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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请打开网站：www.ewisx.com ，点击任一活动，于活动介绍页面底部提交报名信息； 

如有疑问，请联系课程顾问协助报名：ewisx_com。 
 

关注公众号：ewisx 课程顾问：ewisx_com 

 

 

 

 

九型人格公开课 
 

 

主    题 场    次 主讲 

九型人格基础班-知己知彼九型读心术 录播课共 6 小时 槐玲玲 

九型人格识人术-幸福团队的知己知彼与有效沟通 上海 8 月 11-12 日，上海 11 月 18-19 日 槐玲玲 

九型人格应用 - 人际关系提升与工作效率提升 上海 9 月 2-3 日，上海 12 月 14-15 日 槐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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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人格基础班 

---知己知彼九型读心术 

录播课共 6 小时 

演讲语言：中文 Language: Chinese 

标准价格 Standard Price：880RMB/person 

定价含增值税、活动全程参与、电子资料、视频回看 

*报名后请注意查收确认邮件，内含付款账号等信息； 

*用户付清全款后方可获得课程链接 

 

课程简介 Briefing 

九型人格学（Enneagram）是一个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古老学问，揭示了人们内在最深层的价值观和注

意力焦点而不是表面的外在行为，真正做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所以这套学问被广泛的应用到个人

成长、职业选择、人际关系、婚姻、亲子关系、企业管理、销售技巧、教育、心理辅导等诸多领域，还

进入了高校作为选修课。 

 

九型人格很简单，所有人都是 9 个型号的其中之一，每个型号有几个特定关键词，仅此而已。九型人

格很复杂，除了 9 个主型之外，每个型号还有 3 个副型，总共 27 个副型，并且副型的排列顺序不同、

在安全放松与压力困境下，每个人所呈现的性格特征又不同。 

 

槐老师将从线上+线下两个维度结合帮助学员系统掌握九型人格，做职场和生活的幸福达人。其中六次

线上课程是系统知识学习，应用实际个案实例来讲解九型人格的基本知识，让您快速掌握九型人格正

宗的理论体系；4 天线下课程主要在于应用和解决问题，通过互动、体验、答疑、研判、一对一咨询等

方式，运用讲师常年咨询的经验，帮助学员核准自己的主型号，同时聚焦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惑。 

 

课程目标 Benefits 

本系列线上课程系统的讲解了九型人格的九种主型及三种副型，在 6 次的系统讲解中快速的掌握一门

知己知彼的读心术的基本知识框架。学习了九型人格的主型，对人的了解可以达到 60%以上，如果再

学习了九型人格的副型，对人的了解可以达到 95%以上。帮助学员快速的认知到人的人格类型的差异

以及对于我们成长自己及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基本维度。 

 

 

课程大纲 Agenda 

第一讲：人类三大中心  （1 小时） 

人类三大中心的意义 

  * 感受中心的特征 

  * 思维中心的特征 

  * 身体中心的特征 

互动答疑 

第二讲：感觉中心  （1 小时） 

感觉中心的核心特点 

  * 2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 3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 4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互动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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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思维中心  （1 小时） 

思维中心的核心特点 

  * 5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 6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 7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互动答疑 

 

第四讲：身体中心  （1 小时） 

身体中心的核心特点 

  * 8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 9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 1 号人格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互动答疑 

 

第五讲：人类三大人际关系类型  （1 小时） 

人类三大人际关系类型的意义 

  * 自保副型的核心特征 

  * 一对一副型的核心特征 

  * 社交副型的核心特征 

互动答疑 

 

第六讲：九型测试解读  （1 小时） 

1. 九型人格测评的意义及运用价值 

2. 基础图表解析解析的方法  

3. 九型图表测评答疑 

 

课程讲师 About the Speaker 

槐玲玲 

发展教育心理学硕士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22 年心理学实践经验 

15 年培训讲师经验 

上市集团商学院筹建人 

九芒星九型人格讲师 

九型企业微咨询项目督导 

ACI 注册国际职业培训师 

超过 2500 场培训，超过 2400 小时咨询经验 

 

槐老师潜心心理学实践 22 年，对人的差异化人格有深入研究。从事心理测评师、心理咨询师、企业高

管一对一教练、商学院培训经理、职业经理人等多种职业经历中，始终致力于心理学与企业的有机整

合。运用心理测评＋一对一咨询＋高管教练＋团队盘点＋企业培训＋落地辅导的系列服务，保证落地

效果。 

槐老师从 2007 年开始从事培训师工作，始终具有饱满的培训热情，一生立志于“用心理学让企业高效，

让企业幸福”。且具有专业性强、点评答疑精准、案例贴近现实的授课风格，易引起学员共鸣并融入课

程，能带给学员干货和收获，培训满意度全部 90%以上，很多在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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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人格识人术 

- 幸福团队的知己知彼与有效沟通 

上海 8 月 11-12 日 

上海 11 月 18-19 日 

演讲语言：中文 Language: Chinese 

标准价格 Standard Price：2980RMB/person 

定价含增值税、活动全程参与（9:00-17:00）、会议资料、午餐、茶歇；不包含晚餐和住宿 

 

课程简介 Briefing 

你想精准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么？ 

你想在职场上知己知彼、有效沟通吗？ 

你想与家人融洽相处，懂 TA 的心思吗？ 

 

一个“懂”字乌云散，九型人格和谐生。九型人格显示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就像一

个人性地图，是你理解自己和他人的 GPS 导航。 

 

 

课程目标 Benefits 

1、知己知彼 - 通过九型人格性格类型测试和 OH 卡，深度分析自身和他人的性格特征、优缺点及性格

差异，促进自我认知，也促进对他人的了解 

2、有效沟通 - 懂得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进而利用差异的奥秘，实现部门无障碍沟通，降低摩擦、

求取双赢，并推动工作、业务、管理等方面的高效产出 

3、换位思考 - 能够让部门每一个员工发现除了自己的个性之外，还有很多和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和个

性，从而走出自己的固有视角，接受别人与我们的不同，以更开放的心态来与同事们互动 

4、和谐团队 - 掌握跟不同个性的同事相处的要点，避开对方“沟通地雷”，获得和谐的沟通结果，拓展

人脉资源，全面提升人际关系 

5、行动方案 - 制定操作性强的“个人定制行动方案”，帮助我们变身充满魅力的沟通达人 

6、家庭幸福 - 了解亲密爱人的性格模式及深层心理需求，懂得如何表达爱，找到幸福家庭的匹配度与

相处模式，增进家庭成员(父母/子女)之间的理解，提升幸福指数 

 

 

培训对象 Who Should Attend 

  * 期待提升团队非职权影响力的企业高管、企业界精英、创业 CEO； 

  * 期待与客户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关系，提升进一步拓展市场，发展事业的人员； 

  * 期待与事业合伙人达成共识，进一步实现人生梦想的人员； 

  * 期待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的人员； 

  * 对自我探索和成长有要求的人员 

 

 

 

 



                                                                             www.ewisx.com 

 
5 

 

课程大纲 Agenda 

破冰互动 

打开心理防御，建立安全私密的学习小组氛围 

一、九型人格的三大中心 

1、能快速帮助你识人的心灵地图-九型人格 

2、互动环节：九型人格快速测试 

3、注重感觉的感觉中心、注重安全的思维中心、注重掌控的身体中心三种类型 

4、感觉中心三种人格（2 号助人型，3 号成就型，4 号艺术型）共同特征详解：职场中追求关注与认可

的人，他们的感受永远敏锐 

5、思维中心三种人格（5 号理智型，6 号疑惑型，7 号活跃型）共同特征详解：职场中追求安全与确定

的人，未来不确定既是焦虑 

6、身体中心三种人格（8 号领袖型，9 号和平型，1 号完美型）共同特征详解：职场中追求掌控与主导

的人，他们的愤怒蕴含力量 

 

二、九型人格的九大型号 

互动环节：你哪几个型号高？哪几个型号低？请重点关注的型号 

1、职场助人型 - 2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2、职场成就型 - 3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3、职场艺术家 - 4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4、职场研发型 - 5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5、职场疑惑型 - 6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6、职场开心果 - 7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7、职场领袖型 - 8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8、职场润滑剂 - 9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9、职场完美型 - 1 号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三、洞见自己与他人 

1、互动环节：OH 卡游戏互动 

2、团队每个人九个性格特质的分布状态与行为特点详细解析 

3、互动环节：现场人格访谈、与老师对话答疑 

4、洞见团队每人的职场天赋优势及目前局限性 

5、互动环节：目前职场的优势及瓶颈总结 

 

四、有效沟通与团队协作 

1、掌握与九个不同人格的人沟通的技巧 

2、强化理解“九个不同人格的沟通地雷” 

3、对于目前团队每一个人的沟通要点的详解 

4、互动环节：团队每个人制定《行动计划书》 

 

五、现场职场案例解析 

1、总结出目前职场有难度、有代表性的核心沟通难题，包括团队内部及外部客户的沟通 

2、互动环节：现场沟通演练与点评 

3、现场匹配度分析：怎样根据不同的型号找到匹配的职场搭档 

4、行为转化的四个阶段 

5、如果团队有需要，可以适当提示一些家庭沟通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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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型人格应用 

- 人际关系提升与工作效率提升 

上海 9 月 2-3 日 

上海 12 月 14-15 日 

演讲语言：中文 Language: Chinese 

标准价格 Standard Price：2980RMB/person 

定价含增值税、活动全程参与（9:00-17:00）、会议资料、午餐、茶歇；不包含晚餐和住宿 

 

课程简介 Briefing 

在职场上，有人追求持续的发展与稳定的收入，工作的意义是为基本的衣食住行提供保障。有人追求工

作的兴奋点和新鲜体验，工作的意义是让自己有激情投入其中。有人追求在团体中的归属感与影响力，

工作的意义是发挥自己在团队中的感召力与重要性。 

 

人的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着：自我生存型、亲密关系型、社会关系型，是九型人格中的三种关系模式。

每个人都有三种模式，但占比不同。三种不同模式占主导的人在人际关系中关注的焦点不同，而且工作

效率提升的方式也不同。 

 

这三种模式在家庭中也有体现，如一个自我生存型占主导的丈夫会认为给予妻子和家人足够的物质保

障，就是最好的爱。而一个亲密关系型占主导的妻子却认为激情和亲密的交流，才是她最需要的爱。 

在职场中，包括家庭中，如果从三种模式的角度，则可以很好理解自己和接纳对方，不再执拗于自己认

为的方式，取而代之使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提升人际关系，也能更有针对性的提升工作效率。 

 

课程目标 Benefits 

1、深层模式觉察 - 通过九型人格模式类型测试和 OH 卡，深度分析自身和他人的三种模式类型占比，

优缺点及性格差异，促进自我深层模式觉察，也促进对他人的了解 

2、人际关系提升 - 了解自己与对方的三种模式状态，以及同事的模式及深层心理需求，用对方想要的

方式给对方，就可以事半功倍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获得职场和家庭的和谐与平衡，开启幸福人生 

3、工作效率提升 - 了解自己在职场中追求什么，看重什么，自己的工作效率取决于什么，自己的精力

如何管理和恢复，从而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课程大纲 Agenda 

破冰互动 

打开心理防御，建立安全私密的学习小组氛围。 

一、九型人格三种模式 

1、九型人格三种模式：自我生存型、社会关系型、亲密关系型 

2、互动环节：九型人格三大模式快速测试 

3、互动环节：你哪个类型是最高的主导模式？哪个类型是最低的最弱模式？ 

4、追求持续的发展与稳定的收入的自我生存型，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5、追求在团体中的归属感与影响力的社会关系型，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6、追求工作的兴奋点和新鲜体验的亲密关系型，特性详解和行为模式 

7、互动环节：猜猜看 - 判断以下属于什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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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洞见自己与他人 

1、互动环节：OH 卡游戏互动与点评解析 

2、自我生存型占主导的人的职场优势与局限 

3、社会关系型占主导的人的职场优势与局限 

4、亲密关系型占主导的人的职场优势与局限 

5、互动环节：团队每个人画出自己三种模式类型的占比图 

6、团队每个人三种类型的分布状态与行为特点详细解析 

7、互动环节：现场人格访谈、与老师对话答疑 

三、人际关系提升 

1、掌握与三个不同模式的人沟通的技巧 

2、强化理解“三个不同模式的人的沟通地雷” 

3、三种不同模式的人对彼此的关系偏见： 

就知道守着一亩三分地、就知道假大空的忽悠和搞关系、就知道看心情瞎折腾 

4、互动环节：总结自己职场的人际关系优势及瓶颈 

5、互动环节：各模式类型常见职场关系冲突点情景模拟训练 

四、工作效率提升 

1、三种不同模式恢复精力的方式 

2、三种不同模式在工作中被激发高效状态的方式 

3、你的主导模式类型带给你的高效率时刻 

4、你的最弱模式类型使你工作效率低下的原因：单打独斗的怀才不遇型、好大喜功的不落地型、按部

就班的缺乏冲劲型 

5、发现自己模式类型在工作效率上需要提升的点及成长建议 

6、互动环节：每个人制定《行动计划书》 

7、如果团队有需要，可以适当提示三种模式在两性关系及亲子关系中的应用。 

 

课程讲师 About the Speaker 

槐玲玲 

发展教育心理学硕士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22 年心理学实践经验 

15 年培训讲师经验 

上市集团商学院筹建人 

九芒星九型人格讲师 

九型企业微咨询项目督导 

ACI 注册国际职业培训师 

超过 2500 场培训，超过 2400 小时咨询经验 

 

槐老师潜心心理学实践 22 年，对人的差异化人格有深入研究。从事心理测评师、心理咨询师、企业高

管一对一教练、商学院培训经理、职业经理人等多种职业经历中，始终致力于心理学与企业的有机整

合。运用心理测评＋一对一咨询＋高管教练＋团队盘点＋企业培训＋落地辅导的系列服务，保证落地

效果。 

 

槐老师从 2007 年开始从事培训师工作，始终具有饱满的培训热情，一生立志于“用心理学让企业高效，

让企业幸福”。且具有专业性强、点评答疑精准、案例贴近现实的授课风格，易引起学员共鸣并融入课

程，能带给学员干货和收获，培训满意度全部 90%以上，很多在 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