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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eScrum捷行由Scrum发明人Jeff Sutherland、全球首位CSP Jens 

Ostergaard秦风、有海外背景的国内资深Scrum认证培训师(CST)Jim 

Wang王军共同创办，是国际Scrum Alliance联盟授权在中国的注册教育提

供商(REP),全球领先的专注Scrum敏捷的专业培训咨询机构。我们由国际一流

讲师讲授原汁原味的Scrum，国际Scrum认证培训大师Arne Ahlander安儒

宣广受国内学员青睐。捷行是国内拥有最多CST/CEC/CSP路径讲师的认证机

构，可提供中英文服务；目前独家全年可提供CSM/A-CSM/CSP-SM/

CSPO/A-CSPO/CAL1/Scrum@Scale/LeSS认证/Scrum硬件开发CSM

认证/非IT人士CSM认证培训，并提供敏捷思维和领导力，Scrum敏捷开发精

要，Scrum敏捷软件开发，敏捷产品探索和需求管理，敏捷工程实践工具，敏

捷市场营销，Scrum嵌入式软件开发，精益及看板，DevOps课程。

ShineScrum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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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Sutherland

Scrum发明人

Scrum@Scale发明人

捷行共同创办人

Jens Ostergaard 秦风

世界级Scrum培训大师CST

Scrum Training Institute创始

人捷行共同创办人

Arne Ahlander 安儒宣 

认证中国学员最多的外籍
国际Scrum培训大师 CST

Scrum联盟CST评审委员

敏捷产品管理大师

Jim Wang 王军

国际Scrum联盟认证培训师

CST

Path to CSP Educator

捷行创始人

David Wang 王小刚

NPDP讲师、

软件研发管理与项目管理专家团队

管理和过程改进专家 

Maria Matarelli

敏捷市场营销专家

国际Scrum联盟认证培训师CST

Kiro Harada 原田骑郎

资深敏捷教练

Scrum@Scale国际认证讲师

Scrum Patterns专家

Sencho Kong 孔兆祥

敏捷教练，

组织与关系系统教练（ORSC）

团队绩效教练（CTPC）

顾问团队

Sven Fang 房世庆

Scrum硬件及制造业专家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
机电工程专业博士

Martin von Weissenberg魏马丁

全球百位CEC之一

CAL Educator, CSP

Path to CSP 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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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eScrum捷行资质

部分客户

信息&科技 工业&制造 金融&保险 消费&服务



选
择
我
们
的
理
由

由 Scrum 的发明人 Jeff Sutherland 共同创办，是国际

Scrum Alliance 联盟授权在中国地区的注册教育提供商

(REP)。

国内拥有最多 CST/CEC/CSP 路径讲师的 Scrum 敏捷海内

外顾问团队，由国际一流讲师传授“原汁原味”的 Scrum。

参训学员资深，来自不同的行业，会有更充分的互动交流和思想

碰撞；提供四星以上酒店场地、丰富的茶歇及自助午餐，高品质

的学习体验。

世界级敏捷大师 Jens Ostergaard 秦风、Arne Ahlander 安

儒宣在华授课 8 年以上，具有海内外背景的 Jim Wang 王军双

讲师授课，课程体系内容千锤百炼，讲师有资质为学员即时注

册，培训结束当天学员可选择随堂考试认证，考试通过率几近

100%。

定期在全国组织敏捷论坛及 Scrum 社区活动，认证学员免费参

与，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免费答疑；海量国际前沿敏捷知识和

实践好文翻译及分享，帮您线上线下进一步学习敏捷。

深刻理解中外文化以及瀑布与敏捷环境的差异，擅长敏捷在中

国企业的落地和实施，关注每位客户和学员，辅导大型企业导

入 Scrum，帮助个人成为优秀的敏捷教练 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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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极富价值的一次培训，培训师很棒，经验丰富，涉猎
广泛，幽默且多样化的授课风格给我们带来许多惊喜。我把在
课堂上学到的敏捷价值观理论以及实践操作具体应用到工作当
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整个团队的面貌和精神状态也都焕
然一新。

Jim老师的CSPO课程开门见山，一下子就让你进入到了敏捷
的世界，在朴实、幽默、既紧张又刺激的一个接一个的实践演
练中，让你由浅入深，一步步领略敏捷的风光和精髓，一步步
打开你的脑洞思维，挖掘你深藏的潜力，让你瞬间就可以在脑
海中勾画出一幅伟大的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的憧憬与
画面。

两天的课程短暂而充实，得到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一路都
是满满的干货，特别是”三国演义”的6个迭代实战，设计的
精妙绝伦，趣味与实战于一体，使你脑洞顿开。

P O 沙盘演练，给大家实战的机会。演练中，每个小组分别完
成了一个产品的完整的开发过程模拟。从产品愿景到vision 
box，从产品功能和外形，再到Product Backlog的梳理，用
户故事地图的制定，一直到发布计划的形成。通过演练，大家
懂得了一个PO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是具体
的，有性格的，张飞和悟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作为PO要时
刻关注客户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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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员
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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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lendid training. It's a very special Scrum experience 
for me ever. I really enjoyed the time spending with 
trainer and the whole teams.

Excellent session, got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all Scrum 
+ Agile concepts. I would recommend this training for 
everyone who is switching to Agile from waterfall or RUP 
methodologies. Very clear, very descriptive and great 
examples and in-class tasks. You will definitely end up 
being certified SM at end of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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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e在课堂上，每隔一个小段落，就会鼓励大家提问。从跟大
家的互动中，可以引出许多之前没有考虑到的状况，并提供绝
佳解决范例，在Arne的课堂上可以学到许多咨询方面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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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乐高体验Scrum全流程这个环节最精彩，这个环节从游戏的
角度出发，很有代入感，很容易让大家互动起来并很乐于参与
进来。



Scrum联盟官方A-CSM认证

时长：2 天

受众：高级认证 ScrumMaster 研讨会需要以前的 Scrum 知识和经验；所有与会者必须具有

Certified ScrumMaster 认证 (CSM)，如果您目前没有 CSM 认证，请联系我们获取指导；必须

具有至少一年的工作实践；参与者应该热衷于 ScrumMaster 和敏捷教练的发展，愿意挑战和提

高自己的思维方式及工作方式方法。

概述：这门课程帮助敏捷教练和 ScrumMaster 从自身，团队，和组织层面，学习技能和工具来扩

展实践的层面。通过这两天课程的学习提高，学员将进一步提升作为 ScrumMaster 的敏捷技能

并同时获得 A-CSM 认证。通过 A-CSM，你将学习：促进产品负责人，Scrum 团队成员，客户，

利益相关者和主管之间更好的对话；遇到对变革的抵制，缺乏参与，动力不足和关键人物不在时的

自信应对；增加参与度，以鼓励更多的责任感，承诺和支持；超越单个团队扩展 Scrum 和敏捷。

专注于 CSM/A-CSM/CSP-SM/CSPO/A-CSPO/CAL1/Scrum@Scale/LeSS

认证 /Scrum 硬件开发 CSM 认证 / 非 IT 人士 CSM 认证培训，并提供敏捷思维和领导力，

Scrum 敏捷开发精要，Scrum 敏捷软件开发，敏捷产品探索和需求管理，敏捷工程实践工

具，敏捷市场营销，Scrum 嵌入式软件开发，精益及看板，DevOps 课程。

品牌课程

Scrum联盟官方CSM认证

时长：2 天

受众：软件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团队成员，架构师，项目经理，和其他对敏捷软件开发和 Scrum 感

兴趣的人员。

概述：学员将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掌握 Scrum 的运用技巧，学员将学会如何避免 Scrum 实施过

程中的一些常见问题。从资深 Scrum 大师那里答疑解惑，获取有效的实践经验。课程中通过一个

Scrum 项目大量穿插的实例、练习、讨论等让学员亲历 Scrum 的工作过程、领悟 Scrum 的内涵、

掌握 Scrum 的精髓。

Scrum联盟官方CSP-SM认证

时长：2 天

受众：希望在敏捷教练的道路上前进的参与者 ; 所有与会者必须拥有高级 ScrumMaster

认证 (A-CSM), 如果您目前没有 A-CSM 认证，请联系我们以获取指导；必须具有至少一

年的工作实践；参与者应该热衷于 ScrumMaster 和敏捷教练的发展，愿意挑战和提高自己

的思维方式及工作方式方法。

概述：这门课程包括共 16 个小时的学习。你将与 Path to CSP Educator，Jim Wang 进

行 2 天的现场面对面互动学习，将提升 Scrum Mastering 和敏捷指导的具体实践，并培养

有助于改善 Scrum 团队、组织和你自己的技能。Scrum 专业人士敢于挑战他们的团队，以改

善 Scrum 和敏捷原则的应用方式。他们在 Scrum 中表现出了丰富的经验，有据可查的培训

和可靠的知识。学习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改善你在工作场所中对 Scrum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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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工程实践工具

时长：2 天

受众：软件开发人员，测试人员，运维人员，架构师，项目经理，其他软件相关人员，正在预研或选型

工具阶段的相关人员，以及对实际项目如何运作感兴趣的人员。

概述：课程包含软件开发中最常用的 6 种工具：Confluence （互动文档管理），Jira （事务跟踪），

Bitbucket （配置管理 --git），Jenkins（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SonarQube（代码静态检查），

Nexus Repository（交付件仓库）。课上通过模拟敏捷项目，使用该系列工具进行操作演练；辅

以重点练写以强化关键工具的使用技巧；通过讨论让学员明白为什么敏捷项目不要轻视工具，

从而令学员全面的了解敏捷项目中什么是合适的工具（What），为什么要利用这些工具（Why），

以及如何综合高效地使用这些工具于项目之中（How to）。

Scrum联盟官方CSPO认证

时长：2 天

受众：该课程描述了从 Scrum 基础知识至 Scrum 项目管理，因此该课程适用于产品经理、
商业 / 系统分析师以及其他与组织内部产品开发周期相关的角色。

概述：在这两天的课程中学习作为产品负责人的基本要素。这两天的互动课程为您提供作为一

个有效的产品负责人所有需要了解的内容。课程最后，你会明白如何利用 Scrum 来优化价值

创造和客户满意度。您将了解产品负责人角色的权限及职责，以及它与其他 Scrum 角色的互

动。您将能够创造一个产品的愿景，列出产品待办事项列表，给待办事项排列优先级，系统地细

化需求。您也可以创造一个现实的发布，跟踪项目进度并了解如何有效地在 Sprint 中与

ScrumMaster、团队成员沟通协作。

时长：2 天

受众：任何参与硬件开发的人。 ScrumMaster，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团队成员，架构师 , 项目

经理，子项目经理，经理以及对产品开发和 Scrum 感兴趣的其他人员。

概述：Scrum 硬件开发基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参与者可以构建包括其所有部分的产品，并获

得使用 Scrum 进行硬件开发的知识，这些知识将由具有构建嵌入式和硬件产品经验的

培训师指导。在该课程中，您将学习如何使用 Scrum 框架进行硬件产品开发。在整个课程

中 , 您将通过构建硬件产品来了解 Scrum。在专注于使用 Scrum 进行硬件开发的同时，参

与者将了解 Scrum 框架，Scrum 角色，工件和会议，例如 Product Backlog，Sprint 

Backlog，Daily Scrum，Burndown Chart 和 Retrospective 以及实施 Scrum 的

挑战。我们将关注如何解决在硬件环境中根据 Scrum 工作时将遇到的具体挑战。除此之

外，参与者还将学习如何作为 ScrumMaster 工作，了解引导和教练技术，以成为最好的

Scrum硬件敏捷产品开发(CSM认证）



敏捷领导力(CAL1)认证

时长：2.5 天

受众：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和其他具有组织影响力的领导者；支持、领导或与敏捷团队互动

的领导者；任何发起、请求或在其组织内采纳敏捷的领导者。

概述：该课程旨在提供最佳的框架和工具，以便为组织中的高绩效培养敏捷文化。将帮助个人及企

业 / 组织敏捷而不仅仅是落地 Scrum。该课程由与 Scrum 联盟有关联的教练开发，将其与加速学

习的独特理念和多年来提供领导力培训的经验相结合，制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学习目标包括：敏

捷语境，敏捷概述，敏捷语境中的领导力，敏捷组织和变革的敏捷方法。通过多个独立的培训模块涵

盖预定义的学习目标。通过整个培训，培训师将利用特定的案例研究，用于展示实例，反思和练习，

指导个人发展计划及改进，以成长为敏捷领导者并获取敏捷领导力认证。

Scrum@Scale认证

时长：2 天

受众：Scrum@Scale 课程教授产品负责人，个人，Scrum 团队以及企业领导层在各种大

规模环境中的责任；推荐经验：具有为期两天的认证 ScrumMaster 课程培训或者实践

Scrum 相关经验，我们鼓励完成为期两天的认证 Scrum 产品负责人课程，但不是必需的。

概述：从财富 100 强企业到初创企业，Scrum@Scale 为组织 / 企业提供敏捷转型。 

Scrum@Scale 框架是 Scrum 联合创始人 Jeff Sutherland 博士的创意。Scrum@Scale

扩展了 Scrum 核心框架，跨行业和学科 （包括软件，硬件，服务，运营和研发）交付超高产出。 

在为期两天的课程中，您将学习如何应用基本的 Scrum 和精益产品开发技能，通过任何规模

的计划将 Scrum 从一个团队扩展到多个团队。

Scrum联盟官方A-CSPO认证

时长：2 天

受众：参加过管理利益干系人，产品发掘和高级产品待办事项列表的认证教育课程；须具有

有效的 Scrum 产品负责人 （CSPO） 认证；须具有至少一年的产品负责人角色工作经验

（在过去五年内）。

概述：在这两天的课程中学习管理竞争利益相关者的多项业务计划，明确优先级和展现产品待

办事项列表，定义明确的产品愿景，确保产品始终专注于客户和最终用户实际使用的功能，与

各利益相关方团体进行有效沟通，以实现一致性，找出关键机会，避免浪费时间，定义并验证

业务价值，提高您作为产品专家的可信度，并成为提供真正业务成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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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敏捷CLP(认证LeSS实践者)

时长：3 天

受 众：这 个 课 程 适 合 于 打 算 和 正 在 导 入 LeSS 的 领 导 者 们，包 括 总 裁、经 理、教 练 和

ScrumMaster 等。学员需要具备对敏捷和 Scrum 的扎实理解和实践经验，最好拥有 CSM 或

者相当程度的认证。

概述：大规模 Scrum（LeSS：Large-Scale Scrum）是一个把敏捷开发扩展到多个团队的

框架。LeSS 构建于诸如经验型过程、跨职能自管理团队这些 Scrum 原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将其

应应用于大规模场合。它提供了一系列简单的如何在大规模产品开发中导入 Scrum 的结构规

则和指南。认证 LeSS 实践者课程是一门深入覆盖了 LeSS 原则、框架规则和指南的课程。它

提供了将 LeSS 导入您的产品开发组织并改进的必要信息。课程包含 LeSS 概述、LeSS 导入

案例、练习和广泛的问答，以确保围绕对学员最有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 

Scrum敏捷软件开发管理实训(企业定制内训版)

时长：2 天

受众：任何期望全面了解或尝试 Scrum 及敏捷方法的个人或组织；正准备导入敏捷方法，希望

在局部项目或者部分团队中尝试敏捷方法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敏捷方法，正在努力提升整体敏

捷能力的一线研发团队，包括设计，开发，测试及项目管理等多个角色。

概述：本课程是一个为期两天的面向软件研发团队的培训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你可以深入、全

面的理解敏捷及 Scrum，课程互动、游戏练习非常丰富，贴近实战，实践性很强，真正帮助你解决

在 Scrum 及敏捷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Scrum敏捷产品探索和需求管理(企业定制内训版)

时长：2 天

受众：产品经理，产品营销人员；业务分析师，需求工程师；所有想加深自己对产品负责人角色

理解和相关实践的项目经理以及 ScrumMaster。

概述：在这两天的课程中学习作为产品负责人的基本要素。这两天的互动课程为您提供作为一个

有效的产品负责人所有需要了解的内容。课程最后，你会明白如何利用 Scrum 来优化价值创造

和客户满意度。您将了解产品负责人角色的权限及职责，以及它与其他 Scrum 角色的互动。您将

能够创造一个产品的愿景，列出产品待办事项列表，给待办事项排列优先级，系统地细化需求。您

也可以创造一个现实的发布，跟踪项目进度并了解如何有效地在 Sprint 与 ScrumMaster、团队

成员沟通协作。



敏捷思维和领导力(企业定制内训版)

时长：1 天

受众：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和其他具有组织影响力的领导者；支持、领导或与敏捷团队互动的领导

者；任何期望全面了解或尝试 Scrum 及敏捷方法的个人或组织。正准备导入敏捷方法，希望在局

部项目或者部分团队中尝试敏捷方法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敏捷方法，正在努力提升整体敏捷能力

的一线运营团队，包括非 IT 背景的项目和团队。正在期待努力提升团队整体能力的一线研发部门，

人力资源，产品规划和战略，市场营销和销售，生产和运营，财务和法务等项目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

经理和主管。

概述：关于敏捷理念、敏捷领导力和 Scrum 框架的精要课程，详细讲解敏捷的理念和本质、敏捷

思维与价值观、为什么敏捷、敏捷如何帮助您给客户创造最有价值的产品，在企业中如何实施敏

捷。在课程中，我们设计了很多练习和讨论来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员能够

建立对敏捷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灵活运用敏捷的一些原则。

Scrum敏捷开发精要(企业定制内训版)

时长：1 天

受众：任何期望全面了解或尝试 Scrum 及敏捷方法的个人或组织；正准备导入敏捷方法，
希望在局部项目或者部分团队中尝试敏捷方法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敏捷方法，正在努力提
升整体敏捷能力的一线研发团队，包括设计，开发，测试及项目管理等多个角色。

概述：关于 Scrum 和敏捷方法的精要课程，课程为您详细讲解您敏捷方法的发展趋势、敏捷

开发方法的本质、敏捷思维与价值观、敏捷优势是什么、为什么敏捷可以帮助您交付客户真正需

要的产品、为什么敏捷可以最大化研发投入的产出、为什么敏捷可以帮助您创造最有价值的产

品，在我们的企业中如何实施敏捷等等。在课程中，我们设计了相当多的练习和讨论来模拟真实

的工作环境。通过课程的学习，除了让学员能够建立对 Scrum 和敏捷正确认知，更重要的是让

他们学会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应用好 Scrum 和敏捷的一些实践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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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框架导入实施方案

敏捷开发资料及案例

海量国际前沿敏捷动态

实践好文及心得

线上线下敏捷活动分享

最新课程

扫码获取

敏捷论坛 (Agile Forum) 是 ShineScrum 捷行的一个活动品牌，一年一度的敏捷论坛

(Agile Forum）在国内各城市举办（目前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关注 Scrum 敏捷前沿

信息和企业级敏捷实施案例分享，Agile Forum 为 Scrum 敏捷的爱好者、实践者们提

供了敏捷知识分享和交流的平台。

敏捷论坛

重量级的敏捷嘉宾现场分享

最新的企业级敏捷实施案例

国际前沿的敏捷资讯和动向

全面的 Scrum 敏捷职业晋升路径解析

免费订阅Newsletter 关注捷行公众号



联系
我们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400 920 0024

全国敏友QQ交流群：283747125

电话：021-5068 3597  或  021-3450 0213

邮箱：info@shinescrum.com

网址：www.shinescrum.com www.shinescrum.cn 

上海总部：上海市浦东新区芦硕路368弄（海滨时代大厦）6号715室

北京办公室：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7号理工小白楼22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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