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苏州工业园区政府补贴培训项目 

员工关系改善专项技能提升 

招生简章 
 

【项目背景】 

企业成功与否，归根结底“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员工关系管理是人力资源

部门的一项关键工作，做好员工关系管理，可以使员工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感，

对公司产生强烈的依赖性，有利于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和职业的忠诚度，产生长

久服务公司的意愿，所以员工关系的管理在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比较重要。 

 

2017 年由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协会主导，委托第三方培训机构组织的政

府补贴培训项目，将视线聚焦在员工关系这个务实又重要的因素上。整个“员工

关系改善专项技能提升”系列课程设计了 5个模块，合计安排 9天课时，将覆盖

员工的心理把握、性格分析、激励技巧、教练领导、离职谈判等 HR 日常工作中

必然会接触到的重要内容，特别邀请了具备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实战派讲师为学

员呈现精彩内容。 

 

【适合对象】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经理，尤其适合员工关系的负责人参训。 

 

【课程收费及补贴事宜】9 天课程，原价 4950元/人  

 符合园区补贴条件的企业学员可享受 50%培训补贴，限前 40 人报名享受 

 不符合园区补贴条件 或者 40人名额外的学员，收费标准为 3960 元/人 

 享受培训补贴的条件：参训企业必须在园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

的财务制度(2017 年国有企事业单位无法享受此项补贴)；参训人员必须具备



 

大专以上学历，2017 年内正常缴纳园区公积金。 

 

【培训安排】9天 

 培训主题 培训日期 授课讲师 

模块 1 员工激励的心理学艺术（2天） 07.27-07.28 曾老师 

模块 2 离职谈判和裁员兵法（1天） 08.10 何老师 

模块 3 DISC与人际沟通（2天） 08.25-08.26 俞老师 

模块 4 教练式领导（2天） 09.12-09.13 张老师 

模块 5 新生代员工的“心”管理（2天） 10.10-10.11 曹老师 

 

【培训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225号 星虹国际大厦 19 楼 圆才培训教室 

 

【咨询报名】 圆才培训中心 

叶  欣  0512-66605848  yex@o-hr.cn 

 

【模块详述】 

模块 1：员工激励的心理学艺术 

 

培训收益 

 掌握激励原理及运用要点 

 学习激励需求的诊断方法 

 掌握各种有效的激励方式与技巧 

 熟悉激励体系的设计要点 

 

培训大纲 

第 1章 经理人的员工激励意识 

一、什么是激励 

二、人本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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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与“拉”的管理策略 

四、激励的两个重要功能 

五、因人而异高效激励 

六、测测你的性格特质 

  

第 2章 巧妙运用现代激励原理 

一、运用需求层次论对下属进行赏识 

二、运用双因素理论防止激励失效 

1.认可的基本原则 

2.用鲜花表达赏识 

3.如何提高员工的忠诚度 

4.认知对比原理 

5.双因素理论的应用 

6.防止激励失效 

 

三、运用期望理论针对员工主导动机深度激励 

1.期望理论的运用 

2.期望理论的逻辑与应用 

3.钱是最有效的激励吗：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 

 

四、适应性效应的启示：如何为员工加薪最有效 

案例分析 

  

第 3章 激励的九大方略 

一、愿景激励：人都为希望而活 

1.好愿景的特点 

2.愿景激励的技巧 

 

二、赞美激励：如何最有效地表扬和批评员工 

1.赞美的一些注意事项 

2.批评需要注意的几点 

3.归因论 

案例分析 

 

三、荣誉激励：特殊的激励给特别的员工 

1.荣誉激励的形式 

2.品级评定发挥激励作用 

 



 

四、晋升激励：建立多元化的晋升通道 

五、情感激励：情感力量对激励的巨大推动 

1.情感激励之亲情激励 

2.情感激励中的尊重技巧 

 

六、培训激励：提升素质作为长期激励 

1.培训激励的意义及内容 

2.培训激励有效运行的条件 

 

七、竞争激励：激发员工内部潜能 

1.竞争激励提出依据 

2.目标制定的 SMART原则 

3.鲇鱼效应:华为引进冲突 

 

八、授权激励：职务提升与参与管理 

1.授权控制包含三个步骤 

2.有效控制保障有效授权 

3.授权计划单包括的内容 

4.自我承诺与授权激励 

5.鼓励员工参与的技巧 

 

九、吃玩激励：提升员工融合度 

1.餐饮娱乐激励的主要形式 

2.旅游激励 

3.旅游激励操作技巧 

  

第 4章 老祖宗的激励技巧 

一、传统文化之激励技巧 

1.激将法 

2.奉承法 

3.欲擒故纵法 

4.英雄所见略同法 

 

二、不断更新激励主题 

1.主题变换 

2.想象之中，意料之外 

3.留心处处皆激励 

4.诛大赏小 



 

  

第 5章 构建企业良性激励机制 

一、建立激励文化 

二、建立各层级的激励体系 

三、货币激励与非货币激励的有机结合 

四、激励结果和激励过程 

五、注意激励与约束的并用 

六、正反激励的选择 

七、激励从“心” 开始 

 

模块 2：离职谈判和裁员兵法 

 

培训大纲 

第 1章  离职谈判的价值 

一、经济成本 

二、时间成本 

三、证据问题  

 

第 2章  确定谈判目标 

一、事先确定目标 

二、目标的客观性 

三、目标的具体性 

四、曲线达到目标 

 

第 3章  为谈判充分准备 

一、重视对手 

二、谈判次数 

三、谈判筹码 

四、谈判自信 

 

第 4章  取得对方的信任 

一、谈判身份 

二、谈判场所 

三、谈判情绪 

四、谈判诚意 

 

第 5章  确定合适的谈判参加者 



 

一、谈判对象 

二、公司决策者 

三、公司人事 

四、律师 

 

第 6章  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一、出勤 

二、财务 

三、离职 

四、私活 

五、商业犯罪 

六、其他违纪 

七、违纪处理尺度 

 

第 7章  主动制造谈判筹码 

一、钓鱼执法？ 

二、下下策——违法 vs不违法？ 

 

第 8章  人事谈判需要两方争取 

一、领导 vs员工谁更懂劳动法？ 

二、公司管理需求 vs 员工个人需求？ 

 

第 9章  偏离路线时应当及时放弃 

一、掌控谈判路线 

二、出乎意料的偏离路线 

三、研究新的谈判策略 

 

第 10 章  裁员的知识储备 

一、裁员的定义 

二、裁员的法定理由 

三、裁员的规模要求  

四、裁员的程序要求 

五、裁员的方案要求 

六、裁员的补偿要求 

七、裁员的实务情况 

 

第 11 章  裁员兵法 

一、放风准备 



 

二、知己知彼 

三、右倍三陵 

四、以攘外之名求安内  

五、利而诱之  

六、擒贼先擒王  

七、反间计  

 

模块 3：DISC 与人际沟通 

 

培训收益 

 了解 DISC，一个认知自我、和他人互动的有效工具。 

 觉察自己的情绪，理解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 

 观察他人的行为，尊重对方的需求，做好对方的拍档。 

 读懂自己与他人的性格，建立和谐积极的人际氛围，改善员工关系。 

 

培训大纲 

第 1章  暖场：人际沟通的重要性 

自我觉察的九宫格 
 

第 2章  DISC 行为风格理论 

一、DISC 的探源 

二、DISC 的基本理论 

三、对人敏感度的 3个层次 

四、研究行为风格的 2个基础 

 

第 3章  DISC 行为风格特点 

一、DISC 的 2个维度 

二、DISC 的 2个原则 

三、D：指挥者的特点及代表人物 

四、I：影响者的特点及代表人物 

五、S：支持者的特点及代表人物 

六、C：思考者的特点及代表人物 

 

第 4章  DISC 的挑战和优势 

一、D的挑战和优势 

二、I的挑战和优势 



 

三、S的挑战和优势 

四、C的挑战和优势 

 

第 5章  DISC 的人际沟通应用 

一、职场的人际沟通 

二、家庭的人际沟通 

三、人际沟通中的自我调适 

 

第 6章  DISC 的团队演练 

一、DISC 在团队中的作用 

二、西游记团队的解析 

三、高绩效团队的特质 

四、如何打造高绩效团队 

五、如何与团队成员互动 

 

第 7章  人际沟通的重点提炼 

一、人际沟通的本质 

二、倾听与反馈 

三、换位思考 

四、改善员工关系的方法论 

 

模块 4：教练式领导 

 

培训收益 

 理解管理者的两种关键角色 

 认知优秀教练的六项胜任能力 

 明确开展教练工作的若干最佳时机 

 掌握教练的五个步骤和五种核心技能 

 

培训大纲 

第 1章  管理者的教练职责 

一、管理者的两顶帽子 

1.管理者的挑战 

2.管理者的两种角色 

二、优秀教练的六个特质 

三、教练的最佳时机：绩效与发展的平衡 



 

四、教练的步骤：BEGAN 模型 

 

第 2章  教练的基础 

一、教练的五项核心技能 

二、核心技能一：建立信任 

1.理解被教练者的需求 

2.五种职业定位 

3.EBA信任账户 

三、核心技能二：高效沟通 

1.教练的沟通能力 

2.同理心的倾听 

3.六种提问类型 

4.FEW提问模型 

 

第 3章  激发意愿 

一、核心技能三：有效激励 

1.双因素理论 

2.G谈话模型 

二、核心技能四：有效反馈 

1.反馈的心理学基础 

2.SEED 模型 

3.GAPS 模型 

4.GROW 模型 

 

第 4章  提升能力 

核心技能五：发展能力 

1.发展管道模型 

2.改进日常工作 

3.特设工作任务 

4.营造学习氛围 

 

模块 5：新生代员工的“心”管理 

 

培训收益 

 了解新生代员工的个性特点 

 根据新生代员工的个性特点因势利导，激发新生代员工的工作动力，让工作

团队关系更和谐 



 

 管理新生代员工的先跟后带技术 

 

培训大纲 

第 1章  新生代员工的个性特点 

一、新生代员工的个性特点 

二、破冰：你我初相识 

三、头脑风暴：自我、自信 

1.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2.服从与控制 

 

第 2章  金钱、感觉与动机 

一、头脑风暴：有效/无效激励经验 

二、物质激励的好处 

三、物质激励对内在动力的影响 

 

第 3章  新生代员工的管理方法 

一、比物质激励更好的激励方法 

二、新生代最在乎的价值 

三、如何因势利导管理新生代 

 

第 4章  新生代员工情绪处理 

一、如何处理正在闹情绪的新生代 

二、呼吸放松法练习 

 

第 5章  负面情绪的正面价值 

一、头脑风暴：情绪的来源、情绪会说话 

二、读懂情绪带来的信息 

三、负面情绪如何转换成正面情绪 

 

第 6章  管理自己情绪，处理他人情绪 

一、头脑风暴：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二、方法：EQ处理他人情绪 

三、技巧练习：先跟后带能力训练 

 

第 7章  新生代员工对话的切入点 

一、破冰：沟通的目 

二、头脑风暴：沟通是为了改变他人？说什么更重要吗？ 



 

 

第 8章  剖析新生代的内在语言 

一、有效沟通的八个要诀 

二、身份定位对沟通效果的影响 

三、声调与身体语言 

四、技巧练习：声调的灵活训练 

 

第 9章  聆听新生代的心理需求 

一、抓住重点词句 

二、练习：聆听复述训练 

 

第 10 章  与新生代员工沟通技巧 

一、头脑风暴：取得话语权，建立流畅沟通平台 

二、沟通六个层次：批评的艺术 

三、技巧练习：找到沟通交流点训练 

 

第 11 章  新生代员工的价值体现 

一、头脑风暴：你用什么方式让新生代服从？ 

二、技巧练习：先跟后带能力训练 

 

 

【讲师简介】 

 

模块 1：曾老师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先声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主要研

究方向：（1）社会行为与社会心理；（2）组织行为与科学管理；（3）消费行

为与品牌管理。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会员，江苏省发展与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资助对象——南京大学访问

学者，国家职业资格鉴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江苏省），南京市“市民”

学堂、“南图”讲坛、“金图”讲坛主讲嘉宾，南京市干部培训主讲教师。曾

在中央电视台、江苏卫视、南京电视台、江苏新闻广播等媒体担任嘉宾。 

 

 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其中近 20篇核心期刊论文；作为主

要承担者参与国家级项目 1项、国家重大项目 1项；主持省部级和厅局级项

目各 3项，主要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 4项；主编教材 1部，副主编教材 1部，



 

参编教材 3部，独立编著 4部。 

 

 数年来一直为舜天集团、南京钢铁集团、中国移动、富士康科技集团、南京

地铁、百思买·五星电器、浦发银行、中国人保、金东集团等大型企业开展

管理人员培训 

 

模块 2：何老师 

 毕业于苏州大学法学院，拥有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担任律师事务所常

法中心劳动人事法务负责人，协助常法中心为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

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通快（中国）有限公

司、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提供全程的劳动人事制度构建

和劳动纠纷解决服务，就劳动管理方面的重大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意见，

合理控制企业经营风险和用工成本、预防及应对经济和劳动争议。具有丰富

的劳动人事纠纷解决经验，曾协助多家客户构建劳动人事制度并帮助客户处

理日常劳动人事问题，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主要执业领域为劳动人事、

公司事务及合同纠纷。 

 

 常年从事劳动人事方面的争议解决及案件代理，有丰富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

和仲裁、诉讼经历，加上对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有较为系统的劳动法律知

识体系和独特的实践经验。曾协助多家企业处理搬迁、经营策略变更、破产

清算过程中的员工劳动关系转移及裁员事宜，并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撰写

了《劳动实务解答 100 招》、《劳动人事案例期刊》，为企业人事提供疑难案

例的实务解决技巧和方案。 

 

 利用丰富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和律师实战经验，开展了数以百计的劳动

人事培训，培训课程注重知识专业性和实务操作性，内容精辟、实例丰富，

广受企业和人事的好评。 

 

模块 3：俞老师 

 专业资质：ACI美国认证协会国际注册职业培训师、IPTA国际职业训练协会

注册职业培训师、HKTCC 香港培训认证中心国际注册高级培训师、ACTDP 认

证职业发展与人才管理专家、DISC国际授证讲师与顾问、CMT国家认证生涯

规划师、苏州大学商学院 MBA特聘讲师 

 

 讲师荣誉：2016年度 中国讲师网『中国培训百强名师』、2016年度 中华讲

师网『讲师风云榜 500强讲师』、2015年度 163讲师平台『中国诚信品牌讲



 

师 10 强』、2015年度 中国讲师网『明德杯 · 中国好讲师 』 

 

 职业背景：先后从事金融行业（保险、银行）、互联网行业、管理咨询行业；

一线销售出身，历任销售团队主管、培训讲师、运营总监等职位；现为自由

讲师，苏州大学商学院 MBA特聘讲师。 

 

 行业经验：迄今授课 500天+，学员 30000人+，10年以上实战营销与团队管

理经验、8年以上企业管理咨询与培训经验；专注于职业化提升的研究，DISC

行为风格的研究 

 

模块 4：张老师 

 专业资质：四川大学经济学学士，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中国

注册会计师（CICPA）。IAC（国际教练协会）会员和一级证书，Persona® GLOBAL

公司 Leadership认证培训师，WILEY公司 DiSC认证培训师，Training Clinic

公司 CTM/MTF（培训经理认证/培训管理核心技能）认证培训师，SMG（战略

管理集团）EBL（领导力精髓）认证培训师。 

 

 部分辅导或培训的客户名单：平安集团、金蝶软件、华润集团、阳光人寿、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

行、安信证券、香港中旅集团、中航集团、方太集团、东方航空、顺丰航空

等。 

 

 授课方向：领导力、管理技能、教练技能、通用职业技能、培训和培训管理

技能。 

 

 行业经验：成为职业讲师前，历任华润集团华润大学培训经理，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学习发展部培训项目经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大学）教研部项目经理等。 

 

模块 5：曹老师 

 专业资质：国家（二级）职业心理咨询师，江苏省心理卫生协会会员。美国

NLP 神经语言程序学讲师。香港效能管理学院授权亲子导师。曾任苏州大学

文正学院专职心理咨询师。深入学美国 NLP 神经语言学，短期焦点咨询，心

理剧，催眠治疗，行为治疗，简快身心积极疗法，系统排列等心理流派。 

 

 专业特色：15年的职场管理经验，从中层到高层管理，深知职场中不同层级

人的需求及感受。10年专业心理咨询背景，更清晰职场中人各种状态的心理

起因及解决方法。擅长讲授美国企业行之有效的沟通模块《美国 NLP 神经语



 

言程序学》，在实际工作生活中的运用。课程案例多，通俗易懂，幽默风趣

感染力强。  

 

 部分服务客户： 苏州园区委会，苏州园区科文中心，苏州园区邻里中心发

展有限公司，苏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罗斯蒂精密制造（苏州）有限公

司，西卡（中国）有限公司，泛博制动部件（苏州）有限公司，艾默生环境

优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苏州 AMD有限公司、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住友电工（苏州）光电子器件有限公司。三星电脑公司。上海天弘科技

公司，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苏州新区台商妇联、苏州友邦

保险公司、苏州海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