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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國際培訓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簡稱 IFTDO）為一國際非政府組織，中華民國訓練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與世界各國主

要培訓團體及機構共同發起成立 IFTDO，成為該會 23 個創始會員之一。IFTDO 第一個

總部設立於瑞士日內瓦，創立於 1972 年，營運至今已超過 50 萬名會員，會員多為產官

學界人力資源發展專業人士，日前全世界有 150 多個組織、團體、企業及學術機構加入

該會。 

IFTDO 所揭諸的任務在於確認、發展、移轉知識與科技，以加強人力績效、提高

生產力，增進個人及組織成長，並達到永續發展之成效，IFTDO 自 1972 年以來，每年

由不同國家之會員舉辦國際年會，均邀請到各國產、官學界人力資源領域的翹楚，分享、

交流及整合人資源領域中的理念及願景。由於其在世界性人力資源發展方面的努力與貢

獻，業於 1996 年獲聯合國正式納入國際性之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IFTDO 組織由常務理事會實際負責推動會務，常務理事由理事互推 1 人

為會長，並以秘書長（Secretary General）為幕僚長，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任命

之。常務理事會下設網站資訊、出版品、全球性議題、會員服務與開發、議事研討、組

織發展與企劃、財務及行銷等部門分掌有關業務。 

IFTDO 一年一度的國際年會（Annual World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每年在不

同的國家舉行，吸引全球人力資源發展專家學者及專業組織代表齊聚一堂，研討人力資

源最新發展趨勢及重大議題，乃該會之年度盛事。年會期間主要活動包括舉行國際會

議、專題演講及研討，並有相關之展覽活動，提供與會人員最新資訊。此外，IFTDO 亦

於大會期間召開理事會及改選下屆理事。 

本屆 IFTDO 年會於在科威特（Kuwait）召開，會議除邀請學者專家進行專題演講，

另有專題研討會、個案研究、小組討論，有助與會者汲取豐富新知與經驗分享，瞭解全

球教育訓練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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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組團情形 

    本會由李理事長嵩賢帶領團員共 11 人，參加本次於科威特 Sheraton Kuwait Hotel

舉行之 IFTDO 第 41 屆年會，於 2012 年 4 月 13 日(星期五) 晚間出發，4 月 20 日(星期

五) 返臺，計 8 天 7 夜行程。團員名單如下： 

 

代表人 團體身分 機構名稱 職稱 

李嵩賢 團長 
中華民國訓練協會 理事長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政務副主委 

廖世立 常務理事 
中華民國訓練協會 常務理事 
國家文官學院 副院長 

陳國輝 團員 教育部 處長 

王聰彬 團員 國家文官學院 專門委員 

孫清泉 團員 臺北市政府公務人員訓練處 主任秘書 

陳逸淞 團員 臺北市政府公務人員訓練處 輔導員 

蘇昭如 團員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組長 

洪昌文 團員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地方行政研習中心 研究員 

蔣蔚聖 團員 臺北捷運公司人力處訓練中心   主任 

謝鍾海 團員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林詩沛 團員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人事管理師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pzfOYJKgzoBnLlr1gt.;_ylu=X3oDMTE1NGlnajk2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2Nl8yNTA-/SIG=11c3t1hi5/EXP=1250134879/**http%3a/www.csptc.gov.tw/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pzfOYJKgzoBnLlr1gt.;_ylu=X3oDMTE1NGlnajk2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2Nl8yNTA-/SIG=11c3t1hi5/EXP=1250134879/**http%3a/www.csp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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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行程及大會議程 

一、本會行程安排 

天 數 日  期 行程摘要及班機時刻 

第 1 天 2012/4/13（五） 臺北/曼谷 

第 2 天 2012/4/14（六） 曼谷/科威特 

第 3 天 2012/4/15（日） IFTDO 第 41 屆年會 

第 4 天 2012/4/16（一） IFTDO 第 41 屆年會 

第 5 天 2012/4/17（二） IFTDO 第 41 屆年會 

第 6 天 2012/4/18（三） IFTDO 第 41 屆年會 

第 7 天 2012/4/19（四） 科威特/曼谷 

第 8 天 2012/4/20（五） 曼谷/臺北 

 

二、大會議程 

IFTDO 第 40 屆年會議程 

日 期 時 間 主講人、主題 

2012/4/15 
（日） 16:00 

Reception & Registration  
Official Opening 
Guest of Honor Speech 
Honoring Sponsors & Supporters 
Dinner 

2012/4/16 
（一） 

09:00-13:00 Plenary Sessions 

12:30-14:00 Annual General Meeting 

13:00-14:00 Lunch 

14:00-17:00 
Parallel Sessions (Workshops, Best Practices Round table & 
Panel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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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DO 第 40 屆年會議程 

日 期 時 間 主講人、主題 

20:00 Arabian Gulf Night and Gala Dinner 

2012/4/17 
（二） 

09:00-13:00 Plenary Sessions 

13:00-14:00 Lunch 

14:00-17:00 
Parallel Sessions (Workshops, Best Practices Round table & 
Panel Discussions) 
IFTDO & Best Papers Award 

20:00 Dinner 

2012/4/18 
（三） 

09:00-13:00 Parallel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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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年會論文暨心得報告 
第一節 

增進高齡員工勞動效益及促進老年人口再就業率 

           

壹、內容摘要 

一、講者簡介 

         主講者為 Dr. Annette Hartenstein，美國南加大公共行政與人力資源與組織發展

博士，為國際知名的人力資源與組織績效顧問，近來她致力研究高齡勞工對組織

與社會貢獻，現任國際培訓總會（IFTDO）編輯。 

二、研討內容 

(一) 高齡員工、老年人定義：對於老年人，並無明確定義，大多以人生階段邁入老年期

的人，可以年齡、生理、心理、社會或功能區分，例如：可以退休年齡為基準，或

生理退化程度，亦或以心理知覺及社會觀感而區分。 

(二) 老年員工的特徵 

1. 無法改變：因生理或心理因素，高齡員工通常無法接受及立即反應學習工作上

的重大改變。 

2. 抗拒學習新的事物：高齡員工即將退休，常抗拒學習新的事物，而影響企業推

動新的政策。 

3. 技術缺乏：高齡員工如個人無繼續進修或學習，所具備的知識或技能將不足，

例如老年人相對於年輕人而言，較缺乏資訊科技之相關知識。 

4. 無法自我激勵：有些高齡員工認為自己已邁入退休年齡，較缺乏自我激勵之動

力或其它外界激勵因素無法產生作用。 

5. 健康情形較差：相較於年輕人，老年員工健康情形較差或體力較不足，有時候

對工作有力不從心的狀況。 

    上述特徵並非每位高齡員工均是如此，但可怕的是，許多邁入老年期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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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認為自己具備上述特徵，而不願學習進步，因心理因素導致勞動力下降。 

(三) 高齡員工雖有上述特徵障礙，但以下優點，是年輕人一時無法具備的： 

1. 豐富而深厚的工作經驗：許多老年人和高齡員工具廣泛的職業背景，他們可能

甚至是某一方面的資深專家。 

2. 較低的缺勤率：高齡員工通常具有良好的考勤記錄，因為他們較少外務，而年

輕人和中年人常因個人或家庭因素而缺勤。 

3. 更高的忠誠度：老年人和退休人員的另一個特質是，他們不會頻頻的跳槽，對

公司向心力及忠誠度較高。 

4. 強大的人際關係以及客戶服務技巧：老年人和高齡員工往往與客戶和他們的同

事在解決衝突和與他人合作互動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四) 綜合以上高齡員工之優點，如能好好利用其本身優點，再配合個人各種需求並可增

加其勞動效益及促使其再投入職場，各種需求列舉如下： 

1. 健康需求：老年人退休後，生活從原本的規律繁忙轉變為清閒安逸，活動量減

少，可能導致身體機能退化，有些人為了維持身體健康，希望繼續就業工作。 

2. 經濟需求：雖我國社會福利健全，亦有老人年金及勞工退休金等制度，但對於

儲蓄不多之老年人，退休後失去收入來源，產生不安全感，經濟需求是促使他

們退休後再投入職場的動力之一。 

3. 自尊需求：研究發現，工作地位越高，工作滿意程度越高，這些退休老年人希

望繼續工作，以維持原有的價值。 

4. 社會需求：老年人退休後，不只失去工作，和同事也沒辦法常常相處見面，研

究指出，就算原本對工作滿意度不高的老年人，如具良好的同事人際關係，他

們仍願意再工作。 

(五) 各國增加高齡員工工作效率及老年人口就業率之概況 

1. 新加坡：新加坡的國家政策非常重視老年人，面對人口老化社會，政府成立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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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的高齡人口委員會，任務在面對快速老化的人口問題，提供政策方向與建

議。另外制定優惠方案，即提供企業金錢激勵，鼓勵僱用超過 40 歲之中高齡勞

工。此外新加坡於公共場合提供輪椅、拐杖等老人所需之器具，公共交通設備

亦非常便利，均有助於老年人口再就業。新加坡法定之退休年齡為 65 歲，但可

再雇用，企業也常透過師徒制，讓高齡員工監督及訓練新進人員。 

2. 韓國：韓國實際的男性與女性退休年齡分別高達 68 歲與 67 歲，大多數的中高

齡勞工在退休後都以自僱工作者型態投勞動市場，韓國在面對中高齡就業上，

修訂高齡就業促進法，以限制使用命令退休、規定雇主不應歧視高齡者、薪資

給付應依職責和表現而非年資、鬆綁嚴格的就業保護條例、改善工作條件，以

及實施部分時間等。在所採行的因應策略中，包括決策機制調整、勞動市場彈

性化、促進就業措施與強化社會安全體制等重要特點。 

3. 日本：日本對高齡者的就業輔導及就業促進著力甚深，堪稱體系完備，以下為

高齡人力就業類別：一是人力銀行：以退休老人人力的求職加以登錄與建檔，

並委由就業安定所提供就業諮詢、安置就業、輔導就業的服務。二是銀髮人力

資源中心：由勞動省負責監督管理，且由退休人員組成的銀髮人力資源中心，

在人口每超過十萬人的城市就設立一個，一方面因為官方控管，品質與制度管

理較佳，另一方面以人口數為設立標準，符合以社區生活為建構的理念。三是

居家服務員：由老人俱樂部的會員中選取條件合適者，並施予訓練，成為合格

居家服務人員。四是老人社會服務團：以市或町為單位，組成老人志願服務團

體。 

4. 歐盟：歐洲會員國制定的彈性安全策略一方面促進勞動市場、就業型態更加彈

性化，一方面受雇者能獲得足夠的安全保障，限制雇主的僱用與解雇自由。高

齡勞動政策方面，根據 2001 年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高峰會議決議 2010 年

達成 55-64 歲者就業率 50%以上的目標。2002 年在西班牙巴塞隆納協議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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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將退休年齡調高五年。2003 年召開的聯合會議則修正前數年的指導方針，為

預防勞動力匱乏，打出「增加高齡勞動力的供給，促進活躍老化」的政策目標，

其作法包括：留任高齡勞動力並提供在職訓練，確保工作環境的安全與衛生，

勞動組織的彈性工作型態，消除提早退休的誘因（例如給與稅賦優惠）以及鼓

勵雇主任用高齡者等。 

5. 美國：美國推行老年志工有車馬費等的志工制度或鼓勵老年人再就業或延長退

休年齡等的各種措施。另還有「老人社區服務就業計畫」，針對 55 歲以上的失

業低收入者及就業前景不良者，協助他們參與以部分工時工作機會為主的社區

服務工作中，促使這些人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 

6. 澳洲：提高法定年金領取年齡及提高誘因及增加處罰，法定年齡自 60 至 65 歲，

延後領取五年可取得總額獎勵。 

(六) 公司個案研討－以 BMW 公司為例 

        BMW 公司共有 2 萬 5 千名員工，為因應嚴重的技術勞工短缺、技術斷層與出

生率下降等問題，該公司啟用一座員工皆年逾 50 歲的新工廠。這座造價約臺幣 8.56

億元，負責裝配車底盤與駕駛零件。該廠員工皆為上年紀的長者，還有其他不少配

合員工年紀的特色，像是符合人體工學的扳手和座椅、活動式工具推車，為這些眼

力大不如前的資深員工加強照明，以及復健師指導員工在上班空檔做運動放鬆肌

肉。 

       BMW 表示，這是全球第一座以資深勞工為主的工廠，該公司特別想留住上年

紀的珍貴技工。BMW 董事會說，有鑒於技術工人荒，老人工廠計畫更顯重要；該

公司強調，不應該失去這些老員工們過去多年來所累積的經驗。 

  貳、心得與建議 

        我國於 1993 年邁入高齡化社會，2010 年老年人口占總人口比率已達 10.7

％。根據經建會「2010 年至 2060 年臺灣人口推計」報告，預估我國於 2017 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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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年將成為高齡社會與超高齡社會，相較於歐美紐澳等國家至少需歷經 45 年

才由高齡化社會轉變為高齡社會，我國高齡化轉變速度相對快速，將成為亞洲最

高齡國家之一。在高齡化社會下，中油公司因政府延後強制退休年齡至 65 歲及

多年無進用新進員工及人員多離退不補之情況下，至本（2012）年 4 月底止，員

工平均年齡達 50.6 歲，60 歲以上員工超過 15%以上，2026 年以前屆退之各級主

管將達 851 人，人力斷層造成知識技術無法傳承，公司營運更可能產生銜接之問

題。 

        因應高齡社會來臨及政府延後強制退休年齡至 65 歲，如何增加高齡員工之

勞動力及促進老年人口再就業率為一重要課題。惟社會大眾多對老年人帶有歧視

及不友善的態度，故首要目的，企業需塑造尊重、關懷及正向的工作環境，改善

了員工觀念及企業文化後，再採用一些管理工具技術，以使資深員工之知識技術

得以傳承。以下列舉幾項工具技術，有些中油公司已在推行，尚未推行部分希望

未來能俟機考量企業發展及人力結構推行應用。 

（一） 師徒制：資深員工擔任老師帶領新進員工學習新技術，由口語相傳方式教

導學習，一點一滴從基礎學起，採取傳統的師傅及徒弟關係，傳承資深員

工的知識技術。 

（二） 知識管理：動態學習型組織，將知識分門別類，透過編號管理等技巧，利

用網路、光碟及電子檔案，快速取得和分享。各員工將心得分享匯總，讓

企業新進人員在短期間內能獲得資深員工之完整、豐富的知識。 

（三） 數位學習：數位學習是學習者應用數位媒介學習的過程，這些媒介包括網

際網路、企業網路、電腦、衛星廣播、錄音帶、錄影帶、互動式電視及光

碟等。應用的範圍包括網路化學習、電腦化學習、虛擬教室及數位合作。

數位學習彈性大且可分享之媒介多，資深員工之知識技術更可完整保留下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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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業大學：在企業設立大學，自己培養所需人材，根據職位排定教育訓練

課程，理論與實務並行，講師多由基層作起之資深員工或外聘專業講師授

課。資深員工擔任講師不只可將本身知識技術透過講課方式傳承予新員

工，亦可增加高齡員工之自我成就及新進員工之認同感。 

         本次有幸參與此次學習，除課程內容獲益良多外，可至產油大國之一的中

東國家參訪亦使我們大開眼界，不管是市區國際化、現代化程度，宗教的保守、

神秘，又或是荒涼無際的沙漠，都令人印象深刻。更要特別感謝團長李理事長嵩

賢的帶領和團員們的互相幫忙照顧，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再次相聚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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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決策過程 

 

壹、內容摘要 

一、前言 

         做決定包括了傳統管理的功能，且是我們每日生活的一部份。雖然做決定正

如執行的技術一般重要，許多執行者卻發現很難表達如何進行，只有一些管理者

知道自己如何決定。當你問一位管理者「你如何做決定的？」，他會回答：「我就

是做了」。正如每個人在其生活中負責做某些決定，對於人們了解自己做了什麼決

定，如何達到或選擇最好的決定，想必十分重要 。 

二、做決定的定義 

         做決定通常被認為包括了解決問題、計畫或組織，某些時候甚至延伸到包括

思考及行動的所有面向。然而，文獻資料顯示，做選擇是其最關鍵的特點。做決

定普遍被定義為在不同的替選方案中做選擇。 

三、管理上做決定的類型 

         現有許多組織與管理上做決定的類型，最廣泛被認可的分類包括個人與組織

的決定，基本的與例行性的決定。 

         個人的決定通常不能代表其他人，正常而言，多為試圖達成個人的目的。而

組織的決定，通常可以被代表，目的在達成組識的目標。 

         基本性的決定是唯一的。有時，該決定涉及相關績效或期間大範圍的承諾，

一個錯誤就會嚴重地傷害組織。企業公司一個基本性的決定包括處理工廠位置、

組織結構、薪資協商或生產線等的決定。大部份首要的管理決定被認為是基本性

的決定。 

         例行性的決定，是對整體組織影響很小，每天進行、高度重複性管理上的決

定，如會計在一個新的帳目上所做的決定，或一個人事管理員進用一位新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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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分類為基本性或例行性決定並不代表二者之間有清楚的區別。事實上，只

是程度上的不同而已。從基本性到例行性的型態的比率取決於組織作成決定的層

次。第一線的督導在實務上 都做成例行性的決定，高層管理者很少做例行性的決

定，而多是基本性的決定。 

四、決策行為的模式 

         現實上，選擇行為有許多模式，試圖描述管理者如何做決定，並努力決定何

種程度的管理決策者是理性的，其範圍從完全理性的經濟模式，到完全非理性的

社會模式的案例。 

（一） 經濟模式：典型的經濟模式在任何方面都是完全地理性。經濟決策活動的假定

如下： 

1. 不管手段與目的，決定將是完全理性的。 

2. 在喜好上完全且一致的系統，在眾多替選方案中只允許一個決定。 

3. 對所有可能的替選方案均有完全認識。 

4. 對決定最好的替選方案的複雜性沒有限制。 

5. 對於可能性的計算不會害怕或神秘。 

大多數的經濟學者並不認為這是一個對現代管理決策行為合乎現實、描述

性的模式，它主要被運用於某些理論性的分析 ，但某些方面在描述真實的決

策行為是有用的。 

（二） 社會模式：在經濟模式另一相反的極端是心理學的社會模式。Sigmund Freud

認為人類被其感覺、情緒及直覺所束縛，其行為大多被潛意識的慾望所引導。

在此情況下，人們將不會有能力做出理性的管理決定。幾乎所有現代的心理學

家都會同意，社會影響力在決策行為及社會壓力上具有顯著的影響，此影響力

將造成管理者做出非理性的決定。 

（三） Simon的滿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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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bert Simon提出他所謂的「行政人」，他覺得管理決策行為的最好描述如下： 

1. 在2個替選方案之間選擇時，管理者會試著滿足或找到一個令人滿意或夠好的

決定。 

2. 人們知道，他們所察覺到的世界，是一個真實世界極度被簡化的模式。他們滿

足於這樣的簡化，因為他們相信，不管如何真實的世界大都是空洞的。 

3. 因為人們滿足於此簡化的模式，而非將其極大化，所以可以在不必先決定所有

可能行為的替選方案，且沒確定這些所有可能的替選方案下，就做出決定。 

4. 因為人們對待這世界相當空泛，他們可以以相對簡單的商業謀略或生活習慣影

響力的規則做出決定。這些技術並沒有思考到Simon的「行政人」試圖理性及

極大化，在人們的能力的基礎上做出不可能的需要，他們並沒有極大化的能

力。反對極大化的行為被歸結為目標是動態的而不是靜態的，資訊很少是完美

的，而且有明顯的時間及成本的限制。環境影響力的效果不能被置之不顧，

Simon的模式承認了這些限制。 

    最後的分析，經濟式模式與Simon的模式間的不同，是一相關性的程度而

已。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滿足或極大化都十分罕見，而在某些其他的狀況，

滿足趨近於極大化。Simon宣稱，他的模式是立基於來自行為科學的共同感、

反思的知識及判斷過程的研究。 

五、做決定的過程 

         對決策過程有意義分析的開始，要追溯到Chester Barnard。Barnard在「執行的

功能」中賦予決策一個綜合性、分析性的論述，指出：決策的過程大多是縮小選

擇的技術。 

     Herbert Simon可能是最為人所知且被廣泛引用的決策理論家，概念化在決策過程

中三個主要的階段： 

（一） 情報活動。包括仔細探究做決定、條件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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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活動。包括發明、發展及分析採取行動可能的進程。 

（三） 選擇活動。這是真實的選擇，從一些可用的行動中選擇一個特殊的行動作法。 

    個人以為決策是一動態的過程，所謂的步驟並非真的重要，重點是，做決定

是由一系列動態相關的步驟所組成，一般接受的有6個步驟： 

（一） 洞悉或理解問題情境：管理者或決策者對於問題的情境或現況必需有一清楚的

了解，且有能力釐清不安、不一致模糊不清之處。 

（二） 界定問題：定義決策者是誰？且引導到他想解決的問題。問題的範圍? 最好能

描述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並限制問題的範圍，以便聚焦其上。 

（三） 發展替選方案：在注意到考慮範圍及評估標準之前，寫下來，思考並找出所有

可能的、合乎現實且可被接受的解決方案。 

（四） 分析：發展可能接受或反映到決定的考慮範圍，什麼應該是、會是最好的方案？

最好的方案不一定是第一個被接受的，找出哪一個方案可以解決問題、有彈性

且擁有一個可被接受的成本。 

（五） 決定：選擇一個最可被接受的方案。做一個最有效的決定有用的示意，可以是

透過 1.使用一個有助選擇的清楚的標準； 2.描繪使過程更清晰的替選方案的

輪廓； 3.測試及判斷最終的答案。 

最重要的標準是這三個領域，對每一個替選方案，我們都應該知道1.是否解決

問題；2.有彈性嗎? 3.此方案如何符合其他標準。 

（六） 實行與回饋：實行意昧著將此決定運用到組織，且找到回饋意見，以便知道實

務上被選擇的解決方案是否解決了問題，且問題不再存在了。 

六、結語 

    決策是在二個或更多的替選方案之間做決定，組織中的決策涉及做了一個選

擇，改變了組織中的某些既有狀況，在其他可能的行動方針下，選擇一個行動方

針，且期待獲得某些想到的東西。決策包含了大部份傳統的管理功能，且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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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生活的一部份，可被視為是一包含許多步驟的動態過程。管理決定的分類有

好幾個類型，最廣泛被認可的是個人及組織的決策、基本性及例行性的決策，或

規劃及不規劃的決策。決策行為有許多模式，從完全理性的經濟模式，到完全不

理性的社會模式。實際生活中的決定，可以被許多行為所影響。 

貳、心得與建議 

    做決定確是每一個人的功課，尤其是組織中的領導者，當擁有的權力愈大，

其所做決定影響的層面愈廣，不得不慎。 

     人們可能做出一定完全理性的決定嗎?做為一個政府部門的技術官僚，所謂的

理性的決定過程中所進行分析評估，不只指涉成本、效益等量化的數字，包括組

織內(內部各部門不同的意見)、外部重要關係人(民意機關、其他行政部門、媒體、

社會大眾、利益團體(如非營利組織或企業等))的意見及影響力，均應納入分析及

評估範圍，從一開始理解問題情境及界定問題階段就應廣泛思考，彙集各方意見。 

    政府是全民所期待並共同監督的對象，經常必需立即對相關問題做出回應，

而無法有充份的時間進行情報的收集、問題分析評估，且經常必需考量政治性因

素，有時確很難做出理性的決定。在演講者所提出的做決定的6個步驟中，實施後，

通常媒體不再檢視問題是否已被解決或是否已不存在，實有待公務人員本於工作

良知自行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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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1 世紀的激勵模式 

 

壹、內容摘要 

一、前言 

一旦將人力資源重要性視為一個企業(機構)相當重要的成功因素後，越來越多

的世界性組織也試著去了解本身的需要，並採取此種知識性組織策略。因此，這

篇文章將著重在方法的好處，及身處於多變環境下，持續訓練員工的可能性。這

篇文章將指出一個實用的模式，不論任何的企業型態及規模大小皆可適用。 

二、激勵的七大支柱 

當你每天醒來，是什麼樣的驅使力，讓你足以應付一天的工作量及生活上發

生的各種情形?是你認為當工作完成後你將舒緩壓力?增強免疫系統功能?降低自

身血壓值?釋放腦內啡?還是你認為工作完成後，將使你更加有吸引力?看起更年輕?

享受到成功的成就感? 

         當每位員工為了本身工作及生活的理由，每天周而復始的工作著，身為企業

組織的領導者，你看到了什麼?曾經有句話這麼說：大部分有效率的領導者都會知

道他們追隨者(員工)的需要。所以企業領導者不應僅認為給予薪水就能滿足員工需

求。為了更高的工作效率，更應時時激勵員工，讓員工身心都處於最佳狀態，以

活化工作效能。 

         以下僅提出 21 世紀應有的激勵模式，以 7 大支柱為主軸，考量個人需求及精

神需求，分別就重要性、關懷、彈性、必然性、貢獻性及成長性逐一說明： 

（一） 支柱一—效力 

               有一份研究指出，有高達 73%的人認為專注於效力的領導風格是被員工認

同的。也就是說，如果你是一個做事不夠果斷，或是一位大小事都要管理的領

導者，那麼將使員工工作方向不知所從，即無法集中員工工作效力，員工工作



17 
 

情緒也勢必大受影響，無法激勵員工持續保持工作熱情。 

       專注於效力也就是提高事情發生的「必然性」，一旦提高效力，不旦使員

工更加輕鬆工作，也可預見最終結果的產生。藉由工作的高效力及最終必然的

結果，激勵員工在工作上保持最佳的熱情，讓挫敗不會接踵而來，提高員工自

信心。 

      有句話說：對於有效力的人們來說，在資本主義下的公司組織是一件非常

糟糕的事。這其實是在說明，人們工作渴望效力及結果的必然性，但透過公司

組織龐大的行政組織流程，不僅減低了效力，甚至可能阻礙了最終結果的發

生，進而無法激勵人們的工作熱情。 

（二） 支柱二—彈性 

    擅長激勵的知名作家 Daniel Pink 曾說：對於激勵人們，4T 是很重要的，

分別為時間(Time)、技術(Technique)、任務(Task)、團隊(Team)。Daniel Pink 尤

其把時間排在第一順序，這跟本節所論及的「彈性」概念不謀而合。換句話說，

時間上的彈性運用，對於員工也是一項激勵的條件。試想，你是否曾經在休假

完再回到工作岡位上時，擁有比未休假前，更多工作熱情及更佳工作態度?當

然，在此不是鼓勵讓員工不斷的休假以獲得更多激勵的熱情，而是指出固定工

作時數的缺點：當員工對於工作已經感到興趣缺缺時，礙於工作時數規定，仍

得待在辦公場所直到完成所需的工作時數，在這段時間中，一個缺乏工作熱情

的員工能做出什麼樣的好結果呢? 

    曾經有人說：工程師一星期只花一天在單一專案上，也有知名公司指出：

技術團隊最多可以花 15%的工作時間在他們所選擇的專案上。在此，時間的彈

性亦點出了時間的自主權，不要限制員工工作時間該做什麼，讓他們自行調配

時間，此舉將激勵員工獲得更大的工作熱情。 

（三） 支柱三—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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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理的 12 元素(12:The element of Great Managing)一書中提到：當員工相

信管理者將他們視為組織的一份子時，公司將可能獲得 22%-37%額外的營業

額。這表示員工渴望獲得重視，當員工感受到領導者關懷時，公司就如同家庭，

是員工奮不顧身去守護的地方。 

      關懷包括愛及聯繫，時時詢問及了解員工最近的工作情形及家庭狀況，讓

員工感受到為公司賺錢，是為了更好的生活保障，而不僅僅只是公司生財的工

具。 

（四） 支柱四—分享 

       Dr. Terry Paulson 曾說：當員工向老闆分享他們的想法時，有 1/3 的老闆

會聽並且行動，1/3 可能會聽但不會行動，另外 1/3 的老闆對於員工分享想法

這件事會處罰員工。你覺得那些老闆可以成功激勵員工? 

        接受員工分享他們的想法，代表員工在公司組織內部具有「重要性」指

標，一旦員工受到重視，直接激勵員工並認同其工作上的努力。因此，應儘

量鼓勵員工表達意見，並與員工討論該意見之可行性，顯著提高員工重要性。

如此將有助於增加生產力，減少員工流失率及增加獲利。 

（五） 支柱五—學習與發展 

將近 40%的員工相信在組織內部，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在專業領域上有更

進一步的發展，然而更有 2/3 的員工表示協助他人在工作上獲得更進一步的發

展，將使他們自身更加的忙碌。在這樣一個矛盾的心態下，使得組織內的員工

在需要專業領域的發展下，卻找不到人可以協助，導致專業領域(技術)無法獲

得提升，無法激勵員工追求自我成長，也就無法激勵員工保持工作上的熱情。 

              所以協助員工在專業領域(技術)獲得發展，提升自我成長，應被領導者視

為一件重要的事，並且應在組織內部建立每位員工的良師益友(mentor)制度，

因為大約只有 1%的員工可以提升自我技能，而不需要得到良師益友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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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支柱六—貢獻 

員工對於組織的貢獻程度來自於領導者給予的使命(mission)。使命的重

要、大小都可是激勵員工保持工作熱情的因素之一，給予較高於工作職務的使

命，可激起員工工作鬥志，提升自我能力，但千萬別一直要求完成難度過高的

使命或是在一件使命未完成前，不斷給予新的、較高難的使命，這可能會弄巧

成拙。 

（七） 支柱七—認可 

有調查顯示：員工離開工作排名第一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不受到長官賞

識；在離職的員工中，更有高達 79%的人表示缺乏賞識是離開組織的主因。因

此，領導者應以鼓勵及正向言語來激勵員工，使員工在工作上的受到認可。 

在管理的 12 元素(12:The element of Great Managing)一書中提到：在高效率

團隊中，正面評論與負面評論比是 5.6:1，然而在低效率團隊中，正面評論與負

面評論比是 1:2.8。所以，很明顯地，認可員工可帶來較高且較正面的激勵效果，

且讓員工保持高度的參與及持續不斷的工作熱情。 

貳、心得與建議 

在過去，訓練單位對針基層員工規劃了許多的訓練課程，範圍包括自我專業

能力提升，第二專長的訓練，工作流程的指導……等，著重在員工自身的能力培

養。似乎認為員工就是組織的一切，一旦組織缺乏有能力的員工，績效與業績也

似乎就被宣告死刑，但是，在現今知識充斥的時代，四處可見專業技能訓練機構，

甚至在網路上就可以學習專業技能的基本知識能力，員工專業技能的訓練是否還

是應如往常一般，不斷地給予訓練課程，並視為上課後即應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

也許這樣的想法應該要轉個彎去思考。 

在本篇文章中，其實是在新世紀提出對員工新的訓練方式，以激勵的方式，

讓員工擁有工作的熱情，不斷地充實專業技能及自我實現，而達到此一方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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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於領導者對於員工的態度。或許新世紀訓練單位應著重的對象在於領導者，

因為領導者關係著工作的成敗，一位懂得讓員工樂於工作，輕鬆工作，進而於工

作中實現自我成長的領導者，不但為自己加分，也為員工加分，更加為組織加分；

而領導者在激勵員工的同時，員工因為抱持著對組織、對工作的熱忱，不但在工

作上有較佳的績效表現，也會積極地進修專業能力，提升自身專業技能，成為組

織更需要的人才，也因此，員工便會釋放欲受訓的課程內容讓訓練單位了解，訓

練單位便可藉此規劃員工所需課程內容，讓訓練的成果更加事半功倍。換句話說，

即是視需求而訓練，而非經訓練以符需求，也才不致於浪費許多訓練資源。 

然而如何激勵員工，正是每位領導者需學習的事情，意即在新世紀的訓練單

位所扮演的角色雖然仍是規劃訓練課程，但課程的對象似乎應著重在領導者的培

訓為主，而培訓內容在於如何與員工互動，激勵員工，讓員工更樂於為組織工作，

而不是一直學習不同職位領導者的領導統御。領導固然重要，但激勵更是基石，

惟有領導者不斷的學習領導與激勵方式，方能帶動員工不斷地自我充實與自我訓

練，更進一步地主動向訓練單位申請受訓機會，讓需求帶領訓練內容一步步深植

於員工，不再讓受訓只是單純的口號及形式。於是，目前訓練單位面臨最大的挑

戰即是領導者的訓練，訓練他們如何成為員工的領航者，如何成為員工自我滿足

與實現的指引者，或許本篇文章的七個激勵面向可做為課程規劃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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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鼓勵行動學習模式之終身學習以維持工作能力-以 GULL 為例 

主講人：Dr Winston Jacob 

 

壹、內容摘要 

一、前言 

         近年來由於人類知識的累積，科技文明的進展，人類平均壽命的延長，社會

變遷的迅速，使一個人僅靠年輕時在學校所習得的知識技能，來面對日新月異的

社會競爭和人生發展的需求，必然是無法依附而免不了被淘汰。因而產生了一個

必須活到老、學到老，終身學習的要求。 

二、終身學習的由來 

     英國學者耶克理（B.A.Yeaxlee）於 1929 年出版「終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一書。1965 年藍格朗（P.Lengrand）於「第三屆國際成人教育推展委

員會」倡議終身教育對於成人生涯發展的重要性。1972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法

爾報告書（Faure Report）更建議世界各國應將終身學習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

之一。時至今日，終身學習，可說已經蔚然成風。有些比較偏狹的觀念，認為所

謂終身學習，是指正規學制以外的學習，並且是屬於中、老年人的專利。但實際

上，終身學習理當如其名稱，是每一個人終其一生，所從事的學習作為。廣義的

終身學習，應該包括所有的年齡層、所有學習的時間、空間、與方式在內。 

     在員工培訓中，終身學習是指組織為員工提供持續的培訓機會，其形式多種

多樣，既包括業務和技能培訓，也包括思路拓展和學位培訓等。在終身雇佣不復

存在的今天，人們越來越認識到，雖然企業無法提供終身雇佣的承諾，但有競爭

力，希望充分調動員工積極性的企業，可以提供終身學習的承諾，使員工具有不

斷更新的知識和技能結構，終身具有工作競爭力。 

三、終身學習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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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學習有以下之功能： 

（一） 使員工掌握最新的工作技能。 

（二） 終身學習的機會具有天生的激勵性，它能幫助員工制定未來的個人職業生涯發

展規劃，增強員工的自信心和能動性，給員工帶來成就感。 

（三） 雖然終身學習不能消除裁員帶來的負面影響，但至少在一定程度上提高了員工

重新就業的能力，因此也是一種有效的保障方法。 

    紐西蘭一位名作家南西. 莫茲（Nancy Merz Nordstrom） ，更歸納了終身學

習的十大效益: 

（一） 有助於全面發展天生的才華。 

（二） 可促使觀念更為開通。 

（三） 能創造好奇與渴求的念頭。 

（四） 可以增進人們的智慧。 

（五） 能創造更美好的世界。 

（六） 有助人們調整變革。 

（七） 有助於發現人生的意義。 

（八） 會使人們樂於貢獻社會。 

（九） 結交新朋友，建立珍貴友誼。 

（十） 可導向自我充實的豐富人生。 

四、什麼是行動學習 

實際職場工作，經常面臨沒有現成答案的考驗，學習者需要結合自己的工作

經驗不斷學習，而已往的訓練，卻往往與工作現場脫節，訓練後，還需要學習者

結合工作進行理解和實踐。因此，英國學者雷吉•雷文斯（Reg Revans）在 1940 年

首度提出「在實際的案例中學習」的行動學習（Action Learning）法，強調有系統、

有結構、高成效的培訓，透過努力觀察人們的實際行動，找出行動的動機和其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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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能產生的結果，從而達到認識自我的目的。 

行動學習是一個學習歷程，小組成員針對工作中實際上碰到的問題， 在行動

學習教練的帶領下藉著提問和反思的方式來學習和解決問題，同時思考這個學習

經驗可以如何應用於個人，團隊和組織。 

五、行動學習的三要素與進行步驟 

行動學習著重解決問題。問題越複雜，時間越緊迫，愈為運用行動學習的時

機。行動學習有三項要素： 

（一） 願意在某項問題上承擔行動責任的學習者。 

（二） 問題，即是學習者嘗試想要解決的專題。 

（三） 固定時間集合討論專題，願意彼此支援，促進完成更多學習與行動的學習小組。 

    行動學習實施過程中，會有一位輔導顧問透過詢問協助團隊成員反思：成員

們學習到什麼，以及成員們如何解決問題。同時思考如何傾聽、如何重新定義問

題、如何回饋其它人、如何執行計劃、以及如何設定假設以形成信念及行動。透

過「反思」，讓成員理解「學到了什麼」與「如何學到的」，藉由此種學習的經驗

萃取新的知識技能，同時也透過「小組合作的氣氛」及「團隊溝通」學習團隊合

作的精神，其步驟及執行重點如下所述： 

 

步驟 執行重點 

1.開宗明義 向全體小組成員說明所面臨的困難、所要執行的一項或多項任

務 
2.成立小組 小組成員可來自志願參加者或由主管指派，其最好擁有互補的

專業技能和經驗知識，透過學習小組的模式，解決一個組織的

共通問題或合作解決跨部門的問題 
3.分析問題 分析所面臨的各項問題，思考解決問題的行動計畫 
4.問題詮釋 由問題提供者說明問題 
5.問題定義 學習小組將就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達成共識，並找

出困難、問題的癥結 
6.輔導顧問協助 由行動學習法督導員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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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執行重點 

7.確立目標 學習小組要確立目標(含個人、團隊及組織) 
8.制定策略 透過小組交流擬定行動策略 
9.採取行動 執行行動 
10.檢討 反覆聚會、研討、學習、行動 

    行動學習必須系統性思考問題，並根據實際環境進行問題解決，而在過程中

必須透過團隊合作完成學習目標，並培養在工作中學習的能力。 

六、張忠謀先生談終身學習 

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在對民間團體的一次談話中提到他對學習的看法： 

（一） 在學期間是培養求知心最好的時候，換句話，你要把握機會多方面培養興趣，

無論是文學、藝術、科學都行，這就是一種求知心。 

（二） 你必須培養學習的習慣，包括終身學習的習慣。如果年輕人在學期間既沒有培

養求知心，又沒有培養學習的習慣，我認為他是在浪費時間，那麼就算他考試

考再好，教科書背得再熟，我都認為沒有用。 

（三） 培養「思考能力」。學習只是一種 input，如果沒有經過內化(internalize)的過程，

去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那不叫思考。求知心及學習習慣是兩項基本能力，若沒

能在求學階段及時培養，完全是虛擲光陰。至於思考能力則是更進一步的能

力，如果想做些與普通人不同的事，非具備此能力不可。 

    事實上，普通人常掛在嘴邊的「活到老，學到老」，並非我所認同的終身

學習，因為每個人所堅持的終身學習絕非是泛泛的「活到老，學到老」，而是

必需以下 3 項要素： 

（一） 訂定目標： 

     終身學習必須設立長期目標，也可稱做終身目標，同時也要有長則幾年、

短則幾天的短期目標。 

（二） 有紀律： 

     就是你對學習要下決心，決定要花多少時間來從事終身學習，因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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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 相當嚴肅的事情。 

（三） 有計畫： 

        終身學習的最後一個要素就是要有計畫，學習如果沒有計劃就會事倍功半。 

七、GULL 案例 

美國環球終身學習大學（The Global University for Lifelong Learning、簡稱

GULL）)2007 年在美國加州創立，為世界最大的行動學習型大學。主要是提供開

發中國家人民在職學習和進修的機會，透過與其配合全球各地逾千個學習中心，

讓學員以行動學習方式取得專業文憑、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GULL 是為個人或團體本身願意努力積極改變現狀所設立之非營利性之學

校，行動學習的過程中沒有豐富的資源，僅取決於個人的意志。每一 GULL 的參

與者，不論是在公司上班或是位於偏遠地區，必須自行決定如何學習並與同儕合

作以得到有效的學習成果。GULL 的成立，並非與現行教育體制競爭，而是尋找

一固較寛廣且容易導入的終身學習認證方式。其目標是讓任何想學習的人，不管

其環摬、經濟狀況或是其學歷背景，祗要有意願者即可加入。在過程中，除可得

到完成自我實現及產生自信心之效益外，並可達成團隊合作及提昇學習技巧的的

額外功能。 

根據統計，世界有超過一半人口的收入低於 1 塊錢美金或更少，這代表著大

多數人受教育機會將小到無法改變現狀。且開發中國家中有 20 億孩童沒有適當教

育或根本無受教育機會，將註定與其父毋一樣貧窮，這對這些人們因想發展自我

卻沒有接受學前教育或無法承擔教育及其各項費用之泠酷事實，傾其全力亦難以

改變。至此，建立一個突破現狀且沒有障礙的教育機構， GULL 即為因此而設立

的一個可提供知識轉變及可能由貧轉富的一個平台。 GULL 總裁 Edward Mooney

於該校成立大會時特別說明：GULL 是用來世界上擴展個人學習及發展的機會，

特別是照顧到那些很難接受傳統學校教育及職場訓練的人民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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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與 GULL 配合之學習中心有澳洲等 22 國家計有 56 個單位加入，其中以

馬來西亞 18 個為最多。 

貳、心得與建議 

「行動學習」是當今最強大也最具有經濟效益的管理工具，由一組人透過不斷

的正確提問與反思過程來釐清問題、找出答案，在一連串的實踐行動中培養個人

與組織的學習力、創造力與領導力。行動學習現身於 1940 年代，卻在過去短短幾

年間開始席捲全球，不但波音、三星、奇異、海尼根、惠而浦等百大公司，甚至

政府組織、公共機構和中小型企業也都運用它來解決問題、面對挑戰。 

臺北市政府自 1998 年在文山區試辦第一所社區大學以來，即廣受市民歡迎，

成功地帶動終身學習的熱情，陪伴市民朋友達到活到老學到老的期望，政府已成

功建構一個全方位終身學習平台，以展開豐富的在地深耕文化。至 2011 年，全國

有 97 所社區大學，該年共有 27 萬學生加入學習行列，顯示終身學習的風潮已在

全國各地全面展開。 

終身學習是當前重要的教育思潮，世界很多國家已相繼將其列為教育改革的

主要指標。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更強調這是掌握新世紀的一把鑰匙，期盼國際社會

能共同制訂有效的教育政策，達成終身學習社會的理想願景。終身學習是人類進

入 21 世紀的一把鑰匙，希望每位國民為了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要讓每位國民都

能在自主的環境下學習，更應該教導國人再學習的觀念，鼓勵國人追求新知，增

進生活及工作技能，接受競爭社會的挑戰，並發揮個人最佳潛力，強化國際觀及

地球村知能。因此，應積極推展終身教育，建立學習社會，以促進個人發展及社

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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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訓練需求－實用、專業、民主的面向 

                                                

壹、內容摘要 

一、鼓勵員工以為組織灌能（Empowering Organizations by Encouraging 

People） 

    為改善組織首要之急是鼓勵員工，為員工灌能不是因做好工作而給金錢等報

酬， 而是在工作有績效後適時給予肯定。研究顯示，多數人離開職場或轉換其他

工作，不是因為待遇差，而是因為覺得未被稱讚或未得到重視，在稱讚或鼓勵等

態度背後，能使員工有強烈意願以實現組織願景，強化其自我價值 (Self-Worth)。

當員工受到雇主的稱讚及肯定後，更願努力投注完成組織之願景及目標。 

          不過這種讚賞的困難之處，在於個人對於讚賞不同方式（言詞)的反應及理

解， Gary Chapman 和 Dr. Paul White 透過所做研究，提出他們所體會到的員工

讚賞言詞為何、及老闆反應之形態，提供與會貴賓分享。 

     首先須認清組織經費有限，及老闆對於如何鼓勵員工並無概念，多數員工認

同計畫未能成功地鼓勵員工等項根本之事實，探求影響樂於工作人數的要素，先

看統計數據顯示，經理人認為離職是因待遇差等財務之理由占 89%，員工則認為

離職是由於心理、情緒等理由，而非財務理由占 88%。離職員工列出離職缺乏讚

賞為主要理由占 79%。北美相關報告指出，65%職場員工在去年未接獲肯定及讚

賞。尋求工作人員中列出以受到雇主重視作為找工作所設定的條件占 87%。  

          當員工感覺未受到重視或讚賞時，接著將會產生下列狀況：（一）挫折及喪

氣 。（二）不再努力工作。（三）被動作為。（四）開始內心不平和抱怨。（五）產

生另找工作想法。因此我們不能忽視職場互動的情緒所造成的各種頭疼難題，對

員工或同事所言，均要讓他們有受到重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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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影響樂於工作人數的要素，在於那些感覺到受到主管或其他同

事讚賞的員工人數。員工感覺受到重視，在於讚賞針對員工個人，並施予個人，

而且對於接受一方要給予言詞（lauguage）讚賞，並且要不斷的真誠表達，包括

時間合宜妥善，具體善待作為，運用禮品之致送及肢體接觸表達。至於如何決定

採用何種言詞或行動，建議放掉自己既有之言詞偏好，觀察別人所傳送之訊息，

以及對於言詞及期望之行動進行正確評估。 

工作上讚賞最簡易方式的排行榜，依序如下： 

（一） 給予口頭恭維（感謝關於… ; 告訴他們：「我很高興你是團隊的一部分」）。 

（二） 傳送電子郵件（我想告訴你的是…當你…那是真正對我有幫助的事）。 

（三） 停歇並看看同事正在做什麼，利用幾分鐘時間純粹閒聊及感受他們。 

（四） 與工作夥伴共同去做某件事（共進餐飲－職場裡或他處）。 

（五） 及時為他人做的小舉動（推開門、或提拿東西）。 

（六） 停下手上工作，並看看是否有人須要幫忙搞定。 

（七） 請喝咖啡、飲料，或請吃甜點、點心等。 

（八） 遞送他們喜歡事項的雜誌（如：運動、嗜好、喜歡之旅遊地點）。 

（九） 當他們完成一項工作，給予擊掌恭賀(尤其是具挑戰性，或已做了一段時間)。 

（十） 用微笑或握手給予同事溫暖的打招呼，及溫暖的迎接（如：「見到你真好」「近

況好嗎?」）。 

二、運用決策各過程作為實用的管理工具（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s 

Practical Management Tool ） 

         首先介紹決策的管理功能，決策過程的意義為何？管理決策的類型有哪些？

如個人與組織決策、重要的或例行的決策，並敘述三種決策模型：（一）經濟模型

（Economic Model）。（二）社會模型（Social Model）。（三）賽蒙的滿意模型（Simon＇

s Satisfaction Model）。最後提到決策是一種過程，在這過程將決策步驟分門別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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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及瞭解問題之情勢，界定問題，擬訂備選方案，並加以分析及評估，選出最

好的解決方案或決定，最後執行決策。 

         這場主講者為來自巴林的 Issa Bu Ali，課程最後舉例說明此種決策過程，以顯

示在競爭環境中永續人力的重要性。 

         決策的組成，包含問題解決、規劃、整合（organizing），以及延伸至思考及行

動等部分。而組織決策強調的是做選擇（Choice Making），這是組織決策的特色。

套用賽蒙所言：「決策與管理同義，不僅對備選方案做最終選擇之動作，也是泛指

整個決策過程」。 

      決策行為模型中，經濟模型假設前提如下： 

（一） 決策方法與目的都是完全理性。 

（二） 在一個完整、一致的偏好制度下，以進行備選方案的選擇。 

（三） 對所有可能的備選方案，都能全然理解與掌握。 

（四） 對於可作為決策最佳備選方案的任何衡量作法，不能加以限制。 

（五） 可能性的評定，既不引起恐慌，也無秘密可言。 

這種模型在現實中並不存在，而僅作為理論分析。 

    社會模型認為，人類不可能作出理性管理決策，絕大多數當代心理學家都有

共識，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s）對於決策行為和社會壓力造成重大影響

（impact）作用，影響到使管理者作出非理性的決策。 

賽蒙的滿意模型，提出管理人（administrative man）的概念來說明： 

（一） 管理者對於備選方案的選擇，在於完全滿意，或認為還滿意或夠好。 

（二） 認為感知世界是一個現實世界的簡化版，因此簡化其內涵，否則會使現實世界

空洞化。 

（三） 以滿意取代最大化，選擇時不以須具備所有可能性的行為備選方案為優先考

量，而且也不認為這就是所有的備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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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為對真實世界的放空，所以就使得決策僅以簡單之規則或習性作成，由此推

論賽蒙提出的管理人，必須理性及最大化，而實際上卻無能力做到最大化，理

由是物象是變動不居，而非固定不變，包含資訊不足，時間及經費的限制，以

及環境造成的影響。賽蒙的模式承認這些侷限性。 

    主講者提出決策過程分為６項如下：（一）問題的認知和瞭解。（二）界定

問題。（三）擬訂備選方案。（四）分析。（五）決定。（六）執行和回饋。這些

過程可以當作一個實用的管理工具，並舉實例加以說明。 

決策個案 

（一） 案由 

   某部會資深會計人員在財務作業上面臨一個難題，雖屬小單位，但卻是在

政府部門的一個重要單位，其業務在於為該部會籌編及審核預算，以及處理分

別由財務採購及勞務採購部門（Directorate of Material Management （DMM）

and Directorate of Services （DS））送來之供應商收據，據以支付款項。其法源

依據系財政部訂定的財務流程，及政府財政、會計政策，問題之引發，係在自

收據簽發至付款時常有稽延很長時間，而為供應商不滿及苛責，更糟的是在此

同時，財政部正在處理舊收據付款案，而使該部門面臨許多難題。 

（二） 問題界定 

   身為財務作業的資深會計人員，任何的收據到本單位我應該不遲延準時付

款，同時維護本部資產及不致使政府財務流程停頓不前。 

（三） 擬訂備選方案 

       透過自己省思，釐清所有可能的行動方向，或備選方案，以之作為執行或

解決問題之選擇，包括： 

1. 維持現行作法，同時問題也得到解決。 

2. 部規定供應商直接送收據給單位裡負責採購、使用及驗收人員，及簽收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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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收據付款之人員。 

3. 修正財政部流程，不經財政部管控，由部門直接付款給供應商，以縮短付款

時間。 

4. 建立一套新流程及標準，將單位所收到之所有收據加蓋日期戳章後收文、登

錄及處理，並對工作人員如何準時處理收據加以訓練及對其表現之查核。 

（四） 分析 

經檢視本項問題及備選方案，發現有許多部門或人員與採行備選方案選擇

行動至為密切，因為這些部門的任何選案，都關乎執行成敗，這些部門如：1.

財務作業單位之人員。2.財務運作業務主管之資深會計人員本人。3.會計主管

（即他的上司）。4.財政部。5.財務採購。6.勞務採購。7.取款之供應商。而選

定衡量各項備選方案的標準，也是必要的，包括：1.本部或政府是否接受該備

選方案。2.能夠解決問題？3.可行性如何？4.每一備選方案所需費用？為蒐集每

部門對備選方案之反應，因此對與備選方案有關的部門人員進行訪談。 

（五） 決定 

為獲得最佳備選方案，將各備選方案及各部門訪談結果，以表列呈現，發

現最被接受、可行性最高以解決問題的備選方案，係新訂流程與標準，及對部

門員工之訓練。 

（六） 執行和回饋 

決策已定，而且既定政策對於收據於單位審核時間不逾三日，因此必須簽

發付款憑 單，或者由執行的部會決定如何行動，同時也要針對如何審核收據

及簽發付款憑單之該單位人員，擬訂訓練計畫加以訓練。 

    訓練目的： 

（一） 節省公務處理時間。 

（二） 維護公庫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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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單位所需之收據時間最少化。 

（四） 提供員工處理收據的新技能，並加以改善。 

（五） 挽回機關尊崇地位與聲譽。 

    訓練預期成效： 

（一） 節省公務時間可以處理更多收據。 

（二） 改善機關與供應商之關係，消弭抱怨。 

（三） 解決收據延遲問題。 

訓練計畫：擬定訓練計畫，分三項如下： 

（一） 資深會計須對辦公室員工講授新知識的概念，如何審核收據，處理付款憑單，

以及收據簽收，所需時間約 30 分鐘。 

（二） 再次說明當收據來到單位，處理收據的相關概念，為時約 10 分鐘。 

（三） 答復有關對於手中收據不知如何審核、或者應退回到何處等問題。 

三、沙烏地阿拉伯 Aramco 石油公司永續人力 

（一）專業發展計畫（The Saudi Aramc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ademy）（SAPDA） 

      2010 年針對公司年青專業人員需求，強化學習發展的計畫，藉由提供模擬

工作 環境，激發潛能等經驗學習之機會，引導並整合新進員工，以促進公司

的蓬勃發展。 

  計畫目標是給予年青專業人員動機，將強化之職能順利地運用到工作環

境，進而彙成人力。因此給參加人員能夠有效完成工作的職能與技術需求，並

使其能成為終身學習者。整合型之行動學習，係讓參訓人員在駕駛座上，並主

動選擇、管理及評估本身之學習活動；屬性為結合理論、技術、實地參觀及實

務運用等之混成學習。同時也建立一個分享的、獨特的、學習經驗的專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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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課程內涵包括座談會，經驗活動及事件例證，其中以座談會為主，分

為安全、領導、商業溝通及志願服務等類；安全如：保健照護、公司安全、防

火維護等。領導如：計畫管理、商業倫理、公司價值、個人領導統御等。商業

溝通如：會議及討論、文書業務報告、演講分析等。志願服務如社區學習服務

等。 

  課程教法採學習者為中心，參與式與小組型態，課程第一天要求參加人員

組成行動社群，其中角色清楚分為組長、副組長、知識長、控時員及協調員。

訓期中由小組依油業營運、安全及社區學習服務 3 項主題，完成小組報告。課

程共 7 週，於 2010 年 4 月 3 日開辦。 

（二）訓練及發展（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 T&D） 

訓練與發展是組織中人力資源管理的一區塊，是人力資源的研習範圍，一

項專業及其主要的功能，更為改善人力在人力資源績效的主要策略。美國訓練

發展協會（ASTD）及國際績效改善學（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ISPI）都是先軀及推動者。阿拉伯世界則受到固有模式、傳統訓

練與發展之技術，極少的經費投注，及欠缺策略等傳統典範的限制，發展較為

遲緩。 

（三）Aramco 石油公司的領導與發展，人才管理面臨的挑戰 

本場次由 Aramco 石油公司的 Dale Murray 先生主講。主題以 2020 年之前

該公司相關之主管評選、任用與發展等策略上之挑戰；以及針對這些挑戰策略，

公司的管理發展處（th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MDD）之處置。

人才管理漸為公司的重要議題，隨著退休人員遽增（起因於啟動阿拉伯化造成

員額空洞），因此藉由系列管理過程，填補甫形成的縫隙。 

大量缺乏耐性的新進員工投入職場，他們比起上代員工樹立較高的職涯及

工作挑戰之目標，因而公司改變其策略對上游的國內油氣生產業者及下游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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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石化業者一樣重視，因此亟需充沛的全球化人才和差別化技能，這與先前情

況大不相同，形成公司所面臨之人才管理挑戰的「完美風暴」（perfect storm）。

管理發展處也須重新思考其角色及作法，除將主軸放在傳統之強化現任及儲備

主管之發展課程外，如同前述「完美風暴」形容的情況，是一種有效的策略，

也必須扮演直接發掘豐富的發展經驗的積極角色，以加速人才管理之進展，同

時培塑主管培育人才的能力。 

貳、心得與建議  

一、本屆國際培訓總會年會主題為「競爭環境中的永續人力」，會中安排的專題演講、 分

組討論及座談會，將永續人力的概念，分別從不同角度、面向加以探討，呈現其豐

富多元的內涵。專題演講：「人才主導」（Talent Master）、「領導變革」（Leading 

Chang）、「下一世紀的人力資源發展-永續績效和靈活策略」（Next Generation 

HR-Sustainable Performance , Agile Strategies）、「人力資源在推動公司創新的角色」

（HR’s Role in Driving Firm Innovation）、「為競爭性人力的職能管理-單一面向朝向

多元面向模式」（Competency Management for a Competitive Work Force：Moving away 

from one-dimensional towards multi-dimensional models）及「阿拉伯觀點下的情境領

導」（Situational Leadership from an Arab Perspective）。此外，在分組討論及座談會中

提到的概念，如：「策略性思考」、「訓練與發展」(T&D)、「終身學習」、「讚賞與激

勵」、「整合性行動訓練」、「組織能力建構」、「策略性查核與管控」等，都能有助於

與會人員對於「永續人力」的思考與啟發。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地方行政研習中心（以下簡稱研習中心）職司地方公務人

員在職培訓，在各項訓練業務的規劃設計，均須有永續發展的精神與內涵融入其中，

讓人力在組織中是一種全球化（globalization）、資本化（capitalization）的人力，而

且是有能力（capacities）的人力，以協助地方政府提升地方治理效能。 

二、阿拉伯世界是世人眼光中充滿著神秘，保守和勇於對抗色彩的地方，藉由參與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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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力培訓盛會，突破地域空間的限制，深入這個深感陌生的地方，屬於社會的、

文化的（政治除外），特別是人力資源，作親身第一手的觀察和探索。多數阿拉伯

國家由於油元豐沛，社會與經濟發展均有長足的進步，卻無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追求

財富，浮華奢侈享受的風氣。近年高樓大廈如雨後春筍出現，國際級觀光飯店及其

他建築，令世人印象深刻。在硬體建設的背後，其實也有社會人文的成就，以為發

展進步的強固後盾，沙烏地阿拉伯的 Aramco 石油公司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培訓

與專業發展課程計畫，即為顯例。 

    此次大會主辦單位「海灣生涯發展論壇」，其成立與績效表現，同樣也留下可

循之軌跡。該組織係由各海灣國家在人力資源管理、生涯發展和訓練等領域的專

家，專業人士組成的團體，2002 年召開首次會議，並宣示為一專業機構，並於 2004

年通過成為海灣專業機構的正式地位，每年召開年會，由科威特皇室贊助，及公私

部門 50 餘個專業的、跨國的組織，以及來自全球專家，專業人士及訓練從事人員

1500 餘人參加。該組織主辦的活動如：研討會、訓練認證課程、新聞發布、技術支

援、應用計畫及年會，其中年會主要為依會員的優先順序及利益，訂定主要行動計

畫、計畫成效、制度及方向等事項，作為年度業務推動之依據。相信經由這些有組

織有計畫的努力，人力資源發展在阿拉伯國家將呈現一番新氣象及傲人的成就。 

三、國際培訓總會每年設定專題，由各會員提出報告，送專家學者評選後於年會活動中，

頒發績優單位「最佳專題報告獎」（Best Paper Award），藉以肯定及表彰得獎者的努

力和成就，並達到觀摩和學習的效果。研習中心 2009 年榮獲「人事管理」類組首獎，

該年大會的評語為「培訓技法與績效優於其他訓練機構」，這是國內教育訓練單位首

次獲得的獎項。本屆年會，國內各訓練機構報名參加評選者非常踴躍，成績大放異

彩。國家文官學院榮獲「改善生活工作品質」類組首獎（Winner for the Work Life 

Balance category）及「加拿大訓協提供之卓越原住民培訓獎」（Certificate of Merit in 

CSTD Award category）類組績優；臺北市政府公務人員訓練處及臺北捷運公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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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最佳人力資源發展」類組績優（Certificate of Merit）。本屆參加競逐包括英國、 

美國、科威特、印度、波蘭等 11 個國家，共 30 件參賽作品，我國在給獎數 10 件中

獲得 4 件，誠屬難能可貴，這印證我國公私部門訓練機構現階段在永續人力、人力

資源發展及訓練專業等方面的能力已達國際水準，具有全球化的競爭力。未來人力

資源宜從跨國性（文化）整合，公私部門協力，客觀訓練與發展架構及能力，成就

評量指標等方面，延伸其深度及廣度，將對提升整體國家競爭力著有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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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結構化在職訓練－以科威特石油公司推行 S-OJT 為例 

 

壹、內容摘要 

一、結構化在職訓練－以科威特石油公司推行 S-OJT 為例： 

Carnevale 於 1983 年指出，人力資源主宰著經濟資源，並認為受過教育、有

訓練的人是經濟成長的根源。可知企業若能有效的培育員工，發揮員工職場上專

業能力，便可追求成長、獲取企業競爭優勢。在全球化與知識經濟的時代，無論

政府或民間企業均亟欲提升組織的競爭力，以因應環境變化並產生優良績效，其

中如何加強組織內部員工的訓練，不僅是邁向卓越的一項重要關卡，也是組織管

理的重要課題。大多數在工作場合工作中學習，因非正式或結構化，導致無法預

期的訓練效果，因此愈來愈多的組織開始使用結構化在職訓練（Structured 

On-the-Job Training）（簡稱 S-OJT）方式培訓員工，結構化在職訓練結合了教室學

習課程之一貫性和可靠度與在工作場合工作中學習之關聯性，更能符合組織管理

的訓練需求。 

（一） 結構化在職訓練之內涵： 

      結構化在職訓練是資深員工為新手在工作現場或與工作現場環境相近的

地點，透過一套有計劃的程序，以提升其在工作單元（unit of work）上能力的訓

練計畫。如其它類似計劃性訓練方法，結構化在職訓練能更可靠的達成預期的訓

練目標，訓練的發起目的明確，結構化在職訓練強調一對一的練習方式進行，訓

練場地應是實際工作的現場，或是在與工作現場環境相近的地點進行。 

（二） 科威特石油公司面臨員工訓練與發展挑戰： 

1. 如何確保新進工程師快速學習任務。 

2. 如何確保新進工程師遵守安全練習。 

3. 如何確保訓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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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鑑定最優秀工程師。 

5. 如何實施結構化在職訓練而不過度的影響生產。 

6. 以前的訓練與發展方法步驟不一致。 

7. 經理人的涉入有限。 

8. 無法明確的預期。 

9. 工作程序未回應學習需求。 

10. 工程師因缺乏進展而受挫。 

   本屆 IFTDO 年會中，來自科威特石油公司（Kuwait Petroleum Corporation）

的 Mohammad J.Bu-Rahmah 認為組織最大的資產為人才，不斷的培訓與發展人

才，方能獲得良好表現績效。科威特石油公司為因應時代挑戰與變化，訓練與發

展新進員工，維持高技能員工生產力，是科威特石油公司當務之急。 

（三） 科威特石油公司採行結構化在職訓練： 

      科威特石油公司為貫徹執行前述問題的發展方法步驟，發展一種廣泛全面

性的工作清單，讓每一位新進工程師將學習更快更好更一致。實施結構化在職訓

練方式，透過一套有計劃的系統程序，經由事前的需求分析、工作分析、培育訓

練人員、發展訓練模組、評鑑等步驟，有效的執行科威特石油公司的在職訓練，

並藉由此標準化的程序，有效的提升訓練品質，讓該公司的專業技術快速傳承與

發展，縮短訓練與執行績效之間的鴻溝，更可將該公司關鍵作業流程的隱性知識

有效地留存及傳承。公司與附屬單位堅定發展新進員工，規劃與生涯發展部為全

公司各部門設計與執行。 

（四） 採行結構化在職訓練之未來挑戰： 

科威特石油公司採行結構化在職訓練，下列挑戰亟待克服： 

1. 能否獲得利害關係人的支持。 

2. 能否維持發展和執行過程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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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否設計一個友善使用者系統。 

4. 全公司採行方法途徑之一致化。 

5. 員工良師益友檢查員關懷陞遷績效。 

二、人力資源培訓與發展改革新趨勢─阿拉伯世界無法缺席 

        本屆 IFTDO 年會中，Abdel Bari Durra 針對工業化世界與傳統的阿拉伯世界不

同的培訓與發展觀點，提出以下個人觀點和建議。 

（一） 工業化世界培訓與發展改革觀點： 

1. 培訓與發展（Train & Development）定義：確認、評估與經由有計畫的學習，

發展出有助於學習者改善當前或未來的工作之核心競爭力。 

2. 培訓與發展是人力資源發展領域中的主要方法。 

3. 培訓與發展是組織內廣泛的、持續的、交互聯繫的過程。 

4. 培訓與發展是一項在人力資本上的投資。 

5. 培訓與發展是一種採用社會與行為科學的研究理論模型與觀念的研究領域。 

6. 培訓與發展是一種運用多種當前學習改革模型與實務的研究領域。 

7. 培訓與發展利用評估培訓與非培訓需求的系統的與科學的方法，以及評估訓練

計畫的綜合性透視圖法。 

8. 培訓與發展在訓練計畫上著重當前與未來之員工績效。 

9. 培訓與發展運用人力績效科技（Human Performance Technology）運動的哲學與

實務：人力績效科技是一種以設計和發展具有結果導向的、綜合性的與系統性

的有效的干預，來改善組織產量研究與倫理實務。 

10. 培訓與發展利用科技與資訊科技突圍。 

11. 培訓與發展大規模使用現代訓練方法。 

12. 培訓與發展強調個體的學習。 

13. 培訓與發展計畫的有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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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利用培訓與發展任務與競爭力傾向。 

（二） 阿拉伯世界仍受傳統培訓與發展典範的支配，改善建議： 

1. 阿拉伯世界的行政管理發展組織需要開會研商改善。 

2. 阿拉伯世界各大學、培訓與發展協會、培訓與諮詢顧問組織等應該受邀參與。 

3. 國際培訓總會（IFTDO)應該被商量諮詢。 

三、拜會科威特文官委員會 

（一） 科威特文官委員會簡介 

      科威特目前共有 51 個大小部會，公務員達 24 萬餘人，科國各部會人員晉

用、分發等事務均由該國文官委員會主管，科籍公民人口僅一百餘萬，絕大部分

均在政府機關構任職，比例相當高，惟素質良莠不齊，問題叢生。科國政府亟欲

進行改革工作，以提振行政效率、強化國家競爭力和現代化。 

      科威特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Kuwait）擬訂有關科國政府

機構的組織、人員、工作計劃和發展總體政策。主管薪資政策，確保政府機關構

和私部門公司之間的協調。向當局反映涉及到公務員意見的具體建議。主管有關

公務員法令的專業諮詢與解釋。 

（二） 科威特公務員訓練制度 

      科國文官委員會雖然主管各部會人員晉用、分發等事務，惟人員的培訓仍

由各用人部會主導負責。以工業總署（Public Authority for Industry）（PAI）)為例，

該總署於 1997 年 1 月 15 日成立的目的是發展、促進和監督科國的工業活動，通

過鼓勵本地產業，保護和擴大生產，以及加強在工業部門的科威特人勞動力的能

力。培訓是人力資源開發的主要方法之一，以提高公務員的生產力。 

1. 有效的培訓策略包括： 

（1） 準確了解部門及個人的培訓需求。 

（2） 設計這些需求的培訓計劃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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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訓計劃的有效實施。 

（4） 評價學員參加培訓計劃之前中後在工作場所的表現。 

（5） 任務分析。培訓通常是建立在工作分析有助於確定的工作所需的特殊

技能。這一步可以通過審查組織單位的職能，並為員工的工作描述確

定。 

（6） 績效分析。透過審查工作人員的績效評價，以及與員工的直接上司開

會，可以透過培訓以克服員工績效的不足。 

（7） 行政主管（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和技術主管（Technical Supervisor）

監督培訓計劃，確定培訓需求的類型（例如：升級的訓練、解決問題

的訓練、新進員工的入門訓練，或新的工作方法和新途徑的訓練等）。 

2. 培訓的類型： 

    新進員工提供基本的訊息，他們需要履行該組織所規範的職務工作，以

員工為導向（Orienting Employees）的訓練可提供相關的訓練。 

（1） 內部培訓（in-house training） 

持續提升現有員工的技能，這將幫助他們適應工作更動的要求。由外

面的督導人員或講師提供內部培訓。 

（2） 當地培訓（Local training） 

培訓部門可獲得來自當地的培訓機構培訓的優惠，這些優惠悠關訓練

目標、訓練內容、訓練方法、講座簡歷、課程時間和成本等。 

（3） 外部培訓（external training） 

這種訓練是在無法透過當地培訓獲得新的技能時，派送到科威特外的

不同的國家實施。 

3. 評價和訓後追蹤： 

（1） 評估在對方案的組成部分學員反應方面的培訓計劃，以及評估每個培



42 
 

訓計劃的學員的學習水平，並可能持有一些測試，以評估學習水平。 

（2） 確保執行品質和檢測實施和修正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以確保培訓的有

效性。 

（3） 講座和培訓主管必須準備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的學員訓練表現的報告。

當學員結訓回到他的工作崗位，培訓部門透過向學員和其直接主管實

施問卷調查和訪談，來檢驗學員訓練後的反應、工作知識和技能和行

為趨勢的變化，評估學員的訓練績效。 

（三） 拜會過程與成果 

      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院）派員參加本次行程，更重要的目的是

拜會科威特文官委員會洽談雙方交流合作細節及簽訂培訓專案合作備忘錄，歷經

兩日精采的 IFTDO 年會活動後，於 4 月 16 日上午 11 時，由李副主委率文官學

院廖副院長世立等中華民國訓練協會 11 名團員，在駐科威特代表處劉代表國興、

李秘書樹東、涂秘書智永等人縝密安排與陪同下，拜會科威特文官委員會，洽談

合作備忘錄之內容及相關合作細節，該委員會副部長 Al-Roomi 率所屬幕僚等出

面熱烈接待。會談結論如下： 

1. 科威特外交部原則上已同意科國文官委員會與我國保訓會雙方簽訂 MOU 事

宜，俟再詳洽相關簽約細節後，即可擇期來臺（或我方赴科威特）正式簽訂。 

2. 有關交換研習部分，我方可提供國際人資發展研習之 1 至 2 名訓額予科威特文

官委員會，此外，我方可代為編排課程以培訓科國政府行政及財經人員，或編

排資訊科技領域之培訓課程及安排科國政府人員赴臺灣之公、私部門參訪研

習。 

     本次赴科威特參加 IFTDO 第 41 屆年會並順道參訪科威特文官委員會，

洽談簽訂培訓合作備忘錄，行程緊湊且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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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得與建議 

          本屆 IFTDO 年會主題在探討「在競爭環境中維持勞動力」及相關 10 大主軸

議題。面對全球化浪潮帶來之競爭環境中，如何維持勞動力，讓個人或組織通過

考驗，開創多贏之新局面，早已成為公私部門及學界探討研究之顯學。茲將此行

之心得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有關結構化在職訓練方面 

（一） 結構化在職訓練優於傳統的在職訓練： 

    長久以來，傳統的在職訓練大部分都是非正式的，也就是在執行前並未經

過預先的規劃和安排。造成許多組織在培訓員工時，面臨相當多的挑戰及問

題，而未見到顯著的訓練成果，然而在這樣的條件下，花費的人力、物力與金

錢，卻無法達應有的效益，影響經營績效及競爭力。 

            結構化在職訓練是以組織化、系統化的方式，透過一套有計劃的程序，來

執行員工的在職訓練。結構化在職訓練異於非結構化在職訓練，在於其實施的

流程是預先經過規劃的，以整體系統的觀點有計劃的在工作崗位進行訓練程

序，以助於確保訓練成效與效率。相較於傳統的在職訓練方式，結構化在職訓

練透過一套有計劃的系統程序，透過事前的需求分析、工作分析、培育訓練人

員、發展訓練模組、評鑑等，有效的執行企業的在職訓練，並藉由此標準化的

程序，有效的提升訓練品質，讓組織的專業技術快速傳承與發展。 

（二） 實施結構化在職訓練的效益： 

1. 使組織的教育訓練系統規劃與執行，與工作緊密結合。 

2. 從工作分析之知識、技術或能力等，建立更完整的訓練體系及訓練地圖，

並進而結構化設計及執行相關訓練。 

3. 清楚描繪學習地圖，確實掌握每項工作的核心知識。 

4. 訓練培訓員及建立訓練模組，縮短工作教導時數，大幅降低訓練成本。 

5. 當組織導入 e-Learning 系統時，書面資料建立完整（工作分解表、教材、 

教案的製作）可互相搭配。 

6. 使組織的專業技術(核心能力)快速傳承與發展。 

7. 能檢視練訓成效及訓練的適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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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構化在職訓練的挑戰： 

1. 適合的訓練員挑選不易：很難選到能有專業且兼具教人特質的訓練員。 

2. 推動過程中，參加人員工作負荷增加，現行工作與培訓兩者難以兼顧。 

3. 訓練模組建立不易：透過職務分析與工作分析，找出執行工作的能力項            

目，再規劃該訓練的項目，並做適當的訓練項目切割與整合實務操作不易。 

4. 教案編寫困難：有些教案編寫費時，通常都需要透過 5～10 次不等的檢討

才能定案，費時數個月才能完成。 

5. 資訊整合不足：組織內部的作業項目的合理化或最佳化不足，在進行工作

能力教導時，常常需要一併做工作分解、工作改善或整合最適的標準化作

業，也是推動中的一項挑戰。 

二、有關人力資源培訓與發展改革新趨勢方面 

組織最大的資產為人力資源，妥適的人力資源發展與管理，組織才能獲得良

好管理績效。在全球化與知識經濟的時代，無論政府或民間企業均亟欲提升組織

的競爭力，以因應環境變化並產生優良績效，其中如何解決組織人力資源發展問

題，不僅是邁向卓越的一項重要關卡，也是組織人力資源管理的重要課題。阿拉

伯世界的傳統培訓與發展觀點，已不符合世界人力資源發展與管理潮流趨勢，惟

有掌握世界人力資源發展改革新趨勢，體認培訓與發展是人力資源發展領域中的

主要方法，參酌工業化先進國家的培訓與發展改革觀點，運用多種當前學習改革

模型與實務的研究領域，採用社會與行為科學的研究理論模型與觀念的研究領

域，確認、評估與經由有計畫的學習，利用科技與資訊科技新知，才能發展出有

助於學習者改善當前或未來的工作之核心競爭力。 

三、有關推動國際業務交流方面 

（一）今年文官學院榮獲第 41 屆 IFTDO「2012 年全球人力資源發展獎」之「改善工作

生  活品質」類首獎以及「加拿大訓協提供之卓越原住民培訓獎」類績優獎，於

IFTDO 年會授獎典禮儀式中，深獲國際友人肯定與嘉許。未來為落實馬總統「黃

金十年國家願景」之「友善國際」願景，將更積極擴大國際參與，加強拓展國際

空間，強化訓練機構在國際組織場域影響力。掌握時機，積極參與國際會議活動，

瞭解及汲取全球人力資源管理發展新趨勢、觀念，並進而應用於文官學院培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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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實務，與國外人力資源發展機構進行知識及經驗交流，並建立各機關間彼此合

作夥伴關係，透過國際會議之參與，開拓國際視野，積極擴展我國國際能見度，

並傳承相關培訓理念、實務及技巧。此外，更應把握機會進行國民外交，利用時

機邀請各國訓練機關（構）中高階人員來台研習經驗交流，進而與其洽談公務人

員培訓合作事宜，透過訓練交流合作議題進行外交突破。面對日益頻繁且無前例

可循的國際交流業務，亟須增加文官學院具外語能力及涉外事務經驗之人力，並

須透過教育訓練逐步提昇文官學院同仁的外語、國際禮儀等國際化所必需之能

力。 

（二）此次拜會科威特文官委員會，對其亟欲進行改革工作，以提振行政效率、強化國

家競爭力和現代化的企圖心印象深刻，文官學院除可藉由此次與其達成簽訂合作

備忘錄之共識，我方可代為編排課程以培訓科國政府行政及財經人員，或編排資

訊科技領域之培訓課程及安排科國政府人員赴臺灣之公、私部門參訪研習，協助

科國提昇達 24 萬餘人之公務人力素質及改善行政效率。 

 

 

 

 

 

 

 

 

 

 



附錄 年會照片 

 

 

 

 

 

 

 

 

 

 

 

中華民國訓練協會全體團員於 IFTDO 第 41 屆年會會場合影 

 

 

 

 

 

 

 

 

 

 

 

IFTDO 第 41 屆年會分組討論會場與主講者 Isa Bu Ali 夫婦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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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理事長嵩賢及團員與 Prof.Jamal Alduaij 合影 

 

IFTDO 第 41 屆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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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DO 第 41 屆年會安排科威特民俗表演 

 

第 41 屆 IFTDO 年會安排科威特民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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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科威特代表處劉代表國興陪同李理事長嵩賢拜訪科威特文官委員會副部長 Al-Roomi 

 

駐科威特代表處劉代表國興陪同李理事長嵩賢及廖副院長世立拜訪科威特文官委員會

副部長 Al-Ro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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