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班组长全技能提升
公开课课纲

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地点：
地点：2021 年 3 月 22~23 日（星期一 ~ 星期二）/上 海
收费标准：￥3500/人


含授课费、证书费、资料费、午餐费、茶点费、会务费、税费

 不包含学员往返培训场地的交通费用、住宿费用，早餐及晚餐
前言：
前言：
从技术走向管理----影响力篇（管好自己）


企业大多数班组长都是从员工中提起来的，企业把这些优秀的员工提为班组长后没有系统地教这些班
组长如何做班组长，导致了很多班组长都是靠感觉和员工经验在管理



职责不清，地位不明，自我认识不足，心态不平，思维固化成了班组长管理的通病！



分不清楚自己每天必须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最终导致了工作的“忙、
盲、茫”

为结果而战----执行力篇（管好工作）


为任务而战，我们只会尽力而为；为结果而战，我们将会全力以赴；



职责----不代表结果



态度----不代表结果



任务----不代表结果

造物先造人---领导力篇（管好下属）


管理并不是一种方法，而且教会别人做事的艺术



下属能力不足不是我们的错，不去提升就是我们的错



一个领导者要想解放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培养下属提升自己的领导力

课程背景：
企业的班组长都是从员工提拔起来的，会做事却不一定会带人，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他们的经验
都是来自于复制前一任班组长或是靠自己漫长地摸索。
现场如战场，影响企业利润点的主要有质量，成本和交期，而决定这三个指标的主要有人机料法环这
五个要素资源，而班组长的管理能力又直接决定了这些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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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系统，没有标准，没有章法的管理给企业带来的永远都是先制造问题，再来救火：

 如何从技术走向管理，从做事走向带人，从“游击队”走向“正规军”？
 如何从碎片式的培训走向系统性的培养，从习惯性思维走向发散性思维？
 如何从单打独斗走向团队协作，从管理者走向领导者？
系统地培养班组长，成了当今企业的一个基本任务；谁赢得了基层，谁就赢得了企业的未来

课程收益：


让学员能认清楚在企业中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让学员学会系统的培养下属的思路与方法，以提升自己的领导力



让学员掌握高情商和非暴力沟通的技巧，让别人听得进去，听得乐意，听得合理。



让学员学会思维的问题分析与解决技巧以及流程的问题分析与解决的步骤



让学员班组团队的要领并能打造一个高效的班组团队。

课程特色：


30%的知识点+50%的干货案例+20%的点评



成功案例+互动游戏+视频+大量图片，以及情景模拟和实操演练



以思维的引导为经度，以成果的转化为纬度，让培训落地有声



三大系统，十大工具，带着问题点来，带着答案回

参训对象：
制造型企业生产、物流、设备、工艺等各部门的基层主管（班组长、担当、工段长等职位）；对提升管理
感兴趣的人员；指导员工操作的培训员。

授课形式：
知识讲解、案例分析讨论、角色演练、小组讨论、互动交流、游戏感悟、头脑风暴、强调学员参与。

课程大纲：
第一讲

从技术走向管理--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知己知彼：认清自己
1.

自我画像：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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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角色定位：三承三启

3.

自我修练：德、法、术

4.

心态管理：我为谁工作？

5.

走出盆地：角色的五大误区

6.

立场坚定：不同的事情如何站不同的立场？

7.

管理职责：班组长的六大职责

8.

角色转换：技术走向管理

9.

时间管理：如何不被突发事件束缚手脚

10. 聚焦目标：如何瞄准企业主管及下属的关注点
经典案例 1：班组长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
经典案例 2：企业为什么要设定这个职位？
经典案例 3：如何做企业的好员工？
经典案例 4：如何做主管的好下属？
经典案例 5：如何做员工的好领导？
管理风格测试：我是哪一种风格的管理者？
实操演练：班组长日工作管理内容练习
本章节输出工具：班组长月、周、日工作内容表；每天工作顺序表、班组长时间管理表，早会作业指导书，
早会报告单

第二讲

造物先造人--班组长领导力篇

一、赢在基层：如何让组织决胜于基层？
1.

重视贡献：我能贡献什么？

2.

注重执行：用结果说话

3.

现地现物：有问题现场解决

4.

消除浪费：降低成本就是增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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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人所长：发挥每个人（上级、下属及自己）的优势。

善于激励别人：如何让下属充满干劲与激情？
1.

基本原理：赛马原理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

2.

激励菜谱：4 种不同人格类型的激励

3.

2 大关键：即时性的物质激励与创意性的精神激励

4.

激励的三要法：小故事大激励

5.

头脑风暴：写下 10 种可操作的小激励策略。
经典案例 1：班组长的情境领导力模型分析？
经典案例 2：四类员工的管理策略
经典案例 3：避免下属犯错的三大法宝
经典案例讨论：如何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降低员工离职率问题

二、造物先造人-----做教练型领导：？
1.

理解教练：教练是什么？

2.

注意事项：如何当好教练？

3.

日常教导：基层管理的“三忌”与“三问”

4.

教导要领：四阶段法

5.

管理猴子：别让猴子跳回你的背上的 3 个关键点

6.

教导下属：离场管理的 7 个步骤。
经典案例 1：对于多次教导都无效的员工如何处理？
经典案例 2：打消员工学习不安的要领，
经典案例 3：经验萃取式的工作分解表
情景模拟：结合实际工作利用经验萃取表来萃取经验

本章节输出工具：部属情况表，部属培育计划表、部属能力测评表、训练预定、工作分析表、教导成果评
估表、盖普的 Q12 问题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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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解决问题的步骤

一，沟通艺术
1.

终极目标：鼓舞对方达成结果

2.

3 个步骤：编码、解码、反馈

3.

基本原则：说对方想听的，听对方想说的

4.

沟通策略：有效沟通的 5 个策略

5.

有效的表达：表达的五项修炼

6.

深度的倾听：倾听的四步曲

7.

积极的反馈：积极反馈 BIA

8.

有效的提问：提问的三种艺术

9.

沟通的心态：PAC
经典案例 1：控制情绪的 PMP 和 PRM 系统
经典案例 2：如何利用深度倾听表如何解决员工的抱怨
经典案例 3：积极反馈 BIA 演练
经典案例 4：有效表达的六步曲

二，与下属沟通的要点
1.

给下属布达任务的 5W2H

2.

新员工批评的艺术：三明治

3.

老员工批评的艺术：发展性反馈（BID）

4.

赞赏下属的四原则
经典案例讨论 1：经常请假员工的沟通
经典案例讨论 2：不愿意加班员工的沟通
经典案例讨论 3：员工不服从安排如何沟通
经典案例讨论 4：员工上班玩手机如何沟通
经典案例讨论 5：员工提前离岗怎么沟通
经典案例讨论 6：员工为什么不愿意去支援别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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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沟通的要点
1.

沟通的基础：尊重与平等

2.

沟通的前提：求同存异

3.

沟通的心态：弱者思维

4.

沟通的要点：五大原则

5.

沟通的要法：三大要点
经典案例 1：如何利用调频来解决部门沟通的的冲突？
经典案例 2：如何说服他人来获得别的部门的支持

四，与上级沟通的要点
1.

与上级沟通的五项准备

2.

与上级沟通的四个要领

3.

赢得上级信赖的五个技巧

4.

向上及进谏的五个方面

5.

挽救与上级矛盾的五原则
经典案例 1：向上级请示和汇报的 1+7 法则
经典案例 2：当与上级意见不一致时如何沟通？

本章节输出工具：三明治分析表、BID 表、BIA 表、深度提问表、沟通情景分析表

第四讲

要团队不要团伙--高绩效的班组团队

1.

概念区分：团队与团伙

2.

团队形式：问题 OR 项目

3.

团队成员：八大角色

4.

团队核心：共同目标

5.

团队内伤：两大精神

6.

团队组建：五大过程的问题与对策

7.

团队问题：看电影学团队问题解决

8.

团队运作：从成立到磨合，从成长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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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团队执行：YCYA 承诺系统的运用
经典案例 1：向唐僧学习外行领导内行？
经典案例 2：YCYA 有效承诺系统在团队中的运用
性格测试：我适合扮演哪种角色？

本章节输出工具：YCYA 承诺系统、团队成员性格分析表、团队角色扮演分析图、团队运作模型、班组团
队运作案例分享

第五讲：

决胜在现场—现场管理与改善实务

1.

现场管理的金科玉律：5G 管理（三现+二原）

2.

现场管理的三要素：人、物、场所

3.

现场管理的六大指标：P、Q、C、D、S、M

4.

现场管理的八大任务：消除八大浪费

5.

向布局要效益：车间平面布局的分析

6.

向动作要效率：用双手分析来减少动作的流费，降低员工的疲劳度

7.

向平衡要效益：如何减少工序的窝工，减少人等机器或机器等人

8.

向流程要效益：用流程分析法减少不必要的工作流程，缩短时间和距离

9.

向现状说“不”：先否定再改善，以达成精细化班组管理

本章节输出工具：5S 管理四定管理、班组长的目视化看板管理、人机平衡表、双手分析表、产线平衡计划
表，流程分析法，降低疲劳度

老师介绍：康老师
老师介绍：康老师
基层管理者训练的教头


管理工程学硕士



台湾生产力中心工业工程



国家注册认证讲师



多年被评为最具有品牌价值讲师



企业共享大学智库研究院研究员



一线主管系统培养项目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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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长胜任力模型搭建者



班组长 4D 领导力研发者



十八年只做一件事：打造中国的基层



率先提出了“一流的企业看基层”的管理理念



率先提出了“造物先造人”的企业管理思想

曾任：灿坤跨国集团等多家跨国公司的生产主管，生产经理 生产厂长等职位
授课风格
1. 课程内容：实用性强，系统性强，方法和工具与时俱进，视角独到，观点新颖；
2. 授课风格：擅于思维引导，精于成果转换；
3. 授课特点：通俗易懂接地气，同频共振定乾坤；
4. 授课方式：知识讲解+案例研讨分析+小组竞赛+情景互动+总结分享+课后作业+行动计划+实用工具+作业
点评+标准化建立
培训经历
本着“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的理念，18 年如一日专注于中国基层管理者的
培训和辅导，足迹遍布全国 200 多个城市，受训企业达 2600 多家，受训人员超 12 万人次，平均每年约 200
场培训，被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聘请为班组长训练常年顾问，并被客户和学员誉为“基层管理者训练的教头”
2012 年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一线主管系统培养落地式项目”，项目从三维一体的诊断 →胜任力的测试
→360 度课程设计→现场实操辅导→标准化建立→考核机制的建立。让基层主管的培训从碎片式走向了系统
化，从“有笑”走向了有效，让培训变成了培养，并帮企业系统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和教练。目前辅导了
索菲亚 李尔 SKF 德尔福 日本三菱 南方航空

中储粮 佳沃新能源等 66 个班组长落地式项目，深得客户

的一致好评和认可。
主讲课程
《从技术走向管理---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造物先造人---部属的教导与激励》
《沟通从心开始---高情商的沟通》
《要团队不要团伙---高绩效的团队与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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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之剑---问题分析与解决》
《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现场管理与改善实务》
《从精兵到强将---高效班组的一日管理》
《赢在基层---班组长管理的五大剑法》
《从管理能手走向领导高手---4D 情境领导力》
《决胜在现场---生产主管实操训练》
部分授课企业
IT 通讯企业：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中国移动山西分公司、中芯国际、三星半导体……
石油化工企业：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中沙石化、.立邦涂料、巴斯夫、台塑……
汽车行业：北京奔驰、天津丰田、广州广汽、上汽集团、、通用汽车、、吉利汽车、江铃汽车……
航空和交通行业：中国航天、上海轨道交通、东莞地铁、中国中车、中国铁路、南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
沈阳飞机制造厂……
能源和电力：国家电网合肥、上海闵行电厂、锡林郭勒发电厂、宁夏发电厂、甘肃电投、大亚湾核电……
船舶钢铁行业：江南造船厂、扬子江造船、南通明德、吉宝(南通)船厂、首都钢铁、太原钢铁……
轮胎行业： 佳通轮胎 、住友橡胶、普利斯通……
医药食品： 可口可乐 、百威啤酒、中国医药集团 、九州药业、、扬子江药业 、爱康体检……
家电行业： 美的集团

、LG、松下 、海信 、飞利浦、青岛海尔、惠而浦、东芝、日立、大金空调、西门

子、TCL……
家居行业：索菲亚 、 欧派……
烟草行业：云南中烟 、 湖南中烟、上海烟草……
其他企业：富士康、伟创力、阳光集团、华硕电脑、YKK 拉链、SKF、日本三菱、蒂森克虏伯、博世、博
西华、安波福、神达电脑、索尼、三一重机、ABB、三星、友达光电、中储粮、中国兵器集团、中国华电、
盛虹控股、四川长虹、古井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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