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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团队冲突团队冲突团队冲突团队冲突

            
    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

                                       --                                       --                                       --                                       --《《《《韦伯词典韦伯词典韦伯词典韦伯词典》》》》

            
    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

                                       --                                       --                                       --                                       --《《《《韦伯词典韦伯词典韦伯词典韦伯词典》》》》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2222www.cvcc.net.cnwww.cvcc.net.cnwww.cvcc.net.cnwww.cvcc.net.cn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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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冲突的原因
11111111

团队冲突的类型22222222

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团队冲突团队冲突团队冲突团队冲突

团队冲突处理技巧44444444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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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

团队合作中冲突不可避免，本节内容将让你

学会识别冲突并理解其原因    。

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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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冲突的定义、冲突的定义、冲突的定义、冲突的定义

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冲突时一方感到另一方损害了或打算损害自己利益

时所开始的一个过程，是双方公开与直接的互动，每一方

的行动都是旨在阻止对方达到目标。

                冲突时一方感到另一方损害了或打算损害自己利益

时所开始的一个过程，是双方公开与直接的互动，每一方

的行动都是旨在阻止对方达到目标。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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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冲突的表现冲突的表现冲突的表现冲突的表现

个人、团队、组织缺少沟通个人、团队、组织缺少沟通

团队不是合作和尊重的基础关系团队不是合作和尊重的基础关系

团队成员关系恶化，相互抵触团队成员关系恶化，相互抵触

非正是沟通增多，异议变争议非正是沟通增多，异议变争议

一、融入团队氛围一、融入团队氛围一、融入团队氛围一、融入团队氛围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个人、团队、组织成绩下降个人、团队、组织成绩下降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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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冲突的原因冲突的原因冲突的原因冲突的原因

一、融入团队氛围一、融入团队氛围一、融入团队氛围一、融入团队氛围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资源有限性资源有限性资源有限性资源有限性 个体的差异个体的差异个体的差异个体的差异

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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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案例一：不恰当的冲突处理        案例一：不恰当的冲突处理     案例二：完美的冲突处理    案例二：完美的冲突处理

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管理者不能仅仅把冲突视为对领导权威的挑战，这样不仅会
造成团队内部的分裂，而且不利于团队整体工作效率和保持和
提高。

                适时的激发良性的冲突，将能推进团队的发展和进步。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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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案例三：拔掉帽缨        案例三：拔掉帽缨

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宰相肚里能撑船””””。从大处着眼，不以眼前小时来干扰我们的
心智，有时，坏事就变成好事。

                如果职场上能以这种态度和方法来处理冲突，个人和团队都
将会使最大的赢家。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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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

 课堂训练

                                自                    课堂练习（P115P115P115P115）                                自                    课堂练习（P115P115P115P115）活动一活动一

                            自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P116P116P116P116）                            自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P116P116P116P116）活动二活动二

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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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

效果评估：

冲突处理能力测评

    （P117P117P117P117）
冲突处理能力测评

    （P117P117P117P117）

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一、团队冲突的原因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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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

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任何团队都会有冲突，本节将带你理解建设

性和破坏性两种冲突类型。

任何团队都会有冲突，本节将带你理解建设

性和破坏性两种冲突类型。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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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建设性冲突建设性冲突建设性冲突建设性冲突

冲突双方关注目标冲突双方关注目标冲突双方关注目标冲突双方关注目标 彼此乐意了解对方观彼此乐意了解对方观彼此乐意了解对方观彼此乐意了解对方观
点点点点            

以争论问题为中心以争论问题为中心以争论问题为中心以争论问题为中心 相互交换意见增加相互交换意见增加相互交换意见增加相互交换意见增加

1111、建设性冲突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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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双方对自己赢得观点胜利关
心

意见交换情况减少甚至意见交换情况减少甚至意见交换情况减少甚至意见交换情况减少甚至
终止终止终止终止

问题争论改为人身攻击

不愿听取对方意见

破坏性破坏性破坏性破坏性
冲突冲突冲突冲突

2222、破坏性冲突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15151515

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3333、激发建设性冲突

11111111

11111111 尽可能地沟通尽可能地沟通尽可能地沟通尽可能地沟通

22222222 激发竞争意识激发竞争意识激发竞争意识激发竞争意识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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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信任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4444、消除破坏性冲突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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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老陈获奖

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

                建设性冲突对个人和团队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可以激起个体

的创造性思维，同时可以激励团队的其他成员积极努力工作。

适当激发建设性冲突，将能推动团队建设和发展。

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

                建设性冲突对个人和团队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可以激起个体

的创造性思维，同时可以激励团队的其他成员积极努力工作。

适当激发建设性冲突，将能推动团队建设和发展。

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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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案例二：““““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
尺又何妨””””

案例分享：

        运用冲突，让不同的观点交锋。将破坏性的冲突转

变成建设性冲突，将危机化为契机，碰撞出新的思想
火花，才有利于管理者顺势推动改革和创新。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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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案例分析：

                美国一家面临倒闭的钢铁厂，在频繁更换几任总经理，花费了巨大的
财力人力物力后，对于走向破产的钢铁厂大家已经黔驴技穷，员工也都
士气涣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着工厂宣布破产清算。新到任的总经
理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但他却在几次员工会议上发现了一个
现象，公司的每次决策制度公布时，大家似乎都不愿意提出反对意见，
管理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会议总是死气沉沉。
                因此这位总经理果断做出了一个决定，以后会议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
的权利，如果发现问题，谁提出解决方案并且没有人能够驳倒他，他就
是这个方案项目的负责人，公司给予相应的权限和奖励。新制度出台
后，以往静悄悄的会议逐渐出现了热烈的场面，大家踊跃发言，争相对
别人的提案进行反驳，有时候为争论某个不同意见，争论者面红耳赤，
甚至大打出手，但在走出会议室之前，都会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共识，
并且都会按照达成的共识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后，奇迹出现了，这家钢
铁厂逐步走出困境起死回生，甚至在几年后进入了美国最优秀的四大钢
铁厂之列。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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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训练

活动一：课堂练习（P123)P123)P123)P123)活动一：课堂练习（活动一：课堂练习（P123)P123)P123)P123)P123)P123)P123)P123)

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活动二：小问题难道你(P124)(P124)(P124)(P124)活动二：小问题难道你活动二：小问题难道你(P124)(P124)(P124)(P124)(P124)(P124)(P124)(P124)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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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位优秀的团队领导吗？

（P125P125P125P125）

效果评估

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二、团队冲突的类型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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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

通过本节学习训练，你将学会解

决团队中的冲突问题。

通过本节学习训练，你将学会解

决团队中的冲突问题。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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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人际交往两种行为方式

合作性行为合作性行为合作性行为合作性行为合作性行为合作性行为合作性行为合作性行为

武断性行为武断性行为武断性行为武断性行为武断性行为武断性行为武断性行为武断性行为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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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冲突的处理方式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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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冲突的方法多样，管理者应视冲突的情况和性质的差解决冲突的方法多样，管理者应视冲突的情况和性质的差
异，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方法，创造团队化敌为友、合作双异，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方法，创造团队化敌为友、合作双
赢的机会。赢的机会。

案例一：解决冲突的五种方式

案例二：郭子仪以德报怨

团队合作教程        TCTCTCTC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www.cvcc.net.cnwww.cvcc.net.cnwww.cvcc.net.cnwww.cvcc.net.cn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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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看待此次握手言和呢？

                消息称，黄光裕和陈晓达成谅解，邹晓春和黄艳红将进入国
美董事会，关于此次谅解达成的备忘录，黄光裕称：这将有利
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国美电器长期稳定发展。虽然
目前还未就上市门店和是否再次召开董事会议达成一致。按谅
解备忘录提示，黄光裕不会轻易提出这个要求，但这意味着黄
光裕保留了这两项权利。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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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小组讨论    (P130)(P130)(P130)(P130)活动一：小组讨论活动一：小组讨论        (P130)(P130)(P130)(P130)(P130)(P130)(P130)(P130)

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Click to add Title

过程训练：

活动二：不要激怒我（活动二：不要激怒我（P131)P131)P131)P131)P131)P131)P131)P131)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28282828

团队冲突方式（P132P132P132P132）

效果评估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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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能力目标

本节训练，将帮助你掌握团队冲突处理必备

的技巧

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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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处理冲突需关注的问题、处理冲突需关注的问题、处理冲突需关注的问题、处理冲突需关注的问题

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

对方在任务和关系方面关系的问题是什么？对方在任务和关系方面关系的问题是什么？

谁有权利？谁有权利？

我对自己及任务的关心程度如何？我对自己及任务的关心程度如何？

我对其他各方及其关系的关心程度如何？我对其他各方及其关系的关心程度如何？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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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处理冲突的技巧处理冲突的技巧处理冲突的技巧处理冲突的技巧

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

适当宽恕适当宽恕适当宽恕适当宽恕 情绪正面情绪正面情绪正面情绪正面 态度坦诚态度坦诚态度坦诚态度坦诚

5555   6  6  6  6 7777

反应及时反应及时反应及时反应及时 沟通彻底沟通彻底沟通彻底沟通彻底 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换位思考

1111 2222 3333

冷静决策冷静决策冷静决策冷静决策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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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杰克的故事

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

                处理团队冲突问题，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切忌快刀斩乱麻。尽可

能的去沟通，争取找到最优的方案，为团队目标而共同努力。

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案例总结

                处理团队冲突问题，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切忌快刀斩乱麻。尽可

能的去沟通，争取找到最优的方案，为团队目标而共同努力。

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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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

案例二：墨子和耕柱

案例分享：

        团队中，应学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如果沟通发生问题，应

该积极地去了解情况，缓解相互之间的误解和矛盾，理顺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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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的处理技巧

案例分析：亚通的冲突

                亚通公司是一家专门提供通信产品和网络服务的中日合资企业，公司
的业绩以每年50%50%50%50%的增速不断发展，以此同时，公司内部有许多冲突，影响

着业绩的持续提高。因为是合资企业，日方虽然有很多先进的管理模式和
方法，但是有时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员工。

例如，在日本加班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没有加班报酬，而中方员工对义
务加班非常不满，一些优秀的员工还因此离开了亚通。亚通的职能机构是
典型的直线型，所以部门沟通十分困难，例如，销售部时常抱怨研发部门
的设计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生产部门效率太低；而生产部门抱怨研发部
门的设计不能符合生产标准；研发部门总怕别人超过自己，经常压制其他
的工程师等…………

        亚通的冲突有哪些？如何来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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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训练

活动一：课堂训练（P137)P137)P137)P137)活动一：课堂训练（活动一：课堂训练（P137)P137)P137)P137)P137)P137)P137)P137)

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

活动二：找错误（P138)P138)P138)P138)活动二：找错误（活动二：找错误（P138)P138)P138)P138)P138)P138)P138)P138)

团队合作（TeamworkTeamworkTeamworkTeamwork）

教育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



36363636

冲突处理风格（P125P125P125P125）

效果评估

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四、团队冲突处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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