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易迪思（中国）培训中心 

Eddic Training Center 
Website：www.eddic.cn 
Hotline：400 818 8020 

思维导图让思考升值 
 

【课程背景】 

身处在易变、不确定的时代，具备独立思考能力、高效沟通呈现力、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能促使企业效能最大

化。然而，在资讯萃取和传递信息、汇报呈现等方面，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有资讯无重点：“最近有几个项目不得不延期，还有刚才客户打电话问解决方案的进展，另外，我看到……，对

了，领导建议最近要开一次会，……可能……”听了半天，到底想要说什么？ 

 

有重点无思路：上司突然委以重任：“这个新项目是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你准备几个提案，下周发给我。“ 缺

乏可参照的历史经验，从哪里着手展开工作？ 

 

有思路无亮点：工作业绩可圈可点，绞尽脑汁准备了几十页汇报 PPT，讲了十几分钟，听众昏昏欲睡，想要脱

颖而出并不容易。 

 

如何有意识地训练并提升我们的思考力，让思路更清晰，表达更准确？ 

 

本课程以思维盲区作为突破口，引导学习者善用思维导图的发散性、结构化、形象化等特点，梳理思路快速、准确且
富有创意，在沟通、项目规划和工作汇报等情境中表现出色，促进工作绩效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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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收益】 
 学员通过一天的培训，能够简要理解导图的理论基础，完成课堂上的逻辑思考模拟演练，并带入今后

的工作实践。 

 1. 体验多样的思维练习，积极参与导图的创造，拓宽对思维训练的理解; 

 2. 记住导图要素和原理，掌握导图思考三部曲，学会透过导图品鉴思考的量与质; 

 3. 现场展示所学的技巧，获得同伴和导师的反馈，快速提升思考的效率和品质; 

 4. 个人独立或与他人协作产出快速纪要导图、任务规划导图和汇报思路导图; 

 5. 制定行动计划，了解并开始科学运用思维导图，点燃潜能，智绘职场尖峰未来！  

  

【授课对象】 

需要将自己的想法进行语言和书面表达的职场人士 

 

【课程时长】 

1 天 

 

【教学方式】 

根据思维框架“知易行难”的特点 ，课程中将采用分组讨论、游戏互动、视频教学等加速学习的引导方式，导入与工

作情境息息相关的案例，打造突破传统的创意型思维课堂，让学员在轻松的互动中体验思维训练的价值，进而内化为高效行

动力。 

 

【课程优势】 
 定制类课程深受企业客户好评，居国内同类型思维导图课程一流水平，缘于①讲师专业资质国内顶配; ②课程内容高度贴合

职场人士思考痛点，学员课后易上手，实践应用范围广泛; ③授课方式寓教于乐。 

 1. 讲师刘丽琼拥有博赞导图行业顶配级专业履历：师承思维导图发明人博赞教授，截至 2022 年 3 月，是国内仅有的两位

Master 讲师之一。 

 2. 在保有导图的正统理念基础上，紧密贴合职场人士高频痛点思考情境，有力地增强了学习者课后第一时间实践应用的信

心。作为目前两位经官方认证授权的 Master 讲师中唯一一位拥有十五年世界五百强企业（华为公司+惠普公司）经历的讲

师，职能曾涉及销售运营、流程顾问、项目管理等工作，对职场人士面临的思考挑战能感同身受，致力于将导图精准切入真

实商务情境，化繁为简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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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课程寓教于乐，深受客户和学员的好评。讲师追求创新，乐于和学员密切互动。多家大型企、事业单位将思维导图课程

列入全员必修课，数年来持续采购，课程一经推出常常迅速被报满。导图课已经成为职场员工和业务骨干、中高层管理人员

的通识课、学习力、领导力、沟通力、问题解决力等多种经典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模块。 

课程大纲 

（一天版） 

 上 午 

开场 展示课程大纲，引导学员确立学习目标 

一、 好的工具让经典的理论焕发光彩 

 原理:  我们接收外界信息的魔力曲线 MIG 

 理念：导图+思维模型和策略，动态思考创造价值 

 思维导图三层思考法：快思、漫思、亮思 

二、 快思：海量资讯，快速抽取重点 

 场景：快速摘要信息（文本材料转化成导图） 

 自下而上聚沙成塔：一线一词，导图接收信息三步法 

 分组演练 

 成果品鉴：思维评估维度之精度、广度、深度、高度 

  

  

 下  午 

三、漫思&亮思：擅用经典思维框架，突显焦点 

 以上统下深谋远虑：擅用不同的思维框架清晰传递信息 

 经典逻辑框架应用演练（如 5W2H 规划团队协作任务、金字塔结构汇报工作等，可按客户需求选取重点演

练框架） 

 小组点评及讲师反馈 

四、总结：视觉化呈现表达 

 双脑思考模式让成果更唤起共鸣 

 幸运小组颁奖 

 

 

 

附：2021 年已交付的企业内训项目(部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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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能大学企业内训师培养项目：为达能大学培养 10 位内训师，使其能顺利高质量交付企业内部 1 天版的侧重培养员工思

维力的导图课程。 

2. 欧莱雅集团：完成两个批次的高潜员工的思维训练课。 

3. 地产集团：为中层管理者提供了两天版的透过导图掌握金字塔原理的逻辑思考课程。 

4. 联想（大连）：为中层管理者提供了两天线下+15 天线上训练的金字塔原理逻辑思维训练课程。 

5. 中国商用大飞机：为 700 多位技术骨干提供思维导图课程（分六个批次）。 

6. 中国工商银行大（大连、上海）：完成三个批次的精英骨干员工的思维训练课程。 

7. 招商局轮船、宝武集团、赛科石油、上汽、深圳地铁等多个各具需求特色的项目。 

 

 

课程时间：7 月 26 日 9:00-16:00 

课程报价：1180 元/人  

三人团报价：980 元/人  

企业报价（5 人）：4580 

 

添加专属客服，咨询并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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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创始人博赞亲授 Master 主认证讲师 

 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中国区赛事道德与纪律监察长 

 博赞思维导图授权讲师线上课程中国区特邀导师 

 结构性思维认证讲师 

 英国 IPMA 管理公会认证国际培训师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专家 

 

企业培训：对博赞知识体系（思维导图、快速阅读、超级记忆）持续深入地钻研，融会创新思维、引导技术、项目管

理等知识模块，打造了独特的思维导图课程体系，尤其擅长为企业客户提供定制化思维内训。不仅给学员带来深刻的
启发，同时能让学员在行为改变和绩效产出上具有明显的效果。职场主题主要有： 

 《思维导图提升逻辑思考力》（1 天版/2 天版） 

 《透过思维导图掌握金字塔原理》（1 天版/2 天版） 
 《思维导图助力问题解决》（1 天版） 
 《思维导图助力创造性思维》（1 天版/2 天版） 

 《思维导图企业内训师 TTT 训练营》（4 天版，跨度 2 个月） 
  

导图专业认证培训和评估：她秉承创始人的核心理念，以传播推广思维导图为终身使命，创设了上海首家思维导图官

方俱乐部。每季输送的专业考级选手直通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并取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绩。自 2017 年起，连续四
年参与执裁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的各级赛事，先后担任赛事中国区副裁判长，全球赛监察长等。她在国内讲授的东尼
博赞思维导图管理师资格认证班已达 28 期，在全国培养了两百多位专业级认证管理师。 

 

个人作品：作品风格清新简洁。贺寿导图《Happy Birthday》博得创始人博赞先生喜爱，曾被世界思维导图理事会中
国区评选为综合第一，印制于 2017 年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宣传手册封面。 

 

工作领域：长达十五年的世界五百强经历（华为&惠普），职能涉及客户服务、订单运营、流程顾问、项目管理等工

作。 

作为惠普大中华区项目经理，她成功实施流程改善项目，将涉及五千万美金销售额的订单业务时长从 4 小时缩短到 0.5
小时。 

 

刘丽琼 
易迪思 金牌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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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客户： 

公用事业：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闵行区政府、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UDC、上海豫园集团、招

商局轮船 

制造业： 

中国商用大飞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三星、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德国迈德乐糖果，德国裕克施乐塑料制

品、芬欧汇川（常熟）纸业有限公司、電気硝子玻璃（上海）有限公司、凯毅德股份有限公司、快克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TOTO、金唯智生物科技、旭格国际、戴卡轮毂、科思创聚合物（中国）、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零售和消费品： 

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利华、丸红（中国）有限公司、三井纤维、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大
和事务中心、广州欧莱雅百库 

IT 与通信：中国惠普有限公司、IBM、联想、上海易招标、中国电信 

银行保险：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上海）、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上海银行、交银康联人寿、兴业银行、众
邦银行、德邦证券、太平洋保险、平安医保科技 

汽车：上汽大通，上汽安吉物流、上汽保险、上汽通用汽车、长安马自达 

能源：国家电网、华润电力、中石化赛科石油、壳牌石油、上海电力设计院 

交通：深圳地铁（企业大学特聘讲师） 

医疗：海和药物、杰特贝林（上海）有限公司、美纳里尼集团上海 

房地产：上海地产集团、南丰集团 

教育咨询： 

新东方教育集团、交通大学海外研究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外服、中智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关注易迪思  领取精选课程免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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