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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分享课大纲：

• 盒子是什么

• 想要理解自我思维边界，就得造

一个盒子

• 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 跳出框框思考，创意市场

• 建立一个更好的盒子，使用更好

的盒子

目标：

• 提高每个参与者成为更有创意的

创新者的能力, 无论其在组织中的

角色或级别如何。

• 通过学习如何 “跳出盒子思考”, 更

重要的是 “重新思考一个更好的盒

子”, 培养参与 者挑战现状、鼓励

冒险的能力。

• 提高自我意识, 提高自身的创造力

和创新优势以及发展领域。

• 学习工具和模型, 这些工具和模型

将通过迭代操作和以客户为中心

的思维来提高其改进结果的能力。

Thinking
In & Out of of 

The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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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是什么?

这个盒子代表了你的思维框架 当你的固有思维框架不能
得出好的结果时，您需要
跳出框进行思考

并且只是出去是不够的；你需要学习如何
创造一个更好的框架来思考.

思维框架是由你的经历影响的，比如你的
人际关系，你生活的巅峰点和低谷。

大多数时候.，这些思维框架对你很有用。

安全/生存 合乎情理 成功

想要理解自我思维边界，就得造一个盒子

盒子的外面代表你在公众面前
的自我

正面代表帮助你理解和与世界
互动的过滤镜

左右两边代表带正负能量的事件背部保持紧张和压力

你可以选择如何应对压力。自由进出框架的思维
可以提高你创造性地做出反应的能力，这样你就
能够在获得更多成功的同时，感受到更少的压力。
.

像电池一样，一些事件会给你充电（右侧），而
另一些事件会消耗你（左侧）。即使这些偏好和
刺激与解决你困惑的情况不一致，你也会倾向于
避开左边而更多地寻找右边。.

通过语言、文化、经验、教育等等，创造了你用
来理解周围世界的过滤镜。

你把你想让别人知道或别人所认为的东西放在你
的盒子外面。这是你的个人品牌，你的公众形象。
它帮助人们了解你，并通过创建一个容易理解但，
不一定完全准确的你来保护自己.



面对压力的5种常见反应

忍耐 Endure

放弃 Give Up

降低期望或标准
Lower Expectations

抬高期望或标准
Raise Expectations

调整思维 Change Mindset



过滤镜限制了你的思维

你并不知道你在过滤

你不能打开你没有的过滤镜

如果你不说一种语言，你将很难理解这种
语言的对话。如果你在一个组织的一个部
门工作，你可能无法理解公司其他部门的
情况。
为了弥补这一点，你需要有同理心。但是，
即使你能从另一个人的处境中想象事物，
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他们是如何解释事
物的，他们的过滤镜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解
释的。

你的生存和成功是建立在你理解世界的能力
上的。活着就是你的过滤镜为你工作的证据。
你的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难质疑你观点有效性
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你可能会为你的过滤镜
的有效性而辩护，而不是开明的聆听其他人
的观点.

一只乌龟在湖边的岩石上晒太阳，想着去
游泳。她看见一条鱼游过，就问：“对不
起，朋友，水里怎么样？鱼回答说：“水
是什么？”
这条鱼在水的世界里游泳，没法和其他环
境做对比。
水只是理所当然的、无名的一切。
你的过滤镜是相似的。你解释世界的方式
是由你的语言，文化，经验和教育产生的。
你周围的人往往都有相似的看法，所以你
的解释显得很“正常”。

你的过滤镜非常善于理解你的世
界，以至于你忘记了它们是不完
整的和容易出错的。

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一切都会像钉子
一样。

你所做的事情和你对我们周围世界的解
释是相似的，你把事情简化到对你来说
“有意义”的程度，然后坚持这个观点，
即使面对证据是与之相反的情况.

在极端情况下，这表现为种族主义或偏
见，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可能只是一个
错过的机会或是一种行为模式，你似乎
不能打破。.

过度使用那些对你有用的过滤镜



左右似乎是不变的

世界就是这样
运转的

这是常理

毫无疑问!

如果你有不同
的想法，你就
是疯了

这就是我的
方式

这就是我所学到的

一直都是这
样

所有人都知道的

看上去，右边和左边都像石
刻一样的无法改变。

盒子的里面更像是一堆便
条纸

便签记录了我
们当前的想法

你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调整你的思维，以
达到不同的目标

它们不是永久
的

你一辈子都在创造有用的框
架；你为什么要质疑它们？

他们可以四处
移动

你不是非要改变你的想法，
但你可以，并且这是一个极
好的礼物。

左右两边一直在变化



.

我们的公众自我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你做出选择来保护你的面子

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只是对自己思考，
你都会倾向于选择支持你所偏爱的公众形
象。通常情况下，这些都是你最先想到的
想法，这些想法出现的非常快，因此你缩
短了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但也限制了你的
选择，有时你甚至不知道你在这么做。

你更容易按照你的公众的思
维发表意见或采取行动

你拒绝或避免与你的公众想
法相矛盾的想法

你的公共思维会影响他人的
创造力

当你把非常强烈的意见放在盒子外面时，
你会影响别人的思考质量。在我主持的许
多研讨会中，领导们故意不参加某些项目，
让其他人更有创造力。他们明白，他们在
房间里的出现会改变思维过程。并且他们
想让人们从取悦老板的重担中解脱出来。

有时候你会为了“挽回面子”而做决定，
你想稳妥行事，或者融入团队，所以你会
赞同其他的想法，即使它们不会引起你的
共鸣。这可以表现为“群体思维”，即群
体对彼此的想法过于一致，以避免冲突。
或者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安全和保守的想法
来降低尴尬或失败的风险.

有些想法可能是有效的，但你很快就会拒
绝它们，因为它们与你想要呈现的公众
“面孔”不一致。这种限制性思维的例子
包括“人们会怎么想？或者“如果我这样
做，我还会被接受吗？”。立即拒绝一些
想法会减少可能性，并限制你的创造力。



创新思维模式: 跳出框框思考
围绕个人创造力转变心态和状态

▪ 跳出盒子思考“ 是很困难的, 因为 ”盒子“ 代表了我们保持安全和成功的思

维的界限。盒子外的思考可能是有风险的,顾名思义很多 ”盒子外的想法“ 被

定义为无用的, 或不实际的。

▪ 了解 "盒子" 的目的, 学习如何既能想到, 又能回到更好的盒子里, 是提高个

人创造力所必需的基本形象转变。

▪ 在本课程中, 我们从字面上理解 “跳出盒子思考" 这句话, 并对我们思维的界

限进行物理表示。一旦物理盒子充满了意义, 我们穿上这个盒子是为了获得

情感上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正是我们的思维对结果的限制程度。

▪ 在汇报之后, 我们介绍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创造性思维过程, 它被映射到物

理盒子上。我们介绍了一些简单的思维方式 (发散思维), 以及如何重新思考

一个更好的盒子 (融合思维), 最后, 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 支持新的想法和我

们对未来更有说服力的愿景.

创意市场
传达影响的想法

创新的一个主要方面

是在内部 (收集支持

并与变化保持一致) 

和外部 (与最终用户

联系) 传达变化。

团队将使用市场展示

摊位的方式分享他们

创造出的最好的想法,

并接受其他人关于如何进一步改进他们的想法的反馈。



◆ 头脑风暴与创造

o 小组一起站在盒子外思考解决方

法并带着最佳方法回到盒子

建立一个更好的盒子 - 解决与分享

在过滤决策之前, 先找到探索和发展想法的方法。

◆ 1 + 1 = 3

◆ 是的，而且。。。

◆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 分享我们的最佳创意方法

o 每个小组创建一个展示摊位, 展

示他们最好的想法。

o 参与者轮流听其他团体的演讲或

发表自己的演讲。

对创意的反馈

参与者选择最好的想法。

这些想法被捕捉到, 供今后在组织一级贯彻。

使用更好的盒子-个人计划

制定计划和设定里程碑, 确保团队坚持到底。

◆ 分享承诺



引领包容性和多元性
这个盒子代表了我们无意识的偏见。这有助于我们更快地做出决定, 但有了这种速
度就不准确了。物理盒子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 可以理解我们如何能够给那些我们
认为相似的人更多的机会, 并将机会限制在不同的人身上。

▪ 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力量

▪ 从我到我们

▪ 打开那些滤镜

▪ 超越差异

成为解决他人压力的解决方案

不只是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压力, 更能帮助他人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他们

所感受到的压力的专家。

▪ 同理心盒子练习

▪ 如何带领创新团队

通过盒子进行困难的对话或给对方带来影响
滤镜会影响我能够说的话, 也会影响到你能听到的内容。掌握沟通和影响力的艺术

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滤镜和对他人的影响。

▪ 作为沟通隐喻的盒子

▪ 讲故事的力量

▪ 将你的沟通打包成解决听众压力的方案



TRAINER PROFILE
Tony Wang 王征

专业背景：

• 国际教练联合会ICF专业认证教 练(PCC)；
• 国际引导者协会IAF认证引导师(CPF)
• TCI认证团队教练CTPC；

• 组织关系系统教练ORSC；
• GRAPEPEOPLE 引导课程认证导师
• 国际情商EQ-i2.0 测评认证教练
• Gallup 盖洛普优势认证测评教练
• 美国InnoGreat

认证引导师

过往企业经历

王征先生积累超过16年在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的职
场经历, 2012年起人生职业转型；他先后在米其
林轮胎、杜邦高性能涂料和盛威科油墨等公司工
作，从事过技术服务、销售渠道的建立和管理、
关键客户的销售管理、行业市场战略的分析和制
订、业务团队人员的发展和管理

目前专注和擅长领域

• 2013年起全身心投身于教练和引导行业，结合自身“和谐、学习、伯乐、责任、搜集”
五大优势，专注于个人领导力和团队绩效的持续完善和提升；

• 除了提供一对一教练和团队教练服务之外，王征先生先后成为国际教练学院ICA的教练
导师和PCI国际教练导师，分别致力于培养想成为专业教练和教练式领导者的个人或企
业领导者；

• 结合自身的企业背景和过往服务团队的经历，以开放正向的心态围绕客户的现状和期
望展开需求访谈并为之分析诊断，从实际出发，进行定制化的团队教练或引导工作坊
的设计、实施及后续跟进回顾；

培训及教练课题：

• 高管教练

• 优势领导力教练

• 领导力团队教练

• 战略愿景及团队引导师

• 变革引导、战略引导、创新引导、会议引导等企业主题的引导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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