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3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主管幹部領導功效「目標法.展開法.
控制法.效能法」錦囊班

經管
A0212

▇ 課程目的：《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1.企業心醫
1.企業心醫SMT管理口訣公開
SMT管理口訣公開:
管理口訣公開:培育主管幹部管理根基，
培育主管幹部管理根基， 倍增管理本事手法
倍增管理本事手法，
本事手法，協助成為各部門高貢獻帶動者
2.國際級經營專家
2.國際級經營專家:
:
傳授團隊領導法，
傳授團隊領導法
，
帶動管理順暢運轉
帶動管理
順暢運轉，
，
協商整合問題排除，
協商整合問題排除
，確保管理水平與管理好體質
國際級經營專家
順暢運轉
3.引導學生應用SMT
引導學生應用SMT大師之簡易
SMT大師之簡易領導錦囊口訣
大師之簡易領導錦囊口訣，
領導錦囊口訣，升級主管幹部
升級主管幹部運轉力
主管幹部運轉力，
運轉力，強化專家口訣運作，
強化專家口訣運作，倍增人才新價值
倍增人才新價值

4.企業心醫
4.企業心醫SMT
企業心醫SMT課程是依企業需求自編
SMT課程是依企業需求自編，
課程是依企業需求自編，不照本宣科，
不照本宣科，依學生背景，
依學生背景，增加板書與教材，
增加板書與教材，實務引導學習
5.邁入
5.邁入32
邁入32年專業講師
32年專業講師，
年專業講師，採國台語交流模式.
採國台語交流模式.輕鬆互動與QA
輕鬆互動與QA實務運作
QA實務運作，
實務運作，確保學員不打瞌睡與集結應用清單

▇ 課程內容：
一、企業主管幹部新AI
企業主管幹部新AI時代化解壓力本事
AI時代化解壓力本事
1.主管幹部當責 2.化解壓力必備能力
二、主管幹部管理
主管幹部管理力主要管理實戰根基力
管理力主要管理實戰根基力
1.主管幹部管理根基力 2.管理SMT新模式
三、主管幹部領導力與
主管幹部領導力與SMT領導配方
1.領導力SMT高效主題
2.主要領導SMT配方
四、主管幹部跨部門協商整合力
主管幹部跨部門協商整合力
1.部門衝突主要因素 2.跨部門協商整合

▇ 講師簡介：企 業 心 醫 SMT

五、主管幹部管理障礙對策與管控技巧
主管幹部管理障礙對策與管控技巧
1.管理障礙之有效對策 2.新管控 SMT 錦曩
六、主管幹部團隊領導與共識效力
主管幹部團隊領導與共識效力
1.部屬共識根基
2.團隊領導技巧
七、主管幹部數字貢獻力與高效能技巧
主管幹部數字貢獻力與高效能技巧
1.數字貢獻清單
2.核心貢獻清單
3.SMT數字效益成長技巧
八、活用SMT
活用SMT得來速口訣
SMT得來速口訣，
得來速口訣，升級企業主管之管理體質
九.企業心醫 SMT 謝明堂 100%自編教材與
100%自編教材與經驗效益薪傳
自編教材與經驗效益薪傳

謝 明 堂 先生

1.企業心醫
2.榮獲
1.企業心醫SMT
企業心醫SMT謝明堂
SMT謝明堂「
謝明堂「企業永續SMT
企業永續SMT口訣法
SMT口訣法」
口訣法」薪傳
2.榮獲 三任總統於總統府接見顧問專家
3.2013全日本大連盟認定最頂級
4.2018 CEO二代班累積
3.2013全日本大連盟認定最頂級Master
全日本大連盟認定最頂級Master經營顧問
Master經營顧問
CEO二代班累積39
二代班累積39班
39班2500小時企業經營管理實務傳承
2500小時企業經營管理實務傳承
5.2018國外專家交流
5.2018國外專家交流14
國外專家交流14回
14回/2008國際顧問論壇台灣代表
2008國際顧問論壇台灣代表 6.2002教育部大學講師資格
6.2002教育部大學講師資格/
教育部大學講師資格/世界47
世界47國顧問聯盟認證專家
47國顧問聯盟認證專家
7.1995
7.1995經濟部工商經營輔導專家考試及格
經濟部工商經營輔導專家考試及格
8.32年顧問講師
8.32
年顧問講師300
300家廠商診斷輔導訓練上萬小時工商授課
家廠商診斷輔導訓練上萬小時工商授課
1995
年顧問講師300
9.2017 累計 37 班顧問師班講師，
10.
班顧問師班講師，畢業集訓總教頭
10.診斷與輔導美商、
診斷與輔導美商、英商、
英商、日商、
日商、集團實戰經驗
11.
11.擅長:
擅長: 第二代人才接班、轉虧為盈、連鎖店經營、企業轉型升級、企業戰略利基經營與未來新價值布局

▇ 參加對象：1.組長、課長、廠長、經理、人事專員
▇
▇
▇
▇
▇
▇
▇

2.部門主管、新任主管、儲備主管、總經理室成員
3.二代企業家與夫人、二代企業團隊《持續學習是成長門票;
持續學習是成長門票;創造終生被活用之新價值.
創造終生被活用之新價值.是不失業的保證書》
是不失業的保證書》

上課時間：108
108 年 3 月 27 日 (週三) ， 9 : 30 ～ 16 : 30，
30，共 6 小時
上課地點：台中市工業區 38 路 189 號 (中國生產力中心訓練大樓)
上課費用：每位 3 , 2 00 元（含稅.教材.午餐），同公司報名三人以上可享 9 折優惠
結業證書：全程參與者，由中國生產力中心發給中英文訓練證書
繳費方式：請以郵局劃撥 0240690-1 或開支票(抬頭:中國生產力中心)或匯款或現金繳付
報名方式：1.電話報名：04-23505038 分機 248 林佳華小姐、220 林憶安小姐。2.傳真報名：04-23505030．04-23505039
網
址：http://www.tccpc.org.tw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

班名 主管幹部領導功效「目標法.展開法.控制法.效能法」錦囊班 上課日期 108 年 3 月 27 日(週三)
編號 中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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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

3

/

/

機構名稱

(股)公司 主要產品

統一編號

電 話(

)

傳

通訊地址

真 (

參加性質

訓練聯絡人

連絡電話

參加費用

元

備

員工人數

繳費方式

)
□公司指派 □自行參加

電子信箱
□現金 □郵政劃撥 □支票 □匯款、ATM 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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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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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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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請利用傳真報名：04-23505030,23505039 或電 23505038 轉分機 248、220 林小姐，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