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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当员工进入企业，管理者需要对新员工进行培养，并挖掘其所长，如果不实行一对一的教练，又如

何能准确地进行人才评价或发现他们的潜力？研究发现，只有不间断的教练与被教练关系才能为企业造

就始终“全情投入”的员工。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教练技术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教练技术正迅速

成为一种培养员工的策略，被众多组织广泛接受。组织采用教练技术作为人才开发平台，从而在人才培

养与保留方面获得成功。

教练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员工敬业度、提升组织绩效、促进员工留任，但在在组织内部推行教练

技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常原因大致如下：

• 不知道如何教练

• 以业绩为导向，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

• 管理者认为这不是他 / 她的工作职责

• 教练员工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事情

• 管理者缺乏提问沟通技巧和进行教练的热情

在企业中，谁来担任教练一职？很多人认为这都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事情，因为人力资源管理者

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培养和发展员工。人力资源管理者可以通过外部培训掌握教练技术，在企业内部实践

教练技术，并帮助更多的管理者们掌握多种教练技术和技巧，在企业内部形成教练文化，才能诞生出更

多明星员工，促进组织业绩的提升。但是一个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力量毕竟有限，在企业内部建立

教练文化，应该获得企业内部的所有支持，也包括企业最高领导层在资源上的支持、中层以及基层管理

者的积极支持与认可，尤其是管理员工的一线业务经理也需要投入进来。

业务层面的管理者也要学会当教练

许多经理人并不知道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让他人得到发展。他们常常借口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学习

和实践教练技术，殊不知，缺乏对于下属的教练，既让他们长期处于繁忙的状态，自己很累；同时员工

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工作满意度低，导致人才流失率高。但一位业务经理要做出好的业绩，需要遵守下

面的公式：

 经理人的产出 = 他直接管辖部门的产出 + 他间接影响所及部门的产出

业务经理人应当是个教练，身为教练，首先必须以身作则，团队的成功来自于队员对教练指导的信

赖；其次，需要通过系统的培养激发出队员的潜能，并刺激团队做出最佳表现。

  就如同网球教练一样，教练会教你怎么打，告诉你技巧，指出你的错误，但是无法代替去打网球，

因此教练只会给你工具，而不是代替去完成。曾有人比喻，当你运用教练技术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

高深，就像拧一个螺丝钉，如果你发现你拿着一个工具仍然不能把螺丝钉拧下来，你需要松动剂，甚至

需要更多的工具，所以只有能掌握了更多的工具的时候，原来我们认为是棘手的问题，都可以变得轻而

易举。教练的手中需要有很多工具与技巧，进行自由组合，提供给员工去完成任务。当然也需要调动起

热情才能真正驱动业务经理去进行教练活动。

建立教练文化被认为是企业的教练项目进入高阶阶段，教练技术成为组织业务战略的一部分，推动

业务的提升；组织内所有级别的人员都参与到教练中来，若在组织内部实现人人皆教练，那么，企业赢

得未来竞争优势也就不远了。

企业为什么

需要建立教练文化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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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 GCS & CSI 技术培训

金秋九月天朗气清，丹桂十月惠风和畅。秋高气爽，万物丰收。在这个收
获的季节，培训中心也取得硕果累累。两个月间我们一共举办了七场亚太
GCS 培训。不仅收获了各种技术技能，也为梅里埃平添了秋日的光辉。
 
学员感言：

ATI69 VIRTUO (SE) Training Class help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instrument operation from theory to actual troubleshooting practice. 
I have gained knowledg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instrument, unpacking/installation, 
system alignments, system backup and restore, preventive maintenance procedure 
and troubleshooting.
To my trainer, Dale and fellow trainee, Zin Min, Mark, Phuoc and Johanna,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work together in Virtuo Class.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time. 
Overall, it was a very good training experience. 

--- Jaypee R. de Luna

金秋九月天朗气清，丹桂十月惠风和畅。秋高气爽，万

物丰收。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培训中心也取得硕果累累。

两个月间我们一共举办了 7 场亚太 GCS 培训。不仅收获了

各种技术技能，也为梅里埃平添了秋日的光辉。

学员感言
ATI69 VIRTUO (SE) Training Class help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instrument operation from theory 

to actual troubleshooting practice. I have gained knowledg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instrument, unpacking/installation, 

system alignments, system backup and restore, preventive 

maintenance procedure and troubleshooting.

To my trainer, Dale and fellow trainee, Zin Min, Mark, Phuoc 

and Johanna,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to work together in Virtuo 

Class.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time. Overall, it was a very good 

training experience. 

--- Jaypee R. de 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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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不觉中冬天已经到来 , 而过去的两个月是我们最繁忙的日子。在此

期间，我们共计举办了 13 场的培训，覆盖了 Vitek2 Compact，Vitek2 

MS，Vidas 等主要产品，其中包括了新员工打包培训，工业用户产品培训，

Vidas 应用培训。与此同时，新一届的临床检验医师也成功举办，现场的反

响依旧热烈。各位教授与学员的积极互动及经验交流，为加强临床与检验的

沟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些培训中，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分享呢 ~ ！！

学员感言：
1.VITEK MS 

很荣幸有机会在刚刚入职不久参加培训中心安排的张军民老师的 MS 初级

培训课 ! 作为刚入职的新员工深深被如此专业的培训所震撼 , 张老师的课程由浅

及深的给我们讲解了 MS 的产品知识 ! 让我们能够有条理、有层次的了解到 MS

的发展史、原理；梅里埃 MS 的由来、组成、建库原理、使用、维护等等！参

加完本次课程受益匪浅，完成了从一个产品知识空白的新人到思考如何给客户

培训的 AS 的转变，再次感谢培训中心和张老师！     

--- 张林涛 Application Specialist, Beijing

2. 工业新员工产品知识培训
今年 9 月份 , 参加了将近一周的新员工产品培训 , 虽然培训结束了 , 但是给我的启发和思

考却刚刚开始 .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天 , 通过自我介绍环节，真正认识了很多之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

的同事。在接下来的产品培训中 , 两位老师分别给我们介绍了食品和药品行业的明星产品 , 如

vitek2 compact, vidas, API. 但是这次系统的学习到 : 从取样 , 样品的制备 , 到过程的控制 , 再到

结果的确认的整个质量活动过程中 , 我们都能提供总体的解决方案 , 真正能够帮助客户实现现

代化的自动化微生物实验室 . 现在 , 我可以出去跟客户说 , 微生物用到的 , 我们最全 , 最专业 !!!

与此同时老师还从法规 , 客户产品质量的角度来进一步阐述了产品的优势，并通过很多实

例告诉我们，要学习更多的行业知识，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帮助客户找到适合他们的解决

方案。

--- 林启菊 Industry Application Specialist, Beijing

3. 新员工产品培训
心心念念盼来了 10 月份的入职培训和产品培训，既兴奋又期待。2 天的入职培训将梅

里埃的企业文化与产品都熟悉了一遍，深感梅里埃的大家庭的神圣使命，在中国，与中国，

为中国的健康事业作出努力！让我感动，让我为加入梅里埃而感到光荣，不是为做产品，而

是做品牌，更是为推动中国微生物事业的发展。

8 天的产品培训时间紧迫，培训中心的老师们陪着我们加班加点的学习，每天都要学习

到晚上 8 点才走出公司。培训中心的老师娓娓道来的讲课方式，让我们很好的理解了产品的

知识，边操作边学习的方式，让我们更快的上手。作为 Compact、VIDAS、3D 的基础培训，

老师们对于我们的任何问题都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的是很感谢！因为有培

训中心这些负责的老师在，我相信梅里埃的产品才会被更多人使用和理解！

--- 沈凤 , Application Specialist,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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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训培训师进阶 - 从单
向讲解到双向互动

两天的培训帮助公司内的兼职培训

师进一步提高讲课技能，超越简单无误地

陈述内容的阶段，逐步向专业培训师看齐，

更加自如流畅地呈现，通过与学员产生互

动从而更加有效地传递知识。该课程有别

于普通的授课技巧课程，其重点在于如何

确保我们的课堂效果，让学员真正理解掌

握课堂内容。

2. 遇见高效的自己
老板都希望有个高效执行的下属，员工都想要自己的付出能得

到认可和应有的回报。可是往往事与愿违，老板总觉得下属不够努力，

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而员工总认为上级好难“伺候”，怎么做都不满意。

如何才能既满足老板的需求又让员工觉得自己没有“白干”呢？本课

程能帮助员工找到自我执行力提升的方向和技巧。

3. 梅里埃大学亚太区培训：
为了帮助亚太地区的同事更好地掌握梅里埃项目管理原则， 获

取梅里埃管理的精髓，金秋时节，法国梅里埃大学的讲师亲赴上海

培训中心，为来自亚太地区的 42 名员工举办了 5 场培训。包括项目

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给从事项目的同事带来相应的项目管

理工具和应用法则。 目标选材（Search for talent），教会新经理人

慧眼识人才。变革管理（Managing Change），系统讲述了如何运用

变革管理工具发起一项高效的变革，更好地服务于组织。 演讲技巧

（Presentation Skill）， 则通过模拟演练现实案例的形式，让学员最

终自信成功地站上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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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 于 乳 制 品
的 微 生 物 检

测仅需 1 天，与
传统的商业无菌
检测周期相比，
缩短了 9 天，加
快产品的放行，
降低库存成本。

2灵敏度高，样
品中只要有 1

个活的微生物也
被检测出来。

3操作简便，样
品 自 动 标 记

上样，结果易解
读

4人 性 化 的 设
计，全触屏的

操作系统，图形
化的界面，便于
理解。

5有 2 种 不 同
型号，可以满

足用户不同的实
际检测需求。 

Chemunex D-count 25 
Chemunex D-count 25 
在乳制品微生物检测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乳制品营养丰富，是天然的微生物培养基，在其生产、加工、运输

和储存过程中，都可能受到微生物的污染。乳制品中微生物含量的多少不仅

影响产品的质量和保质期，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健康。随着全球乳制

品消费量的增加，乳制品行业的质控实验室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根据国标

的检测方法 -- 平板计数法需要 2 天才能出检测结果，早已无法适应日益严峻的食

品安全形势。

很多乳制品企业需要新的微生物检测方法或设备，除了确保产品在到达消费

者手中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品质，还能达到产品快速放行、减少加工过程中潜在的

污染风险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目前主流的微生物快速检测技术有 ATP 生物荧

光法、电阻抗法、流式细胞计数法等。

ATP 生物荧光法虽具有检测速度快、测定范围广和操作简单的优点，但是也

有灵敏度不高且试剂较贵、易受游离 ATP、体细胞干扰和盐成分干扰等缺点。电
阻抗法具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强、反应快和可重复性高等优点，但是对于乳制品的

成品和半成品而言，该方法检测时间较长。

流式细胞技术是在显微镜技术和血球计数仪器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在流动

状态下观测细胞的技术。通过流式细胞检测仪的检测系统每秒钟可以检测 5000-

10000 个细胞，并可以根据细胞的大小、内部构造、表面特征标记多参数处理，平

均 1 分钟即可得到检测结果。流式细胞技术与传统方法的相关性高、数据可靠，同

时对于操作人员素质要求和日常保养维护的要求也较高。

Chemunex D-count 系列产品在 2016 年初上市，是以流式细胞技术为基础的

超快速微生物检测仪。其原理是对乳制品进行试剂处理后，只对样品中存活的微生

物进行荧光标记，再由激光激发荧光，仪器对荧光信号进行检测，分析处理信号后

得到样品中活的微生物总数。

Chemunex D-count 系列产品具有以下优势：

Chemunex D-count 系列产品除了检测乳制品以外，还能对饮料、化妆品等不

同样品进行检测。这种有效、安全、快速的检测方法已经在全球食品、化妆品制造

行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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