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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al Leadership

企业培训

3.专业技能及领导力培训

公司的运营以营利为目的。在衡量对公司的

总体上来说，企业培训是指公司有计划地向

知识点滴

业务贡献，或面临开支缩减和外包时，每个

员工教授工作技能。这些技能包括专业知识、

业务部门都承受着压力。为促进公司的成功，

技术或者是对业务成功至关重要的商业礼仪。

培训活动应适应整个公司的商业战略。培训

机构培训旨在帮助员工掌握这些知识、技术、

活动与公司的战略之间，既有直接联系，又有

行为准则，并将它们运用到日常工作中。目

间接联系。培训活动能帮助雇员提高他们的

前的共识是，为让培训成果更有竞争力，培

专业能力，对商业发展有直接促进作用。为

训不仅需要包括基本的技术。它不再仅关注

雇员提供学习与提高的机会，改善了工作环

于知识的教授，而是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创造、

境，既可以激励在职的员工，也可以吸引更

分享知识。也就是说，要让培训成果更具竞

多的人才。

争力，一个企业应把企业培训当作一种广义
上的创造智力资本的方式。智力资本包括基
本技能（工作技能）、高阶技能（比如如何
利用技术在员工之间分享信息）、对客户系
统或生产系统的理解，以及积极主动的创
造力。

ASEAN Microbiology Skill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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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衔福辞旧岁，金猴献瑞迎新春。2016 年梅里埃大学已开启新的培
训篇章。
在这个上海 30 年来最寒冷的 1、2 月里，培训中心依旧火热。
期
间，我们共举办亚太区 GCS (Global Customer Service) & CSI(Gustomer
Service Industry) 技术培训 2 场，大中华区技术培训 1 场，专业技能及领

培训
播报

导力培训 1 场，此外，我们更有幸协助新加坡分公司举办了针对东盟区
经销商伙伴的微生物技能强化培训。

1.亚太区GCS & CSI技术培训
15-B VITEK 2 (SE) 和BAC 02-B Bacteriology:
from sample to result.
1月12日至15日举办的AT115-B VITEK 2 (SE)
旨在教授工程师如何孵育卡片及如何熟练使

培训感言：
“ Brett’s vivid explanation gave us impressed
mem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lots of terminologies,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principle
study, Brett let us experience as a “bacteriologist” in a real lab to acquaint with routine

用VITEK 2 60和XL。课程是由来自美国的90

process of bacteria detection. Based on the

后培训师Emily Bullen讲授。她充满活力，准

learning, I have a wide view of traditional

备充分，知识丰富，通过她生动的授课，学员

bacteriology tests and the value that BMX

们很好的吸收了课程内容。

have provided to our customers. ”
——Emily Zheng,Product Asistant,Shanghai

培训感言:
“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level of knowledge Emily has. The trainees definitely have
lots to gain from this training session. The
topics allocated in this training has been pretty
well covered (System Overview, Preventive
Maintenance, Troubleshooting etc). ”
——James Chan,FSE,Singapore
“The training was really ‘brain-friendly’ even for

BAC 01-B Bacteriology : from sample
to result 举办于1月25-29日，作为一门微生

people like me who doesn’t have clinical microbiology background. The 1st day of the training,
the trainer explored each attendee’s experi-

物学的基础课程，它专注于阐述微生物手工产

ence and he tried to approach to meet the

品的使用。本课程的讲师Brett Crawley来自

challenges of this training. And the training has

澳大利亚，他是一名充满魅力，关注细节并

really right flow, and also it focused on the

富有幽默感的梅里埃大学“常客”。

outcome and result not only the topic. ”
——Chloe Lee,RBM,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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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期间，亚太区GCS技术培训包括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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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中华区技术培训
继1月在中国区成功举办VIDAS System技术

重大变化包括新岗位的工作要求，以及新的领

培训后，我们将在万物向荣的3月针对新入

导技能、时间管理能力和工作理念。

职的技术、工程师，密集开展两周的新员工

01.18-01.22 VIDAS System AS Training VIDAS
应用专员培训

在公司管理层的全力支持下，2016年伊始，

产品基础理论与实验操作培训。通过全新的

人力资源部培训中心设计并推出了大中华区

培训阶梯规划，定能帮助各位新入职的技

“ 星 级经理”培训发展项目。该项目为期3年，

术人员、工程师系统学习，成长收获，快速

旨在协助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树立相应的工作

融入到各区域的工作中。我们也衷心期望各位

理念，系统性地提升所需的领导技能，顺利

学员在培训后能时时温故而知新，在工作实践

完成领导力转型。项目通过不同的学习方式：

中不断提高操作维修技能与疑难解惑的能力。

课堂培训、在岗练习、教练辅导、考核认证
等，推动知识向技能的转化，助力培训效果
的落地。

情境领导
高

关系行为

︵支持性行为︶

提炼一盎司黄金”，需要坚定的信念、持久的
耐心和高效的方法。针对管理性工作而言，
通常将领导工作层级分为若干个领导力发展阶
段，或者我们叫领导力转型。每一次转型，在
领导层级和领导力复杂程度方面都不同，这些

Qualification-STAR I
一星认证

STAR I 一星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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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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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作
高：关系

引

高：工作
低：关系

S4 S1

导

告

知

式

指

示
高：工作
低：关系

工作行为

高

R4 R3 R2 R1
有能力
有意愿
并自信

有能力
没意愿
或不安

被领导者主导

没能力
有意愿
或自信

没能力
没意愿
或不安

领导者主导

作为“星级经理”项目第一阶段的核心课程之
一的《情境领导 ®》已于2016年1月组织并
实施。来自公司各部门共计23位中层管理
者参加了这个培训。
《情境领导®》是同时关
注绩效和部属的实用型领导技能，它主张根
据情境的不同，通过对被领导者准备度的判
断来使领导者适时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培
训后，每位学员将回到实际工作中进行第一

Training Courses
培训课程
1.Team Management
团队管理
2.Cross Functional
Collaboration
跨部门合作

STAR II二星

式

释

销

劝

（指导性行为）

长与竞争之源，人才培养如同“从一吨金沙中

Qualification-STAR II
二星认证

观

低

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于企业，人才是企业成

Workshop
工作坊
1.Target Selection
目标选材
2.DISC
沟通风格

察

解

推

式

与

低：关系
低：工作

监

人才的标准，领导者的角色和工作内容都有

Training Refresh
培训巩固

励

鼓

解

控

众所周知，在21世纪新经济时代，对全球化

Workshop
工作坊
1.Performance
Management
绩效管理
2.Financial Fundamental
and Budget
Management
财务基础与预算管理

高：关系
低：工作

授

大中华区星级经理项目

Training Refresh
培训巩固

S3
权

3.专业技能及领导力培训

Training Courses
培训课程
1.Situational Leadership
情境领导
2.Coaching Skills
教练技术

领导者的行为

轮的实战练习。4月，他们会带着实战练习
中的成功案例、失败案例、困惑反思和总结
Training Courses
培训课程
1.Tango
探戈
2.Business Simulation
业务模拟
Training Refresh
培训巩固
Qualification-STAR III
三星认证

STAR III三星
2018

再次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分享经验，接受
教练的辅导，以巩固第一阶段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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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V2C、VIDAS、BacT/ALERT 3D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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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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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VIDAS 检测仪
（主要包含 mini VIDAS 和 VIDAS 30）
已经上
市二十余年，其快速、简易、准确、项目众多等特质已获得全世界用户的
认可。
随着时代变迁与科技发展，用户对于仪器的自动化程度、溯源性、
符合实验室认证需求的质控程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

知识
点滴

地满足用户需求，VIDAS 3 孕育而生——它的推出增加了实验室检测
效率，
提升用户体验，
加深对生物梅里埃产品的信赖。

础上，在其使用功能上做了一些改进，提升

4．VIDAS 3采用电容式触摸屏，触摸感应灵

了仪器的优势。

敏，操作方便，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1．VIDAS 3最大的改进就是将传统的VIDAS

5．面对实验室日益严格的质控需求，VIDAS

手工加样变为了自动采样、自动稀释和自动

3采用Westgard规则，提供了强大的实验室

加样。VIDAS 3采用智能液面张力感应技术，

检测质量控制功能和统计分析，让检测有了

可以根据液面张力的不同而获得标本高度的

更强的可溯源性。

信息，自动识别标本高度。标本采集完成后
只需将标本离心开盖放入上样架中，机器对
自动完成提取枪头、吸取标本、自动稀释、

6．VIDAS 3配备了VLINK远程连接控制软件，

加入VIDAS试条中等操作。自动化程度的提

在仪器使用遇到故障时可通过VLINK软件向

升在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率及准确定量方
面有着显著的改进。

速的解决用户遇到的问题。

2．VIDAS 3与mini VIDAS的容量相同，最多

VIDAS 3更好地保留了传统VIDAS的设计理

同时能放12根试条进行检测。区别在于

念，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使得操作更加简便，

VIDAS 3有4个反应仓，而mini VIDAS只有2

质量控制软件及可溯源性的提高，使得仪器

个反应仓，由此更加体现出VIDAS 3具有更
灵活的仓位，可以同时检测更多种类的检测
条，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3．传统VIDAS在检测多种项目时，可能会
出现将不同试条与SPR管放混或漏放的事件，
因为造成实验结果不准确。而VIDAS 3机器内
部自带激光扫描SPR管表面二维码的摄像头，
从而避免放错SPR管的可能性，减少出错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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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求助，通过远程指导，更加有效、快

能更好地满足现代实验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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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AS 3是延续了VIDAS产品相关特点的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