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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上班，您为员工“收心”了吗？ 

全员培训齐收心  凝心聚力开好局 

2020开年“全员收心培训”第一课 

 

国内顶级员工培训专家张戴金老师 

14 年 匠人匠心、千锤百炼、实力开讲 

 
 

 

全员正能量 
与巅峰激励 

 

一开始就冲刺：让您的员工“跑”起来 

 

主讲：张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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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节后上班，您是否还在为以下这些问题而烦恼？ 

 上班啦，人回来了，心还在假期，精神萎靡，心神不宁…… 

 哎，又要上班了，想想就痛苦，“上班”如“上坟”啊…… 

 节后上班不适应，感觉浑身上下不得劲，好像干什么都不在状态…… 

 得了假期综合症，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坐在办公室满脑子跑火车…… 

 重返工作岗位，做事拖拉懒散，执行力低下，激情弱爆，对上班产生厌恶和恐惧感…… 

 

 

 

员工们这是怎么啦？ 

得了“节后综合症”！ 

解决这些“心态不好、状态不佳、干劲不足、劲头不旺”等“节后综合症”

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调整员工心态，激活员工状态！ 

用“正能量与激情”来提振员工们的士气，让员工们快速实现“收心归位”。 

 

为此，国内公认顶级员工培训专家张戴金先生凭借 10 多年来打造团队和培训员工的实战

经验，潜心开发出富有使命感和极具震憾力的“全员收心”课程——《全员正能量与巅峰激

励》，给您团队在新的一年定个好基调，做个好铺垫，让员工们“人回来，心也回来”，让员

工“在职、在岗、在状态”！帮助员工从春节长假中快速收心，恢复工作激情与状态，增强团

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张戴金老师将用生命的激情来告诉您的员工：什么是激情！什么是动

力！什么是态度！什么是责任……精彩的内容、生动的演绎、高超的授课，员工听了“心动+

行动”，领导听了“感谢+感动”。人人有激情，时时在状态，一开始就冲刺，让您的员工“跑”

起来！真正的“节后收心”，就从这堂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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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课程时间1天（6小时/天，标准版） 

培训形式主题演讲、案例教学、影音分享、互动演练、PK竞赛…… 

——激情、快乐、感动，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培训”，这才是“真正的效果”…… 

培训主讲张戴金老师  中国员工执行力第一人、中国员工培训领军人物 

《摆正心态干工作》、《执行必须到位》等多本畅销书作者  亲临授课 

——他，14年培训生涯、演讲高达 3000多场、学员超过 2000000 人次，员工培训实力派！ 

——未曾君临，已被传说！全员培训，品质保证，请认准“张戴金”老师，大家都知道！ 

 

 

 

课程收获  

 围绕“节后综合症”问题，让员工快速收心归位，让员工“人回来，心也回来”； 

 全员培训齐收心，集中学习开好局！定基调、稳人心、鼓干劲，让员工一开始就冲刺； 

 赢定 2020，发起全体员工总动员，提高员工的工作激情，让您的员工“跑”起来； 

 调整全员心态，激活全员状态，提升工作绩效，激发全员正能量和潜能； 

 为全员“再鼓干劲、再添措施、再加力度”，增强达成新年工作任务目标的决心； 

 让员工学会从自身找问题，没有推诿、没有埋怨、没有借口，工作热情爆棚； 

 让全体员工自动自发投入工作，增强员工们的付出、奉献和实干精神； 

 为您打造一支“高效率、高凝聚力、超强执行力和战斗力”的铁血员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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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正能量篇”——引爆全员正能量 

一、 触目惊心：从“病态职场”开始说起 

 上班啦，人回来，心没回来，“上班”如“上坟” 

 得了“假期综合症”，浑身都没劲，干什么都不在状态 

 迟迟上班来，早早归家去，“钱不少我的”就行了 

 拿多少钱，做多少事，为公司干活，混呗，很正常嘛 

 哼，有啥大不了的，大不了“老子”明天不干了 

二、 收心归位：“摆正心态”传递全员正能量 

1、 自我修炼——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 

1) 我们常常只希望改变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改变自己吗？ 

2) 我们每天都在批评别人，我们知道该怎样自我反省吗？ 

2、 赏识教育——学习优点长智商，包容缺点长情商 

1) 树起大拇指：优点不说不得了，缺点少说慢慢少 

2) 用放大镜看别人的优点，用显微镜看自己的缺点 

3、 换位思考——多替公司想一想，老板其实不容易 

1) 员工干得不顺心可以跳槽，老板又能往哪里跳呢 

2) 换位思考：站在老板角度想问题，老板很难当 

4、 主人翁精神——把工作放在心上，把心放在工作上 

1) 积极主动：做事不主动，前途很被动 

2) 把公司放在心里，把心放在公司里 

5、 停止抱怨——成功永不抱怨，抱怨永不成功 

1) 没有糟糕的事情，只有糟糕的焦点 

2) 请记住：千万别带“情绪”来上班 

三、 职场呼唤：做正能量的好员工 

1、 心态要“好”——好心态，好前程 

1) 摆正心态干工作，态度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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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态红绿灯：态度永远保持“绿色” 

2、 定位要“准”——有定位，有地位 

1) 对内定位：对上服从，对下服务 

2) 对外定位：你不代表个人，你代表的是公司 

3、 标准要“高”——高标准，高要求 

1) 工作无小事，成败在细节 

2) 做事“高标准”，做人“严要求” 

四、 注入“三大基因”，激发全员正能量 

1、 “决战 2020”激发全员正能量，注入“责任基因” 

1) 你的岗位在哪里，你的责任就在哪里 

2) 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只有不负责任的人 

2、 “决战 2020”激发全员正能量，注入“忠诚基因” 

1) 人在企业，“心”也要在企业；人回来，“心”也要回来 

2) 忠诚——忠臣——终成；在职，在岗，在状态； 

3、 “决战 2020”激发全员正能量，注入“感恩基因” 

1) 常感恩，动力生；常感恩，幸福生；常感恩，贵人生 

2) 感恩企业、老板、同事，我们从“心”出发 

第二部分：“巅峰激励篇”——让员工“跑”起来 

一、 适者生存：危机时代，我们必须“跑”起来 

1. 危机时代：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状况 

2. 盛世危言：微软公司离倒闭只有 18 个月 

二、 自我激励：转换“三大信念”，新年要有新开始 

1、 新年新开始，我们“没有抱怨” 

1) 抱怨不如改变，生气不如争气 

2) 实践：全员开展“不抱怨”运动 

2、 新年新开始，我们“没有借口” 

1) 习惯找借口，成功没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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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全员开展“无借口”运动 

3、 新年新开始，我们“没有不可能” 

1)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实践：全员开展“没有不可能”运动 

三、 全体动员：“三把标尺”带着目标来上班 

1、 100%沟通到位——“该说的要说到” 

1) 反思：——该说的，说了没 

2) 不要说废话，说太多废话的人迟早会成为“废人” 

2、 100%实施到位——“说到的要做到” 

1) 反思：——说到的，做了没 

2) “想”是问题，“做”才是真正的答案 

3、 100%结果到位——“做到的要见到” 

1) 反思：——做到的，见到没 

2) 忙要忙到点子上，让每一个员工成为企业的盈利单位 

四、 全员向前冲：革除“三大陋习”，消除全员负能量 

1、 “我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能力是练出来的 

1) 伟大是熬出来的，骨干是折腾出来的 

2) 成功之前先成长，千万别把运气当本事 

2、 “不可能”：这不可能，那不可能？——潜力是逼出来的 

1) 成功：差一点就失败了；失败：差一点就成功了 

2) 全力以赴：变“不可能”为“不，可能” 

3、 “没办法”：这没办法，那没办法？——办法是想出来的 

1)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2) “心法”大于“方法”，心有所向，法有万种 

五、 点燃激情：“我的新年作风”宣言——从理念到动作 

1. 勇于负责——对工作负责，其实就是在对自己负责 

2. 马上行动——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马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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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绝对服从——工作来临，第一接受，第二完成 

4. 没有借口——习惯找借口，成功没入口，没有借口 

5. 说到做到——要做就做最好，言必行，行必果 

六、 巅峰激励：赢定 2020，让员工们“跑”起来 

1、 “军魂”：士气引爆——士气比武器更重要 

1） 倡导“激情文化”：人人有激情，时时在状态 

2） 激情文化的“四个凡事”思想 

2、 “行动”：行动引爆——行动才是硬道理 

1） 行动大于一切，行动，行动，再行动 

2） 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就是“干” 

3、 “动力”：激励引爆——让全员“跑起来” 

1） 寻找动力：别再“混日子”了 

2） 做人“无愧于心”，做事“无愧于薪” 

结语：新年新开始，赢定 2020，吹响集结号，一开始就冲刺 

 

 

                            专职助理 

13452473927（杨助理） 

          
【特别说明】： 

1、 由于张戴金老师在员工培训领域耕耘 14年，在培训业界拥有极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所以，市面上

有一些老师在模仿张老师的课程资料设计与授课内容，但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请认准张戴金

老师原创设计的课程大纲与授课内容，尊重知识版权，请“张戴金老师”做员工培训，说明您对员工

培训是认真的！ 

2、 本资料原创版权归张戴金老师本人所有，仅供合作机构与终端客户使用，未经书面授权及同意，任

何机构及个人不得模仿复制，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