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公出口(境 )田姐日程安排

目別 :荷圭

日 期 吋同 活 功 內 容

2Ul3年 12′月

8日

上午
放北京出友弋往荷〨°

下午

2Ul3年 12月

9日

上午
代表困拜汸荷〨庄用科苧研究院,了 解垓研究院

的概況及以后兩周淍研的內容。

下午

荷〨座用科苧研究院寺家向代表困汫解暉資培

9∥ 需要注意的同題以及与青少年教育的不同之

哭。

2Ul3年 12月

1U日

上午
荷〨泣用科苧研究院寺家向代表困汫授如何制

定培洲需求分析。

下午 荷〨座用科苧研究院安排取╨安全与健康汫座。

2U13白三12′月

11日

上午 代表困參現一家歐洲最大的鋼鈇ㄏ,体驗荷〨企

╨取╨安全与健康培9∥ 的央豚案例。下午

2U13年 12月

12日

上午｜居壽書蔧   ｜努
培洲堁

下午
荷〨座用科苧研究院安排令家汫座=最新的安全

培9｜〡方法及培9〡｜芭木°

2Ul3年 12月

13日

上午
寺家汫解如何挑逸合道的教苧用具以及如何淡

汁培洲深程。

下午 寺家醚絞汫解培9〡｜深程淡卄的技巧°

2U13年 12月

14、 15日

上午 周六、周日休息°

下午

2Ul3年 12月

16日
上午

代表困苧刁如何用矩陣法將培洲深程送行有效

排序。



下午
代表困掌刁了解如何淡汁培 V〡〡深程卄划以及培

洲材料°

2U13年 12月

17 日

上午 代表困苧刁了解如何送行深程坪估,在淍研結束

吋能姼淡汁微型的培洲深程°下午

2Ul3年 12月

18日

上午 荷〨庄用科苧研究院安排代表困參現一家鋼缺

ㄏ,了 解荷〨企╨取╨安全与健康培洲的情況。下午

2U13年 12月

19日

上午
荷生座用科苧研究院寺家汫解安全培9〡〡中幵放

式同題与非幵放式泀題的匹別及有效性°

下午
荷〨虛用科掌研究院寺家汫解虛似現央培V〡〡;代

表困成貝准各最終的微型培洲淉程淡汁°

2U13年 12月

2U日

上午 代表困成貝展示自己淡卄的微型培9〡〡淉程,荷〨

庄用科苧研究院令家送行坪估°下午

2Ul3年 12月

21日

上午 代表困前往荷〨机切,返回北京,于 2U13年 12

月 22日 扺送北京°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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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UCUSH
培洲

培洲筒介

EUCUSH培切〡師培切｜的期末作血吋要求在公司內部明确、投汁并形成一介短期的培切〡淉程。

在此次培切〡中,你舍孛到庄用培切〡淉程給苧貝估授知伿和技能的理洽与其哉。你將用你的技能在耿

並健康安全一介或多介方面卄划、投汁并侍授你自己的培洲淉程。

本培切｜以工作手冊的形式授淉,共有 6介章市,每介章市肘垃本培9〡〡的學刁目杯之一。本文力培切〡

的第一部分和前三章市。

學完本手冊吋,如果你參加了所有活劫,你舍荻得汁划、投卄和估授你自己的培洲淉程所需的技能°

每介章市都是建立在前一章市之上的。一些活劫舍提供需要在培切〡卯項目中付捻的作血。

本工作手冊中的活劫是你庄用放每介章市中所學的技能幵始投汁期末作並培 V〡〡淉程的机舍°在培切〡

卯項目中,你能与其他學貝分享你的絰所。送將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培9｜〡和胑並健康和安全°

活劫反飧貫穿整介工作手冊,以便你將了解學刁吋是否荻得知伿和技能。在每↑章市末有一些自我

坪估同題,你可以迸行自我測拭。如果你不能回答任何一介自我坪估向題,庄垓再次回厥整介章市。
如仍然不了解,可朕系你的早卯或在培切〡師培切〡項目上与他們一起吋滼你的向題。

整介培 V〡〡逆程中使用一般文例。大部分其例与汁算机使用或健康安全的基本知伿相美°你庇垓能了

解速些活劫的原理,并將其庄用到自身絟房和培切〡淉程由中°

絟投卄,垓培洲力平均 21介學吋。孛貝孛刁迸度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你結束培切〡較早或較晚,不要

感到倞玡。重要的是你确央參加活劫,因力放活劫中學刁到的來西迒多于只演串本孛到的知琪。

瑾圮在 EUCUSH,你 自始至終都是↑苧刁者°在孛刁取立健康安全的逆程中,要始終母力回厥自身

的絟巧,并且將絟巧中最好的系西庄用到力別人沒汁准各的淉程中去°

苧刁目林

培切〡結束吋,孛貝座垓 :

．
 掌握与成人爭刁有美的知伿 ;

．
 能做培洲需求分析 ;

．
 能明确參与式培洲淉程中庄用的不同苧刁策略和教學方法 :

．
 能投汁一↑短期的培洲淉程,座用恰由的學刁策略‘

．
 能形成并侍授培洲淉程 ;

．
 能做培洲淉程坪估。

EUCUSH卯 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句三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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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市．与成人苧刁相夫的1．9題

芋刁目狋

本章市結束吋,你座垓 :

．
 了解成人与几童和年輊的學生肘待苧刁的巷度有所不同 ;

．
 能明确匿別与成人苧刁的一些向題 :

．
 能明确并枳极解決与力期末作並准各的培切｜淉程中成人爭刁有夫的河題。

筒介

你要力同事投汁培切〡淉程。如果你确保了解你的目狋听尒并預期他們整介踝程中用其喜炊的方式肘

待他們,你的淉程將余是最有效的。

成人苧刁

可能很多苧貝有一段吋同每位參加避正式苧刁了°有些學貝最近的正式學刁是在苧校。作力成人 ,

他們不合感受到作力孩子在教室里的銓房。在本章市中,你舍參加有助于你明确速些同題的活劫 ,

并且速些向題是你投卄自己的培洲淉程中最重要的特魚之一。

活劫 l

通迪栓查你呆身的絟所,垓活劫有助于你明r,m那 些承汏可能接受不了的淉堂教苧特魚。在下文空白

赴与下 5魚你汏力作力成年人不想絰房的淉堂絰ㄞ°

1.

2.

3.

4.

∫.

厊劈

你也玝己絰明确了很多事情。例如:必須坐成排面肘看老師:不能向向題‘袒心出借,不敢回答向

題;沒有吋同完成作並:不明白淉程內容或不能看到淉程之向的相夫性。

投汁培洲堁程吋,必須避免你的苧貝有任何你己絰明确的河題°你的學貝可能在公司的級別比你低 ,

但是也可能跟你同級或比你級別高。培切〡是帤人學刁。世人感到舒服并且有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活劫 2

垓活劫將明确更多可能址苧貝在培洲淉程中感到不舒服和限制踝程有效性的事情。

EVCUSH卹資培洲第一部分                               2Ul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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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你現在是資巧我的同事但是碰巧具有某項技能的青家苹亦的培切〡淉程的苧貝°可能是汁算机或

剛安裝的新屯活系統的使用。与下向資屑我的同事學刁,士你感到不舒服的一些事情。

●

●

●

●

●

●

●

厊窈

在速种情況下,最常兄的反庄是你也玝袒心出錯雅堪。資兩較深的同事可能掩佈肘你的杏度,故意

使用你不理解的技木活言°你可能舍友現因力你安心理解所需的新信息和技能,就不能快速工作。
在整↑小姐迸入下一↑盼段前,你可能想跟其他苧貝討捻你的赴境,看看你是否在正确的軌道上或

尋求帑助,看自己是否是唯一一介不明白的°所有送些事情在沒汁差的培洲堁程中都可能并且确共

友生逆,速些都是肘面幅成人苧刁者的向題缺乏了解的結果。

苧貝交料

沒汁淉程前,思可能多地了解目林小姐是非常重要的。

活劫 3

看一下加入本淉程吋你填弓的申清表,明确深程困臥了解 ECUSH學貝的 3魚情況和未做要求的3京

情況。

己知情況

I.

2.

3.

未知情況

I.

2.

3.

EUCUSH卯 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中歐高危行此

取並安全健康項目

GVG〔DE).AETS〔
「

R)口 NCIS丁 〔CN)口

San︳
P︳ an〔DEl&┬ NU〔NE9

厊劈

我們要求了有美你的几魚情況,但是淉程投汁最相夫的是:英浯水平、信息技木技能、公司內的耿
位、耿並健康安全中的工作取黃和崗位領域°了解速些情況并將其用作逸擇苧貝的林准己銓帑助我
們沒汁出所有孛貝都能參与的級別上的相夫淉程。

我們不汏力相夫的事情是年齡、其他素廣和你所工作的公司性廣。其中一些可能与其他淉程有美 ,

但是与本淉程元夫。

下表忠豬了丌始投汁培洲淉程前,你需要了解你小姐的孛貝的一些事情。

表格 l

活劫

研吋舍

4 培洲)市培9∥

在垓活劫中,你可以幵始汁划期末作立的培洲淉程了°

与直我絟理或客戶吋捻你的培洲深程的目林听猋是什么。座用活劫 l、 2和 3以及下表Cll建 學貝資料。

學貝 河題

向題 其例

小姐姐成 你可能有一今年齡、資所和絟驗都相仿的同廣小姐 ,

但是更有可能你將必須力一介來自不同背景、具有不

同級別絟墟的昇廣小組沒什淉程。找出你能做的所有

事情°

苧貝的其陎絰驗 你的小組內可能有央阮絟翂很少,但是都袒任管理活

劫或工芭胑黃的老貝工,一些人可能文阮絟驗丰富,

但是缺乏理捻知伿°在精心淡卄的淉程中,可以將速
一多祥性特換成淉程的枳极面°

成人孛刁 在前 2介活劫中,我｛i】 己銓明确的向題有 :

．
 需要通迂央阮操作和吋捻苧刁,而不只是听 ;

．
 慢慢學‘

● fB心失敗‘

．
 做貢猷 ;

．
 不喜炊淉堂教學法。

參加的原因 速一焦很重要°如果苧貝是被要求參加培洲的,他｛i〕

的杏度与自愿參加的學貝大有不同。在后面我們余考

慮劫机。

相美性 其中一介最近人消极的因素是不明白你做事的原因以

及与你所做的工作的相夫性是什么。送就是你力什么

需要了解苧貝在公司中承拒的崗位°

E∪CUSH師允培胡〡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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厊劈

你將在培切〡師培洲中吋洽送介表格,以便与早卯分享,但是如果你能与其他學貝吋捻,舍有助于你

青注于你自己的想法。

患緒

在本章市中,我們己絟考慮到了一些甚至在丌始沒卄培切〡項目或深程前就座垓考慮的同題°送些向

題与孛貝小姐的劫杏有夫,而与培洲內容沒有直接夫系,下一章市的培V｜〡需求分析我們持付捻培切〡

內容。成人苧刁者肘學刁有特殊的需求和杏度,銓常取決于其自身的銓兩。他們通常害怕失敗,袒
心昱露出缺少知伿,缺乏理解。同吋,他們也仄惡培切〡所使用的任何方法,汏力是在掩佈。挑哉是

确保所有學貝了解要苧的/f,西 ,党得他們的絟墟舍得到汏可,并且感党到自己是被同等肘待。确保

央現良好平衡的最佳方法是始終考慮你自己作力學貝之一的感受。

半刁重魚

● 成人苧刁者庄被培切〡卯同等村待 ;

．
 之前的絰驗座被汏可,并作力优勢 ;

．
 培V〡｜淉程座考慮苧貝缺乏信心的所有方面 :

．
 思可能多地了解苧貝址你在沒汁淉程吋解決思可能多的同題。

在雞鏤第二章市前,回答自我坪估向題。

可能的學貝的教

孛貝在公司內袒任的不同崗

位

USH胑黃

USH以往和現在的銓驗

自愿或強制?

其他因素

EVCUSH卯資培洲第一部分 2Ul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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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坪估向題

︳.下列哪介囡片最能說明你在培洲深程中舍用的布局目?力什么 ?

布局囡a,       布局困 b9

目目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I土音洲〡9市︳ I培 V｜｜卯I

布局圈c9       布局圈 d9

口口  口口   口尸
口 口   口 口     口

口口 口口  Ξ
... ﹁            匚 口

I培 V〡〡卯I

2.列 出 3↑成人學刁者可能套有的有美參加培洲淉程能力的向題°

3.用 必不可少的lE)、 有利的(Dl或旡夫緊要的lU)給培洲淉程的以下几介方面肘建立与成人

苧刁者合适美系的重要性坪圾 :

a9 比苧貝年齡大 ;

b)培洲前,了解苧貝在其公司內承袒的崗位 ;

c) 培洲踝程有清晰的學刁結果 :

d9平等肘待苧貝:

e9用恰肖的座位布局囡;

, 有培切〡日程安排,并且平格遵守°

自我坪估向題答案

1.好的培洲卯不合考慮使用布局目 b9。 看起來很像侍筑的教室,并且明确侍遠了培切〡9而要

向明昱被劫屈放的听猋
“
侍授

”
知快速祥一介信息。

布局圄Φ和 c9的优魚是苧貝分組,准各好參与小組或成肘的活劫,但是小姐預先成型 ,

沒有炅活性°

布局囡 d9鑰人的印象是具有包容性,使人朕想到垓淉程中苧貝舍枳极參与。是大多數培

洲卯的首逸。

口口口口口口︙酬

EUCUSH卯炎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中歐高危行並

取ㄓ安全健康項目

GVG(DΞ｝.AETS〔FR9.NCIST(CN〕 .

San︳ plan〔DE)&TN。 (NE)

2.你可能己絟包括 :

．
缺乏背景知伿 ;

．
缺少其陎絟噓 ;

．
不能迅速工作 ;

．
圮不清事其 ;

．
惠袒心失敗。

3.

坪級 洗明

比苧貝年齡大 U
送一魚只是假投年齡的重要性。如果你精心投汁你的

淉程并且知道淉程內容,年齡元美緊要。

培 9｜〡前,了解孛貝在其公

司內承袒的崗位
D

有速一信息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沒有,可 以通道淉程

了解。

培9｜〡淉程有清晰的孛刁錯

果
E

送一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結果不清晰,學貝舍感到迷

惑不解,可能推斷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6iI

必須肘你有信心。

有培 V〡｜日程安排,并且尸

格遵守
D

有日程安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培 V〡〡師的常兄錯淏

是淉程涉及的系西模糊不清,力 了避免太炅活,日程

安排不能太模糊,但是按照日程安排是有利的,都不

是必不可少的,力了防止超吋,庄垓忠是制定各用汁

戈I。

平等肘待學貝 E
速一魚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情況下,苧貝可能成力你

的培 9｜｜卯 !培切︳怖庄帑助而不是命令學刁是一种享受°

用恰蚩的座位布局圄 D

正如第 1題中所兄到的,有些作力安排比其他的更适合

培切〡淉程 ,恰白的座位安排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一介

好的培切〡卯能庄肘大部分情況,淍整座位,使其适合

于活劫。

EVCUSH卯炎培切｜第一部分

年 12月

2U13

9



中歐高危行並

胑╨安全健康項目

GVG〔DE)θ AΞ了S(FRlJNCIST〔 CN｝口

San｜ p︳an(DE)&TNU〔 NE)

第二章市一做培洲需求分析

學刁目林

本章市豬東吋,你座垓能 :

．
 決定什么吋候是解決向題或滿足需求的恰白方式 ;

．
 确定可以通逆培9〡〡解決的任釨并且明确知洪、能力和杏度的組成部分 ;

．
 汏任勞分析緣刁中得到培洲淉程的一般目柝 ;

．
 明确可能限制淉程效果的任何因素以及可能有利的*卜充因素°

筒介

在第一章市中,我｛〡〕吋洽了學貝可能的資料以及作力孛刁者与資料有夫的向題。現在,我｛i︳ 要付捻力什

么需要培切〡他們以及如何明确培9〡｜錯果。速就是所渭的培洲需求分析,緊跟第一章市就相夫性提出的要

魚。

1.

培洲是解決方案喝?

作力培切〡奸,你必須瑾慎,不要給不能通道培切〡解決或通道另一种更易解決的向題提供培洲淉程。

活劫 5

以下是亦公室內可能友生的 2介埸景。与下你汏力可能解決向題的适出行劫°

給操作貝一台屯疝替換打字机,屯肫可能有介技木向題°叫汁算机工程卵采赴理速介同題 ,

但是未能解決。

适白行劫 :

同祥的操作貝已絟受迪使用汁算机軟件的培切〡,但是仍然不合格式化文件°

恰白行劫 :

厊劈

在第一介例子中,如果工程卯也不能解決同題,培切〡操作貝是沒有意文的°你必須更全面地琱查一下 ,

看工程師是否需要培切〡。可能是他或她需要一些与送介型母汁算机的培切〡。在第二介例子中,垓操作貝

白然需要知道如何格式化文件,并且在初始培9〡〡中他可能己絟看到達如何操作。在速种情形下,說明串

或操作手冊等工作輔助可能比培切〡更有效。

要同的中心同題是:培切〡是解決向題的最好逸擇碢,或者有其他更好的逸擇?如果培9〡〡是最佳解決方案 ,

你可以丌始更全面地栓查培切〡需求°

EUCUSH節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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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此

耿此安全健康瓨目

GVG〔DE｝σAE了S〔 FR)口 NCIS丁 〔CN｝ .

San︳ p︳an〔DE)&┬NU(NEl

任分

力了使培V〡〡滿足苧貝的需求,必須首先明确并分析要找行的任分。座垓与可能是銓理、商舍官貝或↑人

的客戶捇商做培切〡需求分析。

明确每項主要任努是很重要的,然后考慮是否有要考慮的任何附加任努或活劫°

活劫 t

如果我們返回活劫 ∫中的卄算机工程如其例。假投你公司剛力全部亦公室人貝安裝了新屯肪,而之前只

有財努部有几台就屯肪。很明昱需要培切〡屯疝工程卯維伊保莽所有新屯肫。如果你是其中一台新屯腕的

操作貝,你汏力你想要屯疝工程卯力你做什么?弓下兩項主要任努和兩項附加任釨或活劫。

主要任努 l

主要任努 2

附加任努 l

附加任努 2

厊劈

兩項主要任努可能是修理任何硬件故障和支持用戶使用軟件°附加任努可能是硬件出現故障的情況下 ,

更換元件或返回修理,以及知道如何使用軟件包和安裝更新軟件。

己絰明确任努,必須考慮三介非常重要的同題 :

a.一令人庄垓知道与本項任努相美的末西是什么?

b.一令人用垓知伿座垓做什么?

c.与本項任努所需的杏度是什么 ?

可以通道政策、沈明串、崗位和工作耿黃向卷等文件、工作其跋視察和采坊銓理和貝工明确任努并回答

速些向題。

a9、 b9和 c9三↑向題的答案可以弓在任分分析矩陣中,垓矩陣將作力筒車的任努概況。

活劫 7

再次使用汁算机央例和我們己絟明确的兩項主要任分,完成下表

任分 知洪 技能 杏度

主要任努 A 修理硬件故障

EVCUSH卯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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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hlL

胑並安全健康項目

GVG(DΞ｝口AETS〔FR)口 NCIS丁 〔CN〕口

San︳ p︳an〔DE)&┬ NU〔NE9

活 劫 返回元件修理

活劫
替換有故障的元

件

主要任努 B 支持軟件用戶

活劫 使用軟件包

活劫 安裝更新軟件

反債

你的建坡可能与下途建決不同,但是速些建汊都說明了任何培洲項目可能需要的一些結果°

任分 知伿 技能 杏度

主要任努
A

修理硬件故障 了解汁算机的部件

元件

了解每介部件出現

故障吋的症狀

明确出現故障的部

件

拆掉出現故障的元

件

安裝替換元件

美注細市

能安全工作的枳

极方法

活劫 返回元件修理 了解哪介元件可修

理,哪介需替換

了解保廣和服努合

同的一般朵款

利用供座商信息返

回元件修理

活劫 替換有故障的

元件

明确部件的型甹或

序母

了解元件的供位商

肘比价格

下汀車

主要任努 B 支持軟件用戶 了解汁算机上安裝

的所有軟件的洋情

和規格

了解常兄借淏

能演示軟件的特魚 肘用戶有耐心

持示于助人的杏

度,而非高人一等

的杏度

活劫 使用軟件包 了解軟件包特意 能使用所有軟件包

EVCUSH師 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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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立

取hlL安全健康項目

GVG〔 DΞ).AETS〔FR).NCIST〔ㄈN〕 .

San:p｜an〔DE)&丁NU〔NE9

活劫 安裝更新軟件 知道如何友現更新

的軟件

知道如何灼兵更新

的軟件

能安裝更新軟件替

換現用軟件包

能給用戶演示更新

的軟件包

此炎表格林力任多分析矩陣,由你力你要殶汁的淉程做需求分析吋,可以用它。

明确任努組成任努概況吋,始終思量考慮迸一步友展。在上途例子中,速方面可能是升級硬件,預期新

軟件同題叭及通道替換部件修理。

一般目林

沒汁培切〡淉程迪程中的下一吤段是确定一般目林。速些是你的淉程必須央現的結果。一般目林源于任努

分析,將是操作目林确定、內容逸擇和教苧方法參考的框架°速些目林庄垓与客戶柲商。

一般目林在淉程丌友和文施中起看四↑必不可少的作用 :

．
是客戶、培V︳〡啢和孛貝之同的泃通方式 ;

．
是淉程內容參考的框架 ;

．
有助于沒汁教一苧迪程 ;

●是坪估策略和林准參考的框架。

正如任勞一祥,不同美型的目林之同可以有匡別。

1.目 林是指知伿 (汏知技能):复制事共或程序,座用程序或分析解決向題 ;

2.目 林是指社舍技能,如在困臥中工作或主持舍坡 ;

3.目 林是指心理一生理技能,如投汁或操作 :

4.目 林是指杏度,如有劫力或汏氓到某事的重要性。

一般目林的央例 :

工厂中友生事故吋,學貝能有效庄用急救技能。

活劫 8

回到汁算机工程師的例子并确定合适的培洲項目的一般目林°圮看看任努,有助于你做決定。

˙

 
 

˙

E∪CUSH卯 久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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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

取立安全健康項目

GVG〔DΞ).AETS〔FR9.NCIST〔 CN〕 .

San︳ plan〔DE)&丁 NU〔NE)

厊熒

在汁算机工程師的情形中,有兩介一般目林 :

苧貝能修理新屯肪友生的硬件故障;

苧貝能支持用戶使用公司采用的軟件包。

音我們考慮第四章市中投卄你的淉程吋,操作目狋特供速些一般目林中衍生出來°

入ㄇ級別

下一步比較任勞分析錯果与苧貝小姐的入 i可 級別。苧貝己絰具有的知伿、技能和杏度是什么?到 目前力
止,我們己絰甘捻了苧貝的↑人資料,但是与其孛刁風格和絟ㄞ有夫,而与要執行的任努相夫的絟翂旡
美°

活劫 9

美于我們己銓力卄算机工程師明确的兩項主要任分,想一想斌囡決定孛貝的入 i可 級別你可能合同的4介
i舀︳題。

I.

2.

3.

4.

厊劈

肘于第一瓨任努,你可能舍考慮向:

紫男拆裝井算机相美的銓驗 ,

翔 莏典出韶〞方時及其功能:

紫男可能具有的任兩卄鞡 資格。

肘于第二項任努,你需要了解苧貝是否 g

瞧 焦 .峊技未炎格工

之前參加迪任阿培潞 〞多著岉 F

安裝t劈件,力興安甕t′ 居紹 銘作包。

局限性和互朴性

己絰确定淉程的一般目林并且投置了苧貝的入 i┐ 級別吋,需要考慮可能座用到你想投汁的淉程中去的任

何局限或限制。通常的限制是吋同、預算、投施和人貝。下一介活劫舍有助于你明确并丌始量化某些局

限。

EUCUSH卯 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l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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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血

取ㄓ安全健康項目

GVG〔 DE)口 AE丁S〔FR).NCIS了 〔CN).

Sanip︳ an〔DE9&TNU(NE)

活劫 lU

与下你力什么可能舍在淉程項目投汁中受吋同、預算、投施和人貝因素限制的一些原因°

吋同

預算

沒施

人貝

反熒

因學貝能參加培洲的吋同,你制定培 V〡〡淉程吋可能舍受限°例如,他｛〡〕連欲 6介工作日都能參加逐是每

周 1天 ,連紋 6周參加?或者,培 V〡｜需要同歇章市,以便苧貝在雞欲下介章市前研究信息或座用技能。

如果你自己不能有助于培切︳,培 V〡〡呵的數目、絟噓和吋同將是你需要考慮的因素。培V〡〡預算是多少?不

可能跟你想要的一祥多。你需要任何特殊沒各、家具喝?在汁算机培洲中,我們一直在考慮,最新的汁

算机和軟件是必不可少的°

可能有一些支持你淉程沒汁的互*卜性朵件。例如,与更先迸技能的其他淉程的直接眹系、怔明升耿能力

的汏怔、特殊崗位的法律要求等。如果他們枳极參与你的淉程,速些都有助于激肋孛貝。

活劫

研甘舍

培 9｜｜師培切〡

你現在座垓与直我銓理或客戶做培洲需求分析。你可以使用下列拫表。

你庇垓將本表帶到培切〡卯研吋舍上,与其他孛貝和培 V〡〡卯吋捻。

項目名林

背景信息

．公司背景 ;

．初始培洲需求的原因 ;

．目林小姐

主要任勞

附加任努

EVCUSH卯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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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ㄓ

取此安全健康項目

GVG〔DE),AETS〔
「
R).NCIS丁 (CN〕

.

Sanip︳ an(DEl&TNU〔 NE)

一般目林

上途每項任努的一般目林奕型

苧貝的入 i┐ 級別

目林小姐的附加信息

限制朵件和互*卜性

患緒

在丌始沒卄培切〡惈程前,收集到所有相夫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未注意到本章市中吋淹的一些要魚 ,

舍令你懊估,并且址你的學貝失去劫力。通道一系列帑助卡片等可能舍拳行培洲淉程的方式將舍浪女吋

同和資源。同祥地,未明确入 i刁級別可能舍早致漏掉一些苧貝,而有些學貝卸感到元聊°思可能具体到

任努,苧貝需要能參与并且提高培洲的有效性。了解培洲淉程的一般目林和目林奕型舍使你成力最有效

的培洲9而 。幵始投汁淉程前,分必做洋細的汁划°

苧刁重魚

．
 首先需要确立是否需要做培洲 :

．
 其次,額通迪任勞分析找到真正的培切〡需求是什么 ;

．
 放任勞分析中,可以形成培洲的一般目林 ;

．
 小姐的人們級別知伿和技能也很重要 ;

．
 舍有与你培洲淉程相夫的限制朱件,但是也有一些提高功力的互祁性因素°

在綣紋下一章市前,回答自我坪估同題。

EVCUSH卹炎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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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ㄓ

胑ㄓ安全健康項目

GVG〔DE).AE丁 S〔FR9.NaST(CN).

San︳Plan(DE)&TN。 (NE)

自我坪估 i．9題

I.

你汏力健康安全培洲舍适合以下情況喝:

a, 如何找到建筑物內的消防逃生通道 ;

b) 如何使用火火器;

c9 編与健康安全預案

d)民險分析

e9 安全使用屯插共和插座。

2.

一↑其駩室工人要惆到赴理化苧品的化學其驗室,送些化學品按照規定厲于危險品。速↑崗位粹舍使用

化芋品做拭驗,并且在斌驗后特化芋品赴理掉°

回答以下同題 :

a9 兩項主要任勞是什么?

b9每項主要任分最重要的知洪是什么以及兩項主要任分所具各的技能和持有的忞度 ?

c9 需要了解的入 i┐ 級別是什么?

d)肘速些人貝所做的培洲淉程可能相夫的限制是什么 ?

e9 可能存在的互*卜性朵件是什么?

3.

弓出村第 2介河題中貝工的合适的培切〡淉程

自我坪估 i．●題答案

1.a9否一速↑同題最常兄的解決方案是表現突出,以祝党的方式展示如何离幵建筑物和在哪几集合°但

是把速一信息通知給可能被視力非正式培洲淉程的房同用戶是非常好的做法。

b9是一通常要做如何使用天火器的筒短培洲澡程

c9是一編弓健康安全預案需要很好地了解向題和可能需要的培洲淉程

d9是．一般通逆理滼和文隊培洲堁程做風險分析

ΞUCUSH卵交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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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ㄓ

取ㄓ安全健康項目

GVG〔DE〕口AETS〔FR)口 NCIS了 (CN｝
,

San:p︳an〔DE9&TN。 〔NE9

e9否一通常以通知的形式告知屯插共和插座的日常使用,但是需要做便擄式

測試培切〡,I,$保插座接我安全,未被淏用。

2.一 介其驗室工人要淍到赴理化孛品的化苧其驗室,速些化孛品按照規定扁于危險品°送介崗位將舍

使用化苧品做拭驗,并且在斌驗后將化苧品銷毀。

a9 兩項主要任分是什么?

．
如何安全赴理化苧品

．
如何安全銷毀化苧品

b9 每項主要任努最重要的知快是什么以及兩項主要任努所具各的技能和持有的杏度?

知伿 技能 忞度

赴理 要使用的化苧品性廣°速些化

孛品有危險喝,使用化孛品构

成危險喝?

操作技能和准

确性

久黃,仔細

銷毀 如上文所途,其施安全銷毀要

用到化學品坏保規范

同上所途 同上所途

c9 需要了解之前所做的与危險品相夫的化苧品或健康安全培切〡決定入 i┐ 級別

d9 什肘速些人的培洲淉程可能舍受到的限制,但是也需要考慮安全投施和受迪良好培切〡的培切｜所

e9 可能能力怔串肘升耿或法律合規很重要,速祥舍激肋苧貝。

3.爭貝能安全使用危險品

EVCUSH卵炎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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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並

取並安全健康項目

GVG〔DE｝.AE┬ S〔FR)口 NCIST〔 CN),

San:p︳an(DE9&TNU〔 NE)

第三章市 一明确苧刁策略和教苧方法

孚刁目林

本章市結束吋,你庄垓能 :

．
 汏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孛好 ;

．
 逸擇培切〡堁程的恰白教苧法 ;

．
 逸摔教苧法的合适教苧輔助。

筒介

在本章市中,你將幵始涉及你在你自己培洲淉程能用的學刁和不同的教孛方法。在培洲師培洲研吋舍上 ,

早加在每介部分丌始吋明确一些教孛法吋,你能現察到。你可以自行決定他們如何有效,并且他們怎么

适合你用。

半刁風格

多年的研究已絰表明用同祥的方式,并不肘每令人都是最有效的°

于 1975年 出版的 Ko【b作品表明有 4中苧刁風格 :

“
友散者

” (麥想家 )

此奕苧貝更喜炊可以分享各自意兄的苧刁坏境。他們喜炊絟月新情況,并且汏不同的角度規察速些新情

況。

同化者 (思想家 )

此炎苧貝更喜炊能吋份向題的苧刁坏境。吋捻的目的是力了形成思考新想法。

聚欽者 (決策者 )

此奕學貝更喜炊資汛性屄的錯构性項目。力了在將來文陎情況中座用,他們喜炊學刁未活和概念。

适泣者 (枳极分子 )

此奕孛貝想立即看到所爭事項的共昹庄用。他們想芸拭事情,因此,座垓給他們提供豲刁新知伿和技能

的机舍。

HUney和 MumfUrd在 η 世紀 BU年代在 KUlb理捻的基砒上提出的另一↑方法淡汁他們的向卷°他們的四

介孛刁風格力 :

理稔家一喜炊苧刁理愴概念

其用主文者一更喜炊苧刁的其陎方法

EVCUSH姊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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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ㄓ

取ㄓ安全健康項目

GVG(DE｝.AETS〔FR).NCIS丁 〔CN〕θ

San:p︳an〔 DE〕 &┬NU〔NE9

反省家一分析情況,決定錯果

枳极分子一其翂,通避行劫苧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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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此

取ㄓ安全健康項目

GVG〔DE〕.AE丁 S(「R9.NCIST(CN).

San︳ p︳an〔DE9&┬ NU〔NE)

RefI㏄ tingUn北 反省

A山veExpeHmentatbn主劫其翂

PuttingthdrtheU〃 ㏑tUpracIce理捻朕系央昹

┬heor｜st理捻家

Pragmat｜ st央用主文者

ReΠeCtor反 省家

Act“ iSt枳极分子

如果有共趣苧刁更多与垓主題和 KUlb、 HUn叩 和 MumfUrd的作品相夫的來西,可焦古网站。

但是,既然你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學刁風格,你需要考慮如何舍影晌你的培切〡淉程°回答以下向題有

助于你知道速一向題°

活劫 12

明确培洲坏境中可能舍受不同苧刁風格影晌的苧貝?

I.

2.

厊劈

很明昱上途答案是學貝,但是不要忘圮作力淉程沒汁者和丌友者,你舍有偏好的孛刁風格或不同學刁風

格的姐合。

活劫 I3

我們己絟确定出苧刁者的資料,并且做了需求分析,你是怎么汏力肘于苧刁風格的新信息能有助于培切〡

淉程的投汁的?列 出苧刁風格重要的兩介原因°

友劈

确保你偏好的苧刁風格不舍影晌你的淉程投汁,并且將活劫融入到涉及各种學刁風格的淉程中去是很重

要的。也玝每介人都有自己喜好的風格,但是址苧貝形成其他風格有一介全面的絰兩是重要的。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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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立

取此安全健康項目

GVG〔 DE).A匚TS〔 FR)口 NCIST〔CN),

Sanip︳an(DE)&TNU(NEl

教苧法

現在我們准各好考慮你能用的教學法构建你的惈程。看手堁程淡汁前,需要了解可能性°速是將在分析

學貝資料和做培切〡需求分析中線就的技能組合在一起的最終工具。送三者一起形成你的淉程投汁基拙。

沒汁堁程吋,有四介柝准可以用采逸擇教苧法 :

Φ 有效性

座垓忠逸肘要其現的結果最有效的教孛法。

活劫 I4

甚至元需考慮教學法的多祥性,即可确定一些技能的恰由方法。

下列 4介教孛法,哪一介方法肘教人升車未洗是最合适的?

汫座

祝頻

其陎教苧

迒程孛刁工作手冊

厊劈

昱而易兄,答案是文酥教苧°告坼某人如何丌車并且期望他們安全駕玻速介想法似乎荒唐。但是,你舍

看到可能涉及的其他因素°

b9 到迖性

教苧法必須适合坏境,因此,可能舍不甚理想。可能舍影晌教孛法逸掙的因素有吋同、地魚、空同和可

用投各。

活劫 I5

使用活劫 I2給出的 4介教苧法,逸擇你汏力最适合給澳洲內陭匽生做新手木技能培切〡的方法。

厊劈

在速种情況下,通常使用祝頻教苧法。很昱然,其昹教苧法是最佳的,但是往往不可能,肘于一些知道

基本原理的匽生來悅,可通道祝頻演示新技木,也汻分友一份手冊舍更佳。速种使用祝頻舍坡、在我祝

頻或ㄏ播的技木是屯子一匽疔領域的基拙,越來越受炊迎。

c9 交化

εUCUSH卯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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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立

取並安全健康項目

GVG(DΞ｝.AE丁S(FR9.NCIS丁 (CN｝
.

Sanip︳an(DE)&丁NU(NE)

一味重复舍交得車淍。一种教孛法只能在有限的吋同內有效。如果逆度使用一种教孛法,舍址你的苧貝

失去枳极性,元法得到友展所有苧刁風格的鋂刁°教成人吋,速一魚尤其重要。

d)  目林/j形且

每介苧貝小姐不思相同。一些人不刁慣坐在教室里。他們需要非常活趺的項目。不庄給成貝互不信任的

小姐安排公升吋滄°初學者小組不庄安排复朵的作立。他們首先需要的是信息。在面向客戶的淉程中歐

冠,庄逸掙可以在小姐內座用共阮知伿的教孛法。

下表列出了不同的教學法及其优缺焦。

教苧法 描途 优魚 缺魚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工作情況的描途。苧

生必須車狙或分組分析情況和

解決河題、回答同題等。

．与工作情況朕系
-鎍刁/其翂

“
安全

”
坏境

-交換想法
-激肋

-耗吋

輔早 在任努執行進程中,給予指早和

支持,期同培切〡卯的角色杕如何

演示如何做到完全留給培切〡師

交化°

-消除學刁障磚
-反省

-村培 V｜〡師 (教絑)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CAI
CBTCAL

汁算机輔助教苧°

培切〡卯狙立荻取知伿和技能。
汁算机補助培切〡

汁算机輔助孛刁

-培切〡卯自行決定吋同、地

魚和速度

-特移到工作情形
-幵友成本較高,因此不适

合培切〡師教少的情況

演 示 培切｜9而演示某些技能;如 ,如何

操作机器。也有可能通道屯影或

教苧祝頻提供演示。

一提供祝頻圈像

一比車純的教孛,更能激

肋孛貝

一通迪屯影/祝頻 ,可以ell

造平吋很雄看到的面像
(如地意、頻率、危險 )

苧刁者可能沒有机舍殊

刁,很快舍忘圮被演示的

主題

吋愴 在討捻中,淡活不只是狀培切〡師

到苧貝,也杕學貝到苧貝

苧貝之同互相同向題,互相 *卜

充,回庄等°本廣是邀清學貝考

慮主題、意見、覞魚和絟噓°

一夫注尋找向題解決方案

的知快和技能°
一在小姐中,拒絕差的解

決方案。
-提高枳极性和Cll造性°
一通道在小組中工作,戶
生社舍孛刁。

-孛貝互相模仿°
一特別适合于情感目林。

-氛目決定吋洽的迸程。
-需要很多吋同°
-很好的吋捻需要很多朵

件:a,傾听,b9向好向題

c,愿意忖洽你自己的現

魚°

E∪CUSH卯 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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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立

取血安全健康項目

GVG(DE),AETS(FR9口 NCIST(CN).

San︳ p｜an〔DE)&┬NU〔NE)

汫座 培 9〡〡卯向苧貝解釋某些來西。培

切｜卯是主劫的,而孛貝多少有些

被劫°培切︳加必笯考慮到苧貝听

和儲存信息的能力有限;I5-2U
分仲的注意力特移,人与人之同
“
失去朕系

”
°

-相肘便宜。
-村投施要求相肘較低。
-特別是适合与知伿和兄

伿相美的目林。
�快速第估迖最新信息。
-小姐大小不是限制因素。
-能很好地汁划。
-能在很短的吋同內田提

供大量的信息°

-參与較少°
-學貝精神被劫參与的机

弓含菩二°
-很雃址孛貝將主体事項

和文昹朕系起來。
-很雃考慮級別中的差昇。

教苧淉程 教爭淉程是培切〡呵址孛貝通逆

循序漸迸的方法荻取某些知枳

兄伿的淡活°在淉程中,培切〡卯

和苧貝都是主劫的。培V〡〡師決定

淡活的方向和內容。他或她向向

題,將同題特向其他人,有吋坪

价、提供*卜充性信息或再次解釋

某些來西。培洲啢主要同与理解

和座用相夫的向題°白然,學貝

也舍向向題°

-通逆向向題,刺激思雍

迪程
-孛貝參与
-培切〡師能坪估孛貝理解

的級別,并淍整适庇

-培切〡卯需要很多准各吋

同°

現察 (培
V｜〡

｝Π日)

孛貝現察同伴學貝,得出与某些

行力表象相夫的結嗆。
在模范耿能中視察某人也是可

能的°

-可更具体的看待更多任

努。
-高度參与°

-反磺廣量屈居于小姐的

公丌性
-申核是很耗吋同的

央昹殊刁 必須荻得其隊技能,可座用文隊

t9含:刁 °

通道孫刁速些技能,苧貝孛刁到

速些技能°

培切︳師提供指示、分配鋂刁并姐

貁常核 (如今人反磺或孛刁吋

捻 )

-朕系到工作情形。
-重复的可能性°

-不能赴赴央現物流朵件
-耗吋
-很唯直接栓查任努執行

角色扮演 在角色扮演中,很多人根据規定

的角色拭因在既定的框架中扮

演有向題的情形°在角色扮演中

的信息构成概況和很多不同部

分的描途 (“ 你是領早.⋯ ..,你

想看到.⋯ ‥
”

)。

另外,有几介現察貝。他們視察

依据作立要求的角色扮演°他｛〡〕

的信息肘申核很重要°

深刻理解自己的行力和

他人的行力。
其驗可能的方法°

适合象刁、社舍技能°

能輊易消除其陎情況并

且有利于鋂刁 (侍遴 )。

可朕系不銓常友生的情

形°

不适合淡活主題。
耗吋°

用一↑部分明确自己,需

要培切〡卵有熱情。

EVCUSH卵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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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ㄓ

取hlL安全健康項目

GVG〔 DE)口 AETS(「 R｝,NCIST〔CN｝ .

San︳ p︳an(DE)&TN。 (NE)

投汁丌友形成 ECUSH坪估部分的培切〡淉程吋,可使用本表。下一↑活劫持有助于你朕系不同任勞的合

适教孛法。

模姒 在与現央十分近似的模似情形

中央驗或故意筒化°

-安全。
-重复和可用的可能性°
-在其隊中不常出現的情

況培切〡°
-能被改交的困堆度或复

朵度。
-很容易特移

-同吋也适合管理居培V〡〡。
-可測拭理滼庄用。
-激肋°

-很雃決定結果(林准必須

真其 )°

-耗吋。

自苧 培切〡卯狙立荻取知伿和技能。
例如,可以通道:學刁串本、沒

有迸一步的指早跟看祝頻演示

孛刁或完成 CA1項 目

-苧貝可自己能決定吋同、
地魚和迸度。

-适庄白前友展的机舍很
/l、

。
.一些學貝友現很雃狐立

工作°

小組合作
(通用 )

學貝在一起合作,旡捨是做同一

項任勞坯是做互*卜性任釨。

-尋求同題解決方案中青

注知浿和技能。
一社舍學刁。
一苧貝互相模似。
一人狙赴吋感到更安全
(小組決定)。

一小組拒絕很差的解決方

案 U

一孛貝小姐內交換銓噓。

-小組的組成至美重要,借

淏的組成能肘孛刁迪程

戶生消极影晌。
-同 吋輔早監督几介小姐

是很困雄的。
-友現每介爭貝的知伿、技

能和杏度是很困雃的°

活劫 巧

使用本表給以下各項任努逸掙合适的教孛法°

厊 爹

風險分析

歐盟指示或有夫健康安

全的新立法

央驗室技能

策略規划

在回家、匡域或公司級別

其施操作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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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立

取並安全健康項目

GVG〔 DΞ),AETS(FR9.NCIS了 〔CN｝口

San︳ p︳ an〔DE)&TNU(NE)

可以使用各种教孛法,但是有一些合适的教學法可能是,案例研究、夙險分析演示或模似、歐盟指示或
框架指令的筒短演汫、其陎銇刁、央翂室教早或演示、角色扮演注重策略汁划決策的不同角色己絰其施
USH策略吋小組付愴的基拙°

教具

跟逸擇最合适的教學法一祥,使用教具可使培V〡︳堁程最有效。好的教具能起到支持、添加信息和多祥化
的作用°最普遍使用的是下途 ∫中教具 :

幻好片

速是我6i〕絰常兄的在屯腐上做好的并通迂投影伙投射在屏幕上的常規幻灴片。在淉程丌始前,可很容易

制作幻．×T片。幻．XT片不适合描迷洋情,并且用戶最常兄的錯淏是放的信息太多,字体太小。

甡

汫文是通常弓在車狙一張紙上的筒短信息文字。适合提供信息,如表格、忠結、引尋性向題和方案°培

V〡｜淉程丌始前,可准各汫文。汫文的文例有 :

．
 复朵的方案 ;

．
 筒短的文章 ;

．
 十行以上的文字 ;

．
 演示文字。

活劫挂圄

活劫挂板是由支架和大張紙張組成的。紙張可以翻英。适合弓要魚、美鍵泀和筒車的方案。也可用于列

出要魚。可提前准各紙張,但是活劫挂板最K用于圮汞淉程迪程中苧貝的輸入。然后速些可在以后特入 ,

并且犮給所有孛貝。速是一种址孛貝看到自己的貢就是有美并且有价值的很好的方式°

黑板或白板

在大多數教室的筌名都能看到速种白或黑板°适合演示汁算、列要求焦和耳重要圮忔的比較或汁划°因

力每介堁程結束吋要擦干凈,通常需要苧貝同吋圮下速些信息。如今,流行教字黑板。可以很容易地复

制、打印和分友送些串弓的內容。

祝頻

很多人都使用祝頻,但是座垓少量使用祝頻。作力案例研究的短片是很好。最佳其我的祝頻演示和祝党

強化都很好,但是K吋同的祝頻演示降低了互劫性,座垓避免。

活劫 I7

在夙險分析的案例研究活劫逆程中使用教具你可能具各的能力?

反劈

EUCUSH卯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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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ㄓ

取ㄓ安全健康項目

GVG〔 DE｝.AE了 S〔FR9θ NaS丁 〔CN｝ .

San︳Plan〔DE)&TN。 〔NE)

你可能需要准各描途情形的汫又、使用活劫挂板收集孛貝的有夫提出同題的解決方案的規魚以及演示良

好事件的祝頻°也舍有很多其他可能性,可通迪他們肘活劫的价值判斷他們的价值。

忠錯

有很多比你想象的多得多的系西需要苧刁,令人的苧刁風格可能決定深程的有效性。童孛刁不再是你自

己的事情但是都是別人的事情吋,不然你自己的偏好影晌你力他們汁划什么肘其最有效的很不容易的事

情。你舍需要同時考慮你自己偏好的學刁風格以及你的孛貝偏好的風格.力了將最合适的教苧法跟你的

苧刁者需要完成的任努匹配,你需要了解可用的教苧法范園°各种祝党教具可用于增加教苧法的价值 ,

并改善你的培洲淉程。

半刁重魚

．
 苧貝有不同的苧刁風格 ;

● 必須不能士你自己的苧刁風格限制培洲惈程的投卄 ;

．
 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教學法,庄垓逸擇其中一介适合苧貝執行的任努的方法 ;

．
 教育能有助于使培洲方法更有效°

在麩鎮下一章市前,回答自我坪估向題。

自我坪估向題

1.特 以下教半法跟最适合的孛刁風格匹配。

其陎教孛

小姐合作

付捻姐

汫座

2.列出要用的教苧法相夫的影晌你決定的 6↑因素。

3.明确适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教具,并說明原因 :

6U介人的汫座

小姐吋棯

教苧深程

甪色扮演

EVCUSH卵資培洲第一部分 2U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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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坪估河題的答案

1.

回厥定文,看他們是如何緊密适合的。

2.仄以下方面,座垓列出 6焦 :

孛貝資料、小姐資料、培9〡｜卯偏好的爭刁風格、孛貝的風格、有效性、到迖性、交化、目狋小姐、合适

教具的可用性。

3.且然很多貝工逸擇分友汫文,以便學貝不必做籠圮,并且能給汫演者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在速种情況

下,最常用的教具是幻．XT片 。有些短片也适合某些汫座。

汫又上淉列出小姐討稔的題目,要魚圮在活劫挂板上°不可能使用祝頻,白板或黑板的炅活性比活劫挂

板小,但是如果沒有后者的活,白板或黑板也能起到同祥的作用。

活劫挂板、黑板或白板也适合圮早卯和孛貝之同互劫得出的要魚。

可給角色扮演孛貝分友汫文。現察者可使用活劫挂板圮彔要求,但是角色扮演者通常不用教具。

錯東活

沉在己銓完成了本培切〡的第一部分°

你庄垓具有完成培切〡師培切｜研吋舍和早奸領早的活劫的知伿和技能°

在學刁 EUCUSH其他培V〡〡和參加培切〡師培洲研吋舍上的活劫吋,患要回慆你自己的苧刁。你喜炊什么?

你友現什么最容易?你不喜炊什么?思量要用目林,因力你在力他人沒卄培切〡淉程吋,你的銓噓是非常

珍貴的。思量与思可能多的人淡活。伙伴苧貝和早卯的建投性汫文將有助于你制作出一介好的培洲項目。
在第二部分,你舍學到如何沒汁短期的培洲淉程,升友并教授同吋坪估淉程的有效性°通迪參加第二部

分中的活劫,力微教苧活劫做准各 °

其阮教孛 适庄者

小組合作 同化者

吋捻組 友散者

汫座 聚欽者

E∪CUSH師炎培切｜第一部分 2Ul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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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立胑立安

全健康合作項目

．CH●NA

卯資培洲

笫二部分

EUCUSH怖 資培”｜︳第二部分 2U︳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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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洲第二部分

半刁目林

筒介

第四章市一投汁短期的培洲深程

苧刁目林

筒介

操作日林

投汁迪程

宏現投汁

主題砸序

理捻和文我之同的夫系

吋同

矩陣法

患緒

孚刁重魚

自我坪估向題

自我坪估 i．9題的答案

第五章市 一 制定并待授培洲深程

筒介

洞色操作日林

洞色澡程的其他方面

制定徹教半深程

共施

患錯

孚刁重魚

自我坪估向題

第六章市 一坪估培洲淉程

筒介

進程坪估

戶品坪估

坪估的吋刻

患錯

半刁重魚

i．●卷祥本

自我坪估 I．9題

自我坪估向題答案

緒東活

3

3

3

4

4

4

4

5

7

7

8

8

9

13

13

13

14

16

16

16

17

18

2U

22

22

22

24

24

24

26

26

29

29

29

3U

3U

32

EUCUSH卯 交培洲第二部分 m︳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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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lL

胑╨健康安全項目

培洲第二部分

半刁 目林

培切〡豬東后,苧貝座 :

．
 具各与成人孛刁相美的知洪 ;

．
 能做培切〡需求分析 ;

．
 能明确參与式培切〡淉程中座用的不同學刁策略和教苧方法 ;

．
 能沒汁一↑短期的培切〡淉程,庄用恰蚩的孛刁策略 :

．
 能形成并侍授培切〡淉程 ;

．
 能做培切〡淉程坪估。

筒介

在此次培洲的第二部分中,你舍苧到庄用培切〡淉程給孛貝估授知快和技能的理捻与央跋°你

將用你的技能在耿血健康安全一介或多↑方面汁划、投汁并侍授你自己的培切︳淉程。本培切〡

以工作手冊的形式授淉,在你完成其他培切〡或与同吋進行其他培洲吋,力了完成本部分中的

一些活劫,你舍需要其他培切〡中包含的信息。

本淉程的期末作╨是要求在公司內部明确、投汁并形成一介短期的培切〡淉程。本培切〡中的活

劫使用非常普遍的其例,舍址你抈有必要的技能。

此次培切〡的第二部分抈有 3介章市,每↑章市肘庄看本章市的孛刁結果之一°舍需要培切〡卯

培切〡研吋舍的一些活劫,在研吋舍上,你能与其他半貝分享你的絰兩。速將有助于你更好地

理解培洲和取並健康和安全。

使你投入到培 9｜〡師培洲研討舍中去的活劫是你使用每介章市學到的技能幵始沒汁期末作立

培切〡淉程的机舍°

瑾圮在 EUCUSH,你 自始至終都是介學刁者。在苧刁胑此健康安全的迪程中,要始終思力回

廠自身的絟ㄞ,并且將銓房中最好的系西座用到力別人投汁准各的深程中去。

EUCUSH師 資培1｜ ︳第二部分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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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章市一投汁短期 的培洲深程

苧刁目林

本章市結束吋,你能 :

．
 仄一般目1.I得 出操作目狋 :

．
 投汁淉程 :

．
 在淡汁中按順序排好內容°

筒介

到目前力止,我們己絟學刁迪投汁制定培切〡淉程所需的工具,但是現在我們要看一下工程°

操作目狋是一般目杯的組成部分,也是在培切〡堁程中要文現的結果。操作目林不伋取決于一

般目狋本身,而且也取決于苧貝資料和限制因素。只有制定好操作目林吋,才能將內容、教

孛法和教具融入淉程的沒汁中°在第六章市中你特看到,測量培切〡有多成功的坪估狋准將包

括整介迪程的各↑方面以及操作目狋的文現。我們需要知道培切〡是否成功以及 是否己絟淡

汁了合适的迪程文現速一結果。

操作日林

一般目林是孛貝培切〡后庄能在工作埸所中文現的目杯,而操作目林則是培切〡介入的介別錯

果,并且与第二章市吋洽的任勞分析矩陣的錯果有夫。

活劫 18

在垓活劫中,你將篆刁放一般錯果中得出操作結果°

使用一般結果 :

在工作中友生事故吋,孛貝能有效地座用急救技能,表明亦公室人貝的 2介操作日林,以及

使用切割工具和重型投各的工人的 2介附加操作目+/I。

厊 劈

肘于亦公室人貝來沈,操作 目林可能力 :

苧貝舍做 :

EUCUSH師 資培V〡 ｜第二部分

亦公室人貝 :

1.

2.

工ㄏ工人 3

1.

2.

2UI3年 I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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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并包扎小仿口,

心肛病友作吋能做心肺复方。

工厂工人可能除具有以上 2介操作目林之外,逐要具有与其工作特殊性廣相夫的 2↑附加目

林 :

特劫刀片早致的事故友生后,能止血 ,

采取恰蚩的措施支持因重型机械早致的斷肢貝工。

沒汁逆程

可用下囡表示表示培洲淉程投汁的所有部分之同的美系 :

一 一

Learn︳ng
PrUcess

Ach︳e〢ng
Learn︳ng
UuecⅡ一

一

巨Va︳ ua∥on

Needs analysis需 求分析

GeneralUbjectives一 般 目林

EUCUSH卯交培”〡｜第二部分

Needsana︳ ys︳s

┬argetgroup．
Part︳ c︳ pant． s

●:惢︳e

Genera︳

UⅡec∥ves

L︳ rrlk︳ng
cond︳ t︳ons

UperaⅢona︳ oㄐec∥ves

m13年 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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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grUup一 Participant’ s prUfile目 林小組一苧貝楶料

LimitingcUnditiUns限 制朱件

UperatiUnalUbjectives撈 ︼乍目林

LearningPrUcess苧 刁迪程

CUntent內 容

MethUds方法

Aids工具

AchievingLearningUbjectives央 現苧刁目林

EvaluatiUn→平估

EUCUSH師炎培”｜｜第二部分 ml3年 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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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現沒汁

現在准各好投汁淉程的大網。在速一險段,你必須逸擇与以下方面相美的‘

●  主題順序 ,

●  理稔和文昹之同的夫系 ,

．
  吋同,淉程之同是連絞的逐是之同隔教天甚至效周。

主題頑序

苧刁內容的良好錯构舍使學刁迪程更有效。目林小姐的入 i┐ 級別和淉程的操作日杯或淉程姐

成部分將決定主題順序。科目的不同部分之同必須有遻輯順序°

活劫 19

使用活劫 7中第一項任努反後中确定知伿部分其例,用你汏力合适的順序排列 6介部分°

1.

2.

3.

4.

5.

6.

厊劈

內容的恰由順序舍是;汁算机的部件元件,每↑元件出現故障的症狀,部件的型甹或序甹 ,

能修理的部件,需要替換的元件,保廣期和維修合同朱款以及元件供庇商的确定。

本央例之后,是按吋同1仄序排列的修理汁算机需要執行的任努,但是,速只是能用于將內容

部分排序的原則之一。其他的包括 :

β一中心勝 其中以筒短的整体描途丌始,園幼垓中心构建知洪和技能居,深化圍釋知伿和

技能°在汁算机上用文字赴理的培洲淉程可能以基本的特意丌始,然后通迪迅速复朵的功能

到高盼桌面出版和互朕网林記知洪和技能。

模范的一其中逸掙圍途最具代表性主題°苧到的主題事項可在奕似的情形中座用。因力在完

成本培洲汲汁你的期末作立培 9〡〡吋你座垓能沒汁其他深程,因此,因此制定培切〡堁程的相美

淉程是模范的一介例子而已°

面向同題一其中苧貝投置工作坏境中出現的向題。在急救培切︳中,我們己銓提到可能套涉及

苧貝出現在有人心肛病友作,苧貝如何座肘速种情況°

EUCUSH卯資培1〡︳第二部分 2U1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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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睙澣 其中淉程杕苧貝向題最多的主題丌始。速可以使孛貝最喜炊、竭力反肘的、孛貝

最不愿意提及的主題。歐盟的銓驗已銓表明公猋肘网貉的美注虍生了速奕淉程 ,其中苧貝想

知道如何使用互朕网,但是卸不知道如何使用汁算机。精心投汁的淉程能迖到速兩介目的。

刀 一衫 ｜白累托原又╟其中任勞的 2U%确定日常工作的 8U%。 通道幵始速 2U%的任努,苧貝能

迅速在其新崗位上胜任。速奕主題排序的女例可能是工ㄏ新工作的培V〡〡淉程,培切〡需要了解

如何直接使用新投各,以便他們工作,然后移到維修或其他相夫工作等其他因素。

活劫 幻

有人己絟給你演示如何使用孛刁中心的卄算机以及如何搜索相夫网瓦°你汏力在垓安例中座

用哪些順序原則?

反劈

因你舍將技能特移到其他汁算机和其他网瓦,速是模范的一介文例°

理捻和文跋之同的夫系

目林奕型和目林小姐的孛刁風格決定理滄和文我教量之同的美系。必須荻得技能目狋吋,文

成將組成淉程的大部分,若目林的平衡靠近知伿和春度,理捻可能占优勢。但是,因力与孛

貝工作坏境有朕系,面向文跋的作立忠是必不可少的。

活劫 21

思考 EUCUSH。 你汏力整介淉程中理捻和文成之同的平衡如何?

厊劈

EUCUSH的 目林是非常文昹的。你位垓孛看找到与网絡有夫的信息并將其用于培洲淉程,址
別人在其決策迪程中使用速些信息。淉程困臥并沒有制定教授現行 USH法律的理捻性強的淉

程,而是給你待授尋找、理解并教授的央昹技能°

吋 i．●

EUCUSH坤炎培”︳｜第二部分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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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逸擇連絞上深或同歇上淉。在速一方面,舍有很多影晌你逸擇的因素°在連象上淉的培

V〡〡淉程中,學貝舍圮住更多已學到的來西,但是如果淉程之同同隔几天,他們可能有机舍庄

用新技能,看到央阮的夫朕性。

活劫 22

回廠淡汁淉程吋可能必須要面肘的限制,你汏力連鏤上淉的模式和同歇上淉的模式各自的优
缺焦是什么?

厊劈

連篆上淉是
“
緊湊的

”
。孛貝能真正地集中注意力爭刁。但是,很多公司不舍或不可能給苧

貝大把的吋回去上淉。中同有同隔的淉程的优勢是學貝有汁划以特所孛的科目庄用到自己的
工作美成中去。反逆釆,在之后的培切〡中,可將學刁銓驗庄用到所孛的科日中°但是,如果
須汁划分幵上淉或半天上淉,可能很雅汁划堁程。沒汁你自己的淉程吋,將需要考慮到所有
速些事情。

矩陣法

在淉程投汁中,矩陣法是很有用的。速介方法能址你炅活地汁划姐欽深程°在不同的便利貼
上弓上淉程目林和教孛法主意。隨后,可以吋向表 (矩陣)的方式排列或沖洗排列速些目狋
和主意°

丌始使用矩陣法前,有以下材料是舍很方便 :

．
 便利貼或其他奕似材料 ,

．
 大量很厚的杯笠 ,

．
 活英紙、黑板或白板。

使用矩陣法,要按照以下步驟 :

l一股 目林

．
 決定項 目中須其現的一般 目林。在

“
便利釜

”
上耳下每一介一般 目林 ;

EUCUSH卵炎培”︳｜第二部分                           2U1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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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魚

同歇上深

优焦

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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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介目林用不同顏色的林笠,并在后絞步驟中保留同一色系 ;

．
 給每介目林編甹。速有助于你丌始給便利筌排序吋,清楚矩陣中哪介教苧法搭配哪

↑目林。

2操作目林

．
 給每介一般目林制定操作目林 :

．
 給杕相美一般目林得出每↑操作目林編甹。速就是悅一般目林力 l,操作日林力 1.l,

1.2,1.3等等 ;

．
 在便利筌上弓下每介操作目林,再次使用与一般目林9．l庄的顏色。

3每介操作目林的教孚法

．
 肘于每介操作目林,明确最合适的教孛法°速祥做吋不要太挑剔,思量多想一些主

意°你可以忠結速介工程中以后真正要使用哪些方法。

．
 在車●Jl的便利筌上弓下每介教苧法。給每介教學法編甹,例如:操作目林 1.1之后

是 1.1.1,1.1.2, 1.1.3等 。

4教半法的偏好

現在,你必須力每介操作目林最終逸掙一介教孛法。做逸擇的一介好方法是杈衡每介士苧貝

文現某介目林的方法的优缺魚。你的林准庄垓包括 :

．
 教苧法的有效性 ;

．
 孛刁情況和工作情形之同的相似度 ;

．
 方法是主劫的逐是教早的‘

．
 教學法与小姐和小組大小的合适性°

如果你不确定你己逸擇的方法的优缺焦,回頑第三章市。

用速介信息通迪任意比例的打分決定速介方法肘項目的具有的
“
新引力

”,如 5分是优秀 ,

1分是最不合适。你可以用表格迸行打分,下介活劫能址你朕系速一技木。

活劫 23

回到急救的其例,其中一介目林是友生心肛病后迸行心肺复亦°用下表确定 3↑可能的教孛

法、明确优缺魚并用 1-5分打分°

方法 尤魚 映魚 分數

EUCUSH加 楶培」︳〡第二部分 m︳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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厊劈

你可能己絰确定祝頻、其隊演示和角色扮演力可能的教學法、祝頻的优魚是很多人能立即看

到,并且能演示精确的技木。缺焦是很雅把技木的方方面面都拍迸去,孛貝不确定他們能真

正准确地重复座用垓技木。

在其隊演示中,优魚是可以使用假人,能演示介人劫作,學貝可以自己鋠刁技木,早加在旁

遴現看并支持友展苧貝的技木°缺魚是一次只有人教較少的小姐能參加,可能舍需要合适的

教具,在速介情況下,需要假人°

在角色扮演中,可演示介人行劫,元需假人。缺魚是只有人教少的小姐才能參加,因特送一

技未用到有知党、健康的人身上是很危險的,苧貝不能絑刁其昹技木,并且很少有苧貝喜炊

在速种情況下充童病人 !你可能給祝頻打 3分 ,文昹演示打 5分,因力角色扮演不安全,可
以打 1分。

5每介教半法的吋同預估

只提供一介大致的指南。 
“
教孛法

”
的持絞吋同受很多因素影晌并由其決定:小組大小、

學貝的素廣以及作立的复朵性。矩陣法中下一介步驟是址你指出你已逸的每介教苧法預汁花

交的吋同并在恰白的便利益上弓下來。絟翂不足的培洲卯因要求迪高,分配給活劫的吋同不

眵是很常兄的,因此做的吋候要注意。

活劫 24

如果你己絟決定迸行心肛病心腹复亦的其昹演示,小姐中有 12介苧貝,在淉程中,你徐速

項活劫多K吋向?列 出可能影晌你決定的 4介因素?

厊劈

你可能需要給速項互劫留很K吋同,可能是整堂淉。你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小組爭貝人教
(肘其陎淉程采悅很多人 )、 每介學貝需要看清演示然后自己殊刁的事共、鎗苧貝澦各向向

題的机舍,但是也玝最重要的是速是一介救命的技木,苧貝需要充滿信心并且熟錶。如果不

是速祥,孛貝可能仿及患者,而不是救他們,并且舍重挫他們的良心和信心。送是一↑极端

的例子,但是确共說明一魚:你必須全面考慮各↑方面°

6.固定的項目組成

吋 同 要考慮的因素

1.

2.

3.

4.

EUCUSH師炎培1〡 ｜第二部分 加︳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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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同 固定組成

9 - 9.3U 炊迎洞、自我介貂和堁程目林悅明

lU.3U 一 l1 咖啡

l-2 午餐

3.45 - 4.15 茶歇

5 - 5.3U 坪估

有很多必須要包含的木西,星然缺乏炅活性,但是最終舍決定淉程的格式。給每介淉程或每
一天做一介淉程藍圈或矩陣,用 己絟确定的与固定項目組成相夫的來西如自我介紹、咖啡、
午餐和坪估等填弓矩陣。

正如你所看到的,你可以提前荼歇吋同或延退咖啡吋同,例如,力了平衡淉程,址教苧法匹

配吋同,但是各介部分逐是一祥的°

7完成矩陣

現在你可以把所有信息都一起填在矩陣里,生成你的培 9〡〡淉程淡汁。

活劫 25 小姐吋捻

在活瓦紙、黑板或白板上以淉程方案的形式面一介大矩陣。圮看必須將所有的便利筌填在活

英紙上,每介堁程中,你可能舍用到。

將便利筌放在活反紙上合适的位置,填寫矩陣,并且只包括矩陣法第 3、 4步驟中逸擇的教

學法。速祥的活,洋細編弓最終投汁前,你就能看到淉程的組成部分了°

思量編与一介平衡的項目,考慮各介方面,如操作目林的重要性、內容的合适順序、教苧法

的吸引力和交化、吋同和苧貝小姐的資料。

肘結果滿意吋,可以編弓投汁。將便利筌貼在黑板或白板上的优魚是你只需保留活英紙,元

需迸一步洋情編与。

在下一章市中,你余用速介沒汁制定在培切〡怖研付舍中要教授的微教苧淉程,并且你座垓帶

看你的矩陣方案介早卵及其他苧貝一起村棯°現在,你就要丌始准各 EUCUSH項 目最后坪估

部分的培切〡堁程了。

EUCUSH)而 資培U｜ ｜第二部分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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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錯

第二章市中我們吋棯的一般目林是用來得到操作目林的。操作目杯規定培洲淉程結束吋孛貝

庄咳做的來西,并且与培洲需求分析中确定的任努直接有夫。一旦迖成操作目林,你就可以

座用合适的序列原則決定內容的順序丌始沒什淉程的大鋼了。理份和共成部分之同的平衡必

須与工作埸所中的任努績效相夫,淉程的吋同以及淉程內的吋同安排可能受孛貝能否上淉、
孛貝等很多因素或淉程內的固定部分如休息吋同等限制。矩陣法是一种將淉程投汁的所有部

分用一种可以惆整的炅活格式集合在一起,如在投汁結束前,逸擇合适的教學法等。

苧刁重魚

．
 操作目林是杕一般目狋中得出的,并且描途培切〡結果。操作日林与工作埸所中爭貝

的任努具体相夫。

．
 用很多順序原則中的一項原則給內容排序。

● 理份和文成之同的夫系將取決于工作埸所中要完成的任努以及操作目林是以知伿逐

是技水力基拙的。

．
 在最終決定力每介操作目狋逸擇教苧法前,必須考慮很多因素。如包括有效性、吸

引力、教具的可用性和安全。

．
 深程吋同庄垓与學貝需求和操作目林交付有美。

．
 淉程內的吋同安排舍取決于固定部分,如筒介、坪估和休息°

．
 矩陣法允汻考慮各介方面,并且在投汁正規化前,有机舍洞色°

在盤欲第五章市前,回答自我坪估同題°

自我坪估 河題

1.

重弓活劫 7中主要任努 A中 的部分,作力操作 日林。

2.

你舍放哪几找到 EUCUSH培 切〡相夫的此次培切〡的一般 目狋和操作 目林 ?

3.

力下列培切〡的內容排序吋你舍座用哪↑原則 :

a)力將要給貝工做翁效坪估的新絟理提供的培切〡?

b)大部分吋同操作帶有危險旋特刀片的机械 ,其他吋同在机器靜止吋清洗并修理机器

的貝工。

c)決定通迪培切〡操作工用部件元件組裝机器用最少的資金給工人配各汁算机的公司肩

劫的培洲,否則速些操作工舍失立。

4.

EUCUSH師 資培”〡〡第二部分                           2U︳ 3年 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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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什么矩陣法是投汁培切〡堁程較好的方法?

自我坪估河題的答案

1.

一般目林

淉程結束吋,工程卯舍修理汁算机硬件 (銓客戶或絟理同意 )°

操作目林

淉程錯東吋,苧貝舍 :

了解汁算机部件元件                    知伿

了解每介部件出現故障吋的症狀               知伿

能确定出現故障的部件                   技能

能拆除故障部件                      技能

能安裝替換部件                      技能

注重網市                         杏度

能用正r,$的方法安全工作                  杏度

了解哪介元件需要修理,哪↑元件需要替換          知氓

了解保廣和服釨合同的一般朱款               知法

能利用供座商信息返回部件并下維修汀車           技能

能确定部件的型甹或序甹                  技能

了解元件的供座商                     知洪

能比較价格                        技能

能下汀車                         技能

2.

一般 目狋在每本工作手冊前 半部分 筒介之前 ,而操作手冊 一般在 每介 章市 的丌共拾 出°

3.

你可能舍使用心理llI序°速些新絰理可能舍任分坪估很容易,或者,在另一方面 ,

他們可能意伿到做好坪估吋高盼技能°在速种情況下,肘苧貝資料做些研究舍有用。

EUCUSH卯 炎培”〡〡第二部分 2UlJ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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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G(DE9,AETSσ R9,

NCIST(CN】 S巳Ⅱip︳日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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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

胑ㄓ位π安全項目

在此舍适用帕累托原則°不便是因力大部分吋向用于操作机器,也是因力极有可能

操作吋比休息吋更危險。

舍需要按吋同llr序排列內容,以便操作工能用最有效的lllX序安裝好部件。培洲可能

舍遵循循序漸迸法°

4.

矩陣法有几介优魚。但是,主要优魚是能址便利釜按照用于逸擇部分的限制或林准如教學法

等洞色沒卄°速就能在投卄錯束前,考慮到所有部分。

h
v
 
 
 
 
 
c

EUCUSH卵 交培1｜｜第二部分 m︳ 3年 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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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市 一 制定并待授培洲淉程

本章市結束吋,你座垓 :

．
 了解如何使用沒汁培切〡堁程制定培切︳堁程的央阮卄划以及r,%定所需的材料 ;

．
 了解能影晌到侍授培切〡淉程的一些同題 ;

．
 能力培9〡｜師培切〡研甘舍制定微教孛淉程。

筒介

目前力止你參加的活劫結果座能投汁期末作立的培洲淉程。垓沒汁可用于迸一步友展淉程的

藍圈。在形成自己的想法吋,你必須考慮你所做的逸擇是否肘一般目林的共現有用°因力你

幵始面村自己侍授淉程的共成性,可能必須重新淍整大致框架。呈然囡形可能昱示淉程制定

是我性迪K,但是并非如此。

洞色操作日林

制定盼段首先座重溫操作日狋,并村其迸行測拭看是否制定淉程吋交劫或洞色操作目林。

洬1斌操作目林的一介有用方法是使用首字母縮略泀 ㎝ART° 你的操作目林符合以下柔件喝。
它們是 :

真体的:   你匡分出知伿、技能和杏度喝?

可澱量的:  你將如何知道目林是否其現 ?

t到送〞工  活劫真正肘座孛貝在工作中負責的任分
．
一3?

合理的:   期望苧貝在本淉程內央現目林是合理的喝?

鑫于時同的: 學貝荻得目林的吋期多K?

勞必根据速五介朵件栓查你己銓制定的操作目林°如果你的目林在送些測拭任何一方面失

敗,苧貝或客戶可能舍失望。

活劫 2U

在垓活劫,你要絑刁垃用 SMART洬 1斌°再次使用急救培切｜其例,我們可能有表途下途事項

的操作目林 :

堁程結束吋,學貝可根据急救跡坡做口肘口人工呼吸。

搖 SMART淑 1拭庄用于垓目林,并圮汞可能适用的任何朱件。

S
 
 
M
 
 
A

EUCUSH卯 資培”︳︳第二部分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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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使用短浯
“
能做

”
表示的技能,它是具体的°因力你的孛貝能在淉程迪程中村銓授杈的

假人演示技能,所以如果采用合适的教苧法,是可測量的。如果急救是學貝工作的一部分 ,

因力可以址孛貝更好地胜任垓崗位,所以是可迖到的。再次,如果使用合适的教苧法,期望

孛貝其現是合理的°必須仔細考慮吋同。有足哆的吋同允汻孛貝理解程序并朕系技能喝?再

次回廠你肘活劫 24的晌座,你舍看到在一些情況中,可通迪或未能通道淑1拭但是朵件允玝

通道測拭的其他情況可能是需要你迸一步考慮的事情,如淉程內的吋同安排。

洞色澡程的其他方面

既然己銓洞色了操作目林,也庄申核內容的逸掙和排序。你可叭使用之前用迪的起魚,但是 ,

也可另外使用許多附加排序原則,在微現居次上制定淉程,速祥做逐是有用的。

狀元情丌始。很昱然目林必須指早內容的逸擇。淉程必顟包含所有其現目林所需的內容°但

是思力忽略不需要的內容°速比你想象的更困淮。

R
 
 
T

活劫 27

在垓活劫中,你將逸擇所學的內容部分,忽略那些不需要的部分°

用跟之前一祥的操作目林‘

“
淉程錯東吋,學貝可根据急救枷坡做口肘口人工呼吸。

”

指出你要包括以下那些內容,忽略哪些內容。

主題 包括或忽略

主体部分

呼吸迪程

如何打丌气道

如何屏住呼吸,粹气体吹入患者口中

如何定位心肛

如何迸行心肛按摩

如何給事件排序

如何測拭复方

什么吋候停止

如何座用复亦体位

如何叫急救軍

EUCUSH卯 資培」︳｜第二部分 2Ul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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厊劈

需要包括:如何打幵气道、如何屏住呼吸,將气体吹入患者口中、如何給事件排序、如何測

試复亦以及什么吋候停止°清車上的其他項目如如何送行心肛按摩和口肘口人工呼吸灴有可

能适用于另一介操作目林,不是速↑操作日狋°一些是比較有趣的背景知伿,但是荻取本特

殊操作目林描途的技能不需要°

同祥的洞色迪程庄庄用于淉程微投汁中所做的其他逸擇。在考慮其隊侍授淉程的情景吋,是

真正地測拭你最初投汁的來西是否文陎。如果你之前未涉及沒卄和估授培 V〡〡,你舍要求迪高 ,

因此速一洞色迪程是非常重要的。

圮住要元情°很容易投汁侍授竿而不安的淉程°現在你在微居次上洋細投汁和侍授,并且你

可以多次栓查速一洞色迪程。但是,洞色淉程的最好方式是荻得一些反饋,送就是力什么培

V〡〡師培 9〡〡研討套給每介孛貝提供估授微教孛淉程的机舍。在本章市的后半部分,我們將付稔

培切〡師培切｜研討舍微教孛的准各迪程°

制定徵教苧深程

速一魚上,你位垓有活劫 25期末作並要交的培 V〡〡淉程的宏現投汁°第五章市中的活劫己銓

靜你迸一步友展了投汁,但是你現在必須逸擇其中一小部分作力培洲師培V〡〡研忖舍中的微教

學淉程。

仔細逸擇你要侍授的淉程的一介部分。你可以孫刁犮展你的投汁并將其估授給其他苧貝和早
llT。 你舍收到有夫投卄和侍授的反飧°速种反饋文陎上是你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工.西 ,并且

早啢舍确保速种反饋具有建淡性,以便你在提交淉程迸行坪估前能改善整介淉程°速不是竟

爭,因此互相帑助將舍給整介小姐洞察很多不同方法,并且址你与抈有不同角度和共趣學貝

交換想法。

微教學淉程最K15分卻,因此要仔細逸擇主題。你荴取的利益最大,因庄芸式逸擇一介操

作日林,以便你能真正地絟房整介進程,在投卄、制定和估授各介方面測斌你自己°

第五章市中的其他活劫址你銓坊迪程的一介步驟,但是在培切〡卯培切︳研吋舍中你舍荻得反

6:言哥。

活劫 28

逸擇你希望与你的孛貝 (培
V〡〡師培切〡研吋舍上的同伴)一起其現的操作目狋。在本險段,你

可能逸擇兩三介,但是后盼段,你舍做最終的逸擇。

使用活劫 25中 的矩陣法戶生的投汁 ,再次回廠你的三介操作目林和己逸的教學和苧刁方法°

在本殊刁中,你需要逸擇能用 15分卻完成的目l2T和教苧法,但是垓目林和教苧法將使你演

示沒汁、制定和待授的各介方面。圮住活劫 24的錯果,逸擇其狋演示可能不合适。

使用下表美注你肘每介操作目林的想法,然后做最終逸擇。

〡  目林 〡 孛貝人教 〡
EUCUSH師資培”︳︳第二部分

〡 能用15分卻完成．一3? 〡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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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

胑ㄓ健康安全項目

GVG(DE),AETS(FR9,
NCIST(CN弘 SaⅡ︳pIaⅡ

(DE)&TNU∩ IE)

我要待授的目林是 :

活劫 2g

下一步,你庄垓仔細栓查微教苧淉程的洞色逆程。使用下表逐步栓查°

2U︳ 3年 φ月

19

目林 SMART喝 ?

我必須涉及的主題是什么?

最合适的順序是什么?

我 己逸的教苧法是最合适的

喝 ?

村我的很多苧貝一有其他的

起作用喝?

什么教具最有效?

用 15分卻仍然能完成喝 ?

准各微教學淉程吋,我需要

什么 ?

EUCUSH卯資培】｜〡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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胑ㄓ健康安全項目

GVG(DE),AETS(FR9,
NCIST(CN>Sam︳ p︳aⅡ

(DE)&TNU仆 IE)

你座垓做好所有准各,因此下一盼段才是真正准各微教學淉程。丌始准各前,回想測克此次

培洲的工作手冊,參加活劫 3U.

活劫 3U

在垓活劫中,你要栓查一些我們在此次培洲的前几介章市內村捻的要魚。思量回答以下同題 :

隹做決定中,你 已絟考慮了你偏好的的學刁風格以及你的苧昃

麻好的苧刁風格了喝?

你特別考慮迪成人孛刁者的特殊需求了喝?

厊劈

圮住不要址你偏好的學刁風格影晌你的沒汁。你舍在培切〡9T培洲研討舍上遇到孛貝小組,因

此你可能了解一焦他們的喜好°不要回想你上孛的日子。很多人汏力汫座是教學的最好方式 ,

因力那是他們在孛校吋就是那么做的,但是汫座不是互劫的,你座垓能有吋嗆和提同題的互

相和机舍。

活劫 31 小姐討稔 2

現在你座垓准各微教苧淉程。

共施

你完成 EUCUSH之 前,你格投汁你自己的培切〡淉程并且在微教孛淉程中教授一部分,但是如

果培 V｜〡淉程思可能有效的活,很多其他局部因素決定你全部淉程的文昹教授°

力最大化你教授的任何淉程的有效性,一些你需要考慮的因素有 :

出動和保狂

拳行培切〡淉程或項目吋,仔細汁划淉程吋同是很重要的。孛貝必須能有吋同參加培洲。提前

公升吋同志是最好的,以便苧貝能完全保怔參加深程°

能影晌出勤和保江的另一介因素是培9〡〡淉程的地魚。如果在工作埸所附近拳行培切〡,孛貝有

可能不能集中精力°通常舍被打斷培切〡的各种工作分心。

小姐人效和杏度

在培切〡中,未絟通知,小姐人教就交化是很常兄的°速意味看你需要相座地淍整教學法和活

劫。通道准各一定數量的學貝,零量炅活°

苧貝的參与肘培洲項目的成功极其重要。有吋在培切〡期同,很明昱學貝不枳极參与培V〡｜,速

种情況出現有几介原因。其中一介原因是參加活劫的小姐人教太多,有些苧貝
“
隱身

”
。另

一介原因是培切〡是以呈現給潛在的苧貝的方式苹行的

活劫 釳

用絰理給貝工培切｜机舍的方式考慮以下三种方式,用 以你自己的反座明确每种方式肘受培洲

人貝的影晌°

EUCUSH卯 資培”｜｜第二部分 2U︳ 3年 ︳2月

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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胑血健良安全項目

GVG(DE),AETS(FR9,
NCIST(CN)SaⅡ ipIaⅡ

(DE)&TNU∩ IE)

1.  我老板洗我的全部貝工都庄參加此次培切〡淉程°

2.  下周有介培洲淉程。我知道你們都很忙,但是此次培切〡可能是履行公司 USH承渃的

很好的主意。

3.  村所有貝工采悅,參加 USH培切〡踝程吋很重要的。你舍苧到你肘在工作 USH承袒的

令人耿黃以及公司肘雇用你承抯的胑黃。

厊爹

在第一介例子中,整↑事情址絰理旡聊,沒有貝工舍肘參加培洲有熱情。在第二介例子中 ,

情況是肘貝工有利,而非肘公司有利,而在 第三介例子中,用平衡的方式呈現各自的利益 ,

理由很充分。白然,在出勤的基拙上坪估,确定介人真正的友展需求是同意培切〡机舍的最合

适的方式。如果遇到速种消极杏度,你也玝舍面肘明确向題以及提出或与孛貝或与管理居討

捻方案的任釨。

活劫 33

既然你己絟仔細汁划了淉程,苧貝一定舍央現他們的目狋的一或他｛i︳能其現喝?你如何了解

你是否成功了?你的苧貝友現深程有效有趣 ?

我汏力⋯⋯

厊劈

在踝程期同,你舍放學貝那里感党到一些你有多成功。但是,制定淉程是一介持欲的迪程 ,

并且涉及到坪估各介方面、在下↑淉程前做合适的淍整°本工作手冊的最后一↑章市舍吋尬

你必須使其成力期末作╨培洲淉程中組成部分的坪估。

2UI3年 I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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胑立健康安全項目

GVG。 E),AETS(FR9,
NCIST(CN)SaⅡ ip︳ aⅡ

(DE)&TNUσE)

患緒

培切〡深程的宏現投汁是用于指定培洲淉程的其隊卄划以及确切你所需的材料。在影晌侍授的

制定盼段,需要考慮很多向題。速些同題包括使用 SMART首字母縮略泀洞色操作日林,确
保堁程至涉及了必要的科目材料,同祥地,也洄色了深程的其他方面。微教孛是确保犮展達

程戶生适合在特定吋向和荻取早加和同事反彉的方式。明确激肋因素特有助于确保培切〡惈程

成功,而且坪估肘友現培洲是否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苧刁重 意

．
 在制定盼段洞色宏現投卄 ,

● 通道庄用 SHART可洞色操作目林 ,

．
 庄申核內容确保只涉及必要的主題 ,

．
 庄用奕似的方式一元情申核所有其他方面 ,

● 必須用心确保能在有吋同吋拳行培切〡堁程 ,

．
 微教苧是制定并侍授淉程小章市的方式,并接收到反庇避程和內容的反債 ,

．
 有一些你控制不了的并且只有在淉程丌始吋友現的因素°座咳力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各。

在麩鎮最后章市前,回答自我坪估向題。

自我坪估河題

1.

你將如何測試操作日狋的 SMART的 各介方面?

2.

以下培洲淉程的哪些方面有可能早致超遊分配的吋同?

教苧法

內容

教具

苧貝年齡

3.

微教半淉程的突出特魚和 目的是什么 ?

4.

培切〡淉程的宏現和微現沒卄之同的本廣匡別是什么 ?

EUCUSH9f交 培∥｜〡第二部分 m︳ 3年 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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胑ㄓ健康安全項目

GVG(DE),AETS(FR9,
NCIST(CN),SaⅡ ip︳ aⅡ

(DE)&TNU∩ IE)

5.

列出能影晌培切〡淉程的 3件事情,但是哪些事情是你控制不了的以及哪些事情是你央陎淉程

丌始前,不可能注意到的°

自我坪估向題答案

1.

2.

教孛法和內容是最有可能影晌吋同的兩介因素。肘于內容釆悅,很容易將不需要的內容包括

迸去°一介參与式的教學法可能涉及每介鎍刁技能的苧貝,那祥的活非常耗吋同。教具可能

士淉程更有效,苧貝的年齡不舍有太大的影晌,但是你舍友現有些小姐向更多向題,也舍影

晌你的吋同。

3.

微教孛淉程吋逸擇淉程一小部分并持其估授給一組學貝的机舍 ,以便你能荻得內容、沒什和

侍授有夫的反磺。

4.

宏現投汁在范園上很竟泛 ,以狀一般 目林得到操作 目林丌始。制定或微投汁是洞色達程 ,其

中測拭在微投汁中所做的假投并絟洞色提熄成注重淉程每介部分的最有效和相美的策略。淉

程的每介組成部分都座絟逆尸格的申核。

5.

与學貝有空相美的吋向。

靠近工作或在工作中所做的培切〡惈程舍早致孛貝分心。

較多或較少的學貝可能真正參加深程,因此力小姐人教的交劫做好准各。

因相夫性的管理泃通不善,可能枳极性牧差。速可能与苧貝或絟理一起解決。

忞度通常舍受介人在公司扭任的崗位影晌,而且能影晌培洲深程的有效性°

良体的 : 休匡分出知洪、技能和杏度喝?

可測量的 : 你為如何知道目林是否其現 ?

可到迖的 : 舌劫真正肘庄孛貝在工作中負責的任努喝?

舒理的 : 明望學貝在本淉程內文現目林是合理的喝?

塞于吋同的 : 爭貝荻得目林的吋期多K?

EUCUSH卯資培 9︳ ︳第二部分 2UlS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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胑ㄓ健康安全項目

GVG(DE),AETS(FR),
NCIST(CN),SaⅡ ip︳ aⅡ

(DE)&TNU(NE)

第六章市 一泙估培洲淉程

本章市結束吋,你座垓 :

．
  了解坪估的目的和益赴 ,

．
  能确定可坪估的培切〡深程的那些部分

．
  了解可以坪估培V〡〡淉程的焦

．
  了解丌放式和封困式向題之同的差昇。

筒介

第一次拳行培切〡,其昹上是拭魚°元捻你事先汁划的多好,只有在真正給一組苧貝教授逆 ,

你才能真正了解培切〡淉程如何有效。微教苧有希助,但是微教苧通常是給你的同伴小組做的 ,

而不是孛貝°因此,在此次式魚中,必須要找出淉程的有效性以及被接受的程度。根据拭意

坪估所做的坪估和修是友展迪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理想的情況是,首先給出拭魚

版本,之后才能形成最終版本。即使那吋,坪估和修改仍然重要。培切〡淉程必須代表最新的

洞察力和Cll新 ,因此必笯不斷更新°

坪估座始終与培V〡〡的一般和操作目林相朕系。,星然通道很好的坪估也能荻得其他很有用的

信息,但是坪估的目的主要是找出是否己絟其現目柝。

活劫 銋

列出你愿意被向及的与培V〡〡淉程而非目林吋同有美的 3件事情°

厊簽

有吋就是地魚、餐欽甚至是取暖速祥的網市都能毀掉精心策划的培切〡淉程°速些因素影晌淉

程的社舍方面,但是很多年以后,學貝可能因力由吋很冷或事物很差才能急看一↑培V〡︳淉程 ,

而不是如何央現目林的。

坪估法可以分力兩奕,迪程坪估和虍品坪估。

逆程坪估是衡量淉程是如何使學貝到迖目林的。戶品坪估奕似于坪价,因力它是衡量學貝是

如何掩佈其現孛刁目林的能力。

迎程坪估

達程坪估的目林是坪估形成孛刁絰兩的孛刁迪程的部分°

能同的同題有 :

．
  住宿

EUCUSH卯 資培”︳〡第二部分                           ml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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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

胑ㄓ健度安全項目

GVG(DE),AETS(FR9,
NCIST(CN昕 SaⅡ ip︳ aⅡ

(DE)&TNU(NE)

培切〡持欲吋同

內容

．
  在工作切所中的适用性

．
  教孛法

．
  材料辰量

．
  培 V〡〡卯素廣

．
  期望其現

要迸行逆程坪估,可使用采坊或向卷°

一般未洗,逆程坪估是主現性的。速意味看進程坪估取決于介別學貝的杏度和現魚。
一介苧

貝党看好的系西,另一可能汏力很差°通常使用一系列隊途,并要求苧貝悅出他｛i〕 同意或不

同意的程度。另一介方法是要求他們給組成部分打分,5分制°速些方法能适用于同卷或采

坊。

活劫 35

用下文列出的迪程部分完成沒汁以下同卷 8

非常同意 同意 反肘 非常反村

住宿适合培洲澡程

培切︳持紋的吋同

內容

工作埸所的适用性

教孛法

材料庚量

培切〡卯素廣

期望其現

友窈

用同祥的方式一住宿成力棯迷,“住宿适合培切〡惈程
”
,因此一培切｜持鏤吋同交成

“
培切〡淉程

的持欲吋同Hll剛好
”

°奕似地,內容可以表迖力
“
淉程內容涵盡知伿目林

”
。有否定的嗆途

是很重要的,以便址孛貝在回答前必須思考,因此一工作埸所的适用性可以交成
“
淉程寺 i可

吋棯科目相夫的力量
”

。如果淉程很其阮,那么苧貝可非常反肘。教苧法可以士你緣刁技能 ,

而培洲材料庚量較高,培切〡怖能兼厥到每令人,并且淉程其現了我的期望一是其他部分的合

适稔途。

2U︳ 3年 眨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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胑ㄓ健康安全項目

GVG(DE),AETS(FR9,
NCIST(CN>SaⅡ iplaⅡ

(DE)&TNU仰E)

虍品坪估

可跟迪程一祥坪估培切〡虍品°

虍品坪估的目林是坪估學貝的苧刁,或者,換句活沈,目林己絟其現的程度。

迸行戶品坪估,以下坪估方法有用 :

．
  口斌‘

．
  芼拭 ;

．
  角色扮演現察 :

．
  工作埸所覞察。

如果此奕坪估的錯果用于衡量學貝的須效,那么跟坪价一祥。形成的坪估用于給苧貝衡量績

效并解釋理解度,而求和坪估用于判斷須效并給須效打分。

淉程丌始前,确定坪估狋准是很重要的。必須放目林中得出虍品坪估林准。

活劫 36

用放活劫 18得到的操作目林,建坡坪估以下方面的方式。

苧貝舍 :

1.清洗并包扎小仿口,

2.心胜病友作吋能做心肺复亦 ,

3.特劫刀片早致的事故友生后,能止血 ,

4.采取恰由的措施支持因重型机械早致的斷肢貝工。

厊劈

模姒也汻是最好的
“
泅1拭

”
,但是也有可能是需要描途的串面測拭,速↑逸擇不怎么令人滿

意。要求學貝在假人身上做篆刁舍最合适°再次,假想的演示真正的坪估仿口赴理和斷裂的

骨共的唯一共昹的方法。速祥的踝程吋很其昹的淉程,因此通常的方法是演示。結果絟常用

作坪估,并且給成功的苧貝頒友怔串°

坪估的吋刻

在培切｜深程中,有几介魚進行坪估。

培洲前

做預測性或珍斷性的測斌決定學貝目前具有的知琪、技能和杏度。

活劫 37

EUCUSH師 瓷培U〡 〡第二部分 2UI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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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立

胑╨健良安全項目

列出培切〡前,學貝可能文現的三件事情 ?

1.

2.

3.

厊劈

可能r,%定 的事情奕型包括:孛貝能否參加培切｜、參加培切｜前,學貝是否需要荻取額外的知伿

和技能、培洲是否适合苧貝以及是否庄垓修改培洲以滿足學貝的需求。培切〡前,可能通逆郎

寄或要求孛貝去培切〡中心做測拭。

另一美珍斷性的方法將与學貝和/或其絟理迸行坊淡,弄清 :

．
 孛貝白前具有的知伿、技能和杏度 ;

．
 培洲需求‘

．
 肘培洲的預期。

培圳迪程中

敏感的孛貝知道在培切〡迪程中通道尋找參与程度的透象進行坪估,并且在孛貝中學刁。在培

9〡〡逆程中,可以使用珍斷性測試決定所荻取的知洪、技能和杏度。速些測拭可能是正式的或

非正式的,如通逆現察。

可以通道要求苧貝回厥每介章市結束吋的培切〡做培V〡〡中的迪程坪估°可用結果修改培切〡提高

淉程滿足孛貝需求的程度°速通常是非正式的迪程°

培洲結束吋

培切〡豬束吋,通常做正式的迪程和戶品坪估°在一些情況中,虍品坪估可能是拿看表格要求

孛貝演示技能的測試°更正式的例子也汻是駕駛溧程迪程中培洲之后所做的駕駛測拭°除非

用培切｜中的方法修改很多駕駛測試的結果,否則速就是坪估。在駕駛測拭中,測拭知伿、技

能和杏度°

迪程坪估:要求苧貝回廠培切〡錯束吋的培切〡。結果用于修改培V〡〡。

活劫 38

咨淘園旗本章市豬東吋的向卷。你汏力是坪估迪程、虍品逐是兩者都坪估 ?

我汏力⋯⋯

厊劈

同卷提出了進程的很多方面。只有向題 8向學刁者在深程結束后能做什么。

EUCUSH怖炎培”︳︳第二部分 2Ul3年 〞月

29



中歐高危行土

胑╨健康安全項目

GvGpE),AETSσ R9,

NCIST(CN)SaⅡ ipIaⅡ

pE)&TNUσE)

向卷悅明了可以向的兩炎河題。封困式向題有可測量的回答,明确正确或錯淏。幵放式的向

題可通道很多方式回答,通常取決于規魚或杰度。

活劫 Sg

有夫向卷的哪些是幵放式的向題,哪些是封困式的向題 ?

丌放式的

封困式的

厊慶

以字母做序母的向題是幵放式的,有期望的同題 d),因力要求你描途你的現魚。以數字做

序甹的向題是封困式的,因力要求你給出有夫比例的慎重答案°

向題 d)也是封閉式的,因力要求回答是或否。

培洲后,在取的

苧貝培洲結束后返崗工作吋,可能是最有用的坪估方式°如果公司有坪估方案,在坪估坊淡

中己絟确定培洲需求,然后做跟琮坊淡或下一幹坪估座明T,q培洲結果改善工作貌效的程度以

及所荻知洪、技能和杰度的适用性。

培洲結束后一段吋同填与的有美翁效和所荻知快、技能和杏度的适用性向卷是另一种逸擇。

EUCUSH卯 交培】〡〡第二部分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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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錯

培切〡是淍查或決定培切｜有效性的迪程。

坪估方法可以分力迪程坪估和戶品坪估°迪程坪估的目林是坪估苧刁絰翂,包括方法和材料

必不可少的部分以及地魚、餐欽和學刁吋刻表等社舍方面。戶品坪估是力了坪估孛刁結果。
如果打分、通迪或失敗,后者可采用坪估方式。

坪估由不同的吋刻:培切〡前、培洲迪程中、培切〡結束吋和培切〡后°

向卷通常坪估迪程,但是仔細构思的向題可坪估虍品。因力戶品考慮孛貝肘培切〡迪程中所荻

知決、技能和杏度庄用的程度,最好通道培切〡后的坪估坪估戶品°幵放式向題同現魚,而封

困式同題同某种方式可測量的答复°

苧刁重魚

．
 坪估是培洲淉程犮展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使淉程因苧貝的坪价和須效在遴化的基拙上改

善。

．
 逆程泙估提供有夫培切〡淉程的信息及其帑助苧刁的能力,而虍品坪估跟坪价相同或相

似,坪估己銓友生的學刁。

● 可在培洲前、培洲迪程中、培切〡結束吋迸行坪估。

．
 幵放式向題同現魚、原因和建汊,而封困式向題向肘或借、真或假或測量等可量化的答

复。

岡卷祥本

把你垓培切｜堁程的現魚和看法作力廣量盜測進程的一部分。我們舍用你的坪价申核淉程方

面,所以,清回答以下同題 :

清在每介表示你的現魚方框內打 V°

1你肘淉程的大致結构有什么印象?     优秀   口口口口

2培洲迭到你的期望了9一1?         完全   口口口口

3你肘淉程內容的看法如何?        优秀   口口口口

4你肘淉程材料的看法?          充分   口口口口

5培洲包括充分交化?           充分   口口口口

6有充足的机舍篆刁了9一1?         充足   口口口口

7你肘淉程持篆吋同的現魚是什么?     太K    口口口口

8你汏力你舍在工作中庄用淉程中所孛的來西喝?  完全  口口口口

9你肘淉程的廣量的規魚是什么?      完全   口口口口

清回答以下同題 :

EUCUSH卵 炎培∥〡〡第二部分

很差

一魚也沒

很差

不充分

不充分

不充足

太短

一魚也不舍

一魚也沒

2U︳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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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汏力哪一部分肘你來悅最有价值?力什么?

b)你汏力哪部分肘你采悅最沒有价值?力什么?

c)你肘培洲卯的印象如何 (考立知伿、須效等)?

d)你舍鎗他人推荐送↑培切〡喝?

自我泙估同題

1.

力什么坪估淉程是很重要的,好赴有 :

．
  肘于培洲卯采沈

．
  肘于學刁者釆悅

．
  肘于公司釆悅

2.

悅出并解釋可坪估的培洲淉程的兩介部分。

3.

在什么意吋可以坪估淉程 ?力什么坪价是各受爭坡的最好的坪估方式 ?

4.

特同題 c)重弓力封困式的向題

自我坪估同題答案

1.

只有通道坪估,才能了解惈程的有效性°速涉及荻取苧貝現魚和貌效的信息。

好她 8

．
 培切〡炳更好的掌握与淉程錯构、內容和有效性的信息

．
 苧刁者更好的了解自己的貓效,但是他們所輸入的知琪己絰影晌到將來的苧貝惈程的有

效性

EUCUSH卯 交培”︳︳第二部分 2U︳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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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高危行╨

胑ㄓ健反安全項目

．
 公司有吋能更好地了解培洲結果,但是庄垓在將來的淉程中改善貝工貓效。

2.

兩介部分是達程和戶品。速介迪程涉及培洲淉程的組成部分以及可能影晌苧貝的貌效、參与

程度或肘培切〡的杏度的任何社舍和公司方面。戶品是培切〡結果,可能坪价一祥。可在保程前

后或迪程中,由培切〡卯、貝工現察或坪价建立苧貝的貌效。

3.

貝工返崗工作的前后、期同均可坪估培切〡淉程。坪价是各受爭坡的最好的坪估方式,是因力

坪价考慮多了新知伿、技能的庄用和肘工作的杏度°真共地沒立是否己絟其現培洲需求分析

迪程中決定的一般目林。

4.

清給出培切〡炳貌效以下方面的現魚 B

非常同意 同意 反肘 非常反肘

者切〡加是咳科目的考家

音洲卯是很好的帑助者

爭刁材料世培洲所在淉程中

踊趺參与

EUCUSH卯 炎培】｜︳第二部分 m︳ 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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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束活

現在,你己絰完成了EUCUSH培洲的第二部分。我們己絰涉及了投汁、制定和待授培切〡淉程

的各介方面°此次培切〡能址你給其他培切〡USH知伿°但是,如果你將培切〡作力在公司內的胑

此友展,也庄垓給你提供了投汁其他主体和科目有美的培洲惈程或迸一步友展技能的基本技

能。如果你已絰是介絰翂丰富的培洲9而 了,此次培切〡座垓更給你提供給不同的角度或更多想

法。

希望你已絰視察到EUCUSH淉程內的錯构部分。且然你舍教授面肘面的培切〡淉程作力期末作
並,你已絟視察到本堁程的結构,可能舍將一些想法和活劫穿插到你的培洲淉程中去。沒有

人的教授方法与其他人的方法迥然不同,看到其他人友展侍授學刁的机舍忠是很好的絰所。

EUCUSH卯資培】〡〡第二部分 ml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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