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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昌簡歷郭振昌簡歷
‧ 學歷：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社會工作組教育學士、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應用社會學組法學碩士、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社會學組第一位法學博
士、日本雇用職業總合研究所研修「職業分析」、美國勞動部研習「人力政
策規劃」、「人力預測與分析」

‧ 經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科員；高雄市立仁愛之家社會工作組組長；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專員、科長、專門委員、副組長、組長、桃園職業訓
練中心主任；九二一震災區就業重建大軍行動總部執行長；中正大學勞工研
究所兼任副教授（勞工福利與就業安全專題研究）

‧ 現任：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中國社會保險
學會理事 ；空中大學公共行政學系「職業訓練與就業安全」學科委員、兼任
副教授；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勞工行政與勞工立法、就業安全制
度）

‧ 研究專長：勞動市場政策、社會福利政策
‧ 著作：著有「就業安全研究」、「我國台灣地區就業問題分析與就業政策方

案規劃」、「就業安全政策--含就業市場、就業法規」、「勞工失業補償制
度之研究」、「邁向二十一世紀就業安全政策規劃之研究」、「職業訓練與
就業服務」（與詹火生等合著，修訂三版)、「職業訓練與就業安全」(與李
允傑等合著)

‧ 譯有「社會福利計劃論」(與林萬億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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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一、前 言言

人力資源發展的三大支柱︰教育+訓練+終身學習
(ILO 2004 195號建議書)

人口老化與少子女化

解決結構性失業，可提供失業者教育訓練，使其擁
有現存工作機會之職能，以重返職場，促進就業，
達到降低失業率之效果

面對資訊化、全球化日趨激烈的競爭，提供在職勞
工足夠的訓練機會，以提升其技能或培養第二專
長，增加職場競爭力，避免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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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林建山博士(June 15,  2006) 研究之整理彙示. 

廿一世紀的世界正在「扁平化」

─ ─做好準備【提升自己，確保具有國際競爭水

準的價值】，迎向公平的競爭環境，才是企

業或個人正確的因應之道。

人力資本人力資本
── ──漸漸成為廿一漸漸成為廿一世紀世紀知識經濟社會成長的知識經濟社會成長的

關鍵要素，也是國家競爭力的必要條件！關鍵要素，也是國家競爭力的必要條件！

職業訓練的職業訓練的使命與願景使命與願景



訓練是促進績效的重要一環。舉凡公司的管理訓練是促進績效的重要一環。舉凡公司的管理
革新、組織變革、新生產工具的使用及改善表革新、組織變革、新生產工具的使用及改善表
現不佳的員工等，都必須藉由訓練才能達成。現不佳的員工等，都必須藉由訓練才能達成。
但訓練的課程如何被廣泛的認同，引起注意，但訓練的課程如何被廣泛的認同，引起注意，
讓企業的老闆、派訓部門及受訓者認為訓練者讓企業的老闆、派訓部門及受訓者認為訓練者
所提供的課程是有益於公司競爭力的提升、增所提供的課程是有益於公司競爭力的提升、增
進部門的生產力及改善受訓者的工作態度與技進部門的生產力及改善受訓者的工作態度與技
術等，則必須有賴訓練者的行銷技巧。術等，則必須有賴訓練者的行銷技巧。



瞭解訓練流程瞭解訓練流程--是知己的工夫是知己的工夫

步驟一：訓練的設計
列出與課程相關的工作
作業內容
分析訓練需求
分析你的聽眾
撰寫課程內容
設計實習計劃
設計簡報
撰寫課程教材
課程試教
正式授課



瞭解訓練流程瞭解訓練流程--是知己的工夫是知己的工夫

步驟二：訓練的執行
介紹大綱
提供課程內容
指定實習（作業）
活動監督
給予回饋
分組討論（任務報
告）
總結報告

步驟三：訓練結果的評估
學員對訓練課程相關安排之

反應及滿意度
訓練結果之評估（學習測

驗）
訓練後是否有助於工作表現
訓練後是否對公司業務有正

面影響
訓練後投資報酬率（ROI）是

否增加



二、你是在賣產品，還是在做行銷？二、你是在賣產品，還是在做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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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做行銷時，必須注意，不是在推
銷產品的本身，而是在強調產品與客戶生
活的便利關係，採用你的產品之後，對客
戶在生活上有甚麼益處？這是客戶最關心
的。對於訓練課程的推銷，也是一樣，必
須強調接受你的訓練後，對公司有甚麼好
處？競爭力是否提升了？對受訓者個人來
說，是否有利於改善他的工作，是否對他
的生涯發展有幫助？



下列公司，你認為它賣產品的答案是甚麼？下列公司，你認為它賣產品的答案是甚麼？
行銷的答案應該是甚麼？行銷的答案應該是甚麼？

公司名稱
（Company）

產品答案（Product 
Answer）

行銷答案（Marketing 
Answer）

American Express

Proctor & Gamble

Microsoft

DaimlerChrysler

Amtrak

Prudential 
Insurance

Coca-Cola

Dell

Verizon

Pfizer



下列公司，你認為它賣產品的答案是甚麼？下列公司，你認為它賣產品的答案是甚麼？
行銷的答案應該是甚麼？行銷的答案應該是甚麼？

公司名稱
（Company）

產品答案（Product 
Answer）

行銷答案（Marketing 
Answer）

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 生活與消費的便利性

Proctor & Gamble 生活日用品 品質

Microsoft 軟體 解決方案

DaimlerChrysler 旅行車 安全、舒適、行車風格

Amtrak 火車 渡假

Prudential 
Insurance

保險業務 終身服務

Coca-Cola 飲料 清爽、享受樂趣

Dell 電腦 物美價廉，維修方便

Verizon 網路服務 高速連線

Pfizer 西藥 健康



三、認識你的行銷對象三、認識你的行銷對象

對訓練者而言，其行銷對象有三種人，對訓練者而言，其行銷對象有三種人，
必須針對不同對象，做不同的行必須針對不同對象，做不同的行
銷：銷：

一一 當事者（當事者（ClientsClients）：指公司能提供）：指公司能提供
訓練經費的行政主管。訓練經費的行政主管。

二二 客戶（客戶（CustomersCustomers）：指公司授權負）：指公司授權負
責派訓的經理人。責派訓的經理人。

三三 消費者（消費者（ConsumersConsumers）：公司參加訓）：公司參加訓
練的人。練的人。



2007/08/31 13

對當事者（對當事者（ClientsClients）行銷重點）行銷重點

‧課程與公司願景、目標、策略的關聯性；

‧課程訓練後的投資報酬率（ROI-Return On 
Investment）；

‧課程與提升公司競爭力的關係；

‧課程與提升公司附加價值（value）的關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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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戶（對客戶（CustomersCustomers）的行銷重點）的行銷重點

‧訓練目標是否能解決相關部門的問題；

‧怎樣選派適當的人參訓；

‧訓練費用與公司預算是否能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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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sConsumers）的行銷重點）的行銷重點

‧參加本課程能得到那些報償或升遷；

‧保證本課程可以應用在工作上；

‧可以與其他公司相關人員作經驗分享並結
交朋友；

‧訓練地點的便利性或渡假性等。



四、如何提升你的訓練服務四、如何提升你的訓練服務

AlignmentAlignment：：定位公司的願景與目定位公司的願景與目
標標;;

ProductProduct：：產品理性地成長產品理性地成長

PromotionPromotion：：行銷不僅靠廣告行銷不僅靠廣告

RelationshipRelationship：：與客戶建立關係與客戶建立關係



2007/08/31 17

創造定位創造定位

‧ 定位公司的任務、使命

‧ 找出公司面臨的問題

‧ 公司準備採取的措施

‧ 確認參訓者面臨的工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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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的步驟定位的步驟
‧ 確認公司的使命

‧ 確認公司排列前五名的企業目標

‧ 與主管、資方代表及受訓者針對以下六個項目
面談：

– 你做些甚麼？

– 你如何做？

– 何時及何地去做？

– 為何以那種方式去做？

– 你與何人一起做？

– 我如何能幫你做得更好？



五、隨時不斷地發揮你的創意產品五、隨時不斷地發揮你的創意產品

訓練課程須不斷地創新，才有新鮮感，才具有吸引訓練課程須不斷地創新，才有新鮮感，才具有吸引
力，以下是蕭恩力，以下是蕭恩..霍普金斯帶領大家作腦力激盪：霍普金斯帶領大家作腦力激盪：

推銷事業演練 

1. 分組後，選擇以下一種產業，與你的組員作腦力激盪，研

商如何推銷你的事業（新的行銷策略），吸引新的客戶。

2. 無經費上的限制，但你的想法必須「合理」。 

3. 儘可能地發揮你的創意。 

公司名稱：： 

     New Millennium（銀行業） 

     Java Hut（咖啡店） 

     Fit-for-Life（運動用品） 

     Beauty and the Beast（髮型店） 

     Bibliography（書店） 

     The Rose Petal（花店） 

     Groceryland（雜貨店） 

     Bow Wow Meow（寵物店） 



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
（（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

一一 吸引聽眾的注意吸引聽眾的注意

1. 突出的設計

2. 強烈的色彩

3. 大型文字

4. 有力的攝影技術

5. 吸引注意的大標題



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
（（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

（二）抓住聽眾的興趣（二）抓住聽眾的興趣

1.1.參加的人是誰參加的人是誰

2.2.為甚麼來參加為甚麼來參加

3.3.他們想學到甚麼他們想學到甚麼



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
（（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

（三）刺激聽眾參訓的慾望（三）刺激聽眾參訓的慾望

1.1.上了這個課程後，可以幫助你上了這個課程後，可以幫助你
解決那些問題解決那些問題

2.2.受訓者如何得到好處受訓者如何得到好處

3.3.受訓者如何獲得進步受訓者如何獲得進步

4.4.受訓者可以得到那些別人所無受訓者可以得到那些別人所無
法得到的東西法得到的東西



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六、贏得公眾注意的步驟
（（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Steps to Winning Publicity））

（四）展開你的事業（四）展開你的事業

1.1.鼓勵你的聽眾現在就採取行動鼓勵你的聽眾現在就採取行動

2.2.報名手續儘量簡單容易報名手續儘量簡單容易

3.3.走向你的當事人、客戶及消費者走向你的當事人、客戶及消費者

4.4.讓你的行銷對象輕易地與你共展讓你的行銷對象輕易地與你共展
事業事業



七七、、富有創意的行富有創意的行銷技術銷技術

（一）焦點群眾（（一）焦點群眾（Focus GroupFocus Group））

將一些重要的客戶組成焦點群眾，請他們將一些重要的客戶組成焦點群眾，請他們
就你的訓練課程是否符合參訓者的需求提出忠就你的訓練課程是否符合參訓者的需求提出忠
告，並請他們提出如何才能符合他們新的需告，並請他們提出如何才能符合他們新的需
求。這些焦點群眾將能告訴你如何在「真實世求。這些焦點群眾將能告訴你如何在「真實世
界」走往正確的方向。界」走往正確的方向。

（二）信息追踪（（二）信息追踪（followfollow--up messageup message））

訓練部門必須對參訓者樣本進行追踪，俾訓練部門必須對參訓者樣本進行追踪，俾
瞭解參訓者是否能將訓練所學到的技能應用到瞭解參訓者是否能將訓練所學到的技能應用到
職場上。職場上。



七七、、富有創意的行富有創意的行銷技術銷技術

（三）主動邀請（（三）主動邀請（InvitationsInvitations））

取代開放式研討會，而針對你覺得會受益的人或取代開放式研討會，而針對你覺得會受益的人或
你需要他們幫助的人發出邀請函。不要等到他們來找你需要他們幫助的人發出邀請函。不要等到他們來找
上你，你必須主動走向他們，這對你的訓練產品行銷上你，你必須主動走向他們，這對你的訓練產品行銷
才有幫助。才有幫助。

（四）學習午餐（（四）學習午餐（LunchLunch＇＇nn LearnsLearns））

設計一系列輕鬆易懂的設計一系列輕鬆易懂的4545分鐘快速學習課程，上分鐘快速學習課程，上
課地點選擇在辦公室場所的午餐時間，可以利用這個課地點選擇在辦公室場所的午餐時間，可以利用這個
模式迅速滿足參訓者的訓練需求。模式迅速滿足參訓者的訓練需求。



七七、、富有創意的行富有創意的行銷技術銷技術

（五）線上社群（（五）線上社群（OnOn--line Communityline Community））

可以為上過相同類型課程的參訓者設立線可以為上過相同類型課程的參訓者設立線
上知識社群，讓他們可以在社群中作資訊分上知識社群，讓他們可以在社群中作資訊分
享，發問問題，並交換工作經驗及分享成就。享，發問問題，並交換工作經驗及分享成就。

（六）線上商店（（六）線上商店（OnOn--line Storeline Store））

在訓練服務網上設立線上商店為行銷對象在訓練服務網上設立線上商店為行銷對象
服務，可以代為訂購訓練相關教材、圖書室的服務，可以代為訂購訓練相關教材、圖書室的
書籍及相關服務。書籍及相關服務。



七七、、富有創意的行富有創意的行銷技術銷技術

（七）優勢展現（（七）優勢展現（ShowcaseShowcase））

舉辦年度訓練發表會，展現你的訓練成果，在發舉辦年度訓練發表會，展現你的訓練成果，在發
表會上進行小型研討會並作簡報，此一發表會類似訓表會上進行小型研討會並作簡報，此一發表會類似訓
練會議，邀請你的重要客戶參加。練會議，邀請你的重要客戶參加。

（八）利用網站作互動平台（（八）利用網站作互動平台（Web SiteWeb Site））

利用你的網站做為與外界接觸入口，你的服務網利用你的網站做為與外界接觸入口，你的服務網
站應包括主要通路，如訓練服務項目、課程名稱暨內站應包括主要通路，如訓練服務項目、課程名稱暨內
容、工作輔助教材、網路線上學習及與行銷對象的互容、工作輔助教材、網路線上學習及與行銷對象的互
動平台等。動平台等。



八、顧客期待的四個八、顧客期待的四個RR

一 Responsive 回
應顧客的需求

二 Reliable 信 賴
產品與服務水
準的一致性

三 Results有一定
品質的結果

四 Relationship
與顧客的良好
關係

 

   

可信賴的提供者 

表面與實惠賣方 

產品賣方 

夥伴 

問題解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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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論與心得感想九、結論與心得感想

‧訓練品質的好壞固然會影響客戶對你未來
的需求，但既使你的訓練品質好，如果不
透過有力的行銷，仍無法保證你的客源會
綿綿不斷，可見訓練者的行銷是多麼重
要。

‧本項研討會讓我們學到甚麼是真正的行銷
技巧，尤其蕭恩.霍普金斯（Shaun 
Hopkins）所提供的58項行銷技術值得我
們訓練單位作參考。



謝謝 謝謝

Thank  YouThank  You
ccguo.tw@yahoo.com.twccguo.t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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