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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欧是一所创造思想，传播知识，提供国际一流商业教育和研究的学院，同时它也

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良师益友”项目正是将以上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 

中欧的“良师益友”项目首先为来自不同管理岗位、不同行业的学员和校友搭建了一

个有效的交流互动平台。在此平台上，MBA 同学可以向经验丰富的 EMBA 学员和校友，

学习课堂以外的知识和技能，为今后毕业进入商界实战做好充分准备；而导师们则可以

在此项目中锻炼自己的领导力，引领这群朝气蓬勃、勤奋刻苦的 MBA 同学走向事业的成

功；同时这个平台也为双方提供了建立友情和事业互助的机会，通过“良师益友”项目发

展起来的这种朋友式的关系可能会保持终生，从而使得中欧的校友网络更加深入而有效。 

在这里我代表校方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对 MBA 学员、对学校的贡献和支持。

相信通过我们全体中欧人的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大家庭变得更加温暖、幸福！ 

 

张维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

中方教务长 

 



“良师益友”导师手册 

“Mentor”的故事 

门特（Mentor）一词源于荷马诗史《奥德赛》。当伊萨卡（Ithaca）国王奥德修斯（Odysseus）

离开家乡征战特洛伊之时，他将护国的责任托付给了儿子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的老师和

督导门特。  

多年之后，特洛伊战争宣告结束。长大成人的忒勒马科斯开始寻找自己的父亲。而由战争女神、

艺术和工业保护神雅典娜（Athena）化身而成的门特，则陪同忒勒马科斯一起寻找父亲。    

父子二人终于重逢。奥德修斯抛弃了人人想要的王位，忒勒马科斯放弃了与生俱来的继承权。作

为忒勒马科斯的门特，雅典娜不仅要抚养他，更要培养他，让他将来能够承担起生活的责任。现

在，“门特”一词演变成诚恳的朋友、明智的顾问、良师和智者的同义词。  

“良师益友”项目宗旨 

中欧的“良师益友”项目是为了帮助 MBA 新学员融会贯通地学习，为今后毕业进入商界实战做好

充分准备。您，作为导师可以为他们输送知识、提供指导、分享经验、指明方向；可以通过自己

的影响力，帮助 MBA 学员在学习、生活、事业上全面发展，让他们充分感受中欧大家庭的温暖。 

2017年良师益友项目将与MBA“领导力之旅”课程深度结合，导师的陪伴与指导将为学员的

领导力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或许您有这样的顾虑：虽然“良师益友”是一个很好的项目，我也很希望成为中欧 MBA 同学的导

师，为中欧做些贡献，可是我工作很忙，难以抽出时间坚持参与这个项目，同时也不知道具体如

何行动才能有效开展这一项目。其实，这种顾虑非常普遍，我们欢迎您以不同形式加入良师益友

项目: 

1. 讲座型导师：时间较少，可以通过讲座的形式，与 MBA 学员分享您的经历和经验。 

2. 常规型导师：时间较灵活，可定期与学员见面辅导；您可以选择辅导 1 至 3 位同学。导师需

陪伴和指导学员完成“领导力之旅”。 

同时，学校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培养导师： 

1. 导师微信群：“中欧良师益友导师群” 

2. 导师支持邮箱，任何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 mentoringprogram@ceibs.edu  

3. 组织导师分享沙龙  

4. 组建导师成长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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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益友”项目流程 

 

一、网络系统的注册  

 

请登录: http://interact.ceibs.edu/Mentoring/register_notify.jsp 

请根据系统提示，完成全部注册程序。（详细步骤，参见附录）“良师益友”项目的网络注册系统

简便、快捷。您提供的信息仅用于良师益友项目，不作他用。 

首先，请确认您的导师类型： 

• 常规型导师：良师益友项目属于 MBA“领导力之旅”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课程

要求，每位 MBA 学生都必须有一位常规型导师，且导师应履行以下职责： 

 每学期至少与学员会谈一次： 

• 第二学期：2017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 

• 第三学期：2018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24 日 

 每次会谈之前，学员会制定会谈计划并提前发给导师。请导师尽力帮助学员实现

其制定的目标。 

 第三学期结束前，导师会收到学员提交的反思报告，分析“领导力之旅”与良师

益友项目对其领导力发展的帮助。 

对于常规型导师，我们希望您了解自己的优势，根据自身情况勾选其中一种或几种 

• 专业经验 

• 心灵成长 

• 人脉关系 

另外，在简历中，希望您能涵盖更丰富的内容，这将有助于：MBA 同学增进了解，

双方更加契合。 

• 职场经历 

• 价值观 

• 个人风格 

• 兴趣爱好 

• 讲座型导师：能提前预约时间，给一部分学生做专题类讲座 

您的分享内容可以涵盖但不仅限于以下方面: 

• 职业技能的提高 

• 行业知识的扩充 

• 人脉关系的发展和维护 

• 提高战略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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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综合管理能力 

• 如何在中国开展业务(对于外国学生) 

• 如何开展国际业务(对于中国学生) 

…… 

二、 见面会 

对于常规型导师，我们会在项目启动前举办若干场师生见面会，让导师和 MBA 同学之间有更多

的交流和深入的了解，您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安排参加。见面会主要形式为导师自我介绍及分享，

结合自由交流环节。 

对于新加入良师益友项目的导师，我们尤其建议您参加见面会，既可以直观地了解学生的诉求，

也可以更快地让学生认识您；对于参加良师益友项目多年的资深导师，同学之间会口碑相传，也

希望您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参加见面会，进一步扩大您的影响力。 

三、审核申请人资料、确认结对  

学生通过系统提交导师申请后，您会收到系统发出的邮件，请根据邮件提示进入系统查收学生的

申请。一份完整的申请包含以下内容： 

• 申请表（含联系方式，相片及简要自我介绍） 

• 申请信 

• 简历 

您也许会收到多份申请，若申请材料的内容无法帮你做出判断，您可直接与申请人联系，多角度

了解他们，如个性、期望等等。“良师益友”项目重在沟通分享，请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与您的申

请人联系。 

为确保项目推进，请您及时回复、确认结对。请注意，由于我们导师库中有着丰富的优秀导师资

源，可能并非每一位导师本期都能与学生成功结对。倘若您今年未收到学员的申请，我们鼓励您

继续参加良师益友的各种活动。您的人生与职业经验将为 MBA 学员的个人能力发展带来重要帮

助。 

四、 项目启动，师生第一次正式会面 

完成结对后，我们将邀请所有导师参加项目启动仪式及第一次培训，并在当天安排您和结对学生

第一次正式会面。 

我们都知道双方的了解越多，沟通就会越顺畅。导师和学员之间的第一次会面非常重要，因为如

果第一次会面获得成功，将奠定双方富有成果和意义的关系。当然，建立和维系这种关系需要双

方的努力。 

如果您不能参加学校安排的这次活动，您可以根据双方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场所，安排大约一

小时的会面。第一次会面地点建议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进行。 



五、 对于导师的要求 

我们希望导师在辅导时能从以下角度出发： 

• 思想――思维方式的完整性，分析思路，抉择思路，战略决策，价值观体系 

• 见识――广博的视野，战略眼光；如何处理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 

• 方法——分享心得，授人以渔 

• 机会――提供参与实践的途径和企业 

• 资源――利用现有的人脉，增加择业的宽度 

 

刚开始，学员也许不确定可以对您提出哪些问题；希望您能从过往的经历和经验出发，思考一下

什么是他们真正的需求，从而归纳您所要分享的心得。 

我们要求学员在会面前仔细制订他们在“良师益友”项目中希望达到的目标，如职业发展策略、行

业知识、时间管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等等。您可以回顾自己的职业发展及现状，看看针对学员

的目标，您可以给予哪些支持。请与您的学员一起根据他们制订的目标进行沟通整合，使之成为

你们共同的目标及实施计划，并记录在“良师益友”项目进程表中。 

六、 设立目标，达成共识 

导师和同学需要在第一次正式会面时充分了解，设立共同目标，并在时间、方式方法、评估方式

等方面达成共识。 

• 目标 

目标设定在“良师益友”项目中至关重要，它可以让双方的关系更加深入，并更有成果，

而不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寒暄；您对学员的期望也有深入的认识。这些目标和计划并不

需要一成不变地遵循，很多时候，学员因为您的沟通和指导，对很多事情有了新的认

识，因而有了新的方向，这种改变的本身也说明了你的导师角色有了成果。因此在实

施的过程中可以适度调整、合理规划。 

 

• 项目进行到中途，双方觉得都很好，很投脾气，可是觉得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个时候，导师请主动带领学员重新审视一下你们共同制定的目标，是否有背离或需

要调整。当目标再次明确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 时间 

很多导师会说我大部分时间在外地或出差,没办法和学员经常面对面交流。现在通信发

达，你可以和学员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网络聊天工具联络。学员不会在乎您有多少

时间和他们见面，而是更在乎让他们感到您是时刻在关心他们，能真正从导师那里可

以学到东西。 

另外，双方也可以多制造一些见面机会，比如您到上海出差前，请提前告诉您的学员。

学员如果有兴趣，您也可以邀请他们，利用他们的假期去您所在的城市参观学习。 

 

• 方式方法 

1. 经验分享 



您可与学员分享您在职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及如何积累成功所需的技能和

素质等。辅导学员在一些关键时刻如何进行分析和处理，如求职、面试、学习发展所需

技能、以及选择就业方向等重大决策，这将更加凸显这一项目的价值。你可以和学员分

享自己在面对这些难题时的抉择思路、决策战略、所采取的行动、得到的结果、以及对

结果的分析。 

 

2. 利用企业资源 

作为企业主、企业高管，在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不妨以企业为

案例，帮助同学综合理解管理的方方面面。您也可以邀请您的同事和下属参与。在安排

此类活动前，请和同学共同明确目标，以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3. 人脉资源 

有时候，您可能发现，学员提出的问题，您的朋友可能可以给予更好的指导，请安排合

适的场合将他们介绍给学员。或者主动邀请同学参加您社交圈的活动，帮助他们开阔眼

界。特别是在学员再次进入社会准备求职、面试时，如果您有相关行业招聘信息并能对

行业资源进行重点推荐，学校和学员会非常感谢您的付出和投入。 

 

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很多，以上只是作为参考，相信导师们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会发现更

多更有效的方式来帮助学员。 

 

七、认清“良师益友”关系中的价值和局限 

 

 “良师益友”关系需要双方尊重彼此的独特个体性和专业技能，您不需要对学员有求必应，您可

以调节与学员相处的时间，选择向他们提供帮助的方式。 

 

在和学员交流的过程中，如果有时间，导师可以用启发、引导的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如果时

间有限，有时候也可以用直接指令的方式告诉学员。 

 

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方法都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由于学员之间的个性、性别、背景或风格各有不

同，即使采用了您传授的技能或方法，他们也可能达不到您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要帮助您所指导

的学员认清有哪些选择，并选择最适合他/她的方法。 

 

有些时候，您所提供的建议也许没有即刻起到作用，但是也许学员在将来会用到。而且学员如何

把良师益友项目带来的启示融入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风格和方式中去，最终还要取决于学员本人。 

您的指导和智慧对于学员来说可能无法用价值来衡量。而从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或他们看问题的

新鲜角度中，您也能感受到教学相长的价值，获得充实自我的机会。 

八、互动方式 

第一次会面完毕后，您可预约下一次会面时间，或者约定好定期会面的周期。 

 

 请每月与学员会谈一次，大概一小时时间；会谈的方式可以是早餐会、学员到您公司拜

访、午餐会、一起参加研讨会及其他任何提供有效沟通的方式 

 定期对目标及实施结果进行回顾，可以帮助双方思考过程，巩固成果 



 负责双方联络的责任在于学员一方，但倘若您在一个月内都没有收到学员的讯息，请主

动与学员联系 

 学员态度不好，不积极响应 

您的学员会依照指示负责安排第一次以及接下来的会面。不过如果学员一个月内没有和

您进行联系，请主动连络学员安排会面。如果还是没有得到响应，请联系良师益友项目

组。mentoringprogram@ceibs.edu 

九、关系终止 

中途结束： 

 

1. 与学员初次见面，就发觉无法沟通，难以进行下去，请向学校提供的导师咨询邮箱写信，我

们会及时反馈。 

2. 良师益友项目见面会后的第一个月，我们设为试行期。如果在此期间，您发觉存在以上问题，

希望换一个学员，也请与我们联系。 

3. 在后面的互动期间，您若发现学员与您距离越来越远，或因某些事情产生嫌隙，也请与我们

商讨解决的方法。 

项目结束： 

良师益友项目持续的时间大约是当年 10 月至第二年 7 月。在项目结束后，如果您愿意，也可以

继续与学员保持非正式联系，继续关注学员的成就，鼓励学员利用校内外资源来拓展自己的事业，

激励学员承担一定风险并尝试新的技能。在支持这些中欧学员成长的道路上，您的贡献将功不可

没。不过，随着双方关系的演变，您所指导的学员将沿着自己的职业道路前进，他/她的需求也

可能发生转变，偏离您设定的方向。  

 

十、经验和收获的反馈 

 

当指导关系结束后，希望您给我们一些反馈，您的经验和收获对我们今后改进中欧的“良师益友”

项目很有帮助。我们会对您的意见保密，并且只用于改进本项目的用途上。 

1. “良师益友”项目进程表： 

“良师益友”项目进程表不仅用于初期项目规划阶段，当项目结束，导师需要提交最终的完

成情况。此表格同样可以在网上系统的“信息中心”中下载。 

2. 测评  

填写测评表，由 MBA 学员给导师打分或导师给 MBA 学员打分。 

3. 案例总结：请导师分享这一年“良师益友”经历中的收获、启发、思考和建议。 

 

十一、“良师益友”奖项 

• 每位成功完成一年辅导的导师将获得由中欧颁发的荣誉导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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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结束后，我们将根据学员填写的良师益友项目评估调查表，评选出“年度优秀

导师服务奖” 

• 学校网站以及《The Link》杂志将会对“良师益友”项目开展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和

真诚分享进行系列报道 

• 学校会奖励对良师益友项目作出卓越贡献的导师 

 
 
 
…………………………………………………………………………………………………………… 

我们的导师手册只是给予导师一个参考。 整个“良师益友”项目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相信身经百战的您会用您的智慧和热情将这个项目进行得更好，让我们的 MBA 同学受益其

中。最后也预祝您能和 MBA 同学结下深厚的师生友情，成为终身的朋友。 

 

  



 

附录：新导师网上注册步骤 

 

1. 点击 http://interact.ceibs.edu/Mentoring/register_notify.jsp 后您会看到以下页面， 请

根据语言偏好，选择“点击进入”。 

 
 

2. 然后，请选择您的导师类型 

 

 

3.1 如果您选择的是定期见面型导师，请根据以下页面要求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并上传个人

简介，然后点击“下一步”（参见第 4 点） 

 

http://interact.ceibs.edu/Mentoring/register_notify.jsp


 



3.2 如果您选择的是讲座型导师，请根据以下页面要求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并上传个人

简介，然后点击下一步（参见第 4 点） 

 
 

4. 完成后请点击“下一步”，请根据以下页面提示设置您的账户密码，并点击“提交申请”。 

 
 

 

 

 

 

 



5. 成功提交后，您会看到以下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