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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 

开发者大会 (DevCon) 是 FileMaker 
举办的年度开发者会议，在此期间
举办深入了解相关知识的课程、特
殊兴趣会谈和面对面讨论会，此外

还提供与众多 FileMaker, Inc. 员工
和经验丰富的 FileMaker 平台开发者
建立联系的机会。DevCon 是汇集全
球 1,500 多名 FileMaker 从业人员的
重要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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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此电子书根据 Molly Connolly 在 2017 
年 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上的演讲 
“如何培训初级开发者” 编写而成。 

Molly 是 Thorsen Consulting 的所有
人，也是一名 FileMaker 开发者，她
为其他 FileMaker 开发者提供有关如
何实现业务高效运营和发展方面的商
务咨询服务。 

Molly 积极参与 FileMaker 社区的活
动，因对 FileMaker 社区的杰出贡献
而获得 FileMaker 商业联盟合作伙伴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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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初级开发者

考虑聘用初级开发者时需要明确的几大问题：

初级开发者是否适合您？ 

初级开发者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如何发掘初级开发者？ 

为初级开发者支付多少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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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开发者是否适合您？

您是否非常繁忙甚至力不从心？您是
否经常加班或超时工作？  

如果是这样，您现在或许不适合聘用
初级开发者。 

初级开发者需要关注和培训，他们不
太可能立即熟练操作并带来帮助。 

如果您可以为这位开发者投入时间，
那么初级开发者可能会符合您的需要。

聘用初级开发者之前需考虑以下事项：

您的带宽是多少？  

您的发展计划是什么？ 

您的现金流如何？

您需要哪些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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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开发者需要具备哪些
特质？

寻找初级开发者时，相比是否具备 
FileMaker 技能，良好的沟通技能和
出色的社交能力更为重要。 

您会希望这位开发者敢于提出问题，
并愿意与您一同解决问题。   

他应当热衷钻研，谦虚地看待自己的
技术经验。另外，富有好奇心并善于
解决问题也是一项重要的考量。 

技术能力出色但缺乏社交能力的人往
往不是初级开发者的理想人选。 

初级开发者应具备的重要特质 – 
社交能力必不可缺

具有出色的沟通和社交能力

敢于提出问题

谦虚地看待自己的技术经验

具有客户服务经验

有解决技术问题的成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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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掘初级开发者？

现在，您已经知道初级开发者应具备

哪些特质，您可以扩大选择范畴，不

必局限于应届大学毕业生。 

当然，您可以使用 Craigslist 之类的
服务，但不要忘记考虑现有员工。技
术支持人员或行政助理可能会成为理
想的候选人。 

此外，开展第二职业的人员通常也是
不错的选择。不具备 FileMaker 技能
的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同样能成为优秀
的初级开发者。 

发掘初级开发者的几大来源 – 
不限于应届毕业生
内部员工培养

推荐

本地招聘广告

招聘会

Genius Bar 天才吧

第二职业

招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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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初级开发者支付多少
薪酬？

初级开发者的薪酬实际上由包含
工资、奖金、职业发展和其他津
贴在内的整体待遇构成。 

请务必为获得 FileMaker 认证的开
发者予以丰厚奖金或加薪。 

整体待遇务必激励开发者获取认证

年薪 4 万至 5 万美元

为获取 FileMaker 认证的开发者加薪 (5000 美元)

灵活掌控上下班时间

职业发展

其他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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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培训初级开发者

培训初级开发者的技巧

如何设定预期目标 

需充分利用的资源 

培养观察能力 

培训不应局限于开发者本身应具备的技术能力。您应当通过利用开发者的
专长、丰富他们的知识、预见后续发展和未来趋势，让他们更充分地发挥
才干，从而帮助您实现更高的目标。



三个月考核

同事和/或客户的好评

在 6-12 个月内通过 FileMaker 认证考试

在三个月内按每周 25 小时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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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定预期目标

找到合适人选后，您首先要做的是设
定预期目标。   

让受雇者知道他们会面临三个月的考

核期。在此期间，您会了解这名开发

者是否适合您，以及这个职位是否适

合他/她。   

如果开发者能够胜任工作，您应当按
照每周 25 小时支付薪酬。 

如果不能胜任，您需要立刻做出决定
并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样可
以避免浪费双方的时间，您也可以找
到能够担任这份工作并能为您的企业
做出贡献的人选。 

设定预期目标有助于帮助双方
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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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其才

有时候，您需要初级开发者去完成当
前的项目以减轻您的负担。但初级开
发者所能担当的，不仅是帮您完成一

些编程工作。   

他们可以继续学习并扩充自身技能，
从而帮您审核提案、合同，编辑演示
文稿甚至接听电话。 
  

充分利用初级开发者，为您和团队
赢得时间。

后勤

笔记

琐碎事务

提案审核/编辑

您可以为初级开发者指派各类工作，这样您和您的团队可以将更多
的时间用于完成帮助公司获得成功所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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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观察能力

聘用新的初级开发者之后，请邀请他
们一起参加销售会议和电话会议，以
便他们真正了解您的企业，这一点非
常重要。 

务必让他们在客户互动中承担相应的

责任。  

比如，可以让他们记录出席者姓名、
跟进承诺以及安排后续任务。

观察能力帮助初级开发者了解
企业的具体业务

参加客户会议和电话会议

做好会议记录

跟进承诺

完成简单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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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pStartFM 是您可以为初级开发者设立的项目生命周期培训计划。

03
实施结构化培训

JumpStartFM

虚拟课堂 

每日状态报告 

时间记录 

教授如何开展调研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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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状态报告

每日状态报告是每天下午 5 点应完
成的一个简单总结。 

这既可以培训初级开发者按时完成

工作，又能让他们针对所完成的工

作进行交流。   

您还可以通过每日状态报告查看他
们完成的工作，并了解每项任务的
完成效率。  

此外，还能知道他们是否在简单任
务上耗时过多，或在复杂任务上用
时过少。 

每日状态报告是帮助您培训初级
开发者的重要方法

今天我完成了哪些工作？

花费了多长时间？

我需要哪些帮助？

我明天的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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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记录

绝大多数 FileMaker 工作都按照预估
工时计费，因此培养初级开发者记录
时间的习惯至关重要。 

这不仅为您提供重要信息来查看他们

是否能顺利完成任务，还能让初级开

发者对项目预估有更好的把握。 

预估是帮助每个人更出色完成工作的
一项必备 FileMaker 技能。 

时间记录提供有关教授基本预估
技能的信息

提供培训工作的信息

教授预估技能

跟进各项任务（而不是笼统的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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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如何开展调研

您通常会想到让初级开发者利用非
工作时间查阅资料和相关内容。您
可以提出 10 个不同的问题让他们回
答，这样他们就需要通过查阅各种 
FileMaker 资源来找到答案。

让初级开发者针对 10 个 FileMaker 
问题开展调研

记录问题的答案

开展调研

提出问题（在公开论坛中）

是否使用了搜索引擎？



源 描述

lynda.com
借助行业专家讲授的在线视频教程，了解如何使用 FileMaker 平台，学
习从初级基础到高级技巧的各项技能。

FileMaker 论坛
在 FileMaker 主办的多个论坛中提供高效开发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的出色方案。

ISO 杂志
关于了解 FileMaker 平台的在线杂志。提供教程、视频、示例技巧文件
和实用的开发资源。

FileMaker 社区 FileMaker, Inc. 主办的社区反馈和信息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学院 
(Custom App Academy)

查看有关如何使用 FileMaker 平台构建 App 的视频教程。选择符合您
技能水平的定制化 App 教程。

FileMaker 中国微信微博 我们每周都会在 FileMaker 中国官方微信和微博上发布用户案例、网络
研讨会、技术分享等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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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 FileMaker 相关资源
资源

您的初级开发者可以从许多可用的 
FileMaker 相关资源中获得助益。 

从培训视频、技术博客到在线论
坛，您可以列出自己喜爱的资源，
让初级开发者熟悉并使用。 

初级开发者将发现对自己有用的资
源，从而加快学习步伐。 

http://ly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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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指派技术任务

指派技术任务，培养未来发展所需的技能

质量保证与测试 

布局工作 

数据迁移 

报告与导出 

客户服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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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每个初级开发者在第 1 天就能着手完
成质量保证这项工作。此外，在您检
查代码之后，还能让这些新员工帮助
查验。 

这样，他们可以了解到在开发自己的 
FileMaker 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方方
面面。 

初级开发者可在每个解决方案中
测试的项目

Tab 键顺序

对齐方式

使用不同的密码登录

导航

打印

为初级开发者提供代码检测项目清单，以便让他们掌握整体

架构并了解您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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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工作

在设计布局的初期，您可能不具备最
终解决方案所需精致设计。 

为初级开发者指派有关创建视图、对

齐字段和添加导航的特定任务，这样

您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同时还能教授

初级开发者新的技能。

通过指派初级开发者完成简单任务来
节省您的时间

创建详情视图和列表视图

对齐字段

使用导航

亲力亲为只能带来短期成效，不妨让初级开发者帮您完成一些简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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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迁移

在您处理数据迁移项目时，初级开发
者能有很多机会深入了解各种不同的
数据源。 

他们可以删除重复记录、创建小计报
表、修复不一致的数据等。 

迁移和清理数据会让客户对您的工作
感到更加满意。 

数据迁移帮助初级开发者了解
数据详情

教授 Left、Right、Trim 和 Replace 函数 

演示如何找到重复记录

教授如何创建“重复数据删除”脚本

创建小计视图以查找不一致的数据

创建标准设置数据的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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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制定报表通常是在项目即将完成时
要做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可能非
常耗时。 

初级开发者可以学会很多相关技巧
并应用在其他项目中，包括编写脚
本、搜索、排序和导出。 

让初级开发者通过创建报表来综合
运用各种技能

列表视图

包含计算和汇总字段的小计报表

用于查找、排序和导出的脚本

为初级开发者提供 6 个不同的报表示例，让他们独立完成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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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与导出

有时您很难从客户现有系统中获得有效
数据。 

在将数据导入 FileMaker Pro 之前，先
让初级开发者清理数据。   

此外，您还可以加深难度，让他们使用
导入验证和自动导出脚本在后台完成。 

高效数据输入 = 高效数据输出

导入有效数据

导入匹配数据

导出报表数据

编写自动导出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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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初步支持

初级开发者是为客户提供初步支持的
理想人选，这取决于您的客户群。 

即使无法做出技术解答，他们至少可
以接听来电，完成请客户提供屏幕截
图之类的跟进事项，获取用户详细信
息以及弄清特定情况的发生频率。 

他们的快速响应可以帮助您提高服务
质量。 

初级开发者对初步支持大有帮助

管理技术请求列表

教授他们如何采集与分析信息

教授他们如何分配工作/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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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小结

聘用有资质的人才 

设定预期 

提供明确的指导 

提供频繁的反馈 

监视进度

如何判断是否行之有效
如果您牢记以下几点，就会在三个月或更短期内了解聘用初级开发者的
决策是否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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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构建定制化 App 的
初期准备

构建

开始构建您的
定制化 App

部署

与团队分享您的
定制化 App

三部指南可以帮助您规划项目、构建您专属的定制化 App，
并借助这些可供下载的指南为团队部署您的 App。

观看 Molly Connolly 完整的 DevCon 演讲。

06 如何培训初级开发者

后续步骤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info2.filemaker.com/customapps_success_guides2017_lp.html?language=zh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docs/DOC-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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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aker.com/cn 学习网站为您提供定制化 App 学院 (Custom App Academy) 培训
教程、网络研讨会、讨论会、视频和教材： 
filemaker.com/cn/learning/

官方 FileMaker 社区可在您与其他 FileMaker 用户和专家之间建立连接。获得问题解
答、观看视频并访问技术概览、使用指南文章、白皮书以及更多内容。 
community.filemaker.com/

FileMaker.com/cn 支持网站提供产品文档和知识库文章，帮助您做出购买决策并指导
您进行安装： 
filemaker.com/cn/support/

关注 FileMaker 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 

在线学习、培训与社区
查阅资源

使用我们提供的资源，在您学习如何
使用 FileMaker 平台开发定制化 App 
的过程中获得帮助。

http://www.filemaker.com/cn/learning/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
http://www.filemaker.com/cn/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