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線主管第一線主管第一線主管第一線主管】】】】    

    領導法與管理技能領導法與管理技能領導法與管理技能領導法與管理技能轉骨法轉骨法轉骨法轉骨法 SMTSMTSMTSMT 薪傳班薪傳班薪傳班薪傳班    
����SMTSMTSMTSMT 新管理轉骨配方新管理轉骨配方新管理轉骨配方新管理轉骨配方「「「「管事管事管事管事....理人理人理人理人....用法用法用法用法....整合整合整合整合....得效得效得效得效」」」」整體到位整體到位整體到位整體到位���� 

        ㊣帶動第一線主管真本事真實力之 SMT 口訣法薪傳㊣ 
           ＊特聘三任總統接見之國際級經營顧問 SMT 謝明堂擔綱＊ 

          ＊主管強弱帶動部門新活力.效率升級要先從主管轉骨＊ 

        
    
    
    
    
    
    
    
    
    
    
    
    
    
    
    
    
    
    
壹、研習目的~SMT 口訣:工作看目標力.管理看貢獻力.經營看永續獲利力 
     1.國際級經營專家，企業心醫 SMT 謝明堂願意奉獻一生所學，傳承 SMT 口訣能量，薪傳第一線主管本能實力       2.台灣法規變化大.無質成本上升;開創新時代人質水準~排除每天忙碌，問題重複產生;化解無心無效人之損失       3.SMT 第一線主管薪傳班，建構主管管理地基，確保管事順暢，理人得心，方法有用，部門整合，人效高升，新體質利基 
貳、專業講師陣容:國際級顧問專家企業心醫 SMT 謝明堂    
     1.企業永續經營管理 SMT 口訣創始人~~~~SMT 即 Simplification  Management  Tool 簡易經營管理工具       2.榮獲 三任總統於總統府接見顧問專家／2017 CEO 班累積 34 班 2000 小時企業經營管理實務傳承       3.2013 全日本大連盟永久認定最頂級 Master 經營顧問／2005 世界 47 國認證專家／1992 起全台 37 班顧問師班授課       4.2002 教育部大學講師資格／2000 日本經營士資格／199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工業.商業經營顧問專家考試合格       5.1999 之 921 後傳播企業 SMT 心經「工作經、管理經、經營經」引導企業新發展價值力與創造台灣產業未來新優勢智能       6.深入 30 年顧問專業實戰，歷練上萬小時公開班授課實務講授，輔導台灣工商企業體質改善，升級未來優勢 
   【2018 年 5 月 10 日開課】全程 30 小時 ※限收 32 位額滿截止 

     (上課出席率達 80%以上者，由本中心頒發中英文合格證書) 

 

【【【【第一線主管第一線主管第一線主管第一線主管】】】】領導法與管理技能領導法與管理技能領導法與管理技能領導法與管理技能轉骨法轉骨法轉骨法轉骨法 SMTSMTSMTSMT 薪傳班薪傳班薪傳班薪傳班((((第第第第 3333 期期期期))))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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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衝突不化解.合作就困難 2.活用 SMT 管理薪傳口訣    跨部有效整合.支援得力    化解本位主義.建構團隊        1.問題不預防.領導做白工 2.活用 SMT 管理薪傳口訣    缺失有效預防.再發防止    關鍵貢獻呈現.新管理力 

1.方法欠缺，慢.缺失產生 2.活用 SMT 管理薪傳口訣   領導有擔當.上司好幫手   交期準品質升成本降低 

一、SMT 主管管事力 
  ~管理見整體順暢 

二、SMT 主管理人力 
  ~領導見人效士氣    

三、SMT 主管用法力 
  ~管理見功能有力 

四、SMT 主管整合力 
  ~領導見團隊合力    

五五五五、SMT 主管得效力 
  ~管理見利基體質    

1.管事不順，就是整體損失 2.活用 SMT 管理薪傳口訣   管理計畫有序.執行有力   朝會引導升級.控制有效 1.理人無心，部屬工作無效 2.活用 SMT 管理薪傳口訣   帶兵可得民心.人才不斷   士氣整體激勵.人效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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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主管】領導法與管理技能轉骨法 SMT 薪傳班((((第第第第 3333 期期期期))))課程表 日期/主題 課 程 內 容  日期/主題 課 程 內 容  
【第一場】 

5/10週四 9:30-16:30 
 SMT 主管管事力~ 

 管理見整體順 (第一線主管管事 SMT十技能高效法薪傳) 
1.管事不順，就是整體損失.失誤又延誤 2.管事工作 SMT 之順暢法關鍵分享 3.整體計畫力與執行力 SMT 運作法 4.整體確認力與控制力 SMT 運作法      5.整體準備力與朝會力 SMT 運作法 6.第一線主管使命力與達陣力SMT攻擊法 7.第一線主管職責力.管理力.成效力   8.SMT 互動交流與輔導實例分享 

【第四場】 

6/7 週四 9:30-16:30 
 SMT 主管整合力~ 

 領導見團隊合力 (第一線主管整合SMT 化解衝突障礙.團隊合作法薪傳) 
1.單位衝突不化解.本位主義就嚴重  2.瓶頸障礙不協商排除.後續就鈍化 3.第一線主管部門溝通協調 SMT 要領  4.第一線主管衝突處理化解 SMT 技巧 5.第一線主管組課之間之問題 SMT 預防法 6.第一線主管組課之間之協商分工合作法 7.企業主管高績效整體團隊 SMT 口訣分享  8.SMT 互動交流與輔導實例分享 

【第二場】 

5/17週四 9:30-16:30 
 SMT 主管理人力~ 

 領導見人效士氣 (第一線主管理人 SMT五段30項人效法薪傳) 
1.理人無心，部屬工作無用無效    2.理人主要成效關鍵與 SMT 口訣 3.避免三斷層之SMT管道法與職技薪傳法  4.細胞式 SMT 養成 15 招與人才不斷層 5.用人高績效與組織高團隊技巧 6.士氣激勵 SMT30 招分享 7.第一線主管帶心力.高人效SMT攻擊法 8.SMT 互動交流與輔導實例分享 

【第五場】 

6/14 週四 9:30-16:30 
 SMT 主管得效力~ 

 管理見利基體質 (第一線主管得效SMT整體改善.效益高升法薪傳) 
1.缺失不預防.每天必忙碌無效.瞎忙窮忙   2.第一線主管必備之缺失改善工具 3.第一線主管發掘問題之 SMT 方法分享  4.第一線主管問題處理與 SMT 改正法分享 5.第一線主管缺失預防 SMT20 項技巧薪傳 6.第一線主管成效指標 SMT10 大主軸 7.第一線主管貢獻指標 SMT10 大主軸 8.SMT 互動交流與輔導實例分享 

【第三場】 

5/24週三 9:30-16:30 
 SMT 主管用法力~ 

 管理見功能有力 (第一線主管用法 SMT八大管理工具力薪傳) 
1.方法欠缺，慢.問題.缺失..就產生   2.第一線主管化解三亡損失 SMT 方法 3.第一線主管確保交期 SMT 有效工具  4.第一線主管確保品質 SMT 有效工具 5.第一線主管控制成本 SMT 有效工具 6.第一線主管整理整頓 SMT 有效工具 7.第一線主管設備儀器水準SMT有效工具 8.第一線主管確保物管備料法SMT主工具 9.SMT 互動交流與輔導實例分享 

參、報名資格：     呼籲企業家與經理人，安排後繼管理團隊受訓，加速第一線主管養成，提升企業人才庫     1.企業第一線主管~~~~班長、組長、課長                2.各部門儲備幹部、後繼養成……管理團隊成員      3.各課部之主管助理、專員……鋪陳主管之路者       4.工程師、技術師、技術員……增強管理根基者 
�課程時間：107 年 5/10(四)、5/17(四)、5/24(四)、6/7(四)、6/14(四)9:30-16:30 共 30 小時 

�課程費用：每位 15,000 元(含稅、講義、午餐、茶點)，同公司 3 人以上九折 

            ※4 月 20 日前完成報名繳費者，可享貴賓早鳥價每人 13,500 元。 

�研習地點：台中市工業區 38 路 189 號（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繳費方式：1.郵政劃撥：帳號「0240690-1」戶名「中國生產力中心」               2.匯款、ATM 轉帳：解款行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 代號：0170044 收款帳號 004-09-03563-9                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請務必註明匯款人資料以便沖帳】 
�參加辦法：傳真報名 04-23505030  洽詢電話 04-23505038 分機 263 卓小姐  

--����----------------------------------------------------------------------------------------------  經營管理組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                    網址http://www.tccpc.org.tw 班名 【第一線主管】領導法與管理技能 

轉骨法SMT薪傳班((((第第第第3333期期期期)))) 
班號MA1826070510 上課日期 107年 5/10-6/14 日(週四)9:30-16:30 

編號 姓     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學歷 職 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機構名稱                          (股)公司 主要產品     

統一編號     電 話 (  )(  )(  )(  )    傳 真    (  )(  )(  )(  )    

通訊地址  參加性質 □公司指派 □自行參加    

訓練聯絡人         分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參加費用                元  繳費方式：□現金  □郵政劃撥  □匯款  □ATM 轉帳    

備     註 
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請利用傳真報名 04-23505030 或電 23505038 轉分機 263 卓小姐，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