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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观念
听天命，看待事情非常消极。
例：一个伟人的人生轨迹

21岁时，做生意失败
22岁时，角逐州议员落选
24岁时，做生意再度失败
26岁时，爱侣去世
27岁时，一度精神崩溃
34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
36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再度落选
45岁时，第三次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
47岁时，提名副总统落败
49岁时，第四次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
52岁时，当选美国第16任总统

说明对一个人来说，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具有的信念有：公
司会越来越好，生活会更美好，我一定会成功等！

正确观念：信念对人至关重要

正确理念及质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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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观念
我是我千里马，天生就是钻石或金子。
例：年轻人遇挫的故事

有位年轻人在工作中认为自己怀才不遇，郁闷地跳了海，一位老者正好见到
而救了他。
老者问年轻人为什么跳海的原因。
年轻人说自己很有才华但总是怀才不遇。
老者让年轻人抓了一把沙子，然后撒在沙滩上。
年轻人，帮我把刚才撒的沙子找回来。
这怎么可能呢？
老者从身上拿出一颗钻石丢到沙滩上，问年轻人能不能把钻石找回来呢？
年轻人说当然可以。
另外一位年轻人也认为在企业里不受上司重用，想要离职。
他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他现在还没有把技术全学到手，建议他学好技术，连
打印机、复印机的维修都学会，到时离职对上司的打击才大。
年轻人听从朋友的建议，开始认真地学习技术。
过了二年，朋友问他怎么学了技术反而没提出离职呢？
年轻人回答道：有了技术，上司对他重视了，又是升职又是加薪的。

正确观念：只有成为钻石或金子才会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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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1：产品的定义：过程的结果，产品分类：硬件、软件、

流程性材料、服务。

注解2：质量的定义：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包括

顾客明示、通常隐含、必须履行、组织承诺等方面。

注解3：质量包含产品、过程质量，产品质量包含产能、成

本、外观、尺寸、功能性能、可靠性、禁用物质含

量。

注解4：产品和生活本身都有质量这个特性。

注解5：产品质量有保障，则工作氛围较轻松，生活的压力

也降低。

注解6：产品质量好，公司接收的订单就多，成本就降低、

利润就提高，给员工的福利也多，因此员工可以更

大程度地改善生活质量。

正确理念：产品有质量 生活也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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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理念

A）每天都是在为老板做事。

B）产品做得好不好与我没有关系。

例：老木匠的故事

有个老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说要离开建筑行业，回家与妻子儿女享受
天伦之乐。

老板舍不得他的好工人走，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一座房子，老木匠说可以。但
是大家后来都看得出来，他的心已不在工作上，他用的是软料，使的是粗活。
房子建好的时候，老板把大门的钥匙递给他。

“这是你的房子，”他说，“我送给你的礼物。”

他惊得目瞪口呆，羞得无地自容。如果他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他怎么会
这样呢？现在他得住在一幢粗制滥造的房子里！

☆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漫不经心地“建造”自己的生活，经常不积极行动，而
是消极应付，不精益求精。当我们拿到“自建房”时，一切都不可能重来。

☆ 把自己当成那个木匠吧！想想你的房子，每天敲进一颗钉，加上一块砖，或者
竖起一面墙，用心好好建造吧！生活是我们的创造，不能抹平重建。

☆ 我们不也一样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吗？买台电脑USB或是核心部件是我们做的，
如果质量好，我们会自豪地告诉人家，这是我们做的产品。质量不好呢？

正确理念：把做产品当作在做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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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理念：
A) 改善总是持续的，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
B) 人不可能不犯错。
例：无可挽回的错误

有一位朋友，他妹妹带着一岁多的小侄子，两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朋
友的妹妹洗了葡萄吃，看小孩子盯着自己吃，于是就喂了一颗。这一
喂不要紧，小孩的喉咙太小，葡萄卡在喉咙里下不去，朋友的妹妹又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于是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赶紧跑去外
面找人求救，等她找到救兵时小孩竟然让一颗葡萄噎死了！！！

我们应当：
A) 工作及生活中必须树立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的观念。
B) 人一辈子有些错就是不能犯。
C) 好的观念让我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免犯许多重错。比如家里有

小孩的家庭，使用合适的插座防触电，窗户装上防盗网防小孩爬窗。
家里使用的液化气漏气时一定不能打开或关闭电源，喝酒之后不开
车，过马路时不抢红灯。

正确理念：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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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扁鹊自责与品质控制
扁鹊：家喻户晓的战国时代人物，为传统中医鼻祖。魏文王召见
扁鹊，问道“你家三兄弟都精于医术，到底谁的医术最好”？扁鹊
答道“长兄最佳，中兄次之，我最差”，魏文王不解，问道“你的名气
最大，为何反而长兄医术最佳”？扁鹊答道：

1.长兄治病于发病之前。预防（预见）
2.中兄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预防
3.我治病于病情严重时，人皆见我穿针放血、敷药。探测、补救

企业的品质控制理念类别（举例）：
1.重预防：将“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真正融入每一位员工的理念

中并且真正做到，高层管理者欣赏、重用预防型人才。
2.重补救：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但往往高层管理者

重用这类人，认为其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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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自动报警、机械手
功能，液化气泄漏
时，自动关闭，不
会发生安全问题。

使用液化气煮饭，液
化气泄漏导致人员中
毒、爆炸。

3

窗户装防盗网，不会
发生小孩爬窗引起危
险或室内遭窃。

窗户未装防盗网，小
孩爬窗引起危险或室
内遭窃。

2

热得快带自动断电功
能，水烧开便自动断
电，不会引起安全问
题。

用热得快烧水，水被
烧干，引起火灾。

1

图片事例图片事例

防错差错

序号

日常生活差错与防错防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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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式水龙头，自动
控制出水时间，节约
用水。

普通水龙头，易产生
浪费。

6

智能式热水器，无冷
水进入时自动停止出
水，防止烫伤。

非智能式热水器，当
无冷水时不会自动停
止出水，可能烫伤。

5

采用自动感应的方
式，既卫生，又节约
用水。

采用人工关闭阀门的
便器，忘记关闭则产
生浪费，忘记冲水则
不卫生。

4

图片事例图片事例

防错差错
序
号

日常生活差错与防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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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理念：
A)不良率不到1%，质量水平已经很高了。
B)做了很多年，这样的质量水平已经是最高的了。
C)再没有办法可以提高质量，要不你来做。
例：降落伞的质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降落伞的安全度不够完善，即使经过厂商的努
力改善，合格率也只能达到99.9%，应该说这个合格率即使是现在许多
企业也很难达到。但是美国空军却对厂商说No, 他们要求所交降落伞
的合格率必须达到100%。于是降落伞制造商的总经理专程去飞行大队
商讨此事，看是否能够降低这个标准。厂商认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已经接近完美，没有必要再改善。美国空军当然一口回绝，他们认为
质量没有折扣。
后来，军方要求改变质量检查方法。那就是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落
伞中，随机挑出一把，让厂商负责人装备后，亲自从飞机上跳下。这
个方法实施后，不良率立刻变成零。

正确理念：成功者找方法 失败者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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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理念：

企业内部有些浪费是很正常的事情。

企业质量成本实际比例约占销售额的15-20%甚至更高，如果企业将质量

成本降低5%，则相当于企业的规模扩大一倍，因为大多制造企业的利润

率约5%。

质量成本
预防成本
鉴定成本
内部损失
外部损失

正确理念：找浪费 挖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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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制造过多的浪费制造过多的浪费

2.2.等待的浪费等待的浪费

3.3.搬运的浪费搬运的浪费

4.4.加工的浪费加工的浪费

5.5.库存的浪费库存的浪费

6.6.动作的浪费动作的浪费

7.7.制作不良的浪费制作不良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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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是设计出来、制造出来、不是检验出来的

2.三不原则：不制造不合格品、不流出不合格品、不接收不
合格品

3.质量第一、人人有责

4.老问题、小地方却是质量致命伤

5.预防保养按时做、生产顺畅不出错

6.一人疏忽百人忙，人人品管少麻烦

7.数据能可靠，分析才有效

8.做我所写、写我所做

9.原因分析要到位、纠正措施要有效

10.每人改善一点点、每天改善一点点、公司质量上台阶

其他正确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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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质量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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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顾客：周瑜。诸葛亮向周瑜立军令状三天内可造10

万支箭，主要要求为交期、数量；

●领导作用：策划借船（数量及配置）、出兵时间、

借箭地点、妙算大雾天气；

●全员参与：诸葛亮、鲁肃、船上全体将士；

●过程方法：输入为人：诸葛亮、鲁肃、约600将士；

机：20只船；料：草人；法：疑兵之计（大雾之下曹

营不敢出兵）；环：大雾；输出为数量足够的箭；

●管理的系统方法：识周瑜智用蒋干施反间计，借

船，妙算大雾天气，施疑兵之计，自暴奇计，退兵；

●持续改进：调整船的方向以便更好接箭；

●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估计草船接收到的箭的数量

确定是否收兵；

●互利的供方关系：诸葛亮为显示其作战指挥能力，

为后续的联吴抗曹提供前提或威慑力。

草船借箭与八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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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食客全通过（续）

场景：某组织举办一次食客比赛，分多期进行初

选比赛，高丽民族派出三名参赛人员，第三场初选赛

结束之后，高丽选手全都出线；

●高代表高层：领导作用；

●丽与“利”谐音：互利的供方关系；

●食与“实”谐音：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

●客代表顾客：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全代表全部：全员参与；

●通与“统”谐音代表系统：管理的系统方法；

●过：过程方法；

●续：持续改进。

巧记八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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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要点
PDCA循环特点：

首尾相联；

大环套小环；

环环在循环；

循环上台阶；
重点关注：

●理解和满足要求；

●需要从增值的角度考虑过程；

●获得过程绩效和有效性的结果；

●基于客观的测量，持续改进过程。

P—策划 D—实施 C—检查 A—处置

提
高

维持

维持提
高

A
DC
P

A
DC
P

目标

A
DC
P

C

A
DC
P A

DC
P

A
D
PD

A P
C

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

输入 输出

PDCA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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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内容：

4.1识别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

5.3质量方针

5.4.1质量目标

5.4.2质量管理体系策划

7.1质量目标和要求、制造过程所需文件及资源、检验与试验、产品接
收准则

Do内容：

7.5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

Check检查：

8.2.3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8.2.4产品的监视和测量

8.4数据分析

Action改进：

8.5改进

Action Plan

DoCheck

PDCA循环与TS

PDCA循环与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