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LETTER 
HR Training Center , bioMérieux                    July – August, 2016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PREFACE 
 
企业为什么需要建立教练文化？WHY DOES COMPANY NEED COACHING CULTURE? 
 
˃   培训播报 TRAINING BROADCAST 
 
亚太区GCS & CSI技术培训 ASPAC GCS & CSI TECHNICAL TRAINING 
 
大中华区技术培训 GREATER CHINA TECHNICAL TRAINING 
 
专业技能及领导力培训 PROFESSIONAL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   知识点滴 KNOWLEDGE CORNER 
 
本期星产品 – GENE-UP STAR PRODUCT – GENE-UP 

	



  
 
  

（未完待续……） 

    不过，教练这一技术虽然近些年
来被频频提及，但是已有业内人士指
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教练并不容易。
就像在《功夫熊猫》里，阿宝被任命
为师傅的那一刻，它并不知道如何成
为一名优秀的师傅。同样，学习并成
为一名教练需要时间和不间断的努力，
它无法一蹴而就。 
 
 
 

    很多管理者都会说人很重要，但如果你看看他花在人
才聘请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精力，你就知道这位管理者是否
真正了解“人最重要”这个概念。通用前CEO杰克•韦尔奇
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说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找到对
的人，然后把他们放在对的岗位上面。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至少应该有这个意识，就是培养接班人是管理者责任的一
部分。一个好的管理者必须知道好员工是培养出来的，不
要以为在外面请一个有能力的人回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培训解决不了人才培养问题。曾经我们曲解
了培养人才，以为只要确保员工去上课，那就是
在培养人才了，其实那是一个多么不靠谱的想法。
你送员工去培训，他学了什么你不知道；他有没
有将学到的东西发挥在工作上，你也不知道；每
年只是花钱，看不见什么回报。要培养你的员工，
你必须做他的教练或替他找教练。“教练文化”
就是每个管理者都有义务做自己下属的教练。 

    《共赢伙伴关系》一书的作者史蒂芬•斯托维尔认
为，企业管理者只有通过和他人的联系才能创出佳
绩。企业管理者要承担教练的职责，而教练工作的
目的是建立竞争优势。完善的教练工作以体面和尊
敬的方式对待员工，帮助他们释放潜能，改进工作
表现。就如《功夫熊猫》中的阿宝最后领悟到一个
优秀的师傅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所长，释放潜能。那
么到底什么是教练？在工作中，又如何去开展教练
活动？ 

    在教练技术中，除了聆听、发问、区分、
回应等四种教练能力之外，还包括明确目标、
反映真相、改善心态、目标行动等四步教练
技巧以及九型人格、真我价值等其他教练工
具。教练如一面镜子，通过聆听和发问，反
映对方的心态，从而区分对方的行为是否有
效，并给予直接的回应，使被教练者在心态
上得以改善，清晰目标，专注行动，最终创
造更大的成果。同时，被教练者自身的素质
和能力也能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  

    针对于定义，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认知，领
导力发展、人才测评和
人才管理的专业公司海
问联合曾翻译英国作者
杰基•凯迪和克莱夫•约
翰逊所写的《成就卓越
教练》一书，书中将
“教练技术”定义为： 

• 教练不是指令性的，设定议程的人是受教练者，
而不是教练。 

• 教练旨在帮助受教练者完成他们的目标。 
• 教练会引导个人清晰地挖掘、反思、思考各种

选择，并决定他们真正想要采取的行动。 
• 教练是有目的的，它并不是随心所欲地闲聊，

它具备明确的开始和结束。 
• 教练促使个人远离工作中的舒适区域，帮助他

们探索自身的内在潜力。 
  

    教练们是需要经
过专业的训练，来聆
听、观察，并按客户
个人需求而定制辅导
方式。他们激发客户
自身寻求解决办法和
对策的能力。这里的
客户也包含了企业的
内部客户——员工。 
  

    教练技术起源于美国，
是一项通过改善被教练者
心智模式来发挥其潜能和
提升效率的管理技术。教
练的结果在于追求内心变
化和成长，教练通过让被
教练者反照自己的内心，
以溯源的方式找到症结所
在，设定可达成的目标以
及之后的努力方向和行动
计划。 

卷首语 

REFACE 
    企业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面，课
堂培训已经不够了，它只能作为基础
扫盲来用。要培养出人才，企业一定
要用培训 + 教练（Coaching）的方式。
也就是说，企业一定要建立一个
Coaching的文化，才能真正解决人才
培养问题。 

企业为什么需要建立 教练文化 ？ 

C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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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02 and CON01 training Classes help me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basic network, firewall router configuration and VILINK   

            technology. I have gained knowledge for setting up the checkpoint  

                  firewall router, how to configure the rules for the router, installation,  

                         configuration, troubleshooting for the VILINK application. And                           

                              als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nefits of VILINK.  
                                             

    七月烈火燎，八月艳阳耀，夏来万物生，培训知多少。在这热情如火的

盛夏，培训课程也绽放的相当缤纷。两个月间人力资源部培训中心共举办亚太区
GCS & CSI及大中华区技术培训各7场，专业技能及领导力培训8场。与此同时，
时隔一年再次归来的星级战士项目也圆满举办，为七、八月的培训画龙点睛。。 

┌ 

┘ 

ASPAC 

GCS & CSI 

                               Generally, I have learned as following 

                       training agenda. The first part, I have learned  

             about fine tuning & calibration. I have learned troublesh- 

       ooting about no signal issue & communication setup. Farid said  

these solutions are actual troubleshooting occurred in customer site.  

七场拥有质量保
证的亚太区GCS 
& CSI技术培训
如期举行 

学员感言 

CON02 Network Basics  

 + CON01 VILINK 

ATI63 VITEK MS 

SE--Advanced 

“ 

” 

” 

“ 

            Especially, Main part removal session was so useful for me (Transient PCB,  

Ion Optics, Linear Detector etc.). In result, This training session was so good and fresh.  

So An OH  

Saw KED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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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夏天即将离我们远去,在这个炎炎夏日中,培训中心共计完成大中华区技
术培训7项,来自各地的41位学员顺利完成了培训课程,使他们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进
一步的提升。与此同时，宋国华老师顺利通过了内训师考核，使我们具备了更加专
业，更加多元化的师资力量。 

         这两个月的过程中，我们不得   
         不提到在八月圆满结束的2016  
         Star Fighter，共有16位SE及    
         27位AS 积极参加了这次项目。 
与去年相比，这次Star Fighter虽然保
留了原来笔试，操作及演讲的考核模式，
但是进行了更加全面，充分的准备工作，
为资深员工更具针对性的设定了演讲题
目，不仅考验了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并
评估了与客户沟通，讲解的能力。借着
此次机会，各位同事对自己过去一年中
的所学所得有了一个整理归纳的机会，
并通过认证，对自己的优缺点有了深入
的了解。很多同事表示经过此次Star 
Fighter， 对以后的学习和发展有了更
清晰的规划。 

在 

┘ 

Star 

Figh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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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辣辣的七八月，专业技能及领导力相关的培训
也如火如荼，有条不紊地进行中。有大中华区自行举
办的《冲突管理》、 《教练式管理》 、《销售流程匹
配工作坊》、 《驻足思考》和今年第二次开课的《情
境领导》，也有梅里埃大学亚太区举办的《财务基础
与预算管理》， 《管理基础》, 《影响与谈判》和
《DISC》 。 

┌ 

┘ 

    学员通过2天的课程理解诊断冲突的起源，如何避免冲突恶化
至人际关系层面，并掌握根据不同情况选择相应策略化解冲突。 

学员感言： 
Longxia XU徐龙霞 
BSB PPM Production Supervisor, Shanghai非常有幸能参加公司
这次冲突管理培训，让我受益匪浅。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讨论冲
突的定义和每个人对冲突的理解。通过这次讨论让我对冲突有了
一个新的认识，冲突不仅仅是负面的，也有正能量的一面。 

1  冲突管理 
Conflict Management  

    《教练式管理》课程是继《情境领导》课程之后，今年“星级经理”项目的第
二门核心课程。学员通过2天的课程理解“教练”的价值，什么是“教练”？“教
练式管理”与“传统管理”有什么区别？了解教练的核心能力有哪些？并掌握3个
教练的核心工具模型：BEST， GROW和GAPS。 
 

BEST反馈模型（主要用于绩效反馈） 

 

GROW模型（主要用于设定目标，制定计划等） 

2 教练式管理 
Coaching as a Management Style 

3  销售流程匹配工作坊 
Sales Process Alignment Workshop  

    临床与工业的销售团
队在为期2天的工作坊内，
通过对“客户购买流程”
、“客户推进门槛”、“
客户参与人员、“客户决
策驱动因素”、“关键推
动因素”和“卖方的期望
”等各环节的分析讨论，
从而优化我方的销售活动
和销售支持，以达到我方
的销售流程匹配客户的购
买流程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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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驻足思考  
Think on Your Feet 

        学员感言： 
Kaka WANG 王欣佳 

Executive Assistant, ASPAC, Shanghai 
    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培训经历。说话，我们每个人每天
都要面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怎样在短时间内快速思考，
并有逻辑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
导师将一系列的方法技巧，贯穿着小组实战联系，使得整个
培训过程变得生动、丰富，教学内容也更加容易掌握。最后，
导师建议我们多看看名人访谈节目，通过看这些人的沟通表
达方式，学习和积累沟通表达的技巧。 

  

Sheldon WEI 卫锦然 
Assistant Product Manager, Clinical Marketing Microbiology, 
Shanghai 
    参加这门课程前，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很多表达的场合，我只是
关注了需要表达的内容却忽略了语言是如何被组织和连接起来。而
“驻足思考”这堂课正是帮助我看清了那些最常用却又容易被忽略
的“语言结构”，让我能够在说话前先在脑中搭起“架子”，自然
的将内容放在合 
适的位置上，使语言 
以一种更强有力的方 
式被传递出来，直达 
听者心灵的深处。作 
为一名产品经理，这 
样的表达方式在工作 
中非常重要，培训虽 
然只有短短2天，却值 
得花更多的时间将方 
法应用到日常交流中。 

  
学员感言： 
    Stanly CHANG: DISC培训对于和内部工作同仁之间以及外
部和代理商人员的沟通都有很大帮助, 对我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我們能了解彼此更多一些, 那么我们就能以110%的工作表现将
工作顺利完成。 
    Alison DU:DISC对于我了解自己和同事非常有帮助，更好
的了解彼此有助于更好的沟通与团队合作。 

    组织中的个体总是存在个性行为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可能
激发前进的动力，也可能引发矛盾。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些差异？
被称之为“人类行为语言”的DISC理论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DISC将人的行为风格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分别以红黄绿蓝四色
来表示。通过DISC测试与学习，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建立个
人自信心；在掌握DISC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他人，接受个体
差异性、改善沟通，最终促进团队的有效沟通和合作。 
 
    2016年9月8日，梅里埃大学的DISC课程首次走进了台湾分
公司。作为DISC的认证讲师，人力资源总监Lucy ZHANG与台湾
同事们共同学习、分享与探讨了DISC。大家在课堂上通过生动
的绘画表现方式分享了自己的另一面，并通过理论学习、案例
讨论和测试报告更加深入的剖析了自己的行为风格，也对团队
成员的行为风格有了基本的认识。大家也认识到四种类型都各
有优缺点，没有对错之分。针对不同风格的人，重要的是在沟
通及管理中能够按需出发、求同存异，让分歧缩小，达成更多
的共识，让组织任务能够有效地执行。 
 
    短暂的培训虽然结束，但是学员们需要更多的应用与实践
来把DISC化为工作生活中的有效工具，HR也将密切关注学员们
对于DISC的应用情况，并会随时给予大家支持。即使DISC色彩
不同，但我们可以共同描绘出灿烂的未来。 

5   MU-The Impact of Style (DISC)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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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于梅里埃微生物专家团队的荧光定量PCR细 
     菌检测系统！GENE-UP®凭借其对食品致病菌
快速，可靠的检测，将成为您，公司及公司声誉不
可或缺的守护者。 
  

GENE-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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