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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家文官學院於 99 年 3 月 26 日由國家文官培訓所（以下簡稱

培訓所）改制成立，除承接原培訓所承辦之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

訓練、晉升官等訓練及行政中立訓練等業務外，更肩負強化我國高

階文官培訓、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公務人員培訓技術與方法的

研發及國內外交流合作之重任。為汲取人力資源管理最新發展趨勢

及專業知能，並拓展國際視野與交流合作，爰指派人員參加本研討

會，以期透過聽取國外相關領域專家、學者之精彩演講，激發創新

思維，作為未來規劃各項訓練活動之參考。 

一、出國目的 

（一）參加 ASTD 2012 國際年會 

1.瞭解及汲取全球人力資源管理發展新趨勢、觀念，進而應

用於本學院培訓相關實務。 

2.透過國際會議之參與，開拓國際視野，並積極擴展我國國

際能見度，以傳承相關培訓理念、實務及技巧。 

（二）與美國人事管理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相關官員

洽談 

本次與會人員除汲取培訓新知外，另於 ASTD 展覽會場

中與參展之美國「聯邦行政研究院」 (Federal Executive 



 

 4

參加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ASTD)2012 年國際年會報告書

Institute, FEI)上級機關「人事管理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計畫執行長（Program Director）Mike Bostwick 

及 William Bonds 兩

人，洽談未來高階文官

海外受訓至美國聯邦行

政研究院上課之可行

性，並邀請該研究院院

長 Suzanne G. Logan 博士擔任本（101）年 10 月中旬辦理之

「2012 公務人力資源發展國際研討會」專題講座。 

（三）領取 ASTD 參賽獎項 

本學院參加 ASTD 所舉辦之 2011 年 ASTD 卓越實踐獎

競賽，以「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練方案」主題參賽，

獲得「職涯發展類卓越實踐表揚獎」，該協會於本年 5 月 7

日在其舉行之國際會議中進行頒獎典禮，與會人員將出席頒

獎典禮，並準備學院簡介、宣導光碟等文宣，行銷本學院在

人力資源培訓之具體作法，以提升學院形象及知名度。 

（四）參訪科羅拉多州勞工與就業部 

本次行程於本年 5 月 10 日安排參訪位於丹佛市之科羅

拉多州勞工與就業部，實地瞭解該機構對於勞動就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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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勞動人力素質，及如何營造良好勞動環境吸引優良企業

進駐以增加就業機會等議題

進行交流，從中獲得該組織

如何有效率地提供資訊及工

具來協助該州企業及勞工永

保競爭力之策略及方法。 

二、行程概要 

（一）會議及參訪行程表 

 

日期 行程內容 

5 月 5 日（六） 搭機前往 

5 月 6 日（日） 抵達美國丹佛 

5 月 7 日（一） 研討會活動及頒獎典禮 

5 月 8 日（二） 研討會活動 

5 月 9 日（三） 研討會活動 

5 月 10 日（四） 參訪科羅拉多州勞工與就業部 

5 月 11 日（五）～

5 月 12 日（六） 
搭機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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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STD 研討會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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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ASTD）介紹 

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 簡稱 ASTD）成立於 1943 年，為世界最大的訓練與發

展非營利組織，致力於職場學習及績效議題之專業服務。該協會會

員遍佈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除美國本地有超過 128 個分支機構外，

並與二十多個國家建立國際伙伴關係。成員主要來自於國際企業、

中小型企業、政府、學術機構、管理顧問公司、教育訓練產品與服

務之供應廠商等。近年來該協會聚焦於個人與組織學習及提升績效

方面之專業服務，期能於關鍵性公共議題產生更大的影響力。 

ASTD 提供之主要功能如下： 

一、提供學習及績效領域之專業人士、教育訓練工作者與學生各種研

究報告、分析資料、標竿學習、線上資訊、書籍及其他刊物等資

源。 

二、利用研討會、工作坊及線上學習等方式，提供各專業人士共同參

與學習、討論之管道。 

三、透過人力銀行與就業輔導中心之合作，提供學習者專業認證課程，

學習期滿可授予相關專業證書。 

四、擔任媒體及美國公共政策制定者專業發聲者之角色，並與其他協

會、 組織及教育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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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學習及績效評估方面，制定標準及研究最佳作法，供各界參考。 

 

參、2012 年 ASTD 國際年會暨會展簡介  

ASTD 為傳遞最新的教育訓練趨勢與實務，每年均舉辦國際年會

暨會展（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position, ICE ) ，2012 國際年

會暨會展於 5 月 6 日至 5 月 9 日在美國丹佛（Denver）舉行，邀請

關心員工在職學習與從事教育訓練之學者、專家、實務界人士參與

此一全球最大的學習盛會。在此，除能掌握到最新的訓練脈動、教

學設計、評鑑及訓練移轉之實證案例外，與會者並能親睹世界級大

師風采、聆聽獨到的見解。 

今年來自美國以外之與會者計有 76 個國家、約 2,100 名，參加

人數位居前五名之國家分別為韓

國（384 人）、加拿大（188 人）、

中國（175 人）、日本（146 人）及

巴西（110 人）。經由主辦單位針對

海外國際人士出席人數之統計發

現，近幾年韓國係最積極參與本會

議之國家，無論從參加的人數或在

會議中提供同步翻譯之機制，顯示該國企業對於人才培訓積極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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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圖心，此亦反映了該國在經濟及國力上逐漸增強之競爭力，如

三星電子、現代汽車等企業，這幾年在國際市場之佔有率、產品創

新能力，均已成為該領域之佼佼者。 

今年大會之會議主軸、研討領域及多樣化的進行型式，說明如

下： 

一、會議主軸及研討領域 

今年大會之會議主軸為「學習新知，成就卓越（Learn 

something new, Perform something extraordinary），在 4 天的會議過

程中，提供超過 300 場次之專題演講，讓與會人員得選擇有興趣

之議題進行學習。專題演講之內容則分為一般主題與企業主題兩

大類： 

（一）一般主題（content tracks）涵蓋 8 個領域： 

1.職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 

2.教學設計與引導（Designing & Facilitating Learning）。 

3. 全 球 化 人 力 資 源 發 展 （ Global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4.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 

5.領導力發展（Leadership Development）。 

6.學習科技（Learning Technologies）。 



 

 10

參加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ASTD)2012 年國際年會報告書

7.衡量評估及投資報酬率（Measurement, Evaluation, ROI）。 

8.發展趨勢（Trends）。 

（二）企業主題（Industry Tracks），涵蓋 3 個領域： 

1.政府部門（Government）。 

2.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3.銷售能的開發（Sales Enablement）。 

二、會議進行形式 

今年會議進行之形式相當多樣化，包含 3 天的會前培訓認證

課程、工作坊及大會 4 天的研習課程，內容多元且豐富，會議形

式分為： 

（一）認證課程（Certificate Program）：年會正式開會前 3 天舉辦

且須另行付費，課程內容主要是針對人力資源發展重要的議

題進行深度之探討，完成者可獲 ASTD 培訓課程證書。 

（二）會前工作坊（Preconference Workshops）：年會正式開會前

一天舉辦且另須付費，課程重點置於提供培訓新觀點或新技

術之深度探討。 

（三）第 1 次參與者會議簡介（Newcomers Orientation）：為使第 1

次參加 ASTD 年會之與會者能在最短時間內瞭解如何利用

大會資源、獲得最佳體驗，大會在第 1 天研討會開始前，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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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第1次參與者會議簡

介，會議中除介紹各項

學習資源外，另邀請具

有多次參加經驗的前

輩分享他們的學習經

驗及技巧，以提升首次參與者之學習成效。 

（四）主題演講（General Session），此次邀請之主講者（Keynote 

Speaker）計有：柯林斯（Jim Collins）、高健（John Kao）及

海蒂 格蘭特‧哈佛爾森（Heidi Grant Halvorson），講述選

擇卓越、創新的作法及成功者之作為有何不同的最新概念。 

（五）專題演講（Concurrent Sessions）：提供超過 300 場次之專題

演講，與會者可依其興趣安排學習課表進場聆聽。 

（六）展覽會場（Exposition）：展覽共舉辦 3 天，約有三百多家之

學術組織、顧問公司、出版商展示最新的訓練教材、學習工

具及概念等，會場中並設「與作者有約」專區，邀請數名知

名作者親臨現場為新書宣傳並與參觀者互動。 

 

肆、會議主要內容摘錄 

本次會議演講場次超過三百餘場，爰僅挑選大會最重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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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及部分最有興趣之議題予以介紹，茲將重要內容簡述如下：  

一、選擇卓越（Great by Choice） Keynote Speaker：Jims Collins 

Jim Collins 從 1988 年開始任教於史丹佛大學企管研究所，傳

授有關創業之課程，曾在 1992 年獲史丹佛大學傑出教師師鐸獎。

1995 年離開史丹佛後，創辦自己的管理研究實驗室，專注在分

析、研究卓越企業如何維持歷久不衰之原因、好的公司如何成為

卓越之公司等議題，而出版之著作—「基業長青」、「從 A 到 A+」

等書，在全球累計的銷售量已超過 700 萬冊。 

「優秀是阻止你邁向卓越的敵人（Good is the enemy of 

great）」係 Collins 在《從 A 到 A+》這本書中即提出之觀點，本

次的演講中，再次重申此一觀點。同時更進一步指出，在這社會、

經濟、產業劇烈變動的不確定年代，能從優秀成為卓越的企業非

關運氣而係選擇，最重要的是在於人的選擇，領導者如何將合適

的人擺在適當的位置，讓他發揮影響力並帶領企業成長，為邁向

卓越的關鍵因素。關於領導能力他提出 5 個層級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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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度才能的個人（Highly Capable Individual）

有所貢獻的團隊成員（Contributing Team-Member）

有效能的領導者（Effective Leader）

勝任愉快的經理人（Competent Manager ）

第5級領導（Executive）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Collins 認為第 5 級領導之特質為謙虛的個性及專業的堅持，

並建立持久的卓越績效。最重要的是，此一級之領導能力可經由

培養，因此我們應建立一個完整的制度來培訓下一代的第 5 級領

導。 

接著，Collins 舉了一個 1911 年英國與挪威兩支到南極探險隊

的故事，這兩支隊伍成員之人數相同，從出發地到南極同一時間

均經歷了相同的暴風雪及低溫。更重要的是，兩隊的成員均未曾

到過南極，亦非熟悉環境。最後結果是，挪威隊提早一個月抵達

南極並成功歸來；而英國隊除了落後抵達目的地外，更在回程路

途中遇到暴風雪而全軍覆沒。Collins 比較這兩支隊伍在整個探險

過程中最大的差異在於挪威隊的「20 英里行進法則」。 

所謂「20 英里行進法則」係指：挪威探險隊在出發前已做好

自我控制之機制，無論是在惡劣或順遂之環境下，均依規劃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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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每天前進 20 英里。而英國隊則依天氣的變化調整每天前進之路

程，天氣好時多走，天氣不好則少走，甚至不走。 

同樣處在目前這一動盪、變化快速的世界中，任何企業領導

人對未來的不確定性均無把握，惟仍有部分企業不僅可以屹立不

搖，甚至茁壯。為解開此類企業有如此卓越成績之原因，Collins

自 2002 年開始，即以美國近 2 萬間公司為樣本，進行層層的審核

及過濾，從中找出 7 家安然度過產業逆境並茁壯之企業，並將該

等企業冠上「10 倍數企業」之稱號。而從這 7 家「10 倍數企業」

領導人之處事原則與心理素質中，歸納出 10 倍數領導者具有 3

項共通之特質及貫穿此 3 項特質之核心趨動力—第 5 級企圖心。 

 

 
 

第 5 級企圖心
Level 5 Ambition 

狂熱的紀律 

Fanatic Discipline 

具建設性的 
焦慮與不安 
Productive Paranoia 

基於實證經驗 
的創新 
Empirical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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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狂熱的紀律：10 倍數企業追求之績效係長時間的一致性、持

續性，而非一時的激情表現，因此領導者對於原則之堅持，

已臻「狂熱」之程度，亦因這從一而終的堅持，讓領導者面

對外界的變動及壓力時，總能秉持自律、不輕易妥協、並在

既定的方向上穩定前進。 

（二）基於實證經驗的創新：在不確定的未來環境中，10 倍數企業

總是採步步為營之策略，在新產品推出之前，針對各種可能

目標、範圍進行低風險、低成本之試驗，俟目標確認可行後

再正式推出最好的產品，與競爭者一較高下。Collins 將此一

方法稱為「子彈先行、大砲在後」（ Fire bullets, then 

cannonballs）。 

（三）具建設性的焦慮與不安：10 倍數企業的領導者，無論公司處

於任何狀況，對於未來始終抱著戒慎恐懼之心態，且隨時保

持著備戰之狀態，對最壞的狀況已作最好的準備。因此，無

論外在的環境如何險惡，最終總能突破困境並成長茁壯。 

（四）第 5 級企圖心：領導者具備上述 3 項特質，即能帶領企業成

為 10 倍數之企業嗎？顯然不是。Collins 認為貫穿此 3 項特

質之核心趨動力—第 5 級企圖心，亦即領導者將企業看得比

自己重要，無論做任何的決策，均將公司的利益置於第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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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順位，絕不為個人牟私利，因此得以說服人、激勵人心，

讓部屬願意跟隨著他為公司創造卓越的績效。 

在會議結束前，Collins 送給臺下與會者 10 個建議，期使平

常協助同仁成長之人資專家亦能有所成長： 

1.致力於發展一個卓越的團隊。 

2.在關鍵的位置上找到合適的人來帶領團隊。  

3.對事情保持興趣並提出更多的問題。 

4.召開面對殘酷現實的會議，從中找出這些挑戰是內部還是

外部造成的。 

5.找出你的刺猬特質（熱情、執行力、趨動力）在哪裡？你

對什麼事情充滿熱情？你是否投入熱情後即期待有所回

報？你天生的專長為何？在哪些地方能充分展現你的價

值？  

6.在 20 英里的行進法則中，你的持續性及連慣性為何？處在

此一失控的世界中，你如何保持紀律及控制？一天當中，

你對時間分配之百分比（50：30：20）為何？ 

7.在下次好運來臨並獲得最大成就前，你要知道你最大幸運

的來源在哪？  

8.擬定不執行的事項清單，如有超過 3 個優先事項要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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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法完成任何一項。  

9.每 2 週至少找出 1 天的時間，關閉你的電子設備（不要接

聽手機、上網、收發電子郵件等），給自己一個安靜的時間

進行獨立思考。   

10.建立你的願景：（1）你人生的核心價值是什麼？（2）你

有哪些價值可以世代相傳並且影響家人？你的核心目的為

何（你的人生意義是什麼）？（3）建立長期（10~15 年）

的人生規劃。 

 

二、創新的藝術（The art of getting innovation done）—Keynote Speaker：

John Kao 

高健（John Kao）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創意先生」及「持

續創新者」，係創新、組織轉型之領導權威人士。過去 30 年，高

健一直是創新戰略與能力開發方面之顧問，備受公私部門組織的

信賴。 

在本次的演講中，為使與會者對創新的概念有實際感受，高

健採異於傳統之演講方式，以鋼琴演奏爵士樂貫穿整場演講的形

式向大家說明爵士樂與創新間之關聯性，進而詮釋創新的意涵，

讓台下的與會者體驗一場「創新」的專題演講。 

Kao 認為人均有新的想法之能力，而創新是開發能力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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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的一種手段，同時亦可開創各式各樣的價值。他以爵士樂的

演奏為例，若我們拿到一本樂譜，並按裡面的樂譜彈奏，其實是

一件很枯燥的事。然而，爵士樂家在彈奏此一音樂時，除利用基

本的樂譜（框架）作為彈奏主軸外，同時在樂符間加入一些即興

（新元素）的創作，讓聆聽的觀眾充滿驚喜的體驗。Kao 解釋即

興創作之樂符並非為變化而變化之雜音，音樂均有一定的樂理規

則，你不能破壞這些規則，同時演奏者亦須有紮實的基本技巧，

始能在此旋律之框架中彈奏出令人驚喜且優美的音樂。 

為使大家體驗每個人均有創作之能力，Kao 在會場中進行一

個即興說故事的遊戲，遊戲以兩個人為一組，他先描述故事的開

場情境（框架）後，隨即讓底下的與會者接下去講故事（新元素），

隔一段時間後再換該組的另一成員接續創作，過程中反覆該動

作。此一講故事的遊戲讓全場的氣氛非常熱烈，原因即在於即興

發揮令人們感到興奮、愉悅且湧現出很多靈感，讓我們產生創作

的衝動。 

Kao 指出創新當然不會僅侷限在個人，它同樣可應用在團隊

中。他以星艦奇航記（Star Trek）為例，影片中的 4 個人物分別

屬於直覺、情緒、感覺、思考之人格特質，將這不同特質的成員

聚集在一起，每個成員除可強化自己的專長外，尚可找出自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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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力的項目，進而碰撞出一些創新的火花。 

 

三、成功者之作為有何不同（What successful people do differently）

Keynote Speaker：Heidi Grant Halvorson 

Heidi 係一名社交心理學家兼教育顧問，她的研究領域主要在

瞭解人們面對挫折及挑戰時如何作回應，以及此類回應之方式與

其追求的目標類型之關聯性。在會議一開始時，她即以「成功者

之作為有何不同？」（What do successful people do differently）讓

大家去思考這問題。Heidi 認為我們每個人均為說故事者，經常將

我們所經歷的各種體驗轉化成認知的情境，而我們的大腦常使用

此類情境幫助我們瞭解生活周遭的事物，甚至引導我們做決策。

但很多人其實不瞭解自己，例如在界定成功或失敗之原因時，總

將成功或失敗歸因於先天能力或運氣等因素，事實上成敗與否取

決於你做什麼和不做什麼的取捨。 

依據她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們想去作一件事與真正落實地執

行它，中間存在著巨大的落差，而要消除這中間的落差，可利用

建立成功的心態及制定詳實的行動計畫兩策略。 

（一）準備階段：建立成功的心態 

成功的心態係指凡事秉持「變得更好」的想法，在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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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之下，我們將專注於自我能力之提升、隨時將今天的我

與昨日的我做比較，要求自己每天均須有所成長。由於保持

著「變得更好」的心態，因此面對任何須予執行之任務均能

保持著高度的興趣且融入在工作的樂趣中，同時對任務的執

行均能做深度的思考，以獲得更高的創造力，即便在執行過

程中遭遇挫折，亦能堅持信念將任務完成，以創造卓越的績

效。為幫助員工建立這種心態，Heidi 建議管理者對部屬應

多採用誘導、鼓勵之辭彙，如培訓、發展、學習技能、提升

問題之解決能力等，並鼓勵員工在評估自己的表現時，應與

過去的自己比，而非與周遭的同事比較。 

（二）執行階段：制定詳實的行動計畫 

Heidi 表示人們無法由「知」（有意願要做）的階段轉化

到「行」（開始去做）的階段，最主要的原因有二：1.執行

的目標不明確。2.錯過執行的良機。如擬改善其中的落差，

建議可用「If-Then Planning」的工具，將你要在什麼時間、

地點執行什麼任務，研擬一份詳實的行動計畫。根據她的研

究，預先將執行任務的時間、地點等各項情況要件規劃好，

一旦大腦檢測到符合該情況時，人們大多會開始執行該項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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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望達成率：Kirkpatrick 四階層的新世紀（ROE Part 2: The New 

World Kirkpatrick Four Levels ） — Speaker ： Wendy Kayser 

Kirkpatrick 

訓練係人力資源發展之一環，透過有計畫的訓練，可使人在

短時間內獲得工作上所需之知識及技能。然而，訓練的實施並非

意味上述訓練目的之達成，必須藉由可靠的訓練績效評鑑制度或

方法，始能客觀地呈現訓練成效。訓練績效之評鑑有許多模式，

其中最常引用的是 Kirkpatrick 的 4 階層模式。 

第一層 反應層評估（Reaction）：在訓練結束時，向受訓學員發放

滿意度調查表，取得學員對講師教授方式、訓練內容安

排、教學設施之反應及感受。 

第二層 學習層評估（Learning）：確認學員在訓練結束後，是否

在知識，技能，態度等方面學習到新的東西。 

第三層 行為層評估（Behavior）：確認學員訓練結束後回到工作

崗位，是否將所學知識、技能、態度運用在工作上。 

第四層 結果層評估（Result）：組織是否因成員訓練後，在工作上

運用所學而提升整體營運績效。 

根據各項訓練結果統計，大多數的訓練成效都只達到第一層

及第二層的程度，能達到第三層甚至第四層目標之案例並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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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訓練的結果與預期達到的目標存在著巨大的落差。如擬減少

其中之落差，主講者 Wendy 提出「以終為始」（The End is the 

Beginning）之概念，亦即以結果導向之思考模式來設計更有效的

訓練課程。結果導向訓練規劃之流程如下圖所示: 

 
 
 
 
 

 
 
 
 
 
 
 
 
 

 

完成結果導向之訓練規劃後，進入執行評估階段時，Wendy

提出一個全新的 Kirkpatrick 評估模式。 

 

Result    確認預定要達成的績效目標 

Behavior  分析達到此一績效目標需要

哪些作為

Learning  找出需要哪些技能、知識、態

度始能達到與目標導向相關

的作為 

Reaction  規劃哪些課程內容、教學方式

可以達到與目標相應合的學

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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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原先之 4 階層模式，此一新的評估模式增加了幾項特色: 

（一）考量學員對訓練的反應與知識、技能的取得是同步發生，因

此將第一層和第二層結合在一起評估。 

（二）在第一層的項目中除原本的上課滿意度外，另增加學員在上

課中的投入度（Engagement）及課程內容與工作的相關性

（Relevance）。 

（三）在第二層的項目中增加信心（ Confidence ）及承諾

（Commitment）兩項，亦即除原本所學之知識、技能與正向

態度外，尚須具備信心與承諾，始有機會將訓練的結果應用

到工作中。 

（四）第三層的項目中，增加在職學習、監督、鼓勵等項目，亦即

員工受完訓回到工作崗位後，在他工作的過程中，可利用鼓

勵、獎賞、監督及督促等機制，誘導他持續的自我學習，期

能達到預定之目標。 

（五）第四層的項目中，增加領先指標及預期結果兩項，並在第三

層及第四層中加入監測（Monitor）及調整（Adjust）之機制。

其目的係為確保最後的結果能符合我們的期待，利用領先指

標進行適當的監測及調整，使訓練能為組織帶來正面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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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人們真正想用的數位學習（Building E-Learning that People will 

Really Want to Use）—Speaker：Marc Rosenberg 

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及網際網路的普及，學習與網路結合的

E-learning 學習模式，已成為各企業及訓練機構積極發展的項目之

一。然而，部分學習者對於 E-learning 的學習經驗不佳，甚至視

為畏途，如擬改善此一困境，本次

會議主講者 Rosenberg 依據他多

年擔任發展E-learning的顧問經驗

指出：由學習文化（ Learning 

Culture）、價值（Value）與教學設

計及科技（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y）等三要素交集所

製作之數位學習內容，始係學習者想用的數位學習。為評估

E-Learning 之服務能否滿足學習者的期待，Rosenberg 提供了 13

個面向 40 個問題之檢測項目，予與會人員評估該組織的

E-Learning 位在哪一等級中，以作為後續改善之依據。茲將上述

13 個面向中須予檢核之問題加以說明如下： 

（一）以終為始的思維：E-Learning 是要提供給誰來使用？對這些

使用者而言，什麼東西對他們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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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注在正確的優先順序上： 確認什麼是最重要的？什麼是

不重要的？對此類認定，大家有共識嗎？你知道有多少重要

的項目是你可以掌控的？ 

（三）運用適當的技術：技術在 E-Learning 中僅係推動促成之元素，

而非策略，當技術越容易使用，即越容易濫用。因此，我們

須確認所使用的技術是否滿足核心使用者的需求？此一服

務是否隨時隨地均可使用？ 

（四）不要認為將資料放在網路上，即係線上學習：你是否將網路

上的教材經過良好的轉製？你是否在課程內容中充分運用

媒體的特點? 

（五）確認學習者的是否都準備好了：學習者進行 E-Learning 時，

對網路環境、電腦設備等各項需求是否清楚？在學習的過程

中及學習結束後需要做什麼是否清楚？  

（六）課程能準時上線：當課程無法準時上線，滿足學習者的學習

需求，訓練的成效即會大打折扣。 

（七）確認課程內容的正確性：E -Learning 的教材是否正確及合

適？教材的內容有無經過審核？課程中最好是用真實的案

例。 

（八）課程內容避免枯燥乏味：並非具有互動效果之內容即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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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的興致，而係課程內容能引發學習者的思考進而內化

成為日常生活的思維或習慣，始為學習之真諦。因此，課程

中的互動對學習者有意義嗎？是否具有挑戰性、激勵的效

果？ 

（九）少說話多教學：一個完整的課程應包含教材講解、練習及評

量 3 部分，其所占的比重建議為 50％、35％及 15％。因此，

教材各項的比重分配是否適當？學習者是否有充分機會練

習？是否有學習的回饋機制？ 

（十）易於操作的使用者介面：過於複雜的操作流程或介面，將增

加學習者的學習負擔。因此，操作介面能否讓使用者快速上

手？該介面有無提供個人化之設計？ 

（十一）提供符合學習者等級的學習策略：Rosenberg 將學習者等

級分為初學者、勝任者、有經驗者、專家 4 個等級，並強調

越是專業的訓練越傾向邊做邊學、個人化、績效導向的學習

訓練，亦即所謂的需求拉動 Learning 2.0 模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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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擬提供符合學習者等級的學習策略時，學習者的等

級我們清楚嗎？對於不同等級的學習者知悉採用何種學習

策略嗎？ 

（十二）所學的內容能運用到工作中：學習者能將所學的知識及技

術運用到工作中，進而提升組織的績效是訓練的最終目標。

然而，我們提供的學習內容與工作有相關嗎？在組織內是否

支持知識分享的機制？學習者知道如何自我學習嗎？ 

（十三）創新：改變既有的學習方式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因此，

組織及成員是否已接受這種新的學習模式？能否掌控在推

動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此一改變能否長期地推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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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討心得與建議 

一、做好參加前的準備工作： 

ASTD 在 4 天的會議過程中，提供超過 290 場次之專題演講，

在參加前均須做好課程規劃，始能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最佳的學

習效果。上課前相關的準備工作應包含： 

（一）詢問自己是帶著什麼問題到 ASTD 找解答：由於課程內容相

當多元及豐富，每人在 4 天的會議中，最多僅能參加 12 堂

課程。因此，可利用結果導向之思考模式（問題→結果→解

決方案），先確認目前工作中遭遇哪些問題？有哪些挑戰？

再依據問題面向挑選與其相關聯之課程進行學習時程安排。 

（二）做好預習功課：在會議開始前一週，大部分之主講者會將上

課簡報檔上傳至大會之網站，如課前能閱讀完簡報資料並找

尋相關背景資料加以預習，即便外語能力稍差的人，亦能在

課程中掌握住重點並獲得所需之解決方案。 

（三）課程衝堂之選擇：從今年開始，ASTD 主辦單位在會議結束

後 30 天，將提供近 120 門課程之簡報錄音檔予與會者上網

閱讀。因此，如擬參與之課程時段相互重疊，即應參加未提

供錄音檔之課程，另一堂課則於會議結束後，再利用大會提

供之錄音檔進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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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無紙化的學習環境 

本次年會除按往例在網站上提供各課程之簡報檔外，另一項

創新服務係提供行動載具 APP 之服務，與會者僅須在其行動裝置

下載安裝 APP 程式，即可進行個人化之課程安排、課程簡報資料

之閱讀、上課滿意度之調查等應用，充分達到學習無紙化之目標。

鑒於未來智慧型手機或平版電腦之普及率將快速成長，本學院未

來在辦理國際研討會或短期班訓練時，可參考本次會議之作法，

建置研習課程之 APP 服務，提供活動課表、講座介紹、課程簡報

內容、滿意度調查、交通方式等各種學習資訊，俾使參加者充分

享受無紙化之學習樂趣。 

三、善用行動載具的優勢 

從今年 ASTD 與行動學習相關的課程主題及展場中展示多樣

的應用實例觀察到，行動學習之趨勢有如當年網路普及時

e-learning 那般銳不可擋之發展風潮，ASTD 執行長 Tony Bingham

甚至使用「完美風暴」來形容這一波之發展趨勢。在多位人資專

家不約而同看好該學習趨勢之前提下，各訓練機關是否要投入人

力、時間、金錢朝行動學習之應用發展，實已造成不少的困擾。

以本學院為例，現有之 e-learning 系統如擬維持基本運作及持續

吸引學員上網學習，每年投入之預算在新臺幣 400 萬元以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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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一門行動學習課程，因目前行動載具作業系統、顯示畫面規

格不一，如擬滿足各系統的學習者需求，所需費用至少為 Web 

Based 數位教材之 2 倍。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行動載具之優點

如何應用在學院的訓練上，建議可朝精簡化與學習評估兩方面進

行規劃： 

（一）精簡化：行動學習的課程長度最好不要超過 10 分鐘，課程

之介面以簡單清楚、易操作為原則。 

（二）學習評估：利用行動載具最大的特點「隨處上網、隨時獲取

資訊」，在本學院辦理各項訓練時，可利用行動載具進行學

習成效評量、講座授課滿意度調查等應用，以快速掌握各項

訓練的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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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語 

本次參與世界最大的學習活動盛會，收穫豐碩，無論在國際視

野之開拓、人力資源管理發展新趨勢之汲取等，均獲得更深層的體

會。同時，經由研習活動的參與，掌握到規劃大型國際研討會的訣

竅，從場地動線之標示、志工人力之協助、學習交流空間之設計、

科技技術之應用、會前資料準備、會中課程安排、諮詢服務及會後

影音檔提供等創新且可行之作法，均可提供學院未來辦理各項研習

課程之參考。4 天的研習課程雖短，但在觀念上造成正面的衝擊，於

日後公務生涯中極有助益。因此，建議日後賡續選派適當同仁參與

本項研習活動，從中汲取訓練新知及技術，並將所學應用於工作，

以發揮訓練之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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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錄   

附錄 1  ROE Part 2:The New World Kirkpatrick Four Levels 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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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Building e-elearning that people will (Really) Want to Use 簡報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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