设计人员从各种条条框框里解脱出来、体会设计师
的感性力量、掌握设计师的轻灵手法。课程将讲授：如何
以学员为中心进行课程设计、定义学习需求、打造知识点、
设计案例讨论和角色演练，最后收获能激发学员学习兴
趣的活力课程。

行动学习入门

行动学习教练授证
“行动学习入门”课程帮助你解读行动学习在组织中的应
用。“行动学习教练授证”课程是WIAL国际行动学习协
会的行动学习教练授证课程，并受到 ICF国际教练联盟学
分认可。WIAL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广并培养行动学习教
练，并保持统一的认证规范和质量。

领导力教练
如何帮助员工看到自己的无效模式并转变？ AMA China

邀请资深企业高管教练陈茂雄老师（Kent）一起开发了
这门课。该课结合心理学、教练技术，帮助学员学习如何
帮助下属从改变一个行为，到转化一个模式。该课从设定
目标、转化情绪干扰、转化行为干扰、转化观点干扰、转
化期待、活出渴望等角度，帮助学员快速发现下属的无效
模式与切入口，开启转变。

职业发展教练 

员工 IDP如果没有主管或企业内部专业教练的参与，会容
易流于形式。这门课是帮助主管或企业内部教练清楚员工
发展的不同阶段，并知道在相应阶段应该如何进行职业发
展对话，让员工发展真正和组织发展有机相连。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掌握能深入教练对象内心的教练技术，帮助被教练者发现内心盲点，
转化内在僵化模式，引发被教练者的持续成长 106特色

特色

领导力教练

国际授证

人气

•走进行动学习，认识其核心价值。获得国际认可的行动学习教练资质，协
助团队：
-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提升团队各成员领导力
-自发从群体凝聚成团队，形成不断学习和反思的文化

103行动学习入门 特色

104行动学习教练授证 特色 国际授证人气

人气

人气

新课

新课



30 ⎢ PROGRAMS 2020 学习目录

项目管理系列

课程 效益 页码

•掌握项目周期各阶段的“管事技巧” 116

118•掌握项目周期各阶段的“人际技巧”

项目管理：原理与技巧

项目管理：项目领导力

•体验项目中的各种挑战，掌握在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实
现结果和业务价值最大化 120Cayenne：项目领导力沙盘模拟

新课

人气

项目管理：原理与技巧
该课围绕项目启动、计划、控制、执行、终结等几个标准
的项目环节展开，讲授每个环节“事务面”的风险及核心
动作。课程用案例带工具练习，讲师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
经验，帮助学员从实操角度掌握项目管理技能。所以，
该课一直是项目经理和项目成员的热选课程。即使获得了
PMP授证资质，不少学员仍希望通过该课在实操层面获
得学习。

人气 项目管理：项目领导力
项目事务面的事情理干净后，人际面的烦恼就突出了。该
课同样围绕项目启动、计划、控制、执行、终结等几个标
准的项目环节展开，讲授每个环节“人际面”的技巧。比
如启动阶段如何沟通需求、影响关键人；计划阶段如何处
理冲突、协调资源；控制阶段如何激励、反馈；终结阶段
如何团队总结。该课同样以实操性强获得项目经理的认可。

Cayenne：项目领导力沙盘模拟
将项目中常见的 30种问题和挑战，通过沙盘模拟的方式，
让学员在一天的课程体验中密集锻炼对项目资源的应用
能力，加深对项目成功关键因素的理解，快速提高项目
领导力。

新课

课程 效益 页码

•培养谈判基本功，和客户取得双赢的谈判结果 122

124
•晋升为谈判高手，应对与客户、供应商甚至企业内部棘手的谈判情景，
轻松与客户、供应商、跨部门破除僵局、达成协议

双赢谈判技巧

正向谈判：高手的修炼

谈判系列

双赢谈判技巧
本课程讲解谈判者的“道”与“术”，道是谈判时明确谈
判目的，课程将以 PIN（立场 /利益 /需求）帮助学员澄
清目标。术是过程中能活用谈判计策，课程将通过谈判 4

阶段帮助学员规划计策和对策。最终实现双赢谈判，既能
获得短期利益也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特色

特色

正向谈判：高手的修炼
如果你要找一门适合多种谈判场景、多种谈判困局，都能
将要害分析干净并制定出有效策略的课程，这门课是不错
的选择。该课从谈判需求、筹码这两个谈判底层要素入手，
再剖析不同的谈判方式，进而推及谈判的关键节点任务以
及总体策略安排，因此几乎能适合所有谈判场景和困局。
此外，该课也被称为“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的
姐妹篇，是 AMA China从同一家公司引进，同“正向影
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一样，课程结构干净、逻辑严谨、
演练丰富、易懂易学，能扎实落地实到行为改变。

沙盘

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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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公开课
Our Public Seminars

销售管理：系统与方法

大客户销售策略

销售系列

课程 效益 页码

•掌握销售团队管理技巧：制定销售计划、提高销售业绩、促进战力
成长

•布局大客户，掌握大客户销售策略制定技巧

126

130

128

影响式销售 •掌握一对一近身作战销售技巧

销售管理：系统与方法
本课程通过学习制定销售计划的步骤和方法，帮助学员做
好销售预测，有方向地开拓新客户和管理重点客户，并能
定期与销售成员回顾推进销售进度的内容，达成销售业绩。

大客户销售策略
本课程将讲解大客户销售的各个环节，讲解如何找到客户
的关键人物，学习赢得大客户的销售策略组合。学员在课
堂中也将扮演竞争双方展开博弈，体验大客户销售的妙用，
有技巧地处理大客户的种种需求。

市场 1-2-3

市场营销：流程与做法

市场 1-2-3

本课中学员需要亲自经营一家公司并为其制定营销策略。
学员之间通过模拟不同公司间的竞争，他们会直观切身感
受到什么是市场区隔、市场定位、市场策略，清晰体会到
品牌的重要、从而培养市场意识。

营销系列

课程 效益 页码

•建立市场基本意识，从市场的角度思考事务

•掌握市场营销的核心策略思维及技能

132

134

沙盘

沙盘

影响式销售
本课程将展示客户购买产品的心路历程，帮助学员学会观
察客户的言行、了解其背后的心理变化，再通过相应的销
售方法来获得客户的默许，稳步推进到下一阶段，最终取
得客户认同。

市场营销：流程与做法
本课程解析市场营销管理流程，帮助学员掌握市场营销的
典型做法，并配合 B2C营销案例和个人练习，让学员能
建立起营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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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企业内训服务
Our Corporate Solution: Talent Transformation Solution

Q什么是人才转型？
近几年，我们显著感受到，企业对核心人才的培养

越来越迫切、投资越来越大。这份迫切源于：在如今机遇
与挑战共生变化的大环境中，企业几乎都在思考转型。在
转型过程中，需要内部有好的人才，这批人才是推动企业
转型的引擎。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战略尝试无法展开，
战略也无法落地。人才转型解决方案，是要帮助企业培育
那批能推动转型的“开创型”人才。

Q人才要转型成什么样？
需要具备复合性的综合素质。他们虽然已经具备了

解决问题、沟通这些基本能力，但在此之上，还需要能在
不确定中，综合运用这些能力，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勇气、
敏锐的判断力、弹性应变和快速学习能力，从而能一步步
摸索出企业新的转型之路。

Q这类人才的培育会有什么特别？
很不一样。这些企业特别组成的行动小组，他们

需要在特定、具体的任务中磨练。企业需要根据这些人
将要面临的挑战，对照他们的能力差距，设计一些具体、
真实、够难的任务磨炼这些人才。以完成这些任务为主线，
同时穿插设计必要的学习活动，来培育他们的素质。

QAMA China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由对企业战略转型有切身经验的专职顾问带

领、参与项目。他们对企业转型中的挑战很明白，自己就
曾带领过负责转型的特别行动小组。因此他们对转型本身、
对人员的要求以及可能的障碍和挑战能做到心中有谱。

  专业的设计能力。我们早在 1999年开始课程研发，
并于 2003年成立课程研发中心。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开发
适合中国本土企业经理人需要的课程，以及为客户提供客
制化的人才发展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扎实的
设计能力，包括诊断需求、界定问题、设计学习思路、研
发课件或方案。这些设计的核心能力帮助我们能更精准、
贴身地为您设计、制定人才转型的解决方案。

  灵活、丰富且正统的学习技术。2012年，我们携手
WIAL（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国际行动
学习协会，引进行动学习教练技术。在行动学习中，一个
团队要围绕一个企业的真实难题一起思考如何解决、制定
行动方案和执行方案并不断改进。过程中，通过我们行动
学习教练的团队辅导，团队成员的领导力和团队本身的合
作、凝聚力会通过不断练习和反思得以加强。此外，我们
还可以提供人才测评和 IDP反馈与辅导服务。灵活多样的
服务类型有助于设计出贴合的人才转型解决方案。

人 才 转 型 解 决 方 案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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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内训服务
Our Corporate Solution

•为什么要转型
•要转型去哪里

•转型下的人员培育要特别关注什么
•哪些培育方式特别合适
•如何设计适合我们的培育方式

•如何让他们接受 ,反思自己
  的潜力和限制
•在他们了解自己之后 ,如何
  激发他们在转型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怎么设计测评来看清现有的人
•这些人的潜力和限制在哪里

•关键任务下有哪些关键情境
•关键情境下的理想人才长什么样
•理想人才的能力定义、标准是什么
•如何获得关键人员对新能力模型的承诺

•新愿景下 ,长短期要做什么 ,

  怎么平衡

•实现这些目标有哪些
  关键任务要完成

人才转型项目设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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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训服务流程

根据人才转型方案设想，我们进一步诊断您企业的内部情况
• 访谈（一对一或小组访谈）        • 问卷调查         • 测评
我们会根据调研结果，提交培训项目设计方案

我们将提供项目设计方案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细节，并在认真听取您的反馈之后，优化方案，
最终调整到最适合您企业的情况
我们有以下服务项目可供您选择：
1.能力模型搭建 

2. 人才测评及 IDP反馈
3. 人才培育方案设计 

      • 行动学习         • 客制化课程开发、实施和移转      

我们将与您签订合同，在合同里附有项目团队和项目实施计划，并照此执行

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我们将进行以下全部或部分环节
•项目启动仪式：内部项目宣传、开班仪式
•项目具体实施
•项目总结：项目结业典礼、总结项目成果

项目结束后，我们将为您提供
•培训效果评估及后续发展建议

如果您有相关需求，我们前期会先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了解转型背后的战略意图 

•了解该战略下需要发展的人员方向和现状
•分析人员能力差距背后的可能原因
•了解您公司对该人才转型项目的期待及可能的复杂程度（目标、时间、质量要求、涉及人员等）
• 提出人才转型解决方案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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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内训服务
Our Corporate Solution

如果您遇到以下困扰，可以考虑选择这一服
务项目：
•全新的战略方向使得企业原有的能力模型不再适用。怎
么完成从新战略到能力模型的梳理？

•能力模型上的词看着都差不多，怎么描绘出我们企业转
型中所需要人才的味道？

• 业务有时趋向埋头应对当下的前线压力，而新的能力模
型要把企业带向未来，如何使能力模型也能获得业务对
转型的理解和承诺？

能力模型搭建

能力模型搭建服务包含以下步骤：
•澄清企业愿景，明确转型目的。新的愿景是什么？背后
体现了企业对商业环境哪些新发现或新视角？企业对自
己安身立命的自我定义有什么变化？

• 理解或梳理战略目标。在新的愿景下，企业长短期的重
要战略目标有哪些？长短期如何平衡？

• 明确关键任务。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有哪些关键任务需
要完成？

•描绘能力画像，细化能力模型。这些关键任务下的关键
工作情境有哪些？这些情境下，人才理想的工作状态是
什么样的？因此有哪些关键能力？如何定义这些能力？

能力模型搭建服务帮助企业收获：
•深入转型背后的原因，理解、展现企业背后新的发现、
视角和自我定义，促进核心中高层共见共识，助力企业
转型

• 找到对这个企业转型具有生命力的人才描述，共识核心
能力要求，定义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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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遇到以下困扰，可以考虑选择这一服
务项目：
•如何设计符合企业能力要求特点的人才测评？
•如何准确盘点出转型需要的那批核心人才？
• 转型中的关键任务挑战不小，如何帮助核心人才提升自
我觉察，了解自己的潜力与限制，以更好面对转型中的
挑战？

人才盘点及 IDP反馈服务包含以下步骤：
•基于能力模型，选择、设计合适的测评方式或测评组合（1

种或多种）。我们可提供的在线测评包括：性格特质测
评 *、认知能力测评 *、360度能力测评 *。除此之外，
企业还可以选择无领导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
基于能力要求的面试等多种人才评鉴方式

• 实施测评，盘点人员现状，界定能力差距。我们富有转
型经验的资深顾问将和您一起盘点人员现状，沟通他们
对这批核心人员的发现

• IDP反馈。反馈过程中，我们的资深顾问将协助这些核
心人员理解自己的潜力与限制，并结合企业当下的转型
挑战，思考自己需要特别提升的能力重点，加深他对转
型和后期学习的承诺

人才盘点及 IDP反馈

人才盘点及 IDP反馈服务帮助企业收获：
•贴合企业需要的人才测评方式
• 对人才现状了解更清晰，为下一步人才培育方案设计奠
定基础

•提升人才自我觉察，协助人才“有意识”地在转型过程
中发挥作用，并获得自我提升

*性格特质测评：衡量测评对象天生的“行为倾向”，而
非能力，以了解测评对象的倾向性

*认知能力测评：衡量测评对象在语言、逻辑、数字方面
的认知能力

* 360度能力测评：可以根据企业自身能力模型定制。通
过 360度反馈的方式，衡量对象的行为表现



PROGRAMS 2020学习目录 ⎢ 37

我们的内训服务
Our Corporate Solution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变幻莫测，企业所面临的
问题也日趋复杂：
•市场策略如何制定
•经营绩效如何提高
•服务质量、流程如何完善
•面对变革如何应对
•人才梯队如何搭建
• ……

对于以上紧急且重要的问题，传统解决方式是一方面从提
升人员能力入手，一方面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借课堂培
训及企业内部会议两种方法寻求方案。看似面面俱到，实
则各有局限。传统培训更关注能力的提升，未必能为实际
问题提供快速而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企业内部会议常面临
各方意见不一、甚至彼此之间壁垒森严的局面，难以形成
创新的有效方案，往往经由互相妥协达成一致，导致后续
行动的动力不足。

行动学习，作为一种全新的人才培育方式，将一小群人聚
焦在一个企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上，能够通过专业的行动
学习法，在满足企业领导力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有效解决
实际问题。

我们引入WIAL（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国际行
动学习协会的行动学习教练技术，严格遵循WIAL的理念、
流程和标准，帮助企业发挥行动学习对人才发展的功效。

行动学习服务

何谓行动学习？
行动学习即在一个 4-8人的团队内，运用专业的行动学习
法，共同研究一个真实的问题、采取行动并从中学习的过
程。当它顺利生效时，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学习工具，
拥有同时建立成功的领导者、团队和组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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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能够使行动学习有效进行？
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 4-8人的团队，

最好有多元化的观点。这个团队应包含三类角色：

• 问题提出者  Problem Presenter

  简单陈述需要解决的问题、挑战或任务重点，作为议题。
议题必须真实、迫切并具有一定复杂性

• 团队成员  Team Member

  通过提问与回答使整个团队对问题有一致的理解，并能
够在教练介入时暂停问答，直至教练请团队回归问题

• 教练 Action Learning Coach

  清晰介绍行动学习的两项规则，并对过程加以控制，有
权介入并打断团队讨论，对团队成员提出的问题有权不
回答

随后，开始讨论前：

• 团队每个成员需要设立一个自己要提升的领导力，并且
必须在讨论中展现这个领导力，并在讨论结束后相互反
馈领导力的表现如何

• 教练说明讨论规则，在团队共同针对某一个项目、任务、
挑战或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需要遵守两项规则：
－所有发言都只能是对问题的回应
    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人提问
－教练的角色是促进学习
    因此，当教练发现某个学习机会时，有权介入

最后在讨论结束时，团队要花时间进行反思：

• 议题反思
  要采取什么行动，以及本次讨论对下一步行动的帮助
• 团队反思
  团队怎么可以做得更好
• 个人反思
   领导力的表现如何，对这个领导力有什么发现，未来会
采取什么行动继续提升

这个过程反映了行动学习核心思想中的“问题”与“反思”。
团队逐渐形成持续学习的氛围，小组成员有意识、聚焦地
提升个人领导力，团队打破壁垒与僵局，同时对问题抽丝
剥茧，从对问题本身的澄清与定义出发，找到其根本原因，
进而制定策略和措施，最后因共同的承诺产生积极行动。

因此，有效的行动学习能够：
•在真实中磨练，解决一个企业真实的复杂议题。激发学
员的主动性、探索力、应变力。这也是企业转型中需要
人才具备的重要素质

• 集中促发个人与团队反思，激发团队和个人的学习能力
•凝聚一个团队。行动学习教练也是团队教练，帮助团队
找到自己的目标、文化、规则，并帮助团队最终可以自
己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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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内训服务
Our Corporate Solution

客制化课程开发、实施和移转

如果您有以下需求，可以考虑选择这一服务
项目：
•遇到的问题带有浓厚的企业特色，难以在市场上采购到
完全匹配需求的课程

•借助培训润物细无声地传递公司战略，宣传企业文化，
统合员工行为

•打破课程不落地的“魔咒”，让培训在企业生根发芽
• 学员基数较大，希望从长远角度优化培训投资
•提升内部讲师队伍的授课技能，树立人力资源部的专业
形象

选择客制化课程开发、实施与移转服务，您
将收获：
贴合企业需求，符合成人学习规律的课程
高质量的课程是内部讲师上课出“彩”的基础，也是
学员“乐学”、“乐用”的根基
一批能量升级的内部讲师
用“facilitator”的方式传授“facilitation”的讲课技
巧，让内部讲师内外功兼修
覆盖整个学习历程的文件包
让学员课前做好学习准备，课上享受多元化的学习方
式，课后落地运用
一套内部学习项目推广的方案
助力培训管理者高效、快捷地推广学习项目，在企业
中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AMA China保证您收获的基石：
扎实、丰富的课程开发经验
自 1999年，我们就进行本土课程开发，至今已开发
了 30余门，拥有丰富的课程开发经验和一整套自主课
程开发流程
多样、前沿的课程设计素材
我们的课程覆盖领导力、管理、销售、人力资源管理等
多个领域，积累了丰富课程设计素材；此外，每年还从
总部引入新的素材，以检视课程是否更新
专业、给力的研发团队
除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顾问团队外，我们还有一支专
门的研发团队，一直致力于开发更好的课程，确保课
程开发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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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 China
领导力模型 Leadership Competence Model

受益于 AMA的领导力课题研究成果和全球领
导力调查，根据我们在中国 20余年的管理培

训经验，结合多年来我们访谈众多企业高层的发现，
我们为中国经理人建立了下面的领导力模型。我们
把经理人的角色归结为 4个维度：凝聚人心、发展
能力、经营企业和管理运营。每个维度又细化成 3

个方面，在下面几页有具体的定义和描述。

我们将依照这个模型，在实施“组织扫描－绩效差
距分析－解决方案设计”的过程中，透过经理人的
绩效差距分析他们的能力差距，设计出有效的能力
发展方案。同时，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成为帮助
组织发展的实用工具，对组织培养和保留关键人才，
进而发展和巩固组织的核心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凝聚人心
开放，接受他人，建立信
任；促进团队协作，用团
队的方式解决问题；理解
他人的思想、感受和关注
点，能调整自己的沟通方
式以适应对方；清晰准确
地表达自己，影响他人；
通过有效的协商寻求双
赢；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
鼓励不同意见；与人们一
起建立和实现共同目标，
激励人们共同行动。

发展能力
清楚业务发展对能力的需
求，保证在合理的时间和地
点以合理的成本拥有所需
的能力，正确评估他人的能
力；致力于个人成长，鼓励
不断学习；授权他人行动，
有效地授予职责和职权；
有效地给予反馈和肯定。

经营企业
表现出经营者的勇气，敢
于不断挑战现状，主导变
革和创新；具有战略思维，
理解业务和财务运作，不
断寻求扩大利润，发展业
务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以
客户为导向，洞察当地和
全球市场，洞察行业和技
术发展态势，洞察竞争对
手动向。

管理运营
把远景和目标联结到运营
层面，有效计划、组织、
执行项目和日常工作；明
确沟通绩效要求，跟踪执
行情况；建立和不断改进
流程；有效克服变革阻力，
执行变革；优化使用资源。

领导者的角色
The Leader's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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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模型
Competence Model

凝聚人心 People Alignment

领导力模型 简介 课程 页数

促发
Motivate & Mobilize

建立相互信任、坦诚对话和相互尊重的团队文化，引导
成员发挥个人特质；在项目 /决策早期就发动人们参
与以获得支持；奖励、认可努力和成果；让人们了解取
得的发展和成就；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认为自己的方式总是对的；控制信息；只看重团队成
员的技能；不在意员工的内在感受；做决策时不能发
动团队共同参与；当团队取得成功时无意庆祝，也不
奖励好的工作表现；容不得团队成员出错，批评指正
较多；强行推动变革，得不到团队承诺。

领导 
Commit & Lead

对事业表现出投入和激情；激发和授能他人追求共同
的远景；正直，坚持原则。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仅依靠职位权力控制和命令别人；为自己的错误责怪
别人；缺乏真诚；缺乏事业心和冲劲。

影响
Impact & Influence

开放，接受别人；真诚地关心别人，了解别人的需要，
调整自己以使沟通更有效；鼓励坦诚的沟通；陈述清
楚、简洁、有说服力，但不压迫别人；有勇气和自信
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数据和合理的推理支持自己的观
点；能影响上级的决策；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以达成
一致；在公司内部和外部建立人际网络，帮助达成业
务目标；尊重多样化，能有效化解冲突。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惯于下指令，不愿意倾听和
了解；对表达自己的观点感到犹豫；不能考虑到别人
的角度和需求；处理冲突时在乎输赢。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法宝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
加速器

培育开创型领导者

57

58

59

96特色 新课

人气

人气

人气

人气

6个信任沟通的好习惯

魅力演讲

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
力量

双赢谈判技巧

正向谈判：高手的修炼

52

54

70

122

124

特色

特色

人气

人气

人气

特色团队领导力

复盘：积累组织智慧

引导：激发团队群策群力 

欣赏式探询

68

90

91

93新课

新课

新课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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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 Competence Development

领导力模型 简介 课程 页数

自我领导
Self Leadership

主动更新知识和技能；寻求他人的反馈以提高自己的
工作表现；在工作中积极寻找锻炼自己的机会；对学
习和应用新技能充满信心；开放地对待个人的长处和
短处。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不愿承担发展自己的责任；避免冒险，拒绝新任务，
裹足于舒适区；不能从错误中学习；不能容忍批评，急
于辩解；对个人的优势和不足缺乏准确的了解；对自
己的能力过度自信。

选才
Talent Selection

根据业务需要招聘和留住合适的员工；培养接班人，
发展人才，保证人才储备支持公司发展；稳固提高组
织的知识能力，保持公司的竞争力；与人力资源部门
积极协作。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不能识别合适的岗位人选；不能激励和留住关键员
工；不能正确地判断员工的能力和潜力；不能有效地
把员工的绩效和薪资挂钩。

育人
People Development

通过教导、辅导、授权、培训、负责项目等方式，帮
助员工发展能力和建立自信；基于业务需要、员工的
意愿和目前的能力水平，为员工制定并执行匹配的发
展计划；帮助员工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任务，以找到
合适方案；创造一个利于员工发挥各自长处的氛围。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不清楚员工需要改进哪些方面；不能或不愿给予建设
性反馈；对员工的处境缺乏同理心；过于计较员工一
时的行为；除了年度绩效评估，不给予员工绩效反馈。

98Tango：企业无形资产经
营模拟 沙盘

职海导航

时间与压力管理

互动中的情商

领导者的内在觉察力

46

48

82

84

特色

特色

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

解决问题的提问力

领导力教练

职业发展教练

66

88

106

108

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人气

新课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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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企业 Business Growth

领导力模型 简介 课程 页数

思维与创新
Thinking & Innovation

运用系统思维解决复杂问题；有解决问题的清晰逻辑
和工具；发挥创造力寻找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挑战习
以为常的方式，寻求创新；在团队中提倡质疑和争论，
促发合力。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面对大量信息不能快速抓到关键；难以处理复杂、模
糊或特殊的问题；回避冒险，过度依靠已经证实安全
的方式；缺乏创新的想法；不能有效地带领团队解决
问题，做出决策，或者开展创造性的活动。

经营意识
Business Sense

理解商业和财务运作；表现出主人翁心态；推动成本
控制和利润改善；有全局观；关注市场，以战略的眼
光分析本地市场。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缺乏经营的整体感觉；只关注自己的部门；对市场和
竞争缺乏洞察力。

战略目光
Strategic Insight

掌握竞争对手和行业新动向；跟进顾客信息以改善产
品和服务；预见和发动变革；集中专注地培育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对企业、企业的产品和企业所处的环境缺乏理解；缺
乏清晰的目标和优先级；决策片面，不能充分考虑未
来的变化；对个人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缺乏认识。

财务 1-2-3

Decision Base：企业运
“赢”模拟

市场 1-2-3

74

76

132

沙盘

沙盘

沙盘

解决问题的 6把金钥匙

引领创新：思维与工具

关键思考

演讲的构思与设计

50

60

72

86

人气

人气特色

特色 新课

78

95

100

企业家训练：商业战略思
维沙盘模拟

战略思维力

领导成功的变革

特色 新课

新课

领导力模型
Competence Model

沙盘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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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模型
Competence Model

管理运营 Operation Excellence

领导力模型 简介 课程 页数

文化与价值
Culture & Value

通过日常和关键时刻的行动，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培
育健康的文化；清楚地说明应该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
表现，出现背离的情况时采取合理的措施。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接受或导致形成一种低效的文化；遭遇两难问题时放
弃价值；只看结果，不计手段。

执行与绩效
Execution &
Performance

保证员工理解公司的远景以及部门如何贡献于远景；
把公司目标分解到部门，确定计划、角色和资源以帮
助达成目标；传达明确的绩效期望；推进项目，跟踪
进度；果断地处理绩效差距，包括要求绩效不佳者承
担责任；有效地平衡多任务。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只有远景，没有如何实现远景的方法；政策、计划、
流程与远景不匹配；不能达成阶段性目标；容忍低绩
效；满足于完成任务。

流程与质量
Process & Quality

流程管理的 5大旋律 62不懈地寻求提升客户服务，经常性地寻求客户反馈；
挑战当前的做法，寻找更好的方式；系统地分析关键
工作活动，从中获得经验；发展跨部门关系，共享信
息，提升跨部门的有效性；鼓励创意和试验；排除不
必要的组织流程。

缺乏此项能力的经理：
难以兑现客户服务承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对外
界的新鲜想法和做法不感兴趣。

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

项目管理：原理与技巧

项目管理：项目领导力

Cayenne：项目领导力
沙盘模拟

64

116

118

120

人气

人气

选择：打破协作壁垒

领导方阵实验室

80

101

人气特色

特色

新课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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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PROGRAMS
课程介绍

▶︎骨干员工
Key Performer

▶︎ 一线经理
First-line Supervisor

▶︎中层经理
Middle Manager

▶︎ 高阶经理
Senior Manager

46

56

64

95

领导力课程 页数

103

116

122

126

132

页数职能类课程

▶︎培训与教练系列
Training and Coaching

▶︎项目管理系列
Project Management

▶︎谈判系列
Negotiation

▶︎销售系列
Sales

▶︎营销系列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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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
力
课
程

Leadership

骨
干
员
工
系
列

Key Perform
er

您曾见过员工出现以下工作状态吗？

Awareness
特质测评、
照镜子、SWOT

 职业博物馆
职涯之路七阶段
积极自我对话

增强自我认知  

明确实现目标

促进落地行动 

树立良好心态 

Action 
Attitude       

True North 

我们希望员工能够以这样的状态追求职业成功：
•自知：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负责，主动了解自己的特质，
找准优势、补足劣势

•目标：扎根当下，明确自身职业发展目标
•行动：认清当前所处的位置，联系组织需求做扎实的规
划，付诸落地的行动

•态度：积极面对职业生涯中的挑战，对抗负面的心态

企业之中，新一代的员工正日渐成为人才主力。他们成长
于经济迅速发展、信息趋于爆炸的时代，他们较少承受生

存压力，面临着社会普世物质追求的影响，同时面对大量
选择，一旦不自知，便容易在职业发展上陷入迷茫，受到
诱惑而频繁跳槽，不仅中断自身在职业发展中的积累，也
给组织带来不小的压力和种种损失。

通过对员工的调研与分析，我们发现出现迷茫的员工往往
在自知、目标、行动、态度几方面有误区，导致自身的职
业发展困境。职海导航正是围绕以上几方面，帮助员工踏
上成熟、正向的发展之路，并通过在员工与组织之间架设
桥梁，帮助员工更多地看到组织这个舞台对自己的帮助。

职海导航
Be Your Career Owner
认识职场、自己、企业，把握职场机遇
学员对象：希望更清晰规划自我发展的高潜员工、一线主管

课时：2天
SK M U

特色!
▲

 扫
码
了
解
课
程
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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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
活动

课程效益

• 心态：树立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主动负责的心态，愿意
沉下心积极主动地了解自己，接受工作挑战，踏实积累
能力

•技能：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核心能力及职业特质偏好，
了解组织需求并从中锁定符合自己发展需求的机会

•应用：找到组织需求与自身发展需求的重合圈，主动扩
大重合圈，实现双赢发展

课程纲要

单元一 自知 Awareness
•回顾：巅峰经验与深谷经验
•测评：了解自身的人格特质

-特质测评
-照镜子

•检验：挑战与机遇；自身优势与劣势
- SWOT

单元二 目标 True North
•了解自身偏好的职业特质

-职业博物馆
•了解自身想避免的职业特质

-职业博物馆
•明确自身职业生涯目标

-寻找真北

单元三 行动 Action
•职业生涯发展的七个阶段

-职业生涯发展循环
•了解自身职业生涯所处的阶段
•制定职业发展的行动计划

单元四 态度 Attitude
•职涯发展七阶段的不同负面态度
•他人如何看待你的负面态度
•如何走出负面态度

-积极自我对话

课程特点

•基础扎实：课程源自 AMA总部，邀请 500强企业高阶
HR主管、高阶直线主管、资深职涯教练，历时 12个月
完成本土化

•体验深刻：丰富的学习工具、自我探索式的学习活动、
引发学员深刻的自我认识和成长，对员工个人很有意义

客制化提示

•课上练习全部采用学员自身案例进行演练，因此无需进
行客制

•老师在课前对企业状况、企业要求及学员状态进行了解，
以便授课时引导学员自我探索并表达，帮助学员深化自
知并产生行动

小组
讨论

测评 伙伴
辅导

观看
录像



48 ⎢ PROGRAMS 2020 学习目录

课时：2天
SK M U

•易用的工具 

  掌握简单、易操作的时间管理工具

Part II 压力管理：
哈佛商学院压力管理中心指出，压力管理的解决之道在于：
•增加个体对压力的弹性
•减少外界或自身对个体的不合理要求

课程压力管理部分着重通过加大学员的生理砝码（调节当
下生理反应）、心理砝码（改善认知，积极看待压力），
来提高学员应对压力的弹性。

如果您所在的企业面临这样的困扰：
•员工做事情总是一拖再拖，突发事件不断，方案迟迟拿
不出手

•管理者感觉员工的压力在正常范围内，但是员工已经处
于快要崩溃的边缘

怎么做才能让员工时间与压力管理得当：
•使员工将对的事情做对；避免压力带来的亚健康，保持
积极情绪；提高决策速度和质量，人际关系和睦

•帮助公司提升业绩，改善公司氛围和员工士气，降低安
全事故发生率，提高客户满意度，降低离职率

本课程将从以下内容帮助学员提升时间与压力管理的能力。

Part I 时间管理：“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
•从心态出发
   引发学员对时间管理“痛”的思考，认识到时间的宝贵，
进而引发学习兴趣（我需要管理时间了）

•不是普通的时间管理技巧
  课程的核心并非是引导学员如何做时间管理的加法，而
是引导学员通过明确自己的方向，学习做时间的减法

•方法具体化
  剖析如何做时间管理的优先排序，帮助其从“自以为知”
到“知其所以然”

弹性
Resilience

表现
Performance

要求
Demands

1.正确认识时间的价值
时间组成人生，
正视时间价值是
有效管理时间的前提

3.时间管理：分清轻重缓急
（Do the things right:
优先顺序的基础）

4.时间管理：使用有效的工具
（Do the things right:
提高效率的正确方法）

2.指南针管理：拥有长期及短期目标
（Do the right things:

            找到判断重要
与不重要的依据）有效时间

管理的
四大要素

时间与压力管理
Time and Stress Management
善用时间，沉着应对压力
学员对象：希望能更合理地安排时间、缓解压力的一线员工、一线主管

领
导
力
课
程

Leadership

骨
干
员
工
系
列

Key Perform
er

▲
 扫

码
了
解
课
程
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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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课程效益

• 心态：发现自己在时间管理上的优势，以及自我管理的
机会；正确认识压力，并正确对待压力

•技能：运用多种工具和技巧提升有效处理、安排多项任
务的能力，善于管理与掌控时间；学习解决压力的工具
与方法，掌握压力疏解法（治标）和压力管理策略（治本）

•应用：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改善公司氛围和员工士气，
提升公司业绩

课程纲要

成为时间的主人
•明确时间的价值
•理解时间管理的内涵

时间管理之指南针管理
•理解指南针
•明确自己的人生角色
•设定你的角色目标

时间管理之时钟管理
•了解自己的时间现状
•排定优先顺序
•计划和安排日程
•管理干扰
•逃离时间的陷阱

认识压力
•找到自己的压力源

管理压力
•生理角度

-生理砝码的构成
-生理放松方法：心率和谐训练

•心理角度
-心理砝码的构成
-个性与压力
-认知与压力：非理性信念

•社会角度
-寻找社会支持

预防压力的策略
•头脑风暴：压力管理和七种长期战略
•快速解决法：意义换框法

课程特点

•课程中提供实用的工具和方法，帮助学员从“自以为知”
到“知其所以然”，方便学员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学员在时间与压力
管理中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教
授内容

测评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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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企业中，管理者在解决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下列情况，您会怎么帮助他们？

通过哪些方法才能让管理者迅速掌握以下技能：
•看清楚问题是什么，找到原因，再去考虑如何解决
•能够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抓到问题的核心
•看到问题后，能够把问题说清楚，让团队都能接收到，
发挥团队的力量一起去解决

•制定解决方案时，能够多角度思考，想好应急方案，减
少风险

我们发现问题没有真正解决，90%的原因是没有识别出问
题的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能够把问题根源找出来，
并能客观地描述清楚。接着是分析问题原因时，能够找根
本原因，不被表面的原因所迷惑。将这几点完成，解决问
题就成功了一大半。后面就要开始思考对策，选出适合的
方案，制定计划，并在制定计划时考虑到风险和应急方案。

本课程将解决问题的过程分解成 6个步骤，并找出每个步
骤的难点，逐个突围。

问题的鉴别

STEP
STEP

STEP

STEP

STEP

STEP

问题的分析

方案的规划

方案的决策

方案的执行

方案的创造

定义问题
陈述问题
区分问题优先级

分析原因的工具

规划方案的步骤
规划的工具

厘清决策目标
设定评估标准

预见执行中的潜在问题
拟定预见措施及紧急应变计划

解决问题的

步骤6

1 2
3

4

6
5

产生创意的工具

解决问题的 6把金钥匙
6 Golden Keys for Problem Solving

人气!

清晰、准确地一步步解决问题：思维和工具
学员对象：希望学习一套系统、科学的解决问题方法的一线员工、一线主管

领
导
力
课
程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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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自己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哪些差距，知
道自己重点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

•技能：识别真正的问题，清楚地描述问题，找到根本原
因，创造性思考解决方案，制定规划，理清方案要达到
的目的，设定方案评估标准，评估方案的风险，制定紧
急计划

•应用：运用解决问题的 6个步骤，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降低解决问题的成本

课程纲要

第 1把金钥匙  问题的鉴别
•从众多问题表象中，抽丝剥茧，识别出真正的问题
•将要达到的目标、问题的现状描述清楚，确保对问题的
理解是一致的

•理性地评估问题的相关信息，决定处理问题的优先级

第 2把金钥匙  问题的分析
•运用工具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

-可量化的分析工具：统计图、查检表、柏拉图、管制图、
   散布图等
-不可量化的分析工具：鱼骨图、亲和图、关联图、冰
   山分析法等

•运用问题的冰山结构，辨别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判断
哪些需要优先处理

第 3把金钥匙  方案的创造
•运用各种方法提出解决对策：头脑风暴、强制关联法等
•在思考解决方案时，运用创造力，打破思维定势
•根据问题现状，平衡各方的资源，确定选择哪种方案

第 4把金钥匙  方案的规划
•按照方案规划的步骤制定出可执行的规划
•运用辅助工具制定规划：任务分解，甘特图等
•分析任务，设定控制点，并对资源进行规划

第 5把金钥匙  方案的决策
•厘清方案要达到的目的，并在决策中时刻关注
•设定方案评估标准：必要条件和优先条件
•平衡方案的结果和风险，选择适合的方案

第 6把金钥匙  方案的执行
•预见执行中的潜在问题，能事先预防
•针对潜在问题和风险，拟定预防措施及紧急应变计划
•发挥领导能力提升团队执行力

课程特点

•围绕问题解决的实际操作步骤及每步骤的难点展开
•每步骤都有辅助工具和表格，可直接用于日常工作
•持续 15年 Top10课程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问题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问题如何处理

小组
讨论

案例
讨论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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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通过什么方法能让员工在沟通时成为下面这样？
•表达清晰，是思考过的
•听得专心，会给回应、问问题，你知道他明白了
•清楚告诉同事做得好或不好，同事愿意改进
•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冷静表达立场
•和不同人对话时能调整沟通方法

我们发现良好的沟通基础建立在双方互相信任之上。缺少
信任，再高超的技巧也帮不上忙；有了信任基础，再加上
熟练运用沟通的几个核心技巧，就能大大提高沟通质量。

我们在众多沟通技巧中归纳出 6个核心技能：建立信任关
系、准备好再沟通、倾听并理解对方、给予积极的反馈、
客观地坦陈己见、以对方风格沟通。掌握这些核心技能，
学员将获得新的沟通习惯，能够在工作中以增加信任为沟
通出发点，达成工作结果且能够维护关系。

2

1

准备好
再沟通

建立信任
关系

习惯

习惯
3

倾听并
理解对方

习惯6
以对方
风格沟通

习惯

4
给予

积极的反馈

习惯5
客观地
坦陈己见

习惯

6个信任沟通的好习惯
6 Trust-based Communication Habits

人气!

重塑沟通行为习惯，提升职场沟通效率，建立信任人际关系
学员对象：希望学习沟通技巧和心态的一线员工、一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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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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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了解自己在沟通的能力上有哪些差距，知道要调
整哪些行为，愿意做出改变

•技能：建立信任、积极倾听、同理心回应、肯定性反馈、
纠错性反馈、客观坦陈、调整沟通风格

•应用：提高在工作场合中的沟通质量和效率，营造和谐
互助的工作关系

课程纲要

习惯 1  建立信任关系
•理解个人沟通质量对工作的重要性      

•了解什么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沟通，建立正确的沟通出
发点 

•掌握增进信任关系的过程

习惯 2  准备好再沟通
•认识到准备好再沟通的重要性
•掌握沟通前做准备的四步

习惯 3  倾听并理解对方
•理解为什么需要积极倾听
•掌握积极倾听的技巧

- 配合身体语言
- 问问题
- 澄清及确认
- 同理心倾听

习惯 4  给予积极的反馈
•了解反馈的作用
•掌握给予肯定性反馈的原则         

•掌握给予纠错性反馈的原则
•理解有效反馈的模式

习惯 5  客观地坦陈己见
•了解表达意见的四种方式：妥协迎合 /消极进攻 /强加
于人 /客观坦陈

•理解什么是客观地坦陈己见
•掌握坦陈己见的步骤

习惯 6  以对方风格沟通
•认识四种行为风格
•做行为风格测试，知道自己的风格
•了解不同行为风格的行为表现，能识别他人的行为风格
•了解不同行为风格的沟通策略

课程特点

•建立基于信任的沟通观念，以增加信任为沟通出发点，
而不是玩技巧

•帮助学员改变沟通习惯，在记忆 6个沟通习惯的基础上
形成良性的人际沟通

•修正和重建沟通行为习惯，通过沟通达成有质量的工作
结果，同时增进信任的工作关系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沟通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
知道面对具体沟通问题如何组织语言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这批学员沟通能力的要求、学员
在沟通中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
教授内容

练习测评 角色
演练

案例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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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练习

如果您的员工在演讲中出现下面的问题，您会怎么帮助他？
•台风不亲和，听众觉得有距离
•讲的内容不是听众想听的，听众走神
•太紧张影响表现

通过什么方法能让员工在演讲时成为下面这样？
•台风表现有亲和力、讲话脉络逻辑清楚
•举手投足展现部门和公司面貌
•内容难的时候，能让跨部门或客户轻松理解
•讲的是客户要听的，一举拿下客户
•坦然淡定，适度紧张不妨碍表现

对企业中的管理者和员工而言，演讲难在“讲什么”和“如
何演”。讲什么会脱颖而出？如何演出自在与魅力？克服
这两个难点，职场演讲将更显专业水准，而这是可以通过
学习和练习拥有的。

本课程总结出企业演讲的主要脉络：展现演讲者的魅
力 -Conduct、有效组织演讲内容 -Content、控制演讲
现场 -Control。学员通过透彻练习、掌握这条脉络，能够
从业余选手成长为有魅力的专业演讲者，充分领悟演讲“讲
什么”和“如何演”，找到结合自身特点的专业演讲方式。

课程效益

•心态：知道自己在演讲上有哪些差距，需要调整哪些行为
•技能：运用 3V（Verbal/ Vocal/ Visual）展现个人魅力，
确定恰当的演讲目的，确立利益点，制作有力的开场白、令
人信服的主体和重点突出的结尾，制作视觉辅助工具，应
对紧张情绪，控制现场时间，处理现场提问

•应用：销售给客户做展示具有说服力；跨部门沟通自己的
想法赢得认同；向上级汇报工作重点清晰，问题陈述和方
案陈述明确具体

课程纲要

Conduct-演讲者魅力的展现
• “Remember me！”录像演讲，了解自己的演讲效果，
识别优势和劣势

•了解形成魅力的三大要素（3V）
- Verbal - 语言的
- Vocal - 声音的
- Visual - 视觉的

•知道三大要素的呈现原则及标准
• “展现 Conduct”录像演讲，运用三大要素演讲，做到标
准动作

Conduct

Control Content

演讲者
魅力的展现

演讲
现场的控制

有效演讲
内容的组织

魅力演讲
Creating Charismatic Presentations

人气!

凭借专业演讲魅力征服听众，达成工作目标
学员对象：希望提升自己演讲技能的一线员工、一线主管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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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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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有效演讲内容的组织
• “诺亚方舟”录像演讲竞赛，认识到让内容脱颖而出的前
提是确立自己的演讲核心 

•了解演讲的目的：了解、相信、行动
•知道如何确定演讲核心
•知道如何建立演讲的架构

- 开场白
- 主体
- 结尾

•了解制作视觉辅助工具
• “展现 Content”录像演讲，练习制作开场白、主体、结尾，
并加强练习 3V

Control-演讲现场的控制
•知道应对紧张情绪的方法

- 隐藏法
- 缓解法

•知道如何控制现场时间：7-3-3原则
•知道如何处理提问：PAUSE步骤
•演练处理听众提问

综合演讲 & 持续自我发展
•自选题目录像演讲，综合应用内容组织、3V设计、现场控制，
加深掌握程度

•顾问点评及指导改进，学员识别进步和差距，知道改进方法

课程特点

• 3C 模型易学易用：聚焦演讲基本且关键的脉络，一招
一式，着力点准。学员掌握后，能从容应对工作场合中
的演讲

•全程 5次录像练习，确保掌握：每位学员至少 2次上台演
讲并得到顾问贴身点评。顾问长期专注于商业演讲与演
讲训练，练就深厚功力，点评快、准、切合学员个人特点，
当场指导学员做出正确动作，让学员找到感觉

• 1次跳跃式的改变：学员在倍受鼓励的氛围里接受挑战，
看到自己明显的进步，并了解优势与差距，确保持续改善

客制化提示

•练习客制：课堂用学员自己的演讲题目来练习，学员上完
课后改善自己工作演讲的内容和呈现

•课程客制：根据学员学习差距、企业演讲要求，调整课程重
点，减少或增加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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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上管理的舞台
2. 成功的目标管理
3. 工作委派与指导
4. 有效的时间管理
5. 发挥魅力的影响

锦囊 法宝 加速器
1. 步步为营的计划
2. 解决真正的问题
3. 促进理解的沟通
4. 化解冲突的协作
5. 优化绩效的管理

1. 赢得人心的领导
2. 鼓舞士气的激励
3. 共赢成长的授权
4. 迈向卓越的教导
5. 建立高效的团队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
适合 2年以下管理经验的主管和经理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法宝
适合 2-3年管理经验的经理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加速器
适合 3年以上管理经验的经理

从普通员工，到一名基层管理者，再经过数年的历练，被
晋升为一名部门经理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走得顺畅，
有些人却历经曲折。如何让管理者少走点弯路，能够尽快
做到以下几点，这个过程是可以学习的。

•刚升为管理者时，能及时调整心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
责任是带领团队一起完成目标，能够合理安排任务，掌
控自己的时间，影响员工接受自己的管理风格

•做了几年管理者后，做事情有计划，能抓到问题的关键，
能使员工认同绩效目标，与员工打成一片

•被进一步提升后，从管理者转变为领导者，能了解员工
的需求，激励他们发挥潜能；在员工遇到能力瓶颈时，
能给予辅导；当团队内发生冲突时，能整合团队，凝聚
人心，完成目标的同时也能获得人心

高价值经理人发展系列课程就是针对不同层次的管理者
的需求而设计的，帮助管理者在每一个阶段都能提高管
理水平。“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高价值经理
人的管理法宝”、“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加速器”分别
解决具有 2年以下、2-3年及 3年以上管理经验的管理
者的难题。

课程特点

模块化学习，解决 15个管理常态问题，循序渐进。AMA 

China招牌课程，连续多年 TOP 10，学员满意度平均超过
9分。

客制化提示

企业可以根据管理者的发展需求在高价值经理人发展系列
课程 15个单元中选择不同的单元，同时可以用学员的案
例作为课程案例。

高价值经理人发展系列课程
High Value Managers 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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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课程纲要

锦囊一  登上管理的舞台
•知道作为经理人的角色与职责有哪些  

•了解管理功能的内涵：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过程中，
透过员工达成任务

•知道不同管理风格对员工的看法、关注点、管理方式的
区别并能运用

锦囊二  成功的目标管理
•运用目标设定的技巧：由上而下地分解目标，参照

SMART原则
•知道目标管理的循环：目标计划、追踪衡量、考核评估

锦囊三  工作委派与指导
•明确工作任务与标准，将人员状况和任务适当地进行匹配
•按照工作委派的步骤分派任务
•任务分派后，有方法、有原则地进行指导

锦囊四  有效的时间管理
•根据时间管理 4步法，避免干扰，合理安排时间 

•运用时间管理矩阵，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
•运用排定优先顺序的方法，安排有效的工作日程

锦囊五  发挥魅力的影响
•知道有影响力的管理者特质，找到自身管理者形象的定位
•运用影响力的金字塔，持续培养自己的影响力
•灵活运用不同的影响策略，获得各方合作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作为员工和管理者的区别是什么，愿意转
变心态，提升管理技巧

•技能：调整自己的管理风格、设定合理的目标、委派任
务、指导工作、运用时间管理矩阵、安排工作日程、影
响他人

•应用：快速建立个人管理魅力，带领团队完成任务

观看
录像

角色
演练

案例
讨论

High Value Managers’ Toolkits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锦囊人气!

实现从员工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
学员对象：新近晋升或 2年以下管理经验的一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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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课程效益

•心态：有了一些管理经验后，能发现自己在管理上的不足，
愿意提升

•技能：制定计划、将问题陈述清楚、给予下属有效反馈、解
决冲突、绩效评估

•应用：成为创造高绩效的管理者，带领团队实现绩效飞跃

课程纲要

法宝一  步步为营的计划
•根据计划的五大步骤制定出有效、有前瞻性的计划
•制定计划要有层次，需要平衡长期和短期目标
•运用发展计划常用的工具：OGSM计划表、SWOT分析
表等

法宝二  解决真正的问题
•运用问题陈述的 5W2H技巧，客观、准确地表述问题
•运用冰山理论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运用创新思维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法宝三  促进理解的沟通
•掌握积极倾听的技巧，能够真正倾听
•掌握反馈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根据对方不同的沟通行为风格，调整沟通策略

法宝四  化解冲突的协作
•了解五种应对冲突的模式
•知道化解冲突的二阶段法：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掌握处理冲突的步骤与技巧

法宝五  优化绩效的管理
•了解绩效管理的循环
•知道作为管理者在绩效管理中的责任
•掌握绩效评估的步骤

练习 角色
演练

小组
活动

案例
讨论

测评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法宝
High Value Managers’ Arks

人气!

解决管理中的难题，成为带领创造高绩效的管理者
学员对象：2-3年管理经验的一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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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演练

案例
讨论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管理和领导的区别是什么，希望成为领导者
•技能：展示领导者应有的行为、根据员工需求激励员工、教
导员工、授权任务、凝聚团队

•应用：成为以身作则的领导者，赢得人心，塑造团队文化

课程纲要

加速器一  赢得人心的领导
•知道领导与管理的差异
•明确领导者的角色与特质
•知道领导者应有的行为，将领导力融入行动与实践中

加速器二  鼓舞士气的激励
•分析员工工作动力的来源
•掌握激励的理论并能应用
•根据不同的员工，采用有针对性的激励对策

加速器三  共赢成长的授权
•了解授权所面临的挑战
•判断授权的项目：知道哪些项目可以授权，哪些不可以
•判断授权的程度：根据员工的成熟度不同，给予不同程
度的授权

•掌握授权的行动

加速器四  迈向卓越的教导
•了解教导的定义和对象
•掌握教练的教导原则
•掌握教导过程的五个步骤

加速器五  建立高效的团队
•了解高效团队的成功关键要素
•知道团队发展的四阶段
•明确领导者在团队发展各阶段的角色与行动

High Value Managers’ Accelerators
高价值经理人的管理加速器人气!

课时：2天
SK M U

从管理到领导，得到结果也得到人心
学员对象：3年以上管理经验的一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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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如果您企业内的经理人在创新时出现下列问题，您会
怎么帮助他们：
•每次创新没有突破性进展，跟原来的方法没什么区别
•提到创新毫无头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创新

通过哪些方法才能让经理人迅速掌握以下创新技能：
•敢于突围经验限制，勇于尝试新的方法
•当权威成为创新的阻力时，敢于挑战权威，坚持自己的
观点

•在思考问题时，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经理人能创造创新的氛围，让下属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

创新性思维将给企业带来绩效的突破，促进企业成长。创
新性思维来源于放松的状态，知道个人的思维障碍，并能
消除。在这样的状态下，配合创意工具与技巧，就能发挥
出创造力。本课程一开始就让学员深刻了解创新的意义，
增加学员用创新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的意愿度。通过知道各
种思维方式，能多角度去思考问题。再学习产生创意的工
具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并能灵活运用于工作中。

创造性思维

产生创意的工具

创造性的问题解决

成为创新型的员工与管理者

引领创新：思维与工具
Leading Innovation: Thinking and Tools
开拓思维，掌握工具，有创意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
学员对象：希望突破思维定势、提升创新能力的高潜员工或一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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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愿意突破常规思维，开拓思路，培养创造性思维
•技能：掌握批判式思维、打破思维范式、产生创意的工
具、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程

•应用：能产生具备创意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建立内部创
新文化，提高效率及业绩

课程纲要

创新的意义
•思考创新的必要性
•理解创新与创造力的关联
•知道员工创造力与组织创新的关系

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力
•知道如何消除妨碍创造性思维的障碍
•运用全脑思维
•知道聚合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的区别
•能以批判式思维打破思维范式
•知道不同的思考风格，知道自己擅长用的思维风格

产生创意的工具
•仿生学法
•强制关联法
•属性列举法
•质问法
•分解组合法
•两字关联词法
•头脑风暴

创造性的问题解决
•了解传统的问题解决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差异
•合理应用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运用发散和聚合思维，力
求寻找到真正关键的问题

•掌握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程

成为创新型的员工与管理者
•知道创新者的角色，成为创新型管理者
•了解创新在管理层中的作用

课程特点

•讲解各种思维方式，让学员学会运用，能从更多的角度
看待问题

•同时配合产生创新的工具和创新性解决问题的步骤，能
系统地运用在实际工作中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运用创新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测评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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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流程管理的 5大旋律
The 5 Melodies of Process Management

当您所在的企业遇到下列情形：
•总有一些事情找不到具体的负责人，工作进度被耽误
•同一个部门，有的人整日忙碌，有的人却整日空闲，资
源不能被充分利用

•生产的产品达不到设计效果
•交付的产品规格与客户要求有偏差
•有很多规章与制度，但是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您怎么看这些问题？沟通？跨部门协作？计划？绩效
管理？其实很可能是流程问题。
•流程和流程管理可以保证工作完整而无差错地运行
•一套妥善的流程能够让每个人各司其职，准确、有速度、
有质量地提供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

•出现差错，部门主管只要按照流程进行追踪和分析，问
题一目了然

本课程将解决与流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如何
应用流程来帮助部门管理，如何建立严密的流程体系，如
何通过流程来实现绩效目标等。培训采用全程实战模拟的
方式进行，带学员走过流程的设计、评估、运行、考核、
改进五大环节，并掌握相关工具和模型。通过建立和运行
严密的流程体系，提升工作质量与效率，让流程为企业所用。

课程效益

•心态：明晰“真正以用户为导向”的流程管理的本质，
全面了解企业流程体系的构成

•技能：系统掌握流程管理的完整过程，掌握流程管理的
工具与思维方式，学会通过流程创造绩效的方法，以及
如何用流程提高客户满意度

•应用：提升沟通效率，善用资源，促进绩效提升

流程的
适时改进

流程的
系统设计 流程的

风险评估

流程的
高效运行

流程的
绩效考核

流程管理
5大旋律

系统掌握流程管理的完整过程，达成业绩目标
学员对象：希望运用流程来协助部门管理和实现绩效目标的管理者

领
导
力
课
程

Leadership

一
线
经
理
系
列

First-line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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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开篇
•理解以流程为导向的企业管理本质
•明确流程导向的组织与职能导向的组织的区别
•理解流程、流程管理及流程体系下的企业运营

旋律 1 流程的系统设计
•流程设计的原则及好的流程的特点
•明确流程任务：分析客户需求
•流程活动的系统拆解
•明确流程的活动 /连接方式，绘制作业流程图
•流程设计中应思考的关键点

旋律 2 流程的风险评估
•流程风险评估的意义
•流程风险评估的内容及方法
•运用 FMEA模型进行流程风险评估

旋律 3 流程的高效运行 
•诊断并明确客户需求
•流程实施应注意的问题
•流程实施的评测
•流程运行的过程控制

旋律 4 流程的绩效考核 
•流程运行绩效的体现
•流程的定性考核
•流程的定量考核

旋律 5 流程的适时改进
•流程改进的含义和本质
•流程改进的优先顺序
•流程改进的工具方法
•流程改进的成功因素

课程特点

•全过程的仿真模拟
•与共性管理方式，如职能管理、计划管理进行有针对性
的对比式讲解

•既注重流程意识的建立，也注重方式、方法的传授
•课程内容完整、系统，包含了流程管理的内容
•不仅适合制造行业，同时也适用于服务行业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流程管理的要求、学员在流程管
理中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增减课程内容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练习小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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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
Planning & Execution for Performance Objectives

分析企业战略，制定
部门工作计划；
确定将哪些任务设立
为部门 KPI

深入认识绩效管理制
度的价值，用绩效管
理来获得下属的绩效

评估下属绩效达成情
况，根据公司绩效管理
制度打分；开展建设性
的评估面谈，激励下属分析和处理部门计划

执行中的问题：
-计划类
-行动类
-控制类

将部门 KPI分解到不
同下属；
给每位下属设定 KPI；
与下属做目标沟通谈
话，共识目标

企业战略
目标到工作计划

绩效管理
制度的意义

绩效目标的
达成与评估

计划的
执行与控制

绩效目标的
设定与共识

第一单元 第三单元 第五单元

第二单元 第四单元

如果您的管理者在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中出现下列问
题，您会怎么帮助他？
•绩效管理流于形式
• KPI不清晰、不落地，不能起到衡量员工绩效的作用
• KPI设定了，但是与员工的执行计划没有关联，不能确
保达成

•在和员工沟通的过程中，员工觉得 KPI是压下来的，影
响员工达成 KPI的积极性

通过什么方法能让管理者在绩效目标计划与执行时成
为下面这样？
•分析企业战略目标、制定部门工作计划，把部门工作和
企业战略连接起来

•把部门目标拆解到下属，确保下属的绩效能支撑部门的绩
效目标

•为部门和下属设定明确的、可量化的 KPI

•与下属有效沟通目标，下属愿意接受目标并有信心完成
•分析和解决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效跟进员
工，确保绩效目标执行

•贯彻公司绩效管理制度，有建设性地给每位下属打分、
进行绩效面谈，鼓励积极性

“执行力”一直是企业面临的难题。获得“执行力”的难
点在于：个人 -部门 -企业战略联结不紧，下一层目标不支
持上一层目标；无法确保部门工作计划的执行，以及预测
并控制执行中的问题；员工绩效目标难以设定，绩效难以
跟踪、评估和发展

本课程解决以上“执行力”的难题，管理者能根据企业战
略目标制定部门工作计划；预测并控制计划执行中的问题；
设定、跟踪和评估员工的绩效，以推进落实部门绩效

课程效益

•心态：理解为什么需要做绩效管理，知道哪些因素导致
绩效管理流于形式，因此在行为上要做哪些改进

•技能：制定工作计划的八个步骤，解决计划执行中的计
划类问题、行动类问题、控制类问题，将绩效目标拆解
到个人，学习绩效目标的量化技巧，设定部门与个人
KPI的步骤，与员工共识绩效目标的沟通步骤，与不同
类型员工沟通绩效目标的策略、绩效评估的准备、绩效
评估的评分技巧、绩效评估的面谈步骤、激励和发展不
同绩效员工的方法

•应用：运用绩效管理的工具提高预测准确率，帮助达成
绩效，用绩效目标激励和管理下属与团队

从企业战略到部门计划，落实到下属 KPI，强化执行力
学员对象：希望有效管理团队绩效目标、达成高绩效的中高层管理者

人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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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企业战略目标到工作计划
•知道企业的成功三要素，理解优质的计划是得到绩效的
基础

•知道计划的含义及效益，理解计划对管理者的价值
•掌握制定工作计划的八个步骤，做出有质量的计划
•了解自己的计划风格，识别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

计划的执行与控制
了解计划执行中的三大问题及解决之道
•计划类问题：

-与现实偏离
-计划没有包含风险
-没有具体内容
-资源总是不够
解决之道：确保从愿景到行动的一致性

•行动类问题：
-人员没有积极性
-人员执行与预期不符
-任务责权不明
-团队合作困难
解决之道：及时教导解决人的问题

•控制类问题：
-进度不断在拖延
- 不知如何掌握进展
- 计划赶不上变化
- 总有问题发生
解决之道：陈述问题和分析原因

绩效管理制度的意义
•了解绩效管理的含义
•深入理解绩效管理制度对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意义
•了解绩效管理的循环，知道做好绩效管理需要做哪些事
•检讨为什么绩效管理流于形式

绩效目标的设定与共识
•理解企业经营目标与个人绩效目标的关系
•理解绩效目标的结构与分解，会拆解绩效目标
•知道绩效目标类型
•理解绩效目标的量化
•了解部门绩效目标与个人绩效目标的设定要点
•掌握绩效目标设定的步骤，会制定 KPI

•掌握与员工就绩效目标达成共识并赢得承诺的步骤
•掌握如何与不同类型员工沟通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的达成与评估
•理解绩效评估的目的
•认识管理者在绩效评估中的角色
•知道绩效评估前的准备与面谈步骤
•知道绩效评估的等级、原则及指标
•掌握如何利用绩效评估结果激励和发展员工

课程特点

•围绕绩效目标设定、计划、拆解与落地执行中的事务与
人员面的实际难点展开，逐一解答，系统、简洁、明快

•每个单元有工具、有演练，即学即练。工具简单、操作性强，
可直接用于日常工作

•有丰富的其他公司商务实例参考，有学员自己的案例练
习，最终学会应用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绩效管理情境来练习，上完
课后知道具体问题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绩效管理的要求、学员在绩效管理
各环节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增减课程教授内容

小组
讨论

练习 角色
演练

案例
讨论

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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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用：掌握应变法则
学员将掌握因人而异的应变法则，学习因材施教

课程效益

•心态：知道当好教练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意识到在教导
上有哪些差距，需要调整哪些行为

•技能：掌握绩效问题分析的方法，诊断下属绩效问题的症
结，找准教导时机；掌握教导面谈准备步骤、教导面谈步
骤、同理倾听回应、提问、教导跟踪、不同能力与意愿的
教导技巧，能够引导下属清楚知道目标、差距、如何改变，
能化解谈话中的挑战，激发下属对行动的承诺

•应用：改进下属的绩效和行为，提升生产率与业绩结果

创造杰出绩效的教导
Coaching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如果您的主管在教导时出现下列问题，您会怎么帮助他？

分析

People

Process

Pe
rfo

rm
anc

e

面谈

跟
踪

准
备

教练的
核心价值观

4

3

2

1

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主管在教导时成为下面这样？
•能够分析下属绩效问题症结，准确把握教导时机，发起
教导谈话

•谈话始终围绕绩效，谈话后下属清楚目标、差距、应有
行为，愿意采取行动

•下属觉得谈话是积极的、有帮助的，而非主管是裁判
•谈话中，主管希望了解下属的处境，能够让下属多讲
•引发下属自己讲出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到、对行动有承诺

我们发现经理人当不了好教练的原因是不清楚好的教导是
怎样的，看不到教导对自己的价值，因此不能充分学习技
巧，动作也因此走样。所以，经理人要成为好教练，首先
要掌握教导之“道”，然后要充分吸收教导之“术”，最
终在工作教导中投入地“用”。

本课程传授经理人教导的“道”、“术”、“用”：
道：建立教练的核心价值观
学员意识到经理人的重要责任是：教导下属，由此建
立和巩固组织的人才基础；辨别自己的管理行为：教
导 VS 裁判；理解经理人需要建立的核心价值观

术：学习教导过程、工具和技巧
学员将通过情境演练，掌握清晰的面谈步骤和实用的
技巧；觉察自己习惯的教导行为方式，找到改进点

人气!

从绩效差距入手，用教导方式帮助下属提升绩效
学员对象：希望帮助下属提升绩效，同时激发其潜力的一线主管、二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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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教导的定义与价值
•了解教导的定义，走出教导误区 

•认识教导的价值，愿意做教练
•理解教练的核心价值观

-关注绩效（Performance）
-对人员的尊重和关怀（People）
-对教导过程的信念（Process）

•理解绩效管理与教导的联系
-明确通往高绩效之路，需要持续的过程管理
-知道教导的合适时机
-理解教练的教导原则

教导的流程和技巧
•掌握绩效问题分析：让教导“一矢中的”

-分析现状：掌握员工绩效现况
- 界定问题：判断是否能通过教导解决
- 找准时机：检核典型的教导时机，确定教导方向

•掌握教导面谈的准备：让教导“事半功倍”
-目标：设立教导面谈目标，及教导后的行动目标
- 利害：分析目标达成与否对各方的利弊影响
- 方式：对应员工不同，采用的不同教导方式
- 方法：为了克服障碍，达成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行
动方案

- 困难：思考阻碍下属按照这些方法达成目标的潜在问题
- 支持：可以帮助下属解决实际困难的因素
- 验收：决定何时、如何给予下属监督反馈，并事先制
定成功的标准

•掌握教导面谈的步骤：让教导“步步为营”
- 布置舞台：选好时机和面谈环境、建立融洽气氛、阐
明谈话的基本内容

- 澄清状况：客观具体描述、同理倾听回应、分析差距
原因

- 寻求方案：认可员工提出的建议、询问员工的困难、
提供支持

- 总结教导：确定衡量标准、鼓励自我监督和反馈、增
强员工的信心和承诺

•掌握跟踪：让教导“持续有效”
-时时关注下属的表现和绩效
-对下属行为上的任何改善及进步要给予肯定
-定期追踪及检讨目标和计划的达成
-认可成就，庆贺成功

不同能力与意愿的教导
•知道针对不同能力与意愿的下属调整教导侧重点，因材
施教
-指导式
-澄清式
-说服式
-鼓励式

教导面谈中的挑战
•知道教导面谈中的常见挑战，能够识别和应对

-拦截谈话
-引发自责
-自揭伤疤
-正面攻击
-转移责任

课程特点

•始终围绕绩效，教导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要解决绩效
问题，所以教导的内容和过程都围绕绩效

•课程涵盖了经理人在做教导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的问题
和亟需要学习的东西—心态、流程、工具、技巧、应变

•演练到学会，大量的情境演练、检查和反馈，确保学员
掌握需要学会的行为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教导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
知道教导时具体怎么说、遇到挑战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教导的要求、学员在教导中的具
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教授内容

练习 角色
演练

小组
活动

案例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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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团队领导力
Team Leadership

团队初创期，团队成员往往角色不清晰，没有明确的目标，
习惯于单打独斗，团队效率不高；当团队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团队成员角色逐渐清晰，建立起彼此合作的工作状态，
但是往往安于现状、进取不足。每个团队领导者都希望团
队成员能相互协作，提升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创
新，成为能不断创造业绩的团队。

要达到理想的团队状态，就要解决团队在每个阶段所面临
的关键问题，不仅要推进团队绩效的提升，而且要建立相
互协作的团队关系。

本课程将带您了解团队发展过程及各阶段特点，在不同发
展阶段帮助您从任务和关系层面推进和保持团队状态。

下面哪幅画最能反映您企业的团队状态？

组织反思建立规则明确任务

培
育
坦
诚

互
相
依
赖

融
合

冲
突

独
立

促
成
共
识

赏
识
特
质

任务

关系

个体独立
形成期

个体冲突
风暴期

彼此合作
稳定期

团队协作
高产期

没方向 有不足 墨守成规

团队发展状态

从形成期到风暴期

从风暴期到稳定期

从稳定期到高产期

关系面助推器

赏识特质

促成共识

培育坦诚

任务面助推器

明确任务

建立规则

组织反思

无序

特色! 人气!

学习团队各阶段管人、管事的技能和方法，将一群人（Group）更快凝聚成一支团队（Team）
学员对象：自己在带或带过团队的一线和中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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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认识团队的成长过程，通过真实团队测评，了解
实际团队的发展状态

•技能：能够针对团队的发展状态，运用相应的团队助推
器提升团队绩效

•应用：推进团队绩效的提升，建立相互协作的团队关系

课程纲要

认识团队发展过程
•了解团队协作的障碍
•识别团队领导的盲点
•理解团队动态发展模式

建立高绩效团队的 6个助推器
从形成期到风暴期的助推器
•观察形成期团队的状态，识别出形成期在任务和关系上
的挑战

•关系助推器：赏识特质
-如何了解并赏识成员特质
-根据成员特质进行团队角色组合
-处理不合理的团队组合

•任务助推器：明确任务
-掌握明确任务的步骤
-学会目标设定与任务分工

从风暴期到稳定期的助推器
•观察风暴期团队的状态，识别出风暴期在任务和关系上
的挑战

•关系助推器：促成共识
-运用深度对话技巧化解冲突
-掌握促成团队共识的方法

•任务助推器：建立规则
-制定团队的规则
-掌握促进团队形成决定的方法

从稳定期到高产期的助推器
•观察稳定期团队的状态，识别出稳定期在任务和关系上
的挑战

•关系助推器：培育坦诚
-识别不同程度的坦诚
-学会在团队中运用坦诚

•任务助推器：组织反思
-掌握反思的步骤
-运用反思提升团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产期团队的状态和发展动力

带着队伍去长征
•测评：自身团队所处的阶段
•制定团队发展实践行动计划

课程特点

•  历时两年精心研发，专注解答一对多的团队管理挑战
• 根据团队发展模型，Dr. John E. Jones和 Dr. William 

L.Bearley合作开发了Group Development Assessment。
本课程借鉴了其中的理论，从团队领导者的视角出发，
制作了团队阶段测评。学员通过测评确定自身团队所处
阶段，选用相应的团队发展助推器，加大所学对现实的
帮助

•常规的室外拓展课仅让学员了解什么是团队、为什么要
团队，却不教怎么发展团队。我们通过传授系统的实用
工具、测评和方法，使学员学会如何带团队，能解决实
际团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团队中的实际情境来练习，上完
课后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团队领导者的要求、学员作为团
队领导者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增减课程内容

小组
讨论

练习观看
录像

角色
演练

小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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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正向影响：发挥你的个人力量
Positive Power and Influence

如果您企业内的经理人在影响他人时出现下列问题，您会怎么帮助他们：

领导力目标

影响者

推

拉

建议
说理

表明期望
评价
奖励 /施压

参与
倾听
袒露
 
寻找共同点
共享远景

主
张

说
服

搭
桥

吸
引

转移

脱
离 回避

企业内需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在困难之时，顺利
推进事情，达到结果，不损失甚至增进关系：
•问题出现在灰色地带，需要跨部门大力协助才能取得突
破性进步或化解危机。他们能协调各方

•对方强硬，只有获得对方配合甚至投入，才能挣脱以往
瓶颈。他们游刃有余

•前方是变化与不确定，对方已有了怀疑和焦虑，但只有
向前推进，路才能清晰。他们可以带领向前

在各种困难情境中，企业需要这群人来不断尝试、推进、
发展、更新工作。那如何能做到这样？在人际互动中不断
觉察和衡量自己的行为，有意愿改变。在一些微妙的气场
氛围中，能够分辨清楚是哪些行为导致的，自己能够做哪
些行为的改变；在困难情境中沟通时，能拿捏分寸，根据
对方的反应调整策略。

本课程是一般沟通 /人际技能课的进阶课。它不是在教授
沟通技巧，而是学习在具体情境中，可以怎样有针对性地
灵活搭配、组合应用沟通技巧。知道如何诊断所遇到的需
要发挥影响的情境，然后运用与之相匹配的影响力风格，
在维持重要工作关系的同时，还能完成个人工作目标。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自己擅长和常用的影响风格是什么，扬长
补短

•技能：掌握说服技巧、主张技巧、搭桥技巧、吸引技巧、
脱离技巧

•应用：在具体情境，能灵活应用各种影响风格，维持相
互的关系，完成目标

特色! 人气 !

国际版权课程，学习非职权情境下的影响心法、招式和策略组合
学员对象：需要在跨部门合作中，用个人影响力去推进的中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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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课前作业
•完成个人影响风格问卷（ISQ），觉察常用与非常用的
影响力风格

理解核心概念
•概念一  力量与影响：知道力量和影响力的定义以及相
互之间的关联

•概念二  正向与负向的力量与影响
•概念三  影响圈：知道什么是影响圈，如何扩大影响圈

自我评估
•小组练习：共识决策（将学员练习时的表现全程录像，
学员间互相给予反馈）

•推拉练习：感知不同的力量
•认识影响力模型（影响能量、影响风格、影响行为）
•回放练习录像：运用影响力模型，分析他人与自己的影
响行为

•分析个人影响风格问卷（ISQ），知道自己的影响风格

了解每一种影响风格
•影响风格技巧 (说服、主张、搭桥、吸引、脱离 )

•影响风格练习：说服技巧
•影响风格练习：主张技巧
•影响风格练习：搭桥技巧
•影响风格练习：吸引技巧
•影响风格练习：脱离技巧

情境演练，强化各种风格的综合运用
•综合练习各种影响风格（录像）
•回放综合练习时的录像，学员觉察自己综合运用影响行
为和影响风格的情况，并互相给予反馈

实际应用
•选择自己的案例进行练习                     

•知道“影响计划 5步法”
•“影响计划 5步法”的应用，练习如何处理个人实际工
作中的影响问题

持续自我发展
•制定个人行动计划

课程特点

•国际版权课程，AMA China被授权中文授课
•课程已有 30余年历史，仍在 40多个国家、用 20种语
言进行讲授，并且多年被不少 500强企业作为经理人晋
升课

•将影响力模型细分为 4种主要风格，这 4种风格之下有
10种行为，清晰界定影响力，易学、易记、易用。影响
力模型以美国国家训练实验室（NTL）、耶鲁大学和麻
省理工大学等多家机构的扎实研究为基础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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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关键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工作中，常常都会遇到各种选择与判断，商业环境中又充斥着纷繁复杂的信息，经理人
的每个抉择，是否都足够明智 ? 

我们希望经理人在面对各种判断与选择时，能够
•洞察事态关系，清晰看到他人思路
•准确甄别评估各类信息，做出正确解读
•精准提问，获得关键信息
•规避决策风险，合理决策

很多职业经理人执行能力强，但是独立思考能力却有不足，
在工作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信息繁杂，无法获取关键信息
2. 思维混乱，找不到问题关键所在
3. 过于依赖直觉和过往经验，盲目做出错误推论或决策

为了能够提升职业经理人的思考能力，AMA China研发
推出一门能打磨思考力的课程：“关键思考”，帮助经理
人在竞争分析、策略规划、产品创新、效益改进等关键时
刻，深入思考、透彻分析、理性判断，以缜密和敏锐的决
策胜出对手。

课前
测评

认识关
键思考
的价值

利用关键
思考提升
表达

综合应
用练习

掌握关键
思考的

RED模型

特色! 人气!

掌握西方核心思维方式，学习在模糊情境中缜密思考、合理决策
学员对象：需要在复杂情境下做出准确判断的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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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自身关键思考能力的薄弱点；有意识地在
判断与决策前冷静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思考过程；对“直
观感觉”保持警觉态度

•技能：掌握关键思考的流程与技巧 RED模型：识别隐含
前提，澄清论证结构，考察真实性，考察充分必要性，
有意识避免思考陷阱的干扰，比较不同论证。能够看清
事物的本质，找到问题的根源。掌握确切表达的原则

•应用：学会在工作情境中运用关键思考技术，在竞争分
析、策略规划、产品创新和效益改进等关键时刻，以缜
密和敏锐的决策胜出对手；确切表达观点或决策，提升
沟通效率

课程纲要

第一单元：认识关键思考的价值
•什么是关键思考
•关键思考与创造性思考、战略性思考、系统性思考的关系
•关键思考在工作环境中的应用
•有效的关键思考者的共同特性

第二单元：掌握关键思考的流程与技巧 (RED模型）
• Recognize Structures 辨识论证结构

-澄清论证结构：理清自己与他人的思考过程
-识别隐含前提：警惕思维定式，避免思考漏洞

• Evaluate Arguments 评估论证
-考察真实性：准确甄别与评估各类信息，学会区分事
实与观点

-考察充分必要性：知道何时才能下判断，如何保证决
策合理

• Diversify Perspectives 多方验证
-避免关键思考的常见陷阱：了解常见的说服技巧，偏
见的成因，及强烈情绪如何影响思考质量

-比较不同论证：有意识避免单维度思考，主动多渠道
验证思考结果

第三单元：如何利用关键思考提升表达
•学习确切的表达结构和原则

第四单元：关键思考的商业运用
•在真实的商业情境中运用关键思考

课程特点

• 自主研发推出，填补市场空白
• RED模型：商业实战思考方法论，帮助训练思维力的
利器

•练中学，学中练：课程将严谨的思考理论、真实的商业
情境案例与引人入胜的影片相互贯穿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在工作中的商业决策案例来练习，剖
析其思考过程及模式，知道自己的思考盲点及误区，上
完课后避免出现类似思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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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财务 1-2-3
Finance 1-2-3

天财务经营模拟 天财务管理学习

经营自己的模型公司
•体验企业整体财务运
作，了解各种运营策
略对利润的影响

•制作主要财务报表
•评估企业经营效率，
定制改进计划

•总结心得，结合工作
应用

深入财务分析和管理
•财务报表与财务比
率分析

•成本、数量与利润
分析

•预算管理

＋

1 1

如果您的非财务人员在财务方面出现下面的问题，您会
怎么帮助他？
•预算战争，各个部门都只顾本部门的利益，不愿意考虑资
源在全公司的优化配置，财务部不得不和各个部门拉锯

•东西卖得越多越好，价格低到不能再低，优惠送到不能
再送，结果东西虽然卖得多，但是销售成本太高了，企
业获得的利润薄得可怜

•客户签单最重要，对延迟付款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
果应收账款累积太多，企业的现金周转出现危机

•多招人马，有更多人才能做更多事，但是增加的利润赶
不上增加的开支

•原材料、备件多买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后来发现
库存结构很不合理

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非财务部门的员工对企业的财务
运作，也就是钱是怎么赚来的，缺乏全盘的认识。他们也
许知道成本、利润、现金流、投资回报这些财务概念，但
是他们没有机会从经营企业的角度，体会这些概念对企业
存活和发展的现实意义，因而也就更不容易看到自己的活
动如何影响着企业里金钱的流入和流出，又如何反映到利
润。虽然他们不直接做财务工作，但是他们的日常活动都
和企业的财务状况密切相关。

通过什么方法能让非财务人员成为下面这样？
•清楚自己的计划和决定如何影响公司利润，主动规划和
控制

•主动控制日常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益，改善企业利润
•从财务管理角度，编制部门预算、制定销量与定价、预测
销售与费用、决定资本支出

•了解财务语言，与财务部有效沟通协作

沙盘!

体会、学习财务管理对企业运营的作用，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做出合理计划和决策
学员对象：需要建立财务思维的非财务职能中层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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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计划和决定对企业财务的
影响，知道从哪些方面改善企业利润，树立主人翁心态

•技能：阅读和分析财务报表，分析常用财务比率来评估
和诊断企业的经营状况，制定企业经营效率改进计划；
计算现金流，制作现金流量表，分析数量对成本的影响，
进行保本分析与定价；管理预算，财务预测方法，资本
支出分析方法

•应用：与财务部门建立共同的语言，促进双方沟通协作，
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做出正确有利的
计划和决策，善于利用资源，创造价值和改善利润，提
高企业竞争力

课程纲要

企业运营之财务实战模拟
•学员亲自经营自己的模型公司
•鸟瞰企业经营及了解整体财务运作 

•了解不同运营策略对利润的影响
•尝试如何在销售额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利润和回报率
•了解并学习制作主要的财务报表
•运用比率分析评估企业的经营效率，制定改进计划
•总结实战模拟的心得，分享其与工作的结合应用

财务分析和管理
•财务报表与财务比率分析

-企业财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
-财务比率的分析及应用：获利能力、流动性、经营风险
-现金流量表及现金流的计算

•成本、数量与利润分析
-成本的种类、数量对成本的影响
-保本分析与定价、作业成本法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与预算流程
-投资分析与决策
-费用成本控制

课程特点

“1天财务经营模拟 +1天财务管理学习”：
• 1天财务经营模拟：非财务人员通过经营模拟能够学会
阅读财务报表和做财务分析，对企业财务面的运营有全
局的了解；对财务部的工作有亲身的体会，促进未来与
财务部的合作

• 1天财务管理学习：帮助非财务人员扎实掌握财务管理
工具，能自发地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衡量他们的决策是
否满足获利与现金流要求并规避风险。企业将看到员工
能以企业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工作

客制化提示

•可采用学员所在组织的财务报表进行讨论

小组
讨论

练习 沙盘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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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Decision Base：企业运“赢”模拟
Decision Base: Business Simulation

如果您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出现下面的问题，您会怎
么帮助他？
•在关键议题上各部门意见不一，而每个部门说的听起来
都很有道理，结果各部门的运营无法支撑战略落地

比如，新产品上市，但效果不如意，如何提升？
-市场部抱怨：“时机不等人。研发、生产、销售步调太慢。
市场变了，我们前期市场调研、讨论的力气都白费了。”

-销售部诉苦：“我们再难也认了，但打不过别家，给
我们足够的市场支持了吗？研发做的产品，比别家够
好吗？好不容易有单，生产又跟不上。为什么又责怪
我们销售部？”

-生产部辩解：“从测试到量产需要时间，研发是研发，
生产是生产。开发好了就能大批量做？那谁保证质量？”

-研发部不解：“为什么总说我们产品不好？他们不懂技术！”

比如，要控制生产成本！但从哪里控？
-生产人员焦虑：“原料供应变化，废品增加，损耗增加。
生产排期了，销售说客户要求有变动，因此我们必须
换线，成本上升。有了原料不生产？万一客户又要怎
么办？库存增加。”

-销售人员郁闷：“即使这样，客户还不满意呢，说我
们老延迟交货。”

-采购人员建议：“原料品类优化一些，质量别抓那么紧，
放松点，每次多订一点，成本就下来了。”

-财务人员不解：“这边费用减了，那边升，整体……”

我们发现，当部门间意见不一的时候，问题不是哪个部门
的“对”、“错”，而是整个中层管理者：

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中高层管理者成为下面这样？
•理解不同战略需要不同的运营模式
•了解不同战略的选择、重点、利弊，进而优化自己公司
的战略选择

•了解不同战略下的运营模式和重点，提炼出自己现实的
运营重点

•知道不同运营模式下，管理的重点分别在哪里――从找
到关键活动到设立 KPI

•检视自己在企业中的角色和作用，自己是否抓住了管理
运营的重点

课程效益

•心态：看到自己从战略到运营上的盲点和惯性思维，知
道要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

•技能：
- 企业“赢”在何处：掌握战略规划 6要素、企业运营
   3维度
- 企业运营模拟：
  体验运营：掌握财务分析工具、营销与生产等计划工具，
能够制定企业的战略规划、分析盈亏平衡、发现运营
中的问题与机会、制定现金流预算

  懂得运营：掌握如何围绕战略进行运营、抓准关键运
营活动、成本分析、评估企业价值

- 本企业战略到运营研讨：能够优化战略选择、设定自
己的管理重点、找到关键运营活动、设立部门 KPI

•应用：用全局眼光理解企业战略，观察部门运营是否到
位，支持企业战略落地

误区
战略：忽视每家企业有自己的
独特之路

认为所有工作都一样，
像过去照办就行

久之，只顾自己部门运营：因此未意识到每家企业
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

结果

第一单元
企业“赢”在何处

第三单元 
本企业战略到运营研讨

第二单元
企业运营模拟――体
验运营、懂得运营

沙盘!

沙盘实战模拟，帮助中高层管理者理解战略、全盘运营企业
学员对象：需将战略落地，看清运营各环节的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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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练习

课程纲要

企业“赢”在何处
•赢在战略：战略规划 6要素
•赢在运营：企业运营 3维度

企业运营模拟
阶段一 体验运营
•第一年运营：

-小组成员分别担任销售、生产、财务、市场主管，
   跳出部门
-了解游戏规则

•第二年运营：
-初步制定企业的战略规划
-发现运营中的问题与机会

•第三年运营：
-分析盈亏平衡
-把握投资节奏 

•第四年运营 :

-制定现金流预算
-阶段总结 

经过这些阶段，学员更能看清企业运营的整个过程；认识、
改变自己在运营上的认知盲点及惯性思维

阶段二 懂得运营
•理解 3种战略选择，知道什么是围绕战略的运营
•分析 3种战略目的，知道从哪里下手抓运营
•第五年运营：

-重新规划企业的战略
•第六年运营：

-进行成本分析
-进行产品选择与生产线选择

•第七年运营：
-部门间的协调
-评估企业价值
经过这个阶段，学员将会了解何谓“关键运营活动”，这
些关键运营活动分别在“风险管理”、“成本管理”、“计
划控制”三个方面的管理重点，及如何设定 KPI

本企业战略到运营研讨
•结合战略运营框架，讨论自己企业的运营需要

-设定自己的管理重点、部门 KPI、关键运营活动
-检视自己是否抓住运营重点，做出改进计划，改进本
   部门的运营状况

课程特点

•理解战略，从经典案例分析中理解企业战略、理解战略
与运营的关系

•体验运营，通过沙盘模拟体验如何跳出部门、站到全局
来思考；看到自己在运营上的盲点和惯性思维

•懂得运营，知道什么是围绕战略的运营，知道从哪里下
手抓运营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从战略到运营的实际难点来做案例讨
论，上完课后知道具体困境如何解决

玩一次名叫 Decision 
Base的大富翁游戏

学习“战略－运营”知识
和工具，学懂运营逻辑

搞一次高管体验，从
此能换位思考

检视自己的角色，是否
运营到位，支持到战略

做一次培育跨部门协
作的 Team Building

将企业的目标逐一落地

与市场上沙盘课程的区别：

沙盘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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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企业家训练：商业战略思维沙盘模拟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Simulation 

沙盘! 新课!

沙盘实战模拟，体验企业家战略操盘决策过程，提高商业战略思维力
学员对象：希望能提高战略思维、为战略制定做准备、并提高协同作战能力的事业部一把手、骨干、中高层管理者

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企业要紧随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战
略。但当提到战略时，中层管理者常会有些迷茫，对
战略往往不容易有清晰的思路和想法，更倾向于在战
略方向清晰且有了决定后，再去执行。这是因为中层
经理人围绕部门角度管理工作较多，从战略角度做的
思考较少。这样会导致：

•思考高度不足，只关注自己部门的任务和指标，需要跨
部门战略协同时乏力

•对如何把握商战命门、抓紧商战节奏体感不足，决策时
思考维度单一

•当战略方向有变化或不确定时，不知道如何构思下一步
决策或给建议，仍在现有框架里打转

“企业家训练”课程通过沙盘，模拟出一个全局性的商业
竞争环境，学员能够亲身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在全局的
角度思考战略计划，在沙盘中对比各团队的经营差异，激
发学员探索战略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体会协同工作，最
终将战略落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

课程效益

•心态：快速建立商业经营的全局观，培养企业家的心态
与视角

•技能：培养商业战略思维能力，学习如何在变化及竞争
的环境下，找准价值定位，建立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占领市场、并持续获利

•应用：增强战略思维的实践经验，亲身参与公司战略的
制定与落实的过程，提高对公司战略的理解，并将公司
战略落实贯彻到自身实际工作中

课程纲要

学员分 6组进行沙盘模拟，每组学员都将模拟经营管理一
家企业，承担市场营销和销售、开发和服务、规划和交付、
财务和控制方面的管理角色，在创造长期价值的同时赚取
短期利润，同时 6组学员所经营的 6家企业将在同一市场
上互相竞争数年

每组学员（经营管理团队）要努力达成：
•在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分析市场、找准目标客户并销售给他们
•开发及管理产品组合
•投资并发挥人员和工作流程的价值
•创建一个强大且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品牌
•提高回报率并追求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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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沙盘模拟
第 7-8年：几年来行业逐渐成熟，人员能力和工作流程也
渐趋稳定，有些客户、有些产品已经无利可图，可是股东
对回报率及企业获利能力的要求持续提高……需要改变的
地方太多，但资源有限，学员必须重新明确自己的战略目
标、订出资源使用的优先顺序，并向股东说明我们所拥有
的优势及前景
•分析经营效率，找出提高回报率及利润率的机会点
•对于鸡肋产品或领域，进行断舍离
•巩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实现差异化、建立无可取代的价值主张
•兢兢业业、在涨潮和退潮的交替变化中，永远保持领先

回到现实世界、迎接挑战：将所学到的知识和心得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
分析学员自己企业的关键成功要素，通过“价值驱动力模
型”启发学员找出最需要改进的方面
•分析问题及原因，提出改进做法
•评估这些改善做法对盈利的影响
•约定课后实践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在战略思维上的实际难点来做讨论，
上完课后知道具体困境如何解决

第一阶段沙盘模拟
第 1-3年：许多挑战在眼前、许多两难的抉择在等待经营
管理团队拍板，学员必须从市场分析中，做出对现在及未
来商业趋势的判断，确定自己的价值主张，并随时根据市
场变化做动态调整
•先花钱投资、还是先赚钱？
•创新产品、抢占先机、还是等待需求比较成熟了再来？
•卖我们能生产的东西、还是生产我们能卖的东西？
•从老顾客那里得到更多生意、还是从目前的生意中得到
更多顾客？

•利润重要、还是现金流重要？

第二阶段沙盘模拟
第 4-6年：通过财务结果的关键指标分析、市场表现的分
析、与对手的比较分析，以及对第一阶段的商业战略的实
施成果进行反思，由于前期缺乏战略思维、或忽略市场预
测、或没有抓住客户需求变化趋势等各种原因，学员必须
决定是否需要对战略进行调整，或是找出关键点、进行突
破、以达成战略目标
•新技术革新，旧技术产品顿时失效了，怎么办？
•为什么客户不满意？是产品、还是服务、人员、流程有
问题？

•客户需求越来越多，需求各有不同，产品线越来越宽，
但利润却越来越薄，怎么办？

•除了产品等有形资产，我们还拥有哪些无形资产？资产
如何转换成利润？

•如何评估我们的商业价值？除了销售数字，还有哪些关
键指标是需要监控衡量的？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沙盘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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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企业内，与跨部门的管理者意见不合时，会出现以下几种状态。如果是您，您会选择与
哪位同事合作？ 

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跟第三种人合作，那第三种人有哪些
特征？通过哪些方法帮助企业的管理者具备这些特征：
•对合作持开放心态，将不同的意见作为带来更佳结果的
机会；

•在遇到问题时，不为自己找借口或指责他人，而是伸出手，
邀请他人一起寻求解决方案；

•提升人际关系，建立正向的人际关系循环圈。

这样的管理者，他们的内在心态是开放的，被美国亚宾哲
协会称为“向外的心态”。反之，封闭的状态被称为“向
内的心态”。向外心态的培养是促进合作的关键。美国亚
宾哲协会在人文领域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很多培训强调正
确的行为是什么，却忽略了行为底下更深的东西—心态
（Mindset）。心态不改变，行为很难突破。

本课程讲解的就是不同心态及其影响。课程中让学员对自
己的行为背后的心态不断进行反思，了解自己如何陷入封
闭，并可以怎样走向开放的心态，从而能正确掌控自己的
心态，并发挥正面积极的力量。课程从心态着手，填补国
内培训市场在内心课程的空白。

我该得到
我认为自己

值得称赞 ∙不被公平对待
不被欣赏

我比你行
我认为自己
优秀 ∙重要
品格高

我必须被视为
我认为自己
被监视 ∙有风险
被批判

我比不上
我认为自己
有缺陷 ∙跟不上

无力

我

在向内心态下
我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

在向内心态下
我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下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自己处于哪种心态，做出自己的选择
•技能：了解自我违背的过程和自我合理化的方式，识别自
己的心态，减少共谋对峙，运用自我觉察工具、心态转变
工具、向外心态图以及向外工作的个人工具和团队工具

•应用： 破除协作壁垒，促进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企业文化

选择：打破协作壁垒
Choice: Break the Blockade for Collaboration

特色! 人气!

觉察自身心态（Mindset），保持开放的领导状态
学员对象：希望破除部门壁垒，解决人际困扰的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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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为什么心态很重要
•心态决定行为，行为产生绩效结果。那面对挑战和机会，
不同心态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不同心态的组织会是什
么样的呢？

两种心态
• “向外心态”：认为他人像我们一样重要，情绪是平静的，
更容易合作；专注于大家的结果。

• “向内心态”：认为他人没有我们重要，情绪是负面的，
更容易引起冲突；专注于自己的结果。

•向内的心态有 3种状态：工具、障碍和空气，什么时候
人们会把他人当成工具、障碍和空气呢？这样又会有什
么影响呢？

我们如何掉入向内的心态
•人们通常都想选择“向外心态”，那么，什么时候会从“向
外心态”转变为“向内心态”呢？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
这种转变带来什么结果呢？

•自我觉察工具：自我违背

向内心态的典型表现
•在“向内心态”时，人们需要“自我合理化”，夸大自
己所看到的现实或者掩盖别人看到的现实，以证明自己
是对的。“自我合理化”是怎么回事呢？如何觉察自己
的自我合理化呢？

• “自我合理化”有 4种方式：“我比你行”、“我该得到”、
“我比不上”、“我必须被视为”。

•我们常用哪种“自我合理化”方式呢？我们是怎么想，
怎么说的呢？

•自我觉察工具：向内心态的典型表现

向内心态→跨部门壁垒（共谋对峙）
•当感知到对方在责备自己时，就会责备过去，这样来来
回回，两个人的相互责备就越来越强烈，都处在向内的
心态中，容易产生冲突。两个人之间的冲突，蔓延开来，
会引发两个团队间的冲突，跨部门间的壁垒由此形成。

•自我觉察工具：共谋对峙

如何转成向外的心态
•当对方在向内心态，那如何去影响他人跳出来，变成向
外心态呢？可以做些什么呢？

•了解与自己工作相关的人有哪些？当自己处于向内心态
与向外心态，对跟他人的协作会有什么影响？

•在工作中如果自己处于向外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如何能够做到向外的心态呢？

•转变心态工具：消除共谋对峙

我们如何在工作中应用
 

向外工作
•在工作中，如何运用向外的心态？如何看到别人的需要？
如何调整努力以更好地帮助对方？如何衡量对他人的影
响，找到可以调整的地方？

•转变心态工具：向外心态图

向外负责
•如何衡量我们的绩效？在做某件事情的能力如何？对别
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自己的努力程度如何？

•转变心态工具：3A+

课程特点

•这是一门直指内心的课程，填补国内培训市场在内心课
程的空白

•深入浅出，用隐喻的方式教学，转化心态即能转化行为
•解决如何掌控自己的心态，以正向积极的心态对待工作
及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并落实行为层面的改变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课前老师了解企业要求和学员状态，授课时
引导学员用自己的案例进行思考。

小组
讨论

观看
录像

案例
讨论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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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中的情商
EQ in Interaction

如果您企业的管理者在与同事、下属以及上级的互动
中经常出现以下现象，您会怎么帮助他？
•在跨部门协作时，能照着协作对话步骤谈，提要求时，
却说得含含糊糊，结果大家心里留下疙瘩

•在教导时，能按着GROW模型进行，但对员工讲的话
会打击到员工，员工觉得领导没情商

•对上级汇报工作时，按金字塔原理把要讲的话反复修改
过了，仍难以做到自在放松，结果上级觉得他信心不足

通过什么方法能让管理者成为下面这样？
•在跨部门互动时，能形成积极有益的氛围，彼此交换意见，
做明智的妥协

•在与下属的每一次互动，不仅有严有爱，更有尊重和鼓
励成长，让下属愿意追随

我们基于 TA（Transactional Analysis）交互分析心理学
的理论和工具，对照领导者在工作场中的常见互动困境，
设计出“互动中的情商”课程。学员将学习一些心理学理
论，参与一系列情境活动，觉察自己跟他人的互动模式，
看到模式是如何影响自己的领导力以及怎样改善，帮助提
升管理人员的关键性对话效果。

P

A

C

Parent Ego-State
家长自我模式
• 严厉型家长（Critical Parent）
• 呵护型家长（Caring Parent）

Child Ego-State 
儿童自我模式
• 率真型儿童（Free Child）
• 顺从型儿童（Conformist Child）
• 反叛型儿童（Rebellious Child）

Adult Ego-State
成人自我模式

I’M OK – YOU’RE OK
互赖成长的定位

我 你

I’M OK – YOU’RE NOT OK
傲慢偏执的定位

我 你

I’M NOT OK – YOU’RE OK
自卑沮丧的定位

你我

I’M NOT OK – YOU’RE NOT OK
空虚抑郁的定位

你我

特色! 人气!

课时：2天
SK M U

在和下属的关键对话中以情商服人，建立能激发下属自主负责的互动方式
学员对象：希望改变和下属间依赖、疏离或抵触等无益互动状态的中高层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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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认识到互动体现领导情商，觉察自己的互动模式
如何影响到周围的人

•技能：如何做到正向安抚、如何调整自我模式，如何调
整心理定位，如何跳出心理游戏

•应用：提升关键管理对话的效果，加强领导者与被领导
者之间的纽带

课程纲要

领导情商与互动
•领悟领导、情商与互动的关系
•了解情商的概念
•了解 TA（Transactional Analysis）理论

互动的奥秘探索
•知道 TA（Transactional Analysis）理论中对互动的
定义

•了解安抚（Stroke）的定义
•知道不同安抚的类型，能区分正向安抚和负向安抚
•掌握正向安抚的原则，并据此自我检查

互动的自我模式
•了解三种自我模式：父母、成人、儿童
•演练：演出自我模式
•不同自我模式间的互动方式

-平行互动
-互补互动
-交叉互动
-隐秘互动

•了解领导风格与自我模式的关联

互动的心理定位
• 4种OK心理定位
•知道当自己与他人处于负面心理定位时，分别如何调整
•掌握自我对话的方式，调整自己的心理定位

-正向自我对话
-负向自我对话

•掌握调整他人的自我定位的步骤

互动的心理游戏
•心理游戏的 3种角色：牺牲者、控诉者、拯救者
•知道如何跳出心理游戏
•了解心理游戏在管理中的应用

课程特点

•不一样的聚焦：本课程聚焦于“互动”。管理者在学习
过管理技能培训：沟通、教导、绩效评估、冲突管理等
理论模型和步骤方法后，可以通过本课程进一步提升效
果，这会是一个综合提升的学习

•体验式教学：学员在互动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互动，体
验式教学将赋予学员获得关于自己的知识，并基于此建
立各自的学习目标和走过各自的学习历程

•易用的工具：本课程为提升管理者的情商提供了工具和方
法，这些工具和方法来源于 TA（Transactional Analysis）
交互分析心理学，经过简化，易于理解和应用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困难对话情境来练习，上完
课后知道该怎么做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学员的要求、学员在人际互动中
的具体问题，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教授内容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测评 练习 角色
演练

观看
录像

小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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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我们希望经理人在遇到人际难题时能够这样应对：
•用开放的心态了解对方，愿意倾听并考虑对方的感受、
想法与期待

•觉察自己的感受、想法与期待，愿意以温和而坚定的方
式表达出来

•在倾听与表达的基础上，考虑契合的方案，发挥潜力与
创意完成合作

我们发现，要灵活应对人际难题，需要先从内心出发，
觉察自己在当下人际互动中的无效模式，才能脱离限制，
由内而外发挥领导力。如果没有觉察，即便感到受困，
也很容易陷入“我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苦恼。一旦有
所觉察，并了解外在行为下的内在心理因素如何对行为
产生影响，便能够更轻松地兼顾好自己、他人、情境，
从而灵活施展。

我们以管理学应用为背景，选择实用、简单的心理学知识，
帮助学员对自己的内心获得深入又实用的发现。学员将由
此觉察并改变自身的无效模式，以更开放而灵活的方式应
对人际难题，发挥成长潜能。

课程效益

•心态：懂得培育内在领导力需要走进内心，愿意看清并
改变自己在领导中的无效模式

•技能：觉察情绪并合理表达、觉察僵化观点并尝试松动
僵化观点、觉察不切实际的期待并寻找可替换的合理方
式来平衡地满足渴望

•应用：能够在工作中平衡兼顾他人、自己和情境，实现
自己欢喜做、甘愿受，不靠职权便能够影响他人，最终
发挥潜力与创意共同完成任务

当经理人在遇到人际难题时，会不由自主陷入以下反应，效果一般，自己内心也不舒服：

渴望

期待

行为

观点 情绪

行为
冰山 限制成长的模式

讨好 /指责 /超理智 /打岔四种没有平衡感性和理性的模式

渴望未被满足的状态下失去成长动力 平衡地满足各种渴望

平衡感性和理性后做出的一致应对模式

以有效的方式满足渴望

自己或者对方陷入情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因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导致渴望很难获得满足

僵化的观点：“永远”“必须” 有弹性的观点：“当……时候……也可以……”

面对并接受情绪，处理它，真正的放下情绪后再解决问题

有影响力的模式

情绪
观点
渴望
期待

领导者的内在觉察力
Enhance Leader's Self Awareness and Inner Strength

特色!

在管理情境中应用萨提亚理论和方法
学员对象：希望能看清自己内在的领导状态，变成更一致、弹性的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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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工作坊简介
•内在状态和领导力

-不一致的领导姿态 

-一致的领导姿态
•各种领导姿态

-讨好 /指责 /超理智 /打岔 

-深入认识自己的领导姿态

认识冰山理论
•冰山理论与人际关系模式

-行为 /情绪 /观点 /期待 /渴望

觉察与转化情绪模式
•觉察与转化情绪模式—正确知识

-影片教学：为何无法觉察情绪 

-情绪的错误观念 

-情绪的正确知识：情绪的成因 /功能 /影响 /管理方式
-情绪的辨识：喜 /怒 /哀 /惧 /讶异 /藐视 /嫌恶
-情绪 /观点 /行为的关系 

•觉察与转化情绪模式—如何觉察
-情绪模式 

-常见的情绪模式
-情绪模式的形成

•觉察与转化情绪模式—如何转化
-自我觉察练习 

-情绪的一致表达法 

-案例研讨：如何一致表达

觉察与转化观点模式
•觉察与转化观点模式—正确知识

-自动化思考 /自动化反应
•觉察与转化观点模式—觉察与转化

-常见的观点模式 

-探索核心观点 

-改变僵化的核心观点

觉察与转化自己的期待 /渴望模式
•觉察与转化期待 /渴望模式—正确知识

-期待与渴望 

-自己的期待与他人的期待 

-不切实际的期待
•觉察与转化期待 /渴望模式—如何觉察

-检视――渴望的满足程度 

-自己的期待与伙伴的期待
•觉察与转化期待 /渴望模式—如何转化

-放下 /改变不切实际的期待 

-满足渴望的方法—转化期待

跨出应用所学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核心知识点回顾 

•课后任务 

•课后案例研讨会

课程特点

•由内而外的转化：不只是解决一个问题，更是改变一个
模式

•体验式的学习：紧密关联学员自身实际情况的课堂体验，
当即引发学员触动，促发觉察与改变

客制化提示

•课程以心理学为基础，理论普遍适用，练习采用学员自
身案例进行演练，因此无需进行客制

•老师在课前对企业状况、企业要求及学员状态进行了解，
以便授课时引导学员谈出自己的情境及内在状态，促发
自我觉察并产生改变

案例
讨论

自我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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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演讲的构思与设计
Presentation Thinking and Design

向上级汇报、跨部门沟通、销售提案、项目总结……
企业里的经理人日常总少不了伏案写 PPT、人前做演
讲。可是演讲却也经常成为经理人的一桩心病：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做了演讲，为什么观众会上走神，
会后茫然，像我没说过一样？

•我精心收集整理了数据，做了百来张 PPT，老板却说不
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每逢会议就要做演讲，每次准备演讲都很焦躁：对着电
脑大半天都写不了两页，手头的工作还堆成山，怎样用
有限的时间准备演讲？

而无论作为演讲者还是演讲的观众，我们都很期待能
有这样的演讲：
•主旨鲜明，抓住要点
•逻辑清晰，结构完整
•内容有趣，引人入胜

不同于以往的演讲课程，“演讲的构思与设计”将聚焦于
系统地设计和构思你的演讲内容。我们将从认知心理学的
角度，亲身体会大脑的运作是如何左右我们的日常行为，
从而用相应的策略、清晰的逻辑、有趣的故事、美观的文
件资料让你的演讲更具效力。无论你要面对的是关键场合
的正式演讲，是向高层汇报工作，还是在团队中分享新思
路，课程中教授的方法都将从根本上提升你的沟通效果和
效率。

特色! 新课!

课程效益

•心态：觉察自己在演讲时存在的问题，打破 “知识的诅
咒”，让内容先于形式，明确演讲是精准有效传递信息，
而不是堆积信息

•技能：掌握演讲的内容设计方法，通过对 TLSM®方法论
的把握，用“思考 -逻辑 -故事 -媒介”四阶段设计出能
够吸引观众的演讲内容

•应用：不论是向管理层汇报、向客户介绍产品、或分享
新的想法，都能通过演讲的 TLSM®法，用较短的时间有
效沟通，传递信息并促进决策

课程纲要

导论
体验并初步了解大脑的工作记忆在信息处理方面的局限
性，了解应对的原则和策略，同时初步了解 TLSM®的四
阶段由何而来，如何展开。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设计就是逆向思维

Thinking-思考
演讲者需要关注自己的观众、明确目标并设定策略。这需要
演讲者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关于这场演讲的根本问题。

•了解观众：他们是谁？他们为何而来？我的内容能否引
起他们的兴趣？

•确定目标：你要为观众带来哪些改变？你需要他们知道
什么信息，做出哪些行动？

•设置策略：如何合理安排你的演讲？

掌握抓住要点的内容设计方法，提升商务演讲与报告的沟通效率
学员对象：希望靠内容制胜，抓住听众所需的资深营销高管及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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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逻辑
这一步首先需要演讲者决定采用哪些信息，并将这些信息
放进简洁的逻辑架构中。这需要演讲者像工程师一样搭建
逻辑结构，再将信息有序地放入结构中。

•选择内容：希望观众记住哪些关键信息？
•写出导语：如何简要地说出吸引观众的导语？
•搭建结构：什么样的结构能帮助观众真正理解要传达的
内容？

Story-故事
这一步是要将信息转化成有趣的故事来吸引观众。演讲者
要像艺术家一样为逻辑结构“上色”。

•插入“抓手”：哪些方式能成为信息的“抓手”，让观
众记忆深刻？

•运用图片：选择什么样的图片来突显主题？
•串出大纲：怎样才能既照顾逻辑全貌又让细节更有趣？

Media-媒介
这是最后一步，演讲者需要像建筑工人一样制作幻灯片和
文件资料。

•制作幻灯片：如何快速把故事转化成幻灯片？
•加入文件：给观众发放怎样的文件资料才是合适的？ 

•一切就绪：上场前的小贴士

课程特点

•课程专注在做商务演讲与报告时，演讲内容的创意与设计，
而非演示技巧的改进

•课程建立在认知心理学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非简单
的经验之谈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实际工作中的某个演讲报告来做练习，
课后学员可以用课上准备的内容直接开始演讲、报告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测评 练习小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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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很多经理人在面对下属的问题时，容易发生这样的
状况：
•经理人不在一线，对下属出现的具体状况不清楚；有时，
即使感到下属思路不清，但也只能将就下属的想法，放
手执行，加大了行动的风险

•有些经理人很想通过提问来引导下属自己解决问题，但
对怎么提问心里却没谱，提出的问题不到“点”上，让
下属更迷茫

•还有些经理人凡事冲在前面，主意自己拿，下属只管照
做。等到真的要放手给下属时，却不知如何退出当参谋。
不是束人手脚，就是彻底放权，进退不当

解决问题的提问力
Questioning Skills for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

新课!特色!

让经理人用提问赋能下属自主解决问题
学员对象：希望能够通过提问挖掘信息、看清问题、启发下属思路的中高层管理者

这些状况的发生，症结在于经理人拿不准问题、没
有提问意识或者问不到“点”上。
怎样让经理人变成如下状态？
•有提问的习惯，能够将直接告知的行为转为用提问来调
动下属思考

•有提问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提问
•提问到点，能解开下属的“盲点”，帮他看清全局
•能帮助下属重构问题，不在虚假问题里打转

为了提升经理人的提问力，AMA China特别研发推出一
门有效且实用的课程：“解决问题的提问力”。让经理人
在面对下属的各种问题时，能通过提问来帮助对方看清状
况、启发思路；与此同时，也能调动下属自主思考，赋予
解决问题的能力。

1.对状况提问
2.对结果提问
3.对原因提问

问处境

4.对假设提问
5.对视角提问

问看法

6.对目的提问
7.对可能性提问

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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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改变拿不准问题、没有提问意识、问不到点上的
状态；理解好的提问将帮助经理人更富效率地解决问题

•技能：面对复杂情境，能通过提问坐标轴、提问 7法、
解决问题三步法等工具方法理清状况、把准问题，让自
己或帮助下属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应用：提升提问力，能将问题问到点上，结合解决问题
的实操步骤，落地解决企业中的各类问题

课程纲要

唤醒你的提问力
•提问的坐标轴：封闭、开放、压制、平等
•提问的平等 /开放程度
•问不到点的问题

充实你的提问武器库：提问 7法
•找到问题背后的盲点
•提问 7法

-对状况提问
-对结果提问
-对原因提问
-对假设提问
-对视角提问
-对目的提问
-对可能性提问

•什么是问到点

观看
录像

小组
活动

掌握解决问题的套路
•理清问题

-问题三角：目标、方案、问题
-理清问题：检查问题三角

•重构问题
-检查因果关系
-重构三角形：目标、方案、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偏差型问题
-解决机会型问题
-解决困境型问题

•综合练习

课程特点

•填补空白：AMA China研发推出，填补市场空白
•案例丰富：大量视频案例，拆解每一个知识点，帮助学
员更快速、更深入地掌握课程内容

•实用性强：课程中的工具方法能够帮助学员在课后，直
接运用到真实工作情境中，启发其解决问题的思路

客制化提示

可以运用学员工作情境中的真实问题来练习，用课程提供
的工具方法来发现自己的盲点、形成解决思路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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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1天
SK M U

复盘：提升组织智慧
Replay: Enhancing Team Wisdom

新课!

系统掌握复盘的原则、流程和工具，边学边练复盘技巧
学员对象：需要参加、主持复盘的中高层管理者

年中复盘、年底复盘、项目复盘……如果复盘会开得好，
曾经成功的、不足的、失败的经验可以提炼成集体的智慧；
同时，大家通过反思和讨论，还可以凝集出新的团队协作
机制。

这样的复盘，是企业不断成长的助力。但同时，如果复盘
会不顺利，则会出现走形式、走流程、相互推诿、甚至相
互指责。复盘会渐渐成为参会者和主持会议人头疼的事，
反而成为企业成长的阻力。

复盘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原则？应该如何复盘？本课程将
带您走进复盘，并现场练习复盘技巧。

课程效益

•心态：了解复盘的意义和重要性，建立以提升组织学习
为目的的复盘心态

•技能：掌握团队复盘五步曲的操作方法和引导技术；掌
握个人复盘的步骤、工具和技术

•应用：能将复盘技术用于团队和个人的持续成长

课程纲要

了解复盘
•什么是复盘
•复盘的意义
•复盘的基本原则
•复盘的类型

团队复盘
•团队复盘五步曲

-回顾目标
-评价结果
-过程回顾
-总结反思
-提炼升华

•如何用引导技术提升复盘效果
•实战练习

个人复盘
•个人复盘的步骤和方法
•个人复盘工具
•个人复盘技术的应用
•实战练习

课程特点

•围绕复盘的核心要点展开
•有原则、有步骤、有工具、有技术
•即用即练，实操性强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问题来练习，将所学用于实际
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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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方向不明确，却需要大家一起先看清挑战、敢于探索、
找到方向？

•流程需要优化，但需要相关人一起讨论、反思，才能有
更好的方案、目标和责任意识？

•团队间灰色地带增多，需要大家一起找到更高效的合作
方式并乐于承担更多？

环境变化加快，当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需要发动团
体智慧、群策群力、协力向前。我们看到组织中越
来越多的中层经理学习开始接触引导技巧，比如
•他们是跨部门挑战项目甚至战略规划的担当人，将引导
技巧用于各种关键会议，使各方力量向着同一个目标聚
焦、探索、反思、使力

•他们是 HRBP、流程项目经理、或 OD经理，企业内部
变化加剧，他们将引导技巧用于团队共识、流程梳理、
核心人才梳理等各方面

但引导工具、流程不少，各家各异。作为一名引导师，到
底应该如何看待、设计一场成功的引导？引导师的心态、
基本功、设计思路有哪些？本课带您走进引导，从源头和
您梳理引导的道与术。

引导：激发团队群策群力
Facilitation: Inspire Collective Wisdom and Efforts

新课!

成为带领团队互赖合作、群策群力的引导师
学员对象：希望成为组织内部引导师的中高层管理者

课程效益

•心态：了解什么是一场有效的引导，体会引导师的心态
和核心能力

•技能：学习和掌握引导的基本功、流程与工具和设计方法
•应用：将引导技术用于真实案例，开启团队群策群力的
高效过程

课程纲要

参与体验、走进引导
•报到仪式：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什么是引导：内容 VS历程

清醒：引导者的价值
•引导者的内在状态：辨识指导、引导、诱导
•卡片共创法：引导者的行为与能力
•何时引导：参与层级

复盘体验、认识引导
•复盘之前的引导过程
•发散与收敛模型
•辨识引导者的核心能力

学习引导的基本功：4F提问法
•循序渐进的 4F提问法：Fact事实 /Feel感受 /Find发
现 /Future未来

•为何运用 4F

•各层次 F的作用
•场景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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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介绍

毛乐民老师（业内也称他“五毛老师”），专注于高管团
队的引导和教练领域，是该领域的资深实践者。2005年，
五毛老师全职投入教练、引导及领导力培训工作，为诺华、
忆滋、IHG、HSBC、箭牌、联想、达能等多家企业提供
高管教练服务、高管研讨会或领导力课程，为多种企业转
型场景设计、带领引导项目，在企业面对从 0到 1的转型
压力下，协助企业探索内在资源、共识新方向、共创愿景
和新路径。

2006年，五毛老师与伙伴共同成立了 ICF（国际教练联
合会）台湾分会，并在之后成立一块工坊，结合志同道合
的引导师及教练伙伴，协助企业发挥自身资源、实现高效
协作。 

五毛老师观察敏锐、为人真实，喜欢陪伴企业面对开拓性
的转型压力，促发组织中关键人员、团队发生转变。他相
信组织不是等待被修理的机器，而是值得被拥抱的奇迹，
他引导、教练和授课风格真挚温暖，乐于在当下活用各种
引导手法，在即兴开放的体验场域中，带领参与者深入地
学习、促发改变。

学习引导设计
•需求分析与设计思路
•引导的流程与工具

-卡片共创法
-世界咖啡
-开放空间会议
-互赖矩阵

•大中小场的引导考虑
•会前准备、环境布置及队形变化

加深引导过程：带领团队真诚对话
•深度对话方法体验：应用引导的机会与挑战
•进行原则：以我发言、悬挂假设、欢迎沉默、有感而发
•平衡探询与主张

未来模拟与跟进
•回顾课程，带走学习点
•遇见最好的自己！
•行动计“画”
•结束感言

课程特点

•系统、实用：掌握引导者的心态以及核心流程、工具和
设计思路，学员学完后就可以在组织中开启设计、实施
引导过程

•体验式学习，边学边用：融入大量的挑战案例和实操案
例，学员边学边用，从引导活动体验、引导提问技巧体
验，到完整的引导过程设计体验，使学员对引导有完整、
切身的认识，并掌握关键的引导技巧和设计思路

客制化提示

用学员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练习，上完课后能够形成解决
思路

毛乐民（Leo）

一块工坊创办人
IAF专业引导师 CPF
ICF Taiwan总会共同发起人
NLP教练认证
NLP高阶执行师
15年专业教练及引导工作经验，曾为
多家企业高管团队设计、实施转型下
的引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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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组织里容易有这样一个习惯：紧紧抓住错误，对
优势习以为常。比如常会在组织中看到这些情况：
•频繁开救急会、反思会，一一罗列出问题和症状，急着
讨论对策

•不断补救，一旦绩效有问题就开始调查每个团队成员的
动作，尽快查漏补错

“持续弥补错误”这种方式，确实能帮助团队在一个阶段
顺利前行，但长期下来，容易形成查漏补错、习惯性防卫
的负向氛围。团队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找出问题甚至规避问
题上，容易忽视团队能带来更多创造力的潜能。
欣赏式探询聚焦于团队的可取之处及可能的机会。它的核
心理念是：每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系统都有许多尚未开发
的积极资产。通过积极探询，让组织内部建立信任感、激
发集体智慧，成员自主投入热情、升起责任感，启动组织
源源不断的内在能量。

欣赏式探询
Appreciative Inquiry课时：2天

SK M U

新课!

聚焦团队优势，释放组织潜能
学员对象：希望激发成员内在潜能、营造团队正向氛围的中高层管理者

课程效益

•心态
-意识到问题解决式的组织发展路径，是将注意力集中
在了问题上，有时甚至强调并放大了问题，这将减损
组织的内在创造能量

-认可当下积极、有力量的对话将赋予组织以灵感和活
力，并能够帮助组织发挥更多能量

•技能
-了解欣赏式探询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背景
- 学习欣赏式探询 4D（Discovery/Dream/Design/

Destiny）流程，能够在组织内部有效运用
-活用欣赏式探询访谈方式于组织内部培训、教练、绩
效对话、辅导等工作内容

•应用
-正向催化成员的热情、责任感与创造力
-发挥组织潜在能量，推进组织变革转型

课程纲要

认识欣赏式探询
•构建社交：用欣赏式探询的方式认识同学
•学习理论：了解欣赏式探询背景、源起及 4D流程

启动 4D 流程 -选择正向主题
•正向主题的选定原则与视角转化

进入 4D流程 -探索阶段（Discovery）
•组成探询小组
•探索过去宝藏
•发现正向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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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4D流程 -梦想阶段（Dream）
•探索个人梦想：你渴望实现什么？
•集体愿景共创：我们渴望实现什么？

进入 4D流程 -设计阶段（Design）
•组织实际案例研讨
•欣赏式探询 8大原则

- 建构性原则
- 诗意性原则
- 同时性原则
- 预见性原则
- 正向性原则
- 整体性原则
- 预演性原则
- 自主性原则

•讨论实现梦想的具体路径

进入 4D流程 -永续阶段（Destiny）
•实践计划与设计
•未来模拟与行动支持

欣赏式反馈
•总结学习心得
•欣赏自己，认可他人

课程特点

•心理学背景：欣赏式探询基于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它一改过去心理学专注疾病、悲观等消
极面，转向重视人性的积极面。欣赏式探询信任这种个
体的积极能量，并将其挖掘出来，塑造更好的自我

•系统的流程：欣赏式探询独有的 4D流程，结构简洁清晰，
课后学员可以依据此流程，在组织内自主设计欣赏式探
询工作坊

•体验式的学习：学员体验贯穿始终，通过各种活动，体
验欣赏式探询带来的个体、组织的正向积极改变

客制化提示

用学员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练习，上完课后能形成解决思路

讲师介绍

毛乐民老师（业内也称他“五毛老师”），专注于高管团
队的引导和教练领域，是该领域的资深实践者。2005年，
五毛老师全职投入教练、引导及领导力培训工作，为诺华、
忆滋、IHG、HSBC、箭牌、联想、达能等多家企业提供
高管教练服务、高管研讨会或领导力课程，为多种企业转
型场景设计、带领引导项目，在企业面对从 0到 1的转型
压力下，协助企业探索内在资源、共识新方向、共创愿景
和新路径。

2006年，五毛老师与伙伴共同成立了 ICF（国际教练联
合会）台湾分会，并在之后成立一块工坊，结合志同道合
的引导师及教练伙伴，协助企业发挥自身资源、实现高效
协作。 

五毛老师观察敏锐、为人真实，喜欢陪伴企业面对开拓性
的转型压力，促发组织中关键人员、团队发生转变。他相
信组织不是等待被修理的机器，而是值得被拥抱的奇迹，
他引导、教练和授课风格真挚温暖，乐于在当下活用各种
引导手法，在即兴开放的体验场域中，带领参与者深入地
学习、促发改变。

毛乐民（Leo）

一块工坊创办人
IAF专业引导师 CPF
ICF Taiwan总会共同发起人
NLP教练认证
NLP高阶执行师
15年专业教练及引导工作经验，曾为
多家企业高管团队设计、实施转型下
的引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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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企业在面临市场环境变化时 ,常见的一个情况是，
CEO或高层对大方向心里有谱 ,但是中层管理者与高
层在思想意识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差距 ,导致战略难
以执行到位 ,具体表现在 :
•不理解高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想落实执行却不知 

该从哪里入手
•面对竞争对手层出不穷的打法 ,不知该选择什么策略应 

对 ,也不知什么样的打法是最适合自己企业的
•在内部经营管理中 ,习惯了原有的模式和体系 ,做出改 

变的动力不足

很多人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执行力不强，但其实根本原因
是中层经理人缺少战略思维力，对高层战略的理解和执
行自然大打折扣，错失转型良机。本课程通过 6个战略
制定期的关键问题，辅以每个问题下的思维工具和方法，
帮助经理人提高战略分析、判断、预见和决策能力，能
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前瞻性的预判，找到适配的经营管
理方法助力企业转型，帮助企业重新塑造竞争优势。

课程纲要

了解战略与战略思维

第一问：未来的竞争环境怎么样
•运用竞争环境五要素分析市场环境
•发现未来行业的成败关键要素

第二问：核心能力是哪些方面
•找到企业核心能力并分析对绩效的贡献
•分析未来要强化或建立的核心能力

第三问：要选择哪个目标客户群
•掌握寻找目标客户群的方法
•重新切割、选择目标客户群

第四问：给目标客户提供什么价值
•认识客户价值模式
•在转型中重新选择客户价值模式

第五问：选择什么战略基调
•认识 4种战略基调
•认识平台战略
•选择企业的战略模式，建立竞争优势

第六问：如何调整运营配合战略
•分析内部运营的管理战略重点
•找到配合战略的运营切入点

课程特点

•寓教于乐：学员在模拟演练、视频观摩、小组讨论中提
高战略思维能力

•案例丰富：在大量真实的商业情境案例中学习优秀企业
的经验

•实用性强：使用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练习，在实际战略
问题的解决中培养战略思维

客制化提示

•练习客制：用学员所在组织的战略问题来练习，上完后
对如何开展工作形成思路

观看
录像

角色
演练

小组
讨论

案例
讨论

战略思维力
Strategic Thinking

新课!人气!特色!

打开战略性思维，更好推进企业新战略落地
学员对象：希望提高转型期企业战略分析、判断、预见和决策能力的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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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目前环境变化产生了挑战 ,企业内部对高管的领导力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CEO：
•环境复杂，不确定性大，必须有人率先去抓机遇，带领队
伍创新局；但企业里，这种能面向未来的高层少之又少

•高管虽然工作能力强，但只紧守着自己的领地和绩效；
即使不断要求他们去面向未来，却并没有实际的行动

高管：
•都说机遇多，要快抓，但哪有那么容易把机遇变成现实
•目标要调、团队要变革，组织结构可能都要变 ,考虑的
点太多，难出思路

•目前的工作量已饱和，先把手上的做好、做稳，以后的
问题来了再见招拆招吧

人才发展负责人 :
•能理解老板的急和高管的难
•但面向未来、开创局面的领导者到底应该做什么？
•没有方向和思路，大家都卡着了
•市面上虽然有不少领导力的定义，但还是比较宽泛
•有没有针对当下的、系统的方法，帮助高管们面对未来
时可以理顺思路、勇闯新局？

如何在今天的企业管理工作中，构建这样的领导力，带领
团队 /部门为企业开创新局面呢 ?本课程将让学员认识到
领导的本质是能洞悉开创的机遇，带领团队把握机遇发展
业务，因此不能止步于完成日常任务，还需要提升自己的
胆识，发现和把握机遇。

课程效益

•心态
-认识要把握住机遇，还需要具备开创型领导者的胆识
和才略

-认识自身的愿力是调动他人的基础，有意愿提升自己
的愿力状态

-了解阻碍领导者成长的典型错误认知，避开这些认知
•技能

-掌握如何把机遇具体化成为愿景，在内部散播愿景
-掌握在推动变革过程中的策略与关键对话技巧
-掌握如何提升他人愿力的对话技巧，以共同愿景点燃
他人的高层次需求

-掌握如何自省吾身的方法
•应用
在组织内提倡企业家精神 ,支持组织正在开展的创新和
探索活动；为组织培育开创型领导者，支持组织的关键
人才发展及继任计划

培育开创型领导者
Develo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人气! 新课!特色!

开发领导者的胆识才略，启发中高层理清思路，开创新局面
学员对象：希望在转型期抓住机遇、推进落地的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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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领导力本质
•领导力的各家说法
•领导力的本质 VLFT

- VENTURE：看到机遇
- LEAD：自己愿意投入
- FOLLOW：有团队跟随
- TESTAMENT：通过客户考验

激发愿景
•什么是愿景
•如何得出愿景的具体内容
•使命、文化、价值观与愿景的关联
•激发愿景的关键时刻：开愿景共识会议和关键岗位招聘
面谈
-如何开愿景共识会议
- 在关键岗位招聘面谈时，如何描绘愿景

挑战现状
•挑战现状的难点

-变革的四阶段适应曲线
- 变革中的 4种角色

•挑战现状的步骤：取势 -切入 -蔓延 -成局
•取势：凝聚核心团队

- 凝聚核心团队的对话
•切入：明确改变路径

- 如何设计路径
•蔓延：推动各方支持

- 3种推动方式：原则领导、利益交换、威压
•成局：确立新的制度

提升愿力
•什么是愿力
•愿力的 4种状态：回避、勉强、尽兴、自发
•每种愿力状态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认定
•愿力状态的滞留和提升
•提升他人愿力状态的对话

-步骤：反馈 -探讨 -反思 -提升 

- 要领：避免劝告、应对阻抗

超越自我
•领导者的 4个典型偏离行为：怒气冲天、过度好胜、过
度增值、我就这样
-对“怒气冲天”的自我认知和转化
- 对“过度好胜”的自我认知和转化
- 对“过度增值”的自我认知和转化
- 对“我就这样”的自我认知和转化

•个人作业：个人反思和行动计划

课程特点

•满足企业对开创型领导者的急迫需求。竞争压力促发企
业谋求转型，转型需要有开创型领导者来引领和推动。
课程正切合企业的这一痛点，帮助企业看清楚，这样的
开创型领导者长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培养

•化领导力为可衡量的行动。课程将开创型领导者描绘得
清晰，并且可衡量和学习。学员将学习成为开创型领导
者必备的核心能力，以及达成每项能力的可量化的工具
和技巧

•走进内心，提升愿力状态。通过案例讨论和自我作业，
帮助学员看到自己的愿力状态。领导者需要提升自己和
他人的愿力，以共同愿景点燃他人的高层次需求

客制化提示

•练习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小组
活动

小组
讨论

练习观看
录像

角色
演练

案例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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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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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有 2个关键焦点：人才和市场。拥有好的人才，
才能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而拥有好的市场，提高企业知
名度，才能吸纳更加优秀的人才。这两个焦点相辅相成，
就像一段 Tango。

如果你希望通过成功的规划与管理使企业的“人才”与“市
场”发展同时呈上升趋势，那么本课程将帮助你的管理者
们构建一个共同的思维并形成共同语言。你们将更好地认
识自己应该如何根据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
长期和短期投资，同时收获“人才”与“市场”，推动企
业的成长和跳跃。

本课程还将帮助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拓展视野，跳脱行政思
维，成为具有战略眼光的业务管理和决策伙伴。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加强企业竞争
力的重要性，了解自己在经营无形资产上有哪些差距，
知道自己要做出哪些调整

•技能：掌握如何衡量无形资产、如何制定围绕“人”的
营运战略、如何规划人力资源战略，以及盈利战术和无
形资产经营的关键要素

•应用：增值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加强人才储备、技术
储备及企业形象价值等，将人力资源、知识管理、市场
拓展等实践整合起来，强化企业核心能力，赢得客户市
场和人才市场的竞争

课程纲要

企业运营模拟阶段 1“掌握游戏规则，体验成长”
•第一年运营：一家有两名员工和一个客户的小公司

-理解无形资产的定义与价值
-了解传统型企业、知识型企业与学习型企业的无形资
   产特点
-了解游戏规则
-了解无形资产是如何衡量的
-把握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关系

•第二年运营：现在到了与其他企业竞争人才和客户的时
候了
-将职责分工，让小组成员各司其职
-分析企业现状，制定竞争战略，规划年度行动
-分析在运营结果中的具体问题和挑战
-理解企业竞争与人力资源的战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色：从技术面走向战略伙伴

掌握游戏规则，
体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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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
模拟阶段

Tango :  Managing Intangible Asset
Tango：企业无形资产经营模拟 沙盘!

沙盘实战模拟，通过“人才资本”的战略运营和实践，赢得市场竞争
学员对象：希望整合和增值企业无形资产的中高层管理者、人力资源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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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
讨论

企业运营模拟阶段 2“我们的客户与人员管理”
•根据两年运营的经验并结合实际经验，制订自己的竞争
战略  

•第三年运营：决定发展战略 

-分析外部环境对公司战略的影响
-掌握如何强化企业竞争优势
-自我评估：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规划能力
-理解人才和客户的管理需要小心翼翼
-掌握经营的 3个要素、无形资产的 6个维度

•第四年运营：竞争加剧—始终如一总能带来回报
-你的竞争对手？市场地位？
-检验战略实施的结果
-理解公司运营中市场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的核心及具
   体运营特点
-掌握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
-掌握战略规划的流程与人力资源体系

企业运营模拟阶段 3“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结合模拟中自身企业面临的挑战，拟定可行的战略
•第五年运营：改变战略吗？

-找出我们与竞争对手的不同之处
-理解人力资源及企业的核心价值
-掌握如何设立远景、使命、价值观与核心竞争力
-掌握盈利战术、掌握如何获得与保留人才
-掌握如何使无形资产增值

企业运营模拟阶段 4“我们需要成为 No.1：产能与长
期 /短期的利益”
•第六、七年运营：还剩两年！

-如何做回报最大：是着眼于现在还是未来？
-面临的新挑战：顾客越来越不愿意掏钱，业务骨干的
   要求越来越高
-掌握如何调整和协调业务、人力资源战略以实现资源
   的最优配置
-掌握从战略走入执行的技术面
-掌握如何降低共同成本，提高赢利能力
-掌握如何运用培训等方式来做发展性投资，使资产增值

课程回顾与总结
•运用运营模拟的知识和经验优化您组织的客户、人力资
源等无形资产的发展与管理

课程特点

•理解无形资产价值，通过实战沙盘模拟，学员将切实地
感受什么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理解无形资产和企业战略
及运营的关系

•懂得无形资产经营，结合运营模拟，学员更会学习无形
资产经营之道，知道如何让自己企业的无形资产增值，
得到“人才”与“市场”

•结合实际，优化自己的客户、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发
展与管理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在无形资产运营中的实际难点来做案
例讨论，上完课后知道具体困境如何解决

沙盘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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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小组
讨论

案例
讨论

练习

如果您企业内的经理人在面对变革时遇到下列问题 ,

您会怎么帮助他们：
•不理解变革，对变革抗拒，不愿意承担变革者的角色
•不知如何与员工沟通，无法引导员工度过变革
•面对变革想不出对策，不知道该怎么办

通过哪些方法才能让经理人在面对变革时迅速掌握以
下技能：
•理解和接受组织发起的变革，思考应对变革的策略
•主动迎接各种变革带来的挑战，推动变革
•与员工做好变革时期的沟通和协作，让员工接受变革

变革，已成为这个商业世界中的常态。作为上传下达的中
层经理人，如何理解组织发起的变革；如何准备好自己，
接受各种迎面而来的挑战；如何做好变革时期的沟通和协
作，帮助员工和其他部门共同走过风雨，迎接新的彩虹。
本课程将为学员提供变革管理的生动实践经验和实用工
具，培养管理者的变革能力，为企业带来成长的新机会，
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课程效益

•心态：知道作为变革领导者的差距，知道哪些能力需要
提升

•技能：掌握变革执行的流程、识别员工的情绪、做好转
变期的沟通

•应用：在面对变革时，能够运用变革策略，执行变革

课程纲要

迎接充满变革的世界
•认识变革对我们的影响
理解组织变革
•知道变革过程中有哪些角色，对应的职责是什么
•了解变革各阶段的工作重点
成为变革的积极推手
•识别阻碍自己积极变革的因素
•建立对变革的正确态度，推动变革
变革的执行
•掌握变革执行的流程
•知道如何创建变革管理的思维和平台
变革中的问题解决
•识别员工的抵触情绪，帮助员工度过变革
•知道如何做好转变期的沟通，让员工接受变革
我与变革
•知道变革促进者需要的核心能力

课程特点

•提供变革管理的生动实践经验和有效的工具，能够运用
在实际工作中

•通过对变革的重要步骤的梳理和认识，以及对变革核心
重点的理解，帮助学员成为变革的积极推手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实际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
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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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执行流程

八阶段飞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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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成功的变革
Leading Successful Change
成为组织变革的舵手，为企业带来成长的新机会
学员对象：希望在面对变革时，能运用变革策略，有效推动变革的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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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领导者最在乎在组织中逐步树立个人的根基。因此，对
人、对事、对其中的利害关系都琢磨得非常清楚。他会
根据情势来以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风格行动，或者获得
与某人的关系加分，又或者获得在某项任务上的好评。
周围的人开始不会察觉，时间久了发现以后会觉得受骗。
这对组织和他本人都是破坏。

上述问题暴露了领导力的深层次问题，若希望有所改善，
需要领导者对自身目前的领导行为有所认知，在动机、信
念等方面进行深度分析，意识到局限性，进而激发动力去
改变。

认识 Leadership Grid Lab

组织行为学先驱 Blake博士和Mouton博士早在 1961年
就关注了这一领导力发展问题。他们对企业里的团队过程
作了大量的研究，总结出常见及健全的领导风格，然后将
其发展成为 Leadership Grid理
论和培训课程。在课程中，学员
将自己体会各种领导风格（自己
的和他人的），最后认识到最健
全的风格是怎样的，自己应该如
何改进。

认识
认识各种领导风格及关系技巧
认识 7 种领导风格和 5 种关系技巧的行为
表现，学懂理论。

识别
识别各种领导风格在现实中的表现
识别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观察行为引起的感
受，探讨背后的动机，建立自知，促发改变意愿。

应用
应用方阵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尝试风格调整，在给定情境中尝试展示
最有效的领导行为。

如果您的领导者出现下述状况，您会怎么帮助他？
•领导者强烈地期望获得结果，直接给予员工指示，不允
许出现偏差。领导者个人很强，员工感觉被强力控制，
没有发挥空间。团队执行力提升到一定水平后难以进步，
团队成员有所成长后就离开。

•领导者非常在乎团队和谐，努力营造积极的氛围，乐于
鼓励，避免批评，像个老好人。员工感觉被善待，然而
缺少做事的干劲。团队和谐运营，很多问题被埋下，大
家都觉得团队像一壶温开水，有追求的员工会选择离开。

•领导者总是用调和的方式来管理，绩效上要求进步一点
不用多，关系上也要有点维持动作，不能太难看。员工
感觉领导者最先在乎的是安全，做事不要尽全力，分寸
上要拿捏好，随大流最安全。因此反思和创新很难开展。

•领导者不愿意对结果负责，也不愿意搅进去沟通协调，
但是人在岗位上工作还是要做，因此积极出勤，消极参
与。员工也只得小心地表现。时间久了，员工心中不满
难以压抑，于是寻找其他工作。

•领导者强烈地希望获得结果，同时也希望能获得人气。
因此，亲力亲为地给员工示范指导，不辞辛苦地给员工
输入思想，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员工的忠诚。员工感受
到家长式的关照，但这同时也是束缚。当员工希望有个
人独立的尝试时，与领导者的关系马上变得紧张，最后
受到打压。

领导方阵实验室
Leadership Grid Lab

特色!

从自身领导风格做起，培育坦诚、高效的企业文化
学员对象：希望深层次认识个人领导风格，自如展现健全领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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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 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意识到个人行为背后的驱动因
素；体会常见的和健全的领导方式，认识个人的差距，建
立个人发展目标和路径以及追求健全的领导方式的勇气

•技能： 掌握评议、询问、主张、决策、解决冲突 5种关
系技巧，发展健全的领导风格

•应用： 以健全领导方式营造信任和开放的氛围，建立起
先进的团队文化，做出更好的业绩

课程纲要

课前作业：完成领导方阵理论的选择题测试：学习Grid

理论
讲解：Grid概念简介（7种领导风格、5种关系技巧）：
认识常见和健全的领导风格及关系技巧
活动一：明确Grid概念：复习Grid理论，个人在小组中
展示领导风格
活动二：评议活动一的团队合作：意识到各自的领导风格
并思考如何改进
活动三：探寻领导风格背后的动机：剖析个人领导风格背
后的动机、信念
活动四：制定 9,9型冲突解决方案：尝试以健全的领导风
格解决冲突，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活动五：行动中的Grid方阵风格：个人再次在小组中展
示领导风格
活动六：评议活动五中的团队合作：反思各自在领导风格
上的改善程度
活动七：个人评议和反馈：获得小组成员反馈，制定个人
领导风格改进策略

课程特点

高级领导力发展方案
•本课程是深度发展领导力的手段，课程基于 50多年来
对心理学、行为学的研究，深入到价值观、个人认同
（Identity）和个人动机的层次探讨人们的行为，因此
高于一般管理技巧类培训，是继一般管理技巧类培训后，
对领导力进行深度探讨和发展的解决方案

组织文化建设方案
•一个领导者的行为表现能影响他所带领的团队文化。本
课程揭示了领导者该如何通过健全的团队规范来建立坦
诚的团队文化，它适用于建立团队和团队文化。课程中
着重探讨的诸如评议等关系技巧，正被频繁应用以支持
团队运作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可将工作情境中的问题作为案例，应用于活
动四进行演练

小组
讨论

观看
录像

角色
演练

案例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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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M U

课时：1天 Entry to Action Learning
行动学习入门特色!

解读行动学习在组织中的运用
学员对象：组织与人才发展专业人士、需要参与行动学习项目的关键人员

随着行动学习的概念在业内越来越火热，组织里的学
习发展专业人士有两类问题希望得到解答。
•行动学习到底是什么：有行动有学习，就叫行动学习？行
动学习和培训后的跟进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行动学
习是带着组织里真实的问题来寻求答案，行动学习和引导
又有什么区别呢？它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不同？

•行动学习的关键角色：行动学习教练，他是如何发挥价值
的？他的关键技能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行动学习最核心的概念和方法
论来入门，方才能了解其背后的深意和力量。

本课程旨在帮助组织及学习发展专业人士，以及需要参与
行动学习项目的关键人员初步认识、了解行动学习，并掌
握行动学习在组织内运用时的注意要点。

课程效益

•心态：初步了解和认识行动学习，意识到行动学习的核
心价值

•技能：体验和学习行动学习教练的提问技巧
•应用：掌握行动学习在组织中的运用，及基础的管理、
实践和推进方法

课程纲要

模块一   什么是行动学习
•行动学习的前世今生
•行动学习的定义
•行动学习的 4种成果：个人领导力发展、解决问题、团
队发展、组织变革

•体验行动学习的 6要素：问题、团队、教练、提问与反思、
学习、采取行动

•行动学习 6要素注意点

-问题的适切性以及解决过程
-团队的组成
-教练的角色和价值
-提问与反思的目的和规则
-学习的 3个层次：个人 -团队 -组织
-行动的重要性

•行动学习的 2个基本规则
•现场体验 1：体验一场行动学习
•反思：观察、感受、学习

模块二   行动学习中的提问力
•开放式提问 VS封闭式提问
•提问 -反思 -醒觉 -行动
•提问的三层探询模型
•小组练习：用三层探询模型提问
•现场体验 2：体验一场行动学习
•反思：流程、提问的力量、团队的能量
•讨论与分享：行动学习与培训的不同

模块三   行动学习在组织中的应用
• 组织何时采用行动学习
•主题的 7条评估标准
•行动学习项目与人才发展项目的结合

课程特点

•权威性：基于WIAL（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
国际行动学习协会的行动学习规则和理论

•实践性：融合了我们多年的行动学习项目实施经验，学
员能清晰掌握行动学习的核心要义、规避常见误区，并
在现场实践与反思中获得切身体会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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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M U

课时：4天

国际权威授证

授证机构：World Institute for Action Learning（WIAL）
国际行动学习协会，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行动学习教
练授证的专业机构，并保持全球统一的认证规范和流程，
其授证课程获 ICF国际教练联盟学分认可。通过WIAL 官方
认证的行动学习教练，其教练身份将进入WIAL 全球教练库。

为何要成为行动学习教练？

当今变化环境下，组织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行动学习
作为一种人才发展和复杂问题解决手段，将一小群人聚
焦在某个复杂问题进行探索、行动、反思、学习，从而
帮助组织在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同时，发展出一批批开
创型领导者和核心转型团队。同时，这也是个组织学习
的过程，组织旧有不适应的业务范式和领导力范式也因
此获得觉察和转变。

行动学习的方法已被众多大型跨国企业、政府机构及非盈
利组织采用。其中包括微软、谷歌、波音、IBM、亚航、
通用电气、三星、荷兰银行、西门子、诺华制药等国际知
名企业，也包括华为、中粮、中国移动、百度、腾讯、李
宁、TCL 等国内知名企业。

在行动学习开展过程中，行动学习教练带领全程，是行动
学习成功实施的关键之一。作为行动学习教练，可以协助
企业在组织中设计、实施基于行动学习的人才发展项目，
培育出能在真实、复杂、挑战的局面下，不断学习、富有
开创精神的领导团队。

成为WIAL的行动学习教练可以：
- 掌握有助于组织发展（OD）的实用教练技术

- 成为企业学习专家，帮助企业培养能面对复杂挑战、不
断学习和开创的领导团队

- 获得全球权威的行动学习教练资质，授证过程同时获得
ICF 学分认可

WIAL 行 动 学 习 教 练 第 一 等 级 CALC
（Certified Action Learning Coach）*
的认证流程是：
Step 1  上课：参加 4天行动学习授证课程 *

Step 2  项目经验：作为教练，实施 2 次 90 分钟的会议，
且至少 1 场能得出解决方案
WIAL Talk：并在WIAL Global官网上完成 5个 

     WIAL Talk

Step 3 提交论文 *：在一年内提交论文，其中包含对项目
的说明和反思

Step 4 将论文提交WIAL评审并通过，获得WIAL 颁发的
国际认证 CALC 教练资格证书

＊ WIAL 将教练分成4 个等级，分别为CALC 认证教练，PALC 专业教练，
SALC 资深教练和MALC 大师级教练。CALC 为第一等级。

＊ WIAL 于 2017 年 10 月起接受中文论文，教练们可以向WIAL 提交中
文论文。

行动学习教练授证
Action Learning Coach Certification

特色! 人气! 国际授证!

＊WIAL 行动学习教练授证课程的行政运作由 AMA China 公开课平
台支持。

学习国际权威的行动学习教练授证课程，练习、掌握专业的行动学习教练技术
学员对象：组织与人才发展专业人士、需要参与行动学习项目的关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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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题
•什么样的议题适合行动学习
•小组讨论：这些议题适合行动学习吗？
•何时该用、不该用行动学习
•选题的标准
•教练如何帮助问题陈述者 (Problem Presenter)选题

个人领导力提升
•行动学习中提升个人领导力的 3个环节
•领导力维度选择
•设定领导力的具体行为和标准
•教练对领导力提升的介入：不同的提问方式
•教练对领导力提升的介入：不同的策略
•案例分析：面对这样的成员，教练可以如何介入？

团队提升
•行动学习团队的构成
•小组讨论：如何选拔团队成员？
•团队协作的常见问题
•不同团队状况分析：互不信任、彼此冲突、假装投入、
躲避承担、不追结果

•教练对提升团队效能的介入
•小组讨论：团队挑战情景如何介入

组织学习
•觉察和改造组织旧有范式
•改造范式的难点
•案例分析：这家公司的业务范式和领导力范式如何提升？
•教练如何通过提问促进组织范式的觉察与改造

行动学习项目推广
•行动学习项目的不同阶段和相应的典型情景
•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和风险防范

课程纲要

行动学习概述
•行动学习的前世今生
•行动学习的定义
•行动学习 6 要素概述：主题、团队、教练、提问与反思、
学习、采取行动

•行动学习的规则与流程

现场看：行动学习 DEMO体验
•行动学习教练的行为与职责
•行动学习的 4种收益：问题解决、个人领导力发展、团
队发展、组织学习

•行动学习 VS 引导

提问与教练介入
•提问的力量
•不同类型的提问
•提问 7法：问处境、问看法、问做法
•行动学习教练的提问：顺序、跟进、对象、调性、质量
•教练的不同介入方法

问题的陈述
•行动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
•问题陈述的 3种情况：区分问题、目标、方案
•教练在问题陈述的介入
• 案例分析：这家公司要解决什么问题？
•好的问题陈述是什么样的

问题的重构
•案例分析：烟雾缭绕的问题
•问题重构的关键
•教练对问题重构的介入

小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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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管理者帮助下属改善行为，提升绩效时，往往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
•看到下属的局限，却不知道该如何谈，于是选择避而不谈
•下属不认为自己存在局限，即便被明确指出，也不愿承
认并改善

•下属知道自己哪里存在局限，也尝试过很多方法改善，
但收效甚微

•下属的发展因局限而停滞，让人感到十分焦急与可惜

我们希望管理者能够这样帮助下属改变：
•会探索下属的内心，敢去了解，看清问题
•能够真诚而有技巧地与下属进行教练对话，让下属能积
极主动地寻求解决方法

•敢于要求下属付诸行动，实现谈话成果

下属常常会在态度 /意愿 /行为方面产生问题，影响绩效。
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自省、沟通及反馈得以改善，有些问题
却很难解决，反复发生，即便对下属加以提醒和反馈，仍
然看不到任何改善行为。如果任其继续发生，会严重限制
下属的发展。更有甚者，下属本人也感到十分痛苦，却无
力改变。这使大多数管理者感到非常头痛，不知道该如何
帮助下属终结问题。

我们以应用管理学为背景，选择实用、简单的心理学知识，
帮助管理者们培育教练心态，不仅看到下属存在的问题，
更看清问题背后难解的模式。他们将能够把握教练时机，
以易用的教练工具，有效帮助下属看清内心限制，激发改
变意愿，充分发挥成长潜能。

领导力教练
Leadership Coach

课程效益

•心态：在帮助下属改变与提升时，由习惯给答案到愿意
多提问，激发下属对自己负责，运用潜力自己找到答案

•技能：掌握帮助下属排除情绪干扰、行为干扰、观点干
扰的对话技巧，识别自身期待与渴望的对话技巧，落实
改变行动的教练对话技巧

•应用：提升领导力，培育教练文化，获得员工的“心”，
提升员工创新能力

绩效＝潜力－干扰

订立改变目标

排除行为、情绪、
观点干扰 激发改变潜力

落实改变目标

渴望

期待

行为

观点 情绪

特色!

掌握能深入对方内心心理限制的教练历程及教练技术，引发对方转变和持续的成长
学员对象：希望深入协助他人“改变一个模式”而不仅仅是“解决一个问题”的高层管理者

▲
 扫

码
了
解
课
程
排
期

职
能
类
课
程

Functional

培
训
与
教
练
系
列

Training and C
oaching



PROGRAMS 2020学习目录 ⎢ 107

案例
讨论

课程纲要

透视教练式领导
•教练式领导在知识经济下的价值
•教练式领导的定义
•不给答案的领导方式

“Satir教练模式”的理论模型概述
•从“冰山的隐喻”看“个人成长的限制”
•案例讨论：观察成长的限制
•“Satir教练模式”的理论模型
•“教练式领导”的现场示范
•教练的心态与技巧

探索教练需求
•使用教练式领导的时机
•正向目标的设定方法
•案例讨论与练习：探索教练需求的对话

排除情绪干扰
•重新认识情绪
•识别“情绪的干扰”
•工具：同理回应
•案例讨论与练习：排除情绪干扰的对话

排除行为干扰
•识别“行为的干扰”
•工具：探索行为效果
•探索提问的心态与技巧
•案例讨论与练习：排除行为干扰的对话

排除观点干扰
•识别“观点的干扰”
•工具：论证观点
•案例讨论与练习：排除观点干扰的对话

激发潜力
•区别“期待”与“渴望”
•工具：反映行为背后的渴望、改变不切实际的期待
•案例讨论：激发潜力的对话

落实改变行动
•落实改变行动的教练对话

整合练习
•学员三人组完整教练练习与讨论

课后练习及案例研讨
•练习：课后的三人组练习
•案例讨论：一阶段后的案例讨论及心得分享

课程特点

•以 Satir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针对个人内在心
理的因素发展出突破成长限制的五种策略

•强调学习如何帮助他人“改变一个模式”，而不只是“解
决一个问题”，更深入地协助他人改变

客制化提示

•课程以心理学为基础，理论普遍适用，练习采用学员自
身案例进行演练，因此无需进行客制

•老师在课前对企业状况、企业要求及学员状态进行了解，
以便授课时引导学员谈出自己的情境及内在状态，促发
自我觉察并产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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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作为主管，你是否曾对高潜员工的以下问题感到困扰？
•自知不清晰：容易得意，也容易沮丧，工作状态不稳定
•目标不确定：容易受到外界诱惑的困扰，失去动力
•态度出问题：不能脚踏实地，高估自己的能力，与他人
合作心态不佳

•行动不积极：总是抱怨公司没有机会，有了机会却不会
抓住，或只是坐等机会

我们希望主管能够这样帮助高潜员工：
•认识自己：帮助员工了解自己的个人优势、需要发展的
地方、合适的职涯方向

•清晰目标：激发员工内心职业愿景，设定清晰的目标
•调整心态：帮助员工调整心态，更踏实积极地面对工作
•踏实行动：为员工寻找组织中的机会并与员工沟通，也
启发员工发现并抓住机会

越是有潜力的员工，绩效与贡献就越高，同时对自身和组
织的期望也越高。如何满足这类高潜员工的期望，帮助他
们稳健地发展职业生涯—这是令很多主管感到头痛的难
题。于是，令人遗憾的结果频频发生：员工感到主管不关
注自己的发展，产生隔阂，进而失去工作动力和状态，甚
至转投别家，主管因此失去了左膀右臂，员工也错过了原
本不错的工作平台。

职业发展教练
Career Coach

我们根据职业生涯循环的规律，针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几
个阶段，通过 4种对话技巧帮助主管愿意面对高潜员工
的职业发展问题，与员工进行有效对话，引导员工主动
承担自己的职业发展职责、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而
降低对员工和组织都无益的人员流动，帮助组织留住和
发展关键人才。

课程效益

•心态：开始注重高潜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敢于与员工
谈职业发展的问题

•技能：以对话方式帮助员工了解自我、清晰目标、调整
态度、把握机会并付诸行动

•应用：更多一重职业生涯规划教练的角色，帮助员工更
加认真地对待自己在组织中的职业发展，实现组织与员
工发展的双赢

员工：忐忑迷惘，寻求机会
主管：Ocean对话

员工：焦虑冲动，急于求成
主管：自我认知对话

员工：满足现状，故步自封
主管：态度对话

员工：受到诱惑，心生去意
主管：目标对话

员工
职业生涯循环

创造 成长

稳定

动荡

混乱衰落

静思

辅导职涯规划，成为职涯教练
学员对象：希望与下属开启有效对话、降低关键人才流失的中高层管理者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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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单元一 职业生涯循环的规律
•职业生涯发展的 7个阶段
•员工在每个阶段的表现及误区
•主管的做法及误区

单元二 职业生涯教练心态
•职业生涯教练的两种心态导向

- 控制导向和影响导向
•主管在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中的角色
•职业生涯教练技术的作用

单元三 成为职业生涯教练
•提供员工发展机会的对话
•提升员工自我认知的对话
•调整员工工作态度的对话
•重拾员工工作目标的对话

课程特点

•转变心态：课程帮助主管认识到自己在高潜员工职业发
展中的责任及角色，主动了解和回应高潜员工在职业发
展中的诉求

•实用工具：简单易用的对话工具，现场伙伴辅导式的对
话练习，帮助主管掌握对话技巧，开启有效对话，留住
高潜员工，增强感情联结

客制化提示

•课上练习采用学员自身案例进行演练，因此无需进行客制
•老师在课前对企业状况、企业要求及学员状态进行了解，
以便授课时引导学员谈出自己的情境及内在状态，促发
自我觉察并产生改变

小组
活动

小组
讨论

伙伴
辅导

观看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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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3天
SK M U

您的企业是否正在培养内部培训师，如果他们出现下
列问题您会怎么帮助他们：
•培训师的现场演绎平淡无奇，控场能力不足，容易被学
员的突发问题所扰乱

•培训现场的气氛总是很难被完全带动起来，培训师不知
道怎样抓住学员的注意力

•通过不少互动游戏，培训现场气氛终于热起来，但是热
闹过后，学员对到底学了什么却说不上来，更不用说转
化为行为了

做什么才能让培训师们迅速掌握培训技能
•培训时清晰自如地表达，初上讲台就能建立和谐融洽的
学习氛围

•面对学员的挑战问题也能从容应对
•会用各种引导的方式帮助学员掌握知识和技能，真正达
到培训的效果

结合成人学习理论和长期实践可行的培训理念，以及内部
资深培训师数十年的培训经验，精心设计并推出了“培训
师培训”这一精品课程。该课程兼顾课程设计的理论与应
用，培训师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培训师经过培

训后，真正实现培训师道路上的第一次飞跃。

课程效益

•心态：重新审视自己作为培训师的角色和现状，意识到
自身的优劣势，有足够的动力去完善自我

•技能：掌握建立培训师可信度的三大要素，能根据成人
学习的特点设计有效的授课方式，并掌握培训课程实施
的有效策略

•应用：保障培训目的的达成，使培训产生看得见的效果

专业培训师的成功要素
培训师的成功要素
如何成为专业培训师

培训课程的实施
生动的开场
有效的提问
恰当地回答

应对棘手的状况
有力的结尾

成人学习的理论与应用
成人学习特征

加速学习 8部曲
多样化授课方式

培训讲师的可信度
语言
声音
视觉

培训师
培训

培训师培训
Training the Trainer

人气!

上台成为讲师，学习成为专业讲师的培训技能
学员对象：希望能够根据现有教材上好课的企业初级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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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专业培训师的成功要素
•思考培训师的价值
•分析专业培训师的成功要素
•讨论如何成为专业培训师

成人学习的理论与应用
•了解成人学习的 3种感官偏好
•理解成人学习的特征
•掌握成人学习的过程
•灵活运用加速学习法“八段锦”设计课程内容
•掌握多样化授课方式

培训师的可信度
•分析培训师可信度的来源
•学会从语言、声音、视觉三方面建立培训师个人可信度
•掌握与学员建立良性互动的技巧

培训课前准备
•分析学员的现况与需求
•确认培训目的及内容
•准备培训教材教具
•培训师的基本准备与演练
•布置与安排培训现场
•培训前一天的准备
•培训前一刻的准备及缓解紧张情绪

培训实施与授课技巧
•生动的开场
•维持学员积极性及讲师最佳状态
•如何处理提问
•应付难弄的学员及棘手的情况
•有力的结尾

课程特点

•循序渐进五步走：从了解专业培训师需具备的素质、 到
建立培训师可信度、设计以学员为中心的课程、实用的
授课技巧、到培训前一天该做的准备，五个步骤，一步
一步，循序渐进

•直击难点：解答应对刺头学员、冷场、困难问题回答、
学员参与度低、课程设计不实用等培训师常见难题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内部培训师的要求、学员作为培
训师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教授
内容

角色
演练

测评小组
活动

练习小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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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担任企业培训师三年了，对于国外引进的标准课程的
讲解可以说驾轻就熟。今年，公司要求李阳把标准课程本
地化，使学员更容易学。李阳为此补充了不少知识点，还
增加了几个活动。然而，试讲的结果并不理想，学员热闹
一阵后反应平平。打开反馈表，有的说希望课程能更深刻，
有的说希望课程能更有内涵。管理层虽然认可李阳的努力，
但是觉得不少员工没有学进去，培训的目的没有达到。李
阳不解：课程知识点明确，结构也清晰，而且内容和形式
都新颖化了，结合了角色扮演，案例和活动，为什么学员
还觉得不够，学不进去？

从事企业培训的人都知道，入行后有两次飞跃，第一次是
入门，从台下走到台上，将课程顺利地演绎出来。第二次
是成熟，从演绎一门课程，到设计、推敲出自己的课程，

并最终能在授课过程中让学员有体悟、有运用。相形之下，
第一次飞跃比较容易，参加培训师培训是明智的做法；第
二次飞跃就困难多了，需要不断地摸索。有什么好方法可
以缩短这个摸索过程吗？

我们精心设计了“高阶培训师培训”课程，针对如何帮助
培训师实现第二次飞跃，排开基本的展示技巧或培训理论，
从引导式的培训方式入手，深入探讨如何在培训的每个环
节中关注学员在意愿、认知及行为上的转变，提升培训效果。

课程内容由 4个核心模块组成，汇集了高级培训技巧：

成为引导式培训师

Define
定义学习差距

Design
引导式教学设计

Deliver
引导式的授课技巧

•需要学员发生改变，是“推”还是“拉”？
•了解不同情况下所需的引导速度及引导过程。

•基于企业需求，发现行为差距。
•细化行为差距这一冰山下意愿、认知及技能方面的原因，提升培
训方向的“准度”。

•应用“八段锦”设计课程环节。
•体会对于不同情况的学员，每个设计环节若运用不同引导程度所
产生的不同效果，使课程更加丝丝入扣，联结学员。

•掌握教学过程中 3类引导方式：参与引导、过程引导、深度引导。
• 促使学员在过程中能加深体悟、建立新认知、获得新技能。

01

02

03

04

高阶培训师培训
Advanced Training the Trainer

特色!

课时：3天
SK M U

成为资深讲师，学习“以学员为中心”的授课和引导技能
学员对象：有 3年以上培训经验的企业培训师、有授课经验的内部中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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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
录像

小组
讨论

练习 案例
讨论

角色
演练

小组
活动

课程效益

•心态：走出案例 /演练 /录像 /游戏的简单罗列，精心设
计有针对性的学习过程，课前胸有成竹，课上挥洒自如

•技能：走出形式化的培训需求分析和固化的课堂模式，
能根据学员现场情况，选择不同的引导程度及引导技巧，
巧妙处理来自学员的各种挑战，演绎设计内容和结构，
体现设计精神，达成培训目的

•应用：找到企业培训的关键点，促进员工岗位能力和绩

效的提升，帮助企业达成战略目标

课程纲要

专业培训师的要件

成为引导式的培训师
•明确高阶培训师养成的关键成功要素
•了解引导的不同程度及在培训中的作用
•了解引导式培训各步骤：Define, Design, Deliver

Define: 定义学习差距
•确定培训需求，明确行为差距
•通过拆解行为改变背后的不同层次分析学习差距
•掌握学习差距分析的步骤
•通过有质量的提问提升内功

Design: 引导式教学设计
•掌握加速学习法
•学习培训材料的整体编排
•设计各环节的不同引导程度

Deliver: 引导式的授课技巧
•了解授课中的 3类引导：参与引导、过程引导、深度
引导

•掌握参与引导的技巧
•掌握过程引导的技巧
•掌握深度引导的技巧

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课程特点

•从 2004年开课至今，我们的高阶培训师培训已在业内
获得认可。每场，学员都普遍反映该课程能帮助他们悟
通许多困惑，学习到精炼的授课技巧，甚至有些学员提
前半年便预定该课程

•课程中，企业培训师能掌握一系列实操工具：从学习差
距分析等需求界定的方法，到“八段锦”这一课程设计
的工具，再到现场引导技巧，贯穿整个培训过程的始终

•小班教学保障了每位学员练习的强度和针对性，学员有
机会讲授自己设计的课程，讲师分别就课程设计和授课
技巧进行点评。在掌握工具和方法后，学员可以修改自
己的课程设计重新授课，接受讲师和其他学员的反馈，
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具体情
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培训师的要求、学员在培训师培
训中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教授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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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在设计课程时，培训部门通常会遇到这些烦恼：
•课程相关材料一大堆，各有各的套路，不知道怎么取用
•市面上的课程内容不能完全满足培训需求，自己创造内
容又无从下手

•跟着设计流程填写各种表单，过程繁复，出来的东西枯
燥无味

•怎样让课程更有趣，更好学也更好教

本课程把课程设计人员从各种条条框框里解脱出来，体会
课程设计的本质，培育设计师的掌控力和创造力。课程将
讲授如何以学员为中心进行课程设计，定义学习需求，打
造知识点，设计案例讨论和角色演练，最后得出能激发学

员学习兴趣的活力课程。

课程纲要

第一单元  体会设计的活力
•对比两段课程设计
•体会“套”和“创”的差别

第二单元  定义学习需求
•什么是学习需求

- 模拟练习：定义学习需求
- 定义学习需求的 ABCD+MASK框架

•如何通过访谈得出学习需求
- 从 ABCD+MASK框架转化出访谈脉络
- 访谈技术：聚焦、具体化、同理、挑战
- 访谈模拟练习

•如何通过问卷得出学习需求
- 从 ABCD+MASK框架转化出访谈脉络
- 问卷与访谈的配合使用

第三单元  打造知识点
•打造知识点的常见问题
•从 ABCD+MASK中导出知识点
•呈现知识点的可用手法
•呈现知识点练习

活力课程设计
Live Course Design

特色! 新课!

培育课程设计师的掌控力和创造力，设计出能激发学员学习兴趣的活力课程
学员对象：希望能够抓住课程设计本质，从“套”走向“创”的课程设计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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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
录像

小组
讨论

练习 案例
讨论

小组
活动

第四单元  设计练习
•设计角色扮演

- 分析有问题的角色扮演
- 从 ABCD+MASK框架中导出内容
- 角色扮演设计练习

•设计作业练习
- 三种作业练习方式：选择题、问答题、模拟作业练习题
- 从 ABCD+MASK框架中导出内容

第五单元 设计案例讨论
•案例讨论中的常见问题
•从 ABCD+MASK框架中导出内容
•案例讨论设计练习

第六单元 设计课程架构
•体会学员的心路历程
•课程架构套路：开门—输入—活动—关门

课程特点

•只讲干货：舍弃厚重的理论，精讲实用的技术
•即学即练：每个环节都有模拟练习，帮助学员掌握设计
方法，培养设计感觉

•活力体验：这个课程本身就充满活力，让学员边玩边学，
回去以后可以复制

客制化提示

•练习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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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说：全世界有 50%的白领工作由项
目管理完成。项目管理涉及的范围日益广泛，研发一项新产
品、开发一批新客户、启动一个新市场……越来越多的跨国
企业引入项目管理，将其作为提高企业运作效率的解决方
案，认为企业的成功在于有效推行项目管理。
 

但是在实际运作中，项目管理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
•项目需求与工作范围不明确
•资源不够，预算不足，时间太短
•项目进度总是落后，不确定性高

成功的项目管理应该是这样的：
•在启动阶段，能明确需求、制定恰当的项目策略
•在计划阶段，能运用有力的工具合理安排进度、进行成
本估算和任务分解，能与项目相关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

•在执行阶段，能集中推动项目进程，保证项目成果的交付

本课程将带您开启成功项目管理的大门。

项目启动 项目执行

项目控制 项目终结

项目计划

•管理期望值
•确认需求
•统一目标标准
•明确约束条件

•确立项目范围
•分解工作任务
•分析任务关系
•估计资源状况  
•计算关键路径
•制定项目进度
•平衡资源负荷
•制定项目预算  

•详细计划及明确分工
•检查项目进展
•关键路径管理
• TCQR管理  
•里程碑管理

•产品正式验收  
•合同彻底终止
•项目信息归档
•总结经验教训

职
能
类
课
程

Functional

项
目
管
理
系
列

Project M
anagem

ent 课时：2天
SK M U

项目管理：原理与技巧
Project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人气!

详解项目各环节“事务面”的风险和核心动作，提升项目计划与执行能力
学员对象：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成员

•项目沟通计划
•项目状况报告
•偏差处理方法
•项目变更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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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 知道项目管理要从何入手，认识到“明确需求”
和“先订策略”的重要性，不盲目乱做

•技能： 掌握项目各阶段的管理重点、实施流程与关键节
点，学会运用项目章程、工作细分结构、甘特图、沟通
管理计划、偏差处理等基础工具和方法，提高项目管理
的效率与效果

•应用： 推动项目的顺利向前，节约项目成本，提高企业
运作效率

课程纲要

项目与项目管理
•理解什么是项目和项目管理
•明确项目管理的成功因素
•掌握项目管理的生命周期与项目管理进程

项目的过程
•项目启动

-明确项目启动阶段的工作重点
-学习如何有效管理各方的期望值、统一目标和标准、
明确约束条件

-制作项目建议书与项目合约
-组建项目团队，召开成功的项目启动会议

项目计划
•根据项目章程，定义并确认项目范围，制定项目范围说
明书
-学会用工作细分结构（WBS）分解工作任务
-通过分析依赖关系及时间因素，制定项目进度甘特图 /

里程碑图
- 平衡人力资源状况
-估算项目成本
-完善项目行动的各种辅助计划，如质量 /风险 /沟通
管理计划等

- 编制项目计划书

•项目执行与控制 
-明确项目执行与控制阶段的管理要点
-掌握项目执行过程中沟通汇报的重点与方式
-学习处理项目偏差的四种方法
-知道在何时做项目变更，以及如何管理项目变更

•项目终结
- 验收和终结项目
- 分析项目成败
- 制作项目结项报告，归档项目文件

课程特点

•本课程针对项目管理事务层面的技巧，包含项目管理中
的实用方法，帮助解决项目管理中的种种事务问题

•注重实战，课中的知识点、工具都是为了学员工作中的
运用，因此不只停留在教会学员项目管理中的各个工具
“是什么”，还教会他们“什么时候”用，“怎么用”，
“为什么”这样用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实际项目情境来练习，上完课
后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项目管理的要求、学员作为项目
管理者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教
授内容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练习 角色
演练

小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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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项目管理：项目领导力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Leadership

如果您公司的项目经理面临这些问题，您会如何帮助
他们：
•项目团队成员的差异较大，不知道如何激发团队的合作
•跨部门的沟通协调不容易，时间和效果都比较难控制和
把握

•不知该如何合理安排资源，协调各方的期望值和要求，
保证项目目标的实现符合预期

想要成功完成复杂而重要的项目，项目经理对内要像个领
导者，获得项目成员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对外则像个外交
官，协商、澄清、争取资源。这都要求项目经理不仅对项
目的安排、进度有整体把控（事务面），更需要能聚集人
心、联合各方（人际面）。

本
课程即针对项目管理的人际面技巧，覆盖项目管理中的人
际面难点，系统提升项目经理领导力。

项目启动 项目执行

项目控制 项目终结

项目计划

•发挥影响力， 
获得支持

•确认委托人与客
户的需求

•分析所有利益相
关人

•评估政治环境
•组建项目团队
•召开项目启动会

•参与式管理：
项目成员共同
计划

•有效分派任务
•完善沟通计划
•双赢谈判以获
得资源

•建立沟通系统
•问题提升管理
•项目变更管理
•处理人际面困难  
•激励性反馈

•与委托人 /客户交接
•团队内部总结

详解项目各环节“人际面”的技巧和难点，使项目经理更能凝聚人心、联合各方
学员对象：项目负责人和与其配合的职能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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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练习 角色
演练

测评

课程效益

•心态：了解项目管理的特性，与其带给项目领导者的挑战
•技能：掌握领导项目利益相关者所需要的软技能，运用
有效沟通的技巧，协调项目进程中的各项资源，创建一
支稳步有序、具有凝聚力的项目团队，营造一种相互协
作的工作氛围

•应用：在团队 /组织内打造流畅的管理，提高客户满意度

课程纲要

项目管理与团队发展
•理解项目的特性和项目管理的难点 

•了解项目管理与传统管理的区别 

•知道项目经理应具备的人际关系技能 

•了解项目团队的发展过程及此过程中项目经理的角色

启动阶段
•明确项目启动阶段的任务
•学习如何增加项目中的非职权影响力，获得支持 

•掌握项目中的有效沟通：确认委托人与客户需求
•分析所有利益相关人 

•学习如何积极行动，扩大对项目有利的影响因素
•掌握组建成功的项目团队需要考虑到的方方面面

计划阶段
•明确项目计划阶段的任务
•运用参与式管理，邀请项目成员共同计划
•建立项目的沟通系统，完善沟通计划
•学会在不同时机处理冲突的五种模式
•学习通过双赢谈判来获取资源 

执行 /控制阶段
•项目的控制

-通过沟通系统，定期收集信息，检查差距
-建立问题提升步骤管理 

-建立项目变更管理的步骤 

•学习处理项目人际面管理的困难情境
•掌握激励性的反馈技巧

终结阶段
•与委托人 /客户的交接
•团队内部的总结

课程特点

•针对项目管理的人际面技巧，涵盖项目管理中的各种人
际面难点，系统提升项目经理领导力

•教会项目经理充分利用非职权的影响力来带领项目团队
•以真实项目录像贯穿全课程，认识项目经理的辛酸不易，
观摩领导力的实践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实际项目情境来练习，上完
课后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项目管理的要求、学员作为项目
管理者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教
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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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1天
SK M U

Cayenne：项目领导力沙盘模拟
Cayenne: Project Leadership Simulation

沙盘! 新课!

帮助项目参与者在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实现结果和业务价值最大化
学员对象：项目所有参与者（用户、委托人、项目管理团队等），和与其配合的职能部门经理、骨干员工、储备干部

项目经理的挑战是如何在时限内、预算内完成项目任
务，并尽可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人的需求，追求商业
价值最大化。但据统计显示，只有 16%的项目能按计
划在时间内、预算内完成，各种变化和变更可谓是项
目管理的常态。项目总是时间紧、任务重、资源少，
当各种问题、冲突、意外发生时，应该如何处理呢？
•领导的期望很高，但各方对项目的需求没有共识
•项目起初在规划时间时还比较乐观，进行了一段时间后
看起来好像要延迟了

•项目的阶段性工作是完成了，但是结果却不如预期
•项目临近尾声，客户却突然改变要求
•项目团队成员工作超负荷

本课程将项目中常见的 30种问题和挑战，通过沙盘模拟
的方式，让学员在一天的课程体验中密集锻炼对项目资源
的应用能力，快速提高项目领导力。若参与的学员为同一
项目团队，这也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团队建设活动，能
激励项目组成员，激发团队的凝聚与热情，加深对项目成
功关键因素的理解，使他们能更好地做准备，有能力全身
心投入到未来项目中。

课程效益

•心态：知道项目管理的成功因素以及不同阶段的工作重
点和重要性，建立项目操盘手的心态

•技能：学习如何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明确问题的优先级，
并有效分配资源，实现项目商业价值最大化，做对的事
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平衡时间、费用、结果的三角
关系，提升应对问题的处理效率；提高对问题及其影响
的策略思考能力、模拟不同问题的各种可能处理方式，
开拓思路；学习如何管理不同的利益相关人，能有效满
足各方利益相关人、且借力使力；增强项目把控感，提
升项目领导力

•应用：看见项目管理各阶段和全局，深刻体验到不仅要
管理事务，更要能管理领导、委托人、客户、项目团队
等各方利益相关人，使项目价值最大化，从而在实操中
更有整体感地去带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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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基本概念介绍
•项目成功的定义
•项目的约束条件：时间、费用、结果的三角关系
•项目的利益相关人

沙盘模拟：项目的六阶段过程
•介绍沙盘模拟的项目背景
•每个阶段都会有 5个问题或挑战发生，小组要共同分析
问题、讨论对策、分配资源

•在小组决策后，计算各小组的选择对时间、预算、商业
价值的影响

•比较各组不同的选择所产生的时间、预算、商业价值的
结果

•分析各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对各方利益相关人的支持度与
信任度的影响

•连结学员实际工作中的类似案例，分享过去的做法，集
思广益、讨论未来可能做法

•总结这一阶段的项目管理的关键点
•项目走完六个阶段交付后，比较各组项目的最终结果和
成绩，复盘回顾，找出关键点，改进和提升

课程特点

• 本课程将项目中常见的管理问题和挑战，设计成沙盘场
景；考虑不同利益相关人的需求，排定问题处理的优先
级，将管理原则应用的结果和影响转化成能以时间、费
用、满意度等量化指标来进行评估，相当实用且有趣，
课程形式非常特殊

• 加上我们已获好评的两门项目管理课程，能更大范围满
足客户的不同需求。“项目管理：原理与技巧”课程：
学习项目管理的基本工具，例如：计划表、工作分解、
甘特图等；“项目管理：项目领导力”课程：能更好地
理解及影响委托人的需求、激励项目团队、与成员有效
的沟通、以协商化解冲突。“Cayenne:项目领导力沙
盘模拟”课程帮助学员从全局体验项目各类挑战和难点，
整合所学，提升项目整体操盘实力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学员带着项目管理上的实际难点来做讨论，
上完课后就知道具体困境如何解决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沙盘
模拟



122 ⎢ PROGRAMS 2020 学习目录

课时：2天
SK M U

双赢谈判技巧
Negotiating to Win

1.双赢谈判的目的

5.行动计划

2.谈判决策与对策
3.谈判的实施过程
4.谈判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达成双赢目标，与客户维持长期双赢关系

谈判之道

谈判之术

谈判行动

如果您企业内的谈判人员在谈判时出现下列问题，您
会怎么帮助他们：
•谈判的氛围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处于僵持状态
•想要和对方达成协议，又担心还有后招，迟迟下不了决定，
错失良机

•有时处于强势，有时处于弱势，一味地强势或弱势，短
期成交了，那长期合作呢？

通过哪些方法能让谈判人员迅速掌握以下谈判技能：
•用积极的心态对待谈判
•谈判前能做好功课，知己知彼，做到有备而来
•谈判过程中，能从容地应对对手的施压和计策，随心而动
•能及时抓住关键时刻和机会，尽量促成成交
•谈判时，要注重平衡长期利益和关系，不因短期利益而
因小失大

其实谈判人员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准备和谈判时机的把握，
其次是谈判技巧的熟练运用。本课程就是讲解谈判人员的
“道”和“术”。“道”是在谈判时明确谈判的目的，把
握谈判时机、洞察对方的心理。“术”是掌握谈判的过程
和核心环节，为谈判做充分的准备，过程中能灵活运用谈
判计策和对策，知己知彼，才能在谈判的战场上挥洒自如，
得到双赢。

掌握谈判的基本心态、过程和技巧
学员对象：谈判经验较少，希望能应对常规谈判情境的一线员工、一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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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分析自己在谈判上的优劣势，找到差距，主动改善
•技能：掌握谈判计策和对策、谈判的四阶段、成交技巧、
制定谈判计划的步骤和工具，调整谈判风格

•应用：达成合同协议的同时与对方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课程纲要

第一单元 谈判的基本概念
•了解谈判的内容、时机和目的

第二单元 双赢谈判的本质
•区别立场式谈判与双赢谈判
•区别立场 Position、利益 Interest与需求Need（PIN）

第三单元 了解谈判过程
•知道谈判的 4个阶段
•了解谈判过程会遇到的障碍
•掌握各阶段关键技巧

第四单元 谈判计划、技巧与执行
•掌握制订谈判计划的步骤
•掌握制订谈判计划的工具
•了解团队谈判的技巧及注意点
•掌握谈判的计策与对策

课程特点

•建立“双赢”谈判心态：强调谈判的目的是双赢，而非
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单向胜利，建立正面的谈判开
端，才能既获得短期的利益也得到长期的合作关系

•强化谈判信心：不仅让学员掌握谈判技巧，更能把握自
身角色，敢于掌控谈判局势，反守为攻 、因时制宜

•系统的谈判技巧：谈判者的常用计策和谈判步骤，掌握
简单实用的谈判工具和方法，根据不同的谈判对象及
情境选择适合的谈判计策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实际谈判情境来练习，上完
课后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小组
讨论

练习角色
演练

测评案例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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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美国谈判学会会长杰勒德 ∙尼尔伦伯格曾经说过：谈判有
道，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谈判是实力与智慧
的较量、学识与口才的较量、魅力与演技的较量。谈判有
道，谈判能力也可以通过修炼和培训来获得。

企业活动需要与人打交道，商务谈判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
项管理技能。人们总结出一个规律，有经验的谈判者相比
于新手可以为公司提高 (或节省 )约10%的卖价 (或买价 )。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这一水平的收益率仍旧相当
可观。正因为如此，工商界的成功人士通常都是谈判和沟
通的高手，杰出的商界领袖们更是拥有许多驾驭谈判的非
凡本领，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

向跨部门同事寻求额外协助，很多经理人认为这类情况应
该用说服，全然没有意识到，因为部门利益不同，也需要
运用谈判，只是场合不那么正式。这种无意识往往会造成
他们准备不足，没有清楚了解其他部门的需求，双方因此
心生嫌隙。职场高手会有效利用茶水间、走廊这些场合，
通过谈判轻松达成目的，增强双方关系。

正向谈判：高手的修炼
Positive Negotiation: Practice for Mastery

1

2

3

4

5

决定要不要谈判

需求 /筹码分析

总体策略规划

策略分析及执行 谈判阶段

谈判风格

预备
开始
探索
结束

推
拉
转移

正式 /非正式谈判

谈
判
规
划

谈
判
执
行

在实际工作中，您有没有遇到以下困扰：
•销售谈判感觉达成期望的合同条款及金额很难
•采购谈判觉得供应商越来越难对付
•公司重组兼并时需要在给定时限里达成谈判目标
•跨部门合作出现内耗性竞争时，希望达成关系好、结果好、
效率高的协议

•很有经验，但如何表现得更艺术、更智慧、更能展现个
人魅力

•茶水间、电梯里，一场非正式谈判一旦失败，部门间关
系陷入僵局

本课程将带您开启成功谈判的大门：

特色!

晋升为谈判高手，应对内外棘手的谈判情境
学员对象：有 3-5年谈判经验，希望系统完善谈判经验、更上一层楼的中层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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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重新审视自己作为谈判者的现状，意识到自身的
优劣势，有足够动力去完善自我

•技能：能熟练进行需求筹码分析并使用不同谈判风格、
管理不同谈判阶段和谈判总体策略

•应用：短时间促成协议，达成金额，有效增强双方关系，
减少不必要的让步

课程纲要

了解谈判的需求 /筹码分析
•我方：需求 /筹码分析
•对方：需求 /筹码分析

了解谈判的不同风格
•谈判风格技巧 (说服、讲明期望、交换、倾听、施压、脱离、
寻找共同点、询问、自我表白、回避 )

了解谈判的不同阶段及关键任务
•预备阶段：营造积极氛围 /对议事日程达成一致
•开始阶段：清晰陈述开始立场 /澄清检验对方立场
•探索阶段：识别潜在需求 /找出备选筹码
•结束阶段：匹配筹码和需求

了解谈判的总体策略GTO
•总体策略 1：高信任度 /加强关系情境
•总体策略 2：低信任度 /加强关系情境
•总体策略 3：高信任度 /保持关系情境
•总体策略 4：低信任度 /保持关系情境

课程特点

•录像回放的授课方式：课上情境演练时的全程录像、小
组成员针对录像回放观察到的具体行为后的反馈，使学
员直观了解谈判的效果，在行为层面发生改变

•系统的谈判知识点梳理：从谈判前的谋略布局、谈判中
的精准话术、到如何结合话术谋略攻克四个谈判阶段，
PNP（Positive Negotiation Program）逐一击破，系
统全面

•实用的谈判策略（GTO）工具：根据情境及对双方关系
的期望，有针对性地采取谈判策略

•提供非正式谈判解决方案：帮助学员轻松应对跨部门间
非正式谈判，有效增强双方关系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实际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
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小组
讨论

录像
回放

案例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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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如果您企业内的销售管理者出现下列问题您会怎么帮
助他们？
•单兵作战能力强，总是冲在一线打单
•做销售预测凭经验，有些甚至不做销售预测
•不知道如何分析客户，制定作战计划
•与销售人员回顾销售状况时，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回顾，
不知道如何分析客户作战法，不能提供帮助

通过哪些方法才能让销售管理者迅速掌握以下技能？
•分析目标客户群和市场，知道销售重心在哪里，做好销
售预测，提高市场覆盖率

•做好日常管理，定期回顾销售进度，以保证销售工作顺
利开展

•管理好销售人员，辅导销售人员提升销售技巧，激发潜能，
提升能力

做好销售管理者的关键是能准确地做出作战计划和销售预
测、创造业绩、提拔人员。本课程就是通过学习制定销售
计划的步骤和方法，做好准确的销售预测，有方向性地开
拓新客户和管理重点客户。知道定期与销售人员回顾哪些
内容来推进销售进度，创造好的业绩。知道如何针对不同
的销售人员进行辅导，激励人员成长。 

如何打败竞争对手？

作战计划

部队进退有序吗？

战场主控

人员积极性如何？
人员的能力如何？

发挥战力

作战人员是否持续有
效执行或成长？

持续后果

建立销售管理系统

销售管理：系统与方法
Sales Management : System and Methods
从设定目标到带领团队，保证销售团队有秩序、有能力、有绩效
学员对象：销售主管、经理等一线销售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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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自己作为销售管理者在做销售预测、创造
业绩和提拔人员上的差距是什么，知道重点需要在哪些
方面提升

•技能：制定销售作战计划、开拓新客户、管理重点客户、
情境领导的运用准则、辅导销售人员成长

•应用：提高销售队伍的整体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创造
销售业绩的成长

课程纲要

追求卓越管理
•了解销售管理者的挑战和追求
•知道销售管理者的角色和职责
•了解销售管理者的角色误区和正确定位

制定销售计划
•掌握 5步目标计划法，制定销售计划

-确定 SMART目标
-明确差距
-做因果分析的脑力激荡
-选择高投入产出的“因”深入分析
-根据 5W2H制定行动计划

•了解作战计划的组成要素和工具
•根据优先次序安排工作

提高销售业绩
•知道如何提高市场覆盖面

-有效率地开拓（准）新客户
-做好（准）客户管理

•知道如何提高竞争获胜力
-增加营销的竞争力
-提升人员的销售力

发挥销售人力
•了解人力发挥的 4种挑战，灵活应对
•掌握情境领导的运用准则，根据销售人员的不同调整领
导类型

辅导人员成长
•知道销售教导目标与特性，设定合适的教导目标
•制定培育计划，和销售人员进行有效面谈

课程特点

•针对性强：为销售管理者量身定制，根据销售管理者经
常遇到的难点展开

•内容丰富：帮助销售管理者从销售预测、创造业绩、提
拔人员三大方面提升管理技巧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实际销售管理情境来练习，
上完课后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角色
演练

小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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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确立单一销售标的

分析客户

分析购买角色

分析应对方式

分析机会 /威胁

确定当前销售的位置

设计位置转移策略

制定行动计划

理
想
客
户
轮
廓

复杂销售
NO

YES

大客户销售图

大客户销售策略
Key Account Selling Strategies

如果您企业内的销售人员出现下列问题您会怎么帮助
他们？
•非常勤快，可面对大客户时，却总是感觉有劲使不上，
无功而返

•客户、市场、竞争对手等外部环境变化了，销售策略不
改变，拿不下单

•面对复杂的销售局面，找不到客户的关键决策者

通过哪些方法才能让销售人员迅速掌握以下销售技能？
•在面对复杂的销售过程中，能够识别关键的购买影响者
并采取有效对策

•知道销售的过程，能发现外部环境变化，能够针对不同
的情况，找到适合的销售策略

大客户销售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关键客户和他们的需求，
根据客户、竞争对手、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本课程讲解大客户销售的各个环节，重点讲解如何找到
客户的关键人物，学习如何赢得大客户的销售策略组合。
同时通过扮演竞争双方展开激烈博弈，体验大客户销售
的妙用，切身掌握如何处理大客户需求的种种技巧，以
取得最终胜利。

提升大客户销售策略，深挖大客户潜力
学员对象：要处理复杂大客户（大单）的销售人员、资深销售人员、销售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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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效益

•心态：知道好的大客户销售所需要的技能，意识到自己
的差距，愿意提升

•技能：掌握成功大客户销售的步骤、制订有针对性的销
售计划、识别最关键的购买影响者、确定当前销售位置、
转移销售策略、SWOT分析

•应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提升大客户的忠诚度，提高

销售额

课程纲要

大客户销售策略的概述
•了解策略性销售的意义
•掌握成功大客户销售的步骤

-拟定销售目标
-分析客户关系
-评估客户需要
-确定销售位置
-设计转移策略
-执行行动方案

大客户销售的切入点
•明确销售目标和单一销售标的
•知道哪些是影响销售目标实现的变数
•了解红绿灯原理，分析销售中的威胁和机会

客户关系分析与需要评估
•知道购买影响者的 4个角色
•了解针对购买影响者 4个角色的应对模式
•分析购买者的个人需求与组织需求，找到应对方法
•分析优势和劣势

销售位置与策略转移
•观局：确定当前销售位置
•布局：转移销售策略

- SWOT分析与竞争应对战术

设计销售位置转移策略的行动计划

课程特点

•逻辑完整，运用大客户销售的模型帮助销售人员理清思路
•实操性强，有完整的销售流程步骤，可以直接用于工作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销售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
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练习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角色
演练

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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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企业中，管理者在解决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下列情况，您会怎么帮助他们：

面对上述情况，通过哪些方法才能让销售人员迅速掌
握以下技能：
•面对难缠的客户，屡次碰壁后，依然拥有积极的心态
•有熟练的销售技巧，能处理客户的各种状况
•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能长期稳定地合作

在销售过程中首先是要能掌握客户的购买心路历程，根据
客户的心路历程配合相应的销售技巧和动作，客户更愿意
接受，也乐于成交。本课程的重点是展示客户的心路历程，
知道如何专注于客户的言行和心理变化，如何在销售的每
个阶段都能获得客户的默许，稳步推进到下一阶段，最后
取得客户共识，赢得客户的信任。同时能够根据言行和心
理变化，熟练组合应用销售技巧，做到一举一动都专业有效。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卓越销售人员所具备的能力，认识自己在
销售方面的不足，愿意主动提升

•技能：掌握三个要素（专注、信任、默许）；五个动作（结
交、鼓励、询问、展示、查证）；六个过程（拜访前准备、
开场白、探索需求、提出建议、缔结、处理异议）

•应用：增加客户购买的意愿度，加速达成协议，提高业绩

Influence-based Selling
影响式销售

三个要素

专注 默许

准备

查证

展示

询问

鼓励

结交开场白

探索需求

提出提议

缔结

信任

五个动作
销售的六大过程

处
理
异
议

系统掌握专业销售人员一对一顺利影响客户的心法、动作及流程
学员对象：一线销售人员和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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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单元一 专业销售人员的基本功
•知道销售人员的角色和使命
•了解普通、良好和卓越销售人员的区别

单元二 影响式销售三个要素
•掌握客户购买心路历程
•掌握专注、默许、信任三要素

-专注于客户的言行和心理变化
-在销售的每个阶段都获得客户的默许，稳步推进到下
   一阶段
-取得客户共识，赢得客户的信任

单元三 影响式销售的五个动作
•结交：与客户建立交流氛围
•鼓励：促使客户开放胸襟、投入交流
•询问：运用开放式、封闭式、半封闭式问题询问客户的
需求

•展示：展示能力，建立客户信心与信任
•查证：确认在该阶段与客户是否达成共识

单元四 专业销售的六大过程
•拜访前准备

-如何做好平时的准备
-掌握拜访前准备的步骤

•做好开场白
-了解开场白的目的
-知道常用的开场白方法

•探索客户需求
-了解需求的定义：现状与理想状态间的差距
-掌握 SPIN询问技巧

Situation背景问题：收集事实、信息及背景数据
Problem难点问题：询问客户面临的问题、困难、不满，
寻找产品所能解决的问题 

Implication暗示问题：询问客户难点、困难、不满
的结果和影响，把潜在的问题扩大化
Need Pay-off效益问题：询问提议的对策的价值、
重要性和意义

•运用 FAB提出自己的建议
- Feature特征
- Advantage优点
- Benefit益处

•缔结
-了解缔结的时机
-掌握缔结的步骤和技巧

•处理异议
-知道常见异议类型：疑虑、误解、实际缺点
-掌握处理异议的步骤和方式

课程特点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知其然：课程系统讲解专业销售人员的必备动作和过
程，有原则、有方法、有技巧

-知其所以然：同时讲解为何需要依照上述动作和过程
进行销售，因为销售的关键是把握客户的心理状态并
加以影响，影响成功，则销售成功，所以把握心态是
销售成功的秘诀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销售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
知道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销售人员的要求、学员在销售心
态和技巧上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
程教授内容。

练习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角色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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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如果您企业内经理人出现下列问题，您会怎么帮助
他们？
•销售人员看到竞争对手降价或促销，就要求公司也降价
和促销，以缓解他们的短期压力，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可
能会拉低产品在老顾客心里的形象，造成老顾客流失

•销售人员对销售新产品不积极，觉得难度大，好处不多，
他们不知道现有产品的生命周期已经接近顶峰，公司需
要培育下一个产品

•客户服务人员抱怨公司规定的服务流程和服务规格要求
太高，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服务是公司赢过竞争对手的一
个重要方面

•技术开发人员不满：他们的很多产品创意得不到支持。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市场部说没有足够的需求

通过哪些方法才能让经理人迅速掌握以下技能：
•理解和支持公司的营销策略和活动，维护公司的品牌
定位

•知道公司品牌定位，在执行中持续强化，让客户认可
•分析竞争对手的市场战略，知道如何回击，赢得对方
的客户

营销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过程，它需要选定明确的定位，让
执行与定位一致，再加上能根据竞争状况随时调整战术，
才能获得品牌的成功。为了帮助非市场人员理解营销，理
解品牌的经营，我们设计了“1天模拟经营 +1天理论学
习与实践”的培训课程：用一天时间让学员在模拟市场自
己动手经营自己的品牌，相互间展开竞争，从而体验市场
的决胜法则；用另一天时间系统学习营销的概念和工具，
然后从市场分析开始，一步步做出自己公司的产品定位和
4P营销策略，由此理解公司的营销战略与品牌定位。在
整个学习过程中，帮助学员理解自己公司的品牌经营，并
且看到自己可以或者应该怎样发挥积极的作用。

选择
目标客户

制定
年度计划

创造
品牌定位

分析
客户需求

品牌
策略

价格
策略

促销
策略

渠道
策略

分析
竞争对手

市场 1-2-3
Marketing 1-2-3

沙盘!

用沙盘体验协助非市场人员理解营销和品牌经营
学员对象：希望了解营销和市场策略以做出更佳决策的非市场人员

▲
 扫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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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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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排
期

职
能
类
课
程

Functional

营
销
系
列

M
arketing



PROGRAMS 2020学习目录 ⎢ 133

课程效益

•心态：意识到自己在营销思维和市场营销策略方面有哪
些差距，知道自己重点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

•技能：掌握区分市场、选择目标客户群、组合运用 4P

营销策略、制定营销计划的流程和工具
•应用：将市场营销策略落实到各部门运作中，提高团队
对市场营销策略的执行力，以冲出市场竞争及赢得客户

课程纲要

市场营销的意义
•知道市场营销的目的
•知道市场营销与销售的区别
•掌握市场营销流程

市场营销实战模拟
•体验完整的市场营销流程与市场竞争
•能够做出各种决策：占领什么市场，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和服务，建立什么品牌形象，如何定价，如何宣传自己，
如何分配费用

•体会如何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与竞争对手交手

制定市场定位
•知道如何区隔市场，选择目标客户群
•了解目标客户群，找出有利可图的客户需求
•了解竞争环境，确立竞争对手
•找到品牌的利益和支持点，创造价值和差异化的产品
定位

•根据品牌定位，组合运用 4P营销策略

制定营销计划
•掌握制定营销计划的流程 

•掌握制定营销计划的工具

课程特点

本课程既让学员得到市场竞争的亲身体验，又让学员学到
营销的思维方法和工具。学员回到企业里，将能更好地理
解和支持企业的营销战略和活动。
•让学员学到概念、方法和工具，对营销有理性认识
•用沙盘让学员有机会立刻尝试，看自己能不能在竞争中生
存下来

•上述体验过程让学员能够把各种概念、工具融会贯通
•这样理性加感性的认知，将使学员对营销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有深入认识，从而乐意支持营销工作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情境来练习，上完课后知道
具体情境如何处理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练习 沙盘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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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2天
SK M U

课程效益

•心态：强化市场营销的策略思维
•技能：

-理解市场营销—运用竞争战略矩阵规划与选择市场
竞争战略

-分析市场区隔—掌握市场区隔的切割条件、市场区
隔的步骤、市场区隔的评估因素、选择目标市场、决
定优先顺序的方法

-明确市场定位—掌握成功差异化定位的钻石模型，
制作定位说明书，掌握从市场区隔到差异化定位的市
场竞争战略思考方式

-制订营销组合—掌握 4P市场营销组合与工具、从差
异化定位到 4P营销组合策略、制作 4P营销组合策略
说明书、4P营销组合检查、品牌类型与市场营销组合、
制作市场营销计划、SMART目标设定、SWOT分析、
OGSM计划表

-规划推广活动—掌握市场推广活动的成功关键 AIDA 

Model、多种途径的推广工具、市场推广活动的规划
流程

•应用：提升品牌竞争力，为品牌创造差异化和价值，避
免落入价格战，建立竞争优势

如果您企业的销售或营销人员出现下面的问题，您会
怎么帮助他们？
•对于市场营销的概念模糊，只关注短期生意忽略未来
市场

•陷入同质竞争，不知如何做市场定位、制定差异化策略
•对 4P营销组合了解不全面，市场营销计划缺乏一致性
和系统性，顾此失彼

•推广 =打折？价格打折变成价值打折

企业的销售或营销人员因为不知道企业品牌和形象的价值
所在，所以害怕竞争；因为不清楚企业的优劣势，所以觉
得留住客户很费劲，对潜在客户又不知该如何吸引；因为
不知道在哪个细分市场打仗，从谁那里赚钱，所以设计不
出有效的竞争战略和市场活动。本课程帮助学员掌握市场
营销的典型做法，配合 B2C营销案例和个人练习，帮助
学员建立营销的系统思维。

内外部分析

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市场营销计划

执行 /监控 /评估

市场区隔 /
选择目标客户 /

定位

市场营销管理流程

第一单元：理解市场营销

第二单元：分析市场区隔

第三单元：明确市场定位

第四单元：制定营销组合

第五单元：规划推广活动

市场营销：流程与做法
Winning Marketing's Process and Practices
有战略更要有战术，策划制胜的营销手段，扩大企业市场份额
学员对象：市场部门的高潜员工、一线主管、二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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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案例
讨论

小组
讨论

课程纲要

理解市场营销
•理解市场营销的真义
•理解市场营销与销售的关系
•理解市场经理 /产品经理的角色与功能
•理解市场营销管理流程
•运用竞争战略矩阵，规划与选择市场竞争战略：

-防御战、正面攻击、侧翼攻击、游击战

分析市场区隔
•理解区隔市场的价值
•掌握如何区隔市场、市场区隔的切割条件 

•掌握进行市场区隔的步骤
•掌握市场区隔的评估因素、选择目标市场、决定优先
顺序

明确市场定位
•理解定位的定义
•理解 7大差异化策略
•掌握成功的差异化定位：钻石模型
•通过钻石模型，制作定位说明书
•市场竞争战略的思考：从市场区隔到差异化定位
•制作战略说明书

制订营销组合
•掌握市场营销组合与工具

- 4P：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

•掌握如何从差异化定位到 4P营销组合策略  

•制作 4P营销组合策略说明书

•掌握 4P营销组合检查表
-品牌类型与市场营销组合

•掌握 4P工具箱以及相应策略
•制作市场营销计划

- SMART目标设定
- SWOT分析
- OGSM计划表
-制定营销计划与策略

规划推广活动
•理解销售促销的角色
•掌握市场推广活动的成功关键：AIDA Model

•了解多种途径的推广工具
•掌握市场推广活动的规划流程

课程特点

•课程系统化、完整地帮助大家梳理市场营销的概念、做法
•提供非常具有实操性的工具，分享成功的经典营销案例，
帮助大家理解市场营销

客制化提示

•案例客制：用学员工作中的市场营销情境来练习，上完
课后知道具体营销组合策略、推广活动计划

•课程客制：分析企业对学员市场营销的要求、学员在市
场营销中的具体差距，调整课程重点，减少或增加课程
教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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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PACIFIC

CHINA▲   

Shanghai
AMA China Head Office
Room 2805, Capital Square,
No.268 Hengtong Roa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200070
Tel: +86-21-61079388
Website: www.amachina.com

▲

Beijing
AMA China Beijing Office
Room 1608B-1609, Tower C, Office Park,
No.5 South Jinghua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20
Tel: +86-10-86396696
 ▲   

Guangzhou
AMA China Guangzhou Office
Room 1818-1821, Tower A, China Shine Plaza,
No.9 Lin He Xi Road,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510610
Tel: +86-20-38852627

▲   

Shenzhen
AMA China Shenzhen Office
Room 1201, Rongchao Economic Trade Center,
No.4028 Jintian Road,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518035

▲   

Chengdu
AMA China Chengdu Office
Room 503, Tower C, Seaton Plaza,
No.666 Middle Tianfu Avenue, Hi-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Chengdu, China, 610093
Tel: +86-28-85353954

▲   

Taipei
AMA Taipei Office
Room 501, 3F, No.188, Section 5, Nanjing E. Road,
S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5, Taiwan
Tel: +886-2-3765-6668
Website: www.amataiwan.com

INDONESIA▲   

Jakarta
PT Trainocate Indonesia
The H Tower, 17th Floor, Suite D
Jalan HR Rasuna Said Kav. 20
(next Pasar Festival)
Jakarta Selatan, DKI
Jakarta 12940, Indonesia
Tel: +62-21-2953-3333
Website: www.trainocate.com

AMA全球
AMA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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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Tokyo
AMA Japan
Quintegral Ltd.
19F, Sumitomo Fudosan Shinjuku Oak Tower,
6-8-1 Nishishinjuku Shinjuku-ku, Tokyo 163-6019 Japan
Tel: +81-3-3347-9740
Website: www.quintegral.co.jp

MALAYSIA▲   

Kuala Lumpur
Quintegral Sdn Bhd
Unit 10.02, Level 10, Mercu 2,
No. 3 Jalan Bangsar
KL ECO City,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2281-1111
Website: www.quintegral.com

PHILIPPINES▲   

Manila
Quintegral Philippines, Inc
19/F Philippine AXA Life Centre
Sen. Gil Puyat Ave.
Makati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Tel: +63-2-845-1324
Website: www.quintegral.com

SINGAPORE▲   
Singapore

Quintegral Pte. Ltd
8 Cross Street
Level 28, Manulife Tower
Singapore, 048424
Tel: +65-6850-7830
Website: www.quintegral.com

THAILAND ▲   

Bangkok
Trainocate Thailand Co. Ltd.
999/9 The Offices at CentralWorld
16th Floor Unit ML 1606, Rama 1 Road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Tel: +66-2-613-1033
Website: www.trainocate.com

VIETNAM ▲   

Hanoi
Trainocate Vietnam
12F, TNR Tower
115 Tran Hung Dao Street
Hoan Kiem District
Hanoi, Vietnam
Tel: +844-3632-1929
Website: www.trainocate.com

EUROPE, MIDDLE EAST & AFRICA

BELGIUM▲   
Brussels

Management Centre Europe
Glaverbel Building
Chaussée de la Hulpe 166 b7 Terhulpsesteenweg
1170 Brussels, Belgium
Tel: +32-2-543-2120
Website: www.mce.eu

AMERICAS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MA Headquarters
1601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9
Tel: +1-877-566-9441
Website: www.amanet.org

CANADA▲   

Toronto
Canadian Management Centre
33 Yonge Street, Suite 320
Toronto, Ontario M5E 1G4, Canada
Tel: +1-877-262-2519
Website: www.cmcoutperform.com

MEXICO▲   

Mexico City
Management Center de Mexico
Paseo de la Reforma No. 350
14-B Colonia Juarez
06600 Mexico, D.F., Mexico
Tel: +52-55-3098-3304/+52-55-3098-3333
Website: www.amamex.org.mx

AMA全球
AMA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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