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背景与学习⽬标

上海交通⼤学海外教育学院《企业家讲师培养计划》致⼒于

打造⼀个“经验共享，智慧共创”的平台，通过结构化、实战

型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演练，帮助企业家从“不敢讲、不会讲、

不善讲”成⻓为“敢讲、会讲、善讲”的智慧传播者。向社会传

播经营理念和企业愿景，让⼤众通过您的魅⼒语⾔，了解认

识您的企业、认同您的理念。在⾃媒体时代，每⼀位企业家

都是企业最好的内部培训师和形象代⾔⼈！

移动互联⽹时代，改变了⼈们的⽣活⽅式，也改变了⼈们的

学习⽅式。在知识获取灵活便捷的情况下，每个⼈都是学习

者，也是知识的传播者，⼈⼈都应以开放的⼼态向外界汲取

智慧，也应为社会贡献⾃⼰的智慧。企业家是富有梦想、责

任与精神的⼀个族群，他们肩负着传递商业智慧、传播先进

理念的使命和重任。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到这点，就是我

们这个项⽬的初⼼和使命。

2013年迄今，该培养计划已经培训过逾600名学员，其中⽗

⼦、兄弟、姐妹、夫妻、同事结伴学习屡⻅不鲜。有数名学

员成为“上海交通⼤学海外教育学院特聘讲师”，20%的学员

已在本企业、同⾏业、有关机构等社会各类教育平台中受邀

讲课、演讲和分享。逾40%的学员在本企业内部培训平台中

已经成为成熟、优秀的讲师。

 

培训对象与学员构成 

◆ 有志于提升⾃⾝语⾔表达能⼒或公众演讲能⼒的⼈⼠。

◆ 有志于涉⾜讲师领域的企业家和企业（准）培训师。

 

历届学员构成：⺠营企业（含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

财务总监、设计总监、企业内部讲师、销售总监、⼈⼒资源

总监、律师、董秘、银⾏⾏⻓等。

 

课程模块与教学⽅式

01 开学典礼暨导⼊课程《遇⻅讲师班》

■ 开学典礼+课程导⼊

■ 破冰之旅/世界咖啡

■ 学员视频展播+现场演讲+导师点评

02 领导与领导⼒那些事：企业家领导⼒之语

⾔的⼒量

■ 我是歌⼿——何谓领导⼒

■ 变形记——内圣外王，⾃我修养，⾃我管理

■ 爸爸去哪⼉——愿景与⽅向，⽅向与驱动

■ 中国合伙⼈——了解你的员⼯和跟随者

■ ⾮诚勿扰——空降部队，团队的建⽴

■ 私⼈订制——激励与绩效驱动

03 演讲是更⾼效的沟通，如何持续提升演讲

能⼒

■ 总结影响演讲呈现的客观因素，揭秘演讲的核

⼼

■ 构建演讲的结构画布，重塑演讲的逻辑设计

■ 如何克服演讲中的紧张情绪

■ 如何提升商业演讲的效能

■ 如何做好⼀场TED演讲

■ 洞察突发表达的攻防之道

04 魅⼒讲师课程：直⼊⼈⼼的影响⼒从语⾔

开始

■ 开发语⾔表现⼒的潜⼒训练

■ 受众认知⾏为解读“三脑对话”

■ 公众表达的⼯具：四⼤基本技能

■ 语⾔能⼒训练，语⽓语调语势练习

05 结构化思维与有效表达

■ 演讲内容的逻辑组织：⾦字塔原理，思维导

图、3W结构

■ 演讲内容的视觉演⽰：课件设计与制作技巧、

其他视觉创意与设计

■ 演讲内容的讲授呈现：开场技巧、流畅讲授与

演⽰配合

06 台前艺术：呈现逻辑与控场技巧

■ 台前呈现精彩之道

■ 台前语⾔表达艺术

■ 台前呈现控场技巧

■ 场景PK及实战辅导

07 新媒体语境中的语⾔形象管理塑造

■ 新媒体语境的特点及对语⾔形象的要求

■ 新媒体时代，优质语⾔形象是个⼈影响⼒的

助推器

■ 新媒体时代优质语⾔形象塑造五部曲

■ 课程复盘及学员个案辅导

08 语⾔表达在具体场景中的运⽤

■ 语⾔表达的魅⼒

■ 场景⼀：有策略的听和说

■ 场景⼆：带领团队过程中的激和励

■ 场景三：解决冲突情景中的演和练

09 让演讲的⼒量助你⼀⻜冲天：从演讲到培

训的艺术与升华

■ 公众演讲的定义与实施

■ 演讲的场景策划与现场模拟训练

■ 演讲中的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达

■ ⼼理学和职业形象礼仪在演讲中的运⽤

10 结业汇报与结业典礼

■ 学员教学成果汇报

■ 结业典礼，颁发结业证书，结业合影

11 实践平台与校友福利 

■ 为学员提供实践平台，配合学院参与校友会

沙⻰等相关活动

■ 学员可以参与学院的⾼端论坛、社团活动、

校友组织等

■ 为提供提供企业内训和定制课程

 

项⽬结构

⾯试⼊学——与导师、班主任⾯对⾯，了解学习诉求，因

材施教

课堂教学——聆听授课⽼师讲解，并根据课程内容，有效

互动

教学演练——结合课程教学需要，安排教学演练，互评、

⾃评，多⻆度感知

游学参访——⾛出课堂，寓学于乐

导师辅导——专家导航，亲授公众表达技巧与⼼得

⾃我呈现——结业演讲/课程讲授专场，学习成果有效转换

 

拟邀师资和导师团成员 

孙⻥洋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教师、上戏⽂化总经理，

上海注册执业国际培训讲师，上海交通⼤学安

泰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学管理学院客座

教授，北京⼤学后E课程教授。2010年上海世

博会志愿者语⾔沟通导师，SMG06.07好男⼉

表演和语⾔内训导师，《⾦星秀》⾦星语⾔导

师等。

宗 浩
企业CEO教练，客座教授。

⽬前担任：红星美凯⻰董事⻓顾问，外联出国

集团董事⻓顾问，精锐教育董事⻓顾问；复旦

⼤学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学MBA

⼊学考试校外主考官，上海交通⼤学海外教育

学院客座教授，上海⼲部学院客座教授等。

徐睿之

TTT导师，总裁演讲技术引导专家，内训师团

队管理优化研究学者，国家培训师认证导师&

考官（上海），中国好讲师⼤赛“东航好讲

师”授课导师，2015年度最受学员欢迎的⼗⼤

⼈⽓导师。2017年度上海教育培训⾏业⼗⼤

创新⼈物。

余晴菲

上海世博会培训师，IPA国际注册礼仪培训师

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注册⾼级礼仪培训师，

国家⼆级⼼理咨询师，City&Guilds“国际培训

师”⾼级讲师。清华⼤学出版社合著出版《我

的跨界⼈⽣》。

邢勇强

华中科技⼤学⼯商管理硕⼠、新西兰奥塔哥⼤

学⼯商管理博⼠、扬州⼴播电视传媒集团（总

台）资深主播，国家⼴电总局⼈才中⼼特邀讲

师，中国影视传媒资讯⽹特邀讲师，资深媒体

⼈，专栏作家。

易 炜
国家认证企业培训师、City&Guilds认证培训

师、CPP认证MBTI培训师、认证DISC咨询

师、国家⼈⼒资源管理师、企业管理硕⼠。

⻩ 丹
澳⼤利亚悉尼⼤学Media Practice专业硕⼠，

曾任镇江电视台新闻主播、上海教育电视台主

播。中国教育联盟百强讲师、ACI注册国际⾼

级礼仪培训师。“迪声⽂化联合创始⼈，国内

⾸创‘语⾔形象’概念”。

王良志

华东师范⼤学教育学硕⼠、新西兰奥塔哥⼤学

⼯商管理博⼠、上海新南洋海外商学院教务

⻓。

 

研修安排

◆ 开学⽇期：2021年8⽉14⽇

◆ 每⽉⼀次，周末 2天集中授课，总时⻓近12个⽉

◆ 学、演、练相结合，专家导师全程参与辅导

 

研修费⽤

⼈⺠币28800元（含学费、教材费、讲义费、教务费、

证书费等）

 

研修成果

◆ 上海交通⼤学海外教育学院颁发《企业家讲师培养计

划（第⼗三期）》结业证书

◆  上海交通⼤学颁发《企业家讲师培养计划（第⼗三

期）》结业证书

 

学员⻛采

讲师班⼀期  童海伦

上海交通⼤学海外教育学院特聘讲师

上海交⼤海外教育学院倾全学院之⼒打造《企业家讲师培养计划》

这⼀明星课程和拳头课程，聘请了众多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名师精

英现场教学指导，他们⾔传⾝教，不仅带给了我丰富的演讲知识和

⾼超的演讲技巧，更是⽤他们的⼈格魅⼒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使

我在讲师之路上，能够⾛得更远和表现得更卓越！我坚信我已是⼀

个幸运和幸福的⼈，因为在⼯作之余，作为交⼤的讲师，我可以在

这个最热爱和最擅⻓的培训舞台，实现我的⼈⽣价值！

讲师班⼀期  桂久强

上海智连晟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

我是《企业家讲师培养计划》第⼀期学员。讲师班作为交⼤海外的试

点项⽬，虽然课程时间⽐较短，但各位⽼师的⽣动讲解，优秀学员的

有趣⽰范，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希望讲师班项⽬越办越好，未来能

成为交⼤海外的招牌项⽬！

讲师班⼆期  徐正国

上海京沪商标事务所 主任

上海交通⼤学海外教育学院特聘讲师

参加了《企业家讲师培养计划》课程的学习，实实在在提⾼了企业家们在公共场

合如何开好场，讲好课，进⼀步提⾼了演讲技能，控场技巧，互动艺术，开创新

⼀代企业家的精彩呈现，分享您的成功创业经历，传播您的专业实务知识。来

吧，上海交通⼤学企业家讲师班正在培养你！

讲师班⼆期 乔斌

上海优售优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裁

如果有⼈问我：在交⼤海外学习多年，感觉哪⼀⻔学科最有特⾊？我

会告诉他是“企业家讲师班”。因为在商学院，我们学习的⽬的不仅仅

为了将企业管理、运营技术、商业模式等知识运⽤到商业活动中去，

更重要的是“传承”，是把这些知识传递给更多的合作伙伴并共同成

⻓。“企业家讲师班”让我们有机会也能⾃信地⾛向讲台，在特定领域

成为⼀名“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并将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让知

识的⽕种不断传递下去。

讲师班三期 张⽴秦 

上海佑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CEO

我在讲师班的学习体验：1、讲师班可以提升企业家的内在素质。作为⼀名在交

⼤海外平台上持续学习的企业⼈，我总是不断学习知识以武装⾃⼰的⼤脑。但我

觉得交⼤海外企业家讲师班不同于其他课程之处恰恰在于，这⻔课不仅是传授知

识，⽽是培养⼀个⼈内在素质，⽐如：演讲、控场、⾝型⼿势、语⾔表达等。通

过学习和训练，我觉得⾃⼰发⽣了变化，变得更加⾃信和有魅⼒。我觉得对⼀个

企业家，这种内在的素质往往⽐知识更加重要。2、讲师班可以将企业家的经验

和技能更有效率地传播。交⼤海外讲师班培养企业家站上讲台的理念我觉得⾮常

好，能够把企业家的智慧和经验更好地传播。通过培训，班⾥许多同学都形成了

⾃⼰特⾊的课程。我认为这样的课程可以产⽣裂变的能量，对学员、对企业、对

⼤学、对社会都能递进地贡献价值。

讲师班四期 刘海涛

恒润博雅应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2016年，我参加了上海交⼤海外教育学院的企业家讲师班，在这系

统化的课程学习中，我不仅看到了交⼤⾼素质的管理团队，聆听了⽼

师们的⾼⽔平课程。更重要的是，在这⾥结识众多来⾃不同⾏业的⾼

端⼈⼠，受益匪浅、⼼存感激。讲师班量⾝定做，邀请专家，精⼼设

计课程，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我的演讲技能。同时，精英同学之间的思

想碰撞，总是让⼈开拓视野，发现新的机遇。虽然讲师班的学习时间

有限，但滴⽔能藏海，影响深远，意义重⼤！

讲师班四期 张正娟

若盛（上海）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在讲师班我学习到了公众表达这项技能，让我在任何场合都能表达⾃如。通过系

统学习，我做到了⼼⼝⼀致的表达⾃⼰的观点和思想。感恩遇⻅讲师班，我学到

了知识和技能，也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追往梦想的路上，不再孤单！

讲师班四期 施克明 

昆⼭众望包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我的⼈⽣从⾃闭到第⼀次登台，就在⼏百名企业家⾯前获演讲冠军奖

杯！

⾮常感恩讲师班！帮助我，引导我！让我明⽩其实演讲紧张是源于没

有⽅法…没有⽅法源于没有⼈⽣教练…交⼤讲师班汇集了很多这样的

⼈⽣教练…您想要在某⼀个领域达到怎样的⾼度，最有效的⽅法就是

找到这⼀领域的专家团队…

感恩讲师班！让我遇⻅更加精彩的⾃⼰！

讲师班五期 刘洪英 

苏州隆奔财税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

⾛进讲师班的课堂前，虽然有⼗多年的会计教学经验，但在授课过程中总觉得⽋

⽕候。讲师班让我学会了如何把枯燥的会计理论、税法条⽂讲得⽣动有趣；如何

做漂亮⼤⽅、简洁易懂的PPT；如何控场；如何带动学员情绪；如何⾃我控制情

绪；如何亦演亦讲。天赋⼈⼈都有，但机会却不⼀定。⾛进讲师班，让天赋撞⻅

机会，⽣动有趣的教学课堂，⼈⼈都有的演练机会，丰富多彩的游学活动，博学

多才的⽼师和同学，每⼀位同学的演讲天赋都被激发，才发现，原来⾃⼰可以讲

得这么好！

讲师班六期 洪善银 

上海⾦合源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

避免失望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寄望于任何⼈、任何事，期待⾃⼰改变

⾃⼰的能⼒。进交⼤海外讲师班，让⾃⼰打开⼼扉、活出⾃信！

来到讲师班6期，感谢遇⻅了这么⼀个有爱的⼤家庭。学习分享的收

获、运动能量的感染、同学情义的凝聚是我所感受到的，也让我们每

个⼈收益匪浅。

期待更多的朋友⾛进上海交⼤海外教育学院企业家讲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