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 板 爱炒的10种员工



1. 不 稳重沉着。 其作为 参加工作不久的职场新人，对突发事件往往 手不

及，结果行动常过 躁。更甚 每 遇事每 如此，给 板留下不可 教的印

象。

2. 不 熟。不能具体地评断工作价值，往往 不 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赚

钱？还是为了立 ？ 是为了乐趣。给 板一种整个人浑浑噩噩的 觉。

3. 论与实际不能配 。喜 夸夸其 ，一旦 要实际操作时，往往发生许 困

难，却又找不出原因何 。

4. 对所犯的 误耿耿于 。一旦出现失误就无法释 ，更无法从中领悟出正确的方

法。

5. 斤斤计较， 不 主 。只 重眼前区区 事，无法 过现象去把握实 ，没

主 之 ，往往贻误很 机 。



6. 过高评估自己的能力。自信 很好的工作能力，但 微涉及工作以 的其他方

面，就极度缺乏自信心。

7. 虑问题不 严 、全面。对工作 忙作出决定，但 令 改，例如今 要求执

行A计 ， 却又把B计 为 先。

8. 与周围环境不能相融。总是自己独立执行，不能与 事、领导融洽相 。

9. 遇事犹豫不决。 要独自 的事情，常常犹豫不决，不能当机立断 影响工作

效率。

10.办事拖沓不守时。让你定时完 的工作，总是找 口拖 ，不能 时保 完 ，

且几 之 总不见改进。

如果你发现自己工作中已出现了上述三种以上的情况，那么 板炒你的日子也不

远了。



1. 稳重 （形） w n zhòng （ 语、举动）沉着 寸；不轻浮

2. 沉着 （形） chén zhuó 镇静；不慌不忙

3. 措手不及 cuò shòu bù jí 临时来不及应付

4. 躁 （形） jí zào 碰到不称心的事情马上激动不安； 情～

5. 教 （动） tiáo jiào 教导

6. 评断 （动） píng duàn 评论 断

7. 浑浑噩噩 h n h n’è’è 形容混沌无知的样子

8. 夸夸其 ku ku qítán 说话 写文章浮夸，不 实际

9. 耿耿 （动） g ng g ng 形容 心事：～于

10.失误 （动） sh wù 由于疏忽 水平不高 差

11.释 （动） shìhuái (爱憎、悲喜等 情） 心中消除



12.领悟 （动） lǐng wù 领 ， 解

13.斤斤计较 j n j n jì jiào 形容过 计较微 的 益 无关 要的事情

14.贻误 （动） yí wù 误遗留下去，使受到坏的影响

15.涉及 （动） sh jí 牵涉到;关联到

16.严 （形） yán jǐn 严密 慎； 严密细致

17. 忙 （副） c ng máng 忙忙

18.执行 （动） zhí xíng 实施; 实行

19.融洽 （形） róng qià 彼此 情好，没 抵触；关系～

20.犹豫 （形） yóu yù 拿不定主

21.当机立断 d ng j lì duàn 立刻决断

22 拖沓 （形） tu tà 形容做事拖拉；不爽快；工作～



중요 표현 익히기

一旦出现失误就无法释 ，更无法从中领悟出正确的方法。

斤斤计较， 不 主 。

总是自己独立执行，不能与 事、领导融洽相 。

要独自 的事情，常常由于不决，不能当机立断 影响工作效率。



중요문장

下属VS上司

蚂蚁VS 象； 鼠VS ；蟋蟀VS公鸡；螳螂VS风车；

樱桃 丸子VS泰森；散户VS庄家……

说……

话句话说,……

说白了……

的 是……

简 之…



关于上司和下属的关系问题，是每个职场人士都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现 你和你的上司的关系如何？

你的上司的眼里，你是什么样的职员？

假如你是 板，你要雇佣什么样的员工？

假如你是 板，你要炒什么样的员工？

강사님과 주제에 해 토론해 보세요!! 

듣고 말하기를 반복하시는 순간 회원님의 실력은 아무도 모르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