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ASTD會議—台灣研習團 
ASTD 會議簡介                                                            
AST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position是由世界上最大的職場學習與績效組

織—美國訓練與發展協會ASTD(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所
主辦。此協會成立於1943年，迄今已邁入69個年頭，其中會員遍佈全球逾300多
國。大會於每年度邀請關心在職學習與從事教育訓練之學者專家及實務界人士，

共赴此全球最大國際學習盛會，以掌握最新的教育訓練脈動與實務趨勢，並提供

與會者親睹世界級大師的風采，及聆聽其獨到見解的難得經驗。 
 
2012 ASTD 的會議上，230個活動課程是圍繞以下會議主題:  

1. 職業發展 

2. 培訓設計與實施 

3. 全球人力資源發展 

4. 領導力發展 

5. 人力資本 

6. 學習技術 

7. 衡量評估及投資回報率 

8. 行業發展趨勢 

 

 

 

  



2012 ASTD 主題演講者                                                          

2012 年的會議，特別邀請詹姆 柯林斯（Jim Collins），

他是暢銷書《基業長青》(Build to Last)及《從 A 到 A+》(Good 
to Great) 的作者。柯林斯從 1988 年起任教於史丹福大學企管

研究所多年，並於 1992 年榮獲史丹福傑出教授師鐸獎。多年

來，他曾經擔任從默克藥廠、星巴克、嬌生、時代集團等數百

家企業的顧問之外，也成為許多非營利組織諮詢的對象，包括

約翰霍普金斯醫學院、彼得杜拉克非營利管理基金會、和美國

前副總統高爾的政府改造會議都曾向他請益。 

另外一位主題演講者為知名的華裔學者高健 (John Kao)。高健畢業於耶魯大

學，除了擁有耶魯的醫學博士（MD）學位外。他亦擁有哈佛的

MBA 學位。高健在哈佛做了 14 年的教授，他教的課程是跟創意

與創業有關的，在哈佛很受歡迎。高健不僅教授創意與創業課程，

還開過好幾家公司，公司經營業務橫跨生物工程到創新管理的多

個領域。他創辦的“高公司”（Kao & Company）主要業務是給幸

福 500 強的企業、以及政府機構的領導者提供諮詢服務。他曾被

經濟學家雜誌（The Economist）稱為“創意先生”(Mr. Creativity)。
最有名的著作是《創新國家》。 

 
Heidi Grant Halvorson 也是今年被邀約的主講者之一，她是一

位社交心理學家兼教育顧問，最近成為 Lehigh 大學的心理學

副教授。她是激勵與成就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也協助合編一

本教科書 The Psychology of Goals（Guilford 出版社，2009 年）。

她的研究領域著重在了解人們如何回應挫折和接受挑戰，以及

個人追求的目標類型如何塑造這些影響。同時，她的學術也在

探討 “目標如何影響自律、成就、自我感官、說服力和身心健

康”。海蒂也在著名的期刊上發表文章，例如:個性與社會心理學期刊、實驗心理

學期刊、個性與社會心理學學報等諸多期刊。 

 

 

 

    相關大會訊息歡迎參考網址: http://www.astdconference.org/ice12/public/enter.aspx 
   



研習團簡介                                                            
活動時間： 

2011 年 5 月 5 日至 5 月 12 日  
會議地點： 

美國丹佛 (Denver) Colorado Convention Center 
活動目的： 

為提昇國內人力素質，增進企業國際競爭力，自強基金會特籌組 
「2012 ASTD 會議—台灣研習團」， 參加一年一度全世界最大的教

育訓練研討會—ASTD 2012 國際會議及展覽，希冀藉由專家的隨團

指導及團隊學習的精神，協助國內各界菁英拓展國際視野及增進國

際交流的經驗，並學習國際最前瞻與創新的訓練趨勢及實務。 
活動地點： 

本年度會議的舉行地點將設在位於美國丹佛 (Denver) Colorado 

Convention Center。丹佛市是美國科羅拉多州首府也是最大城市，位

於雄偉壯麗的洛磯山東麓。丹佛地處內陸，終年風和日麗，氣候宜人，

以盛產康乃馨著稱。一年中有300多天陽光普照，空氣清新，丹佛的

市區有公園100餘處。城內至今還存留著十九世紀初的模式：堅固的

城牆，古老的宮殿，高大的教堂，狹窄的馬路。市中心為州議會大廈，

周圍有藏書上百萬卷的公共圖書館，還有藏有古印第安人藝術珍品的

藝術博物館。美國兩大鑄幣局之一的聯邦政府鑄幣局即設在丹佛。  

參加對象：  

 企業經營管理者、團隊經理人 

 人力資源訓練或管理工作者 

 數位學習之服務開發或專業管理人士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協辦單位： 
ASTD Global Network Taiwan 

 
研習團規劃及特色                                                        
※規劃重點: 

1. 行前專題討論及說明會：由專家指導研習重點及方法，並進行分組選課，

希冀在 ASTD 會議提供之課程裡去蕪存菁，達成行前完善的準備工作，以

增加個人學習效果。 
2. 參加 ASTD 會議：依據行前之規劃，配合個人興趣及專長參與會議、展

覽、以及 ASTD 之交流活動。 
3. 研習討論會：會議期間將利用晚上時間舉行研習內容之討論，並透過專家

的指導及協助，將會議的學習心得作深入討論及交流，希冀達到團隊學習

的相乘效果。 



4. 企業參訪：會後安排科羅拉多州勞工與就業部 Colorado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以實地瞭解科州勞工與就業部如何在勞工及企業之間扮

演協調與輔導的角色，最終能創造 20000 個工作機會，並協助企業維持其

競爭力。 
5. 返台成果分享會：收集整理團隊學習之資料，並舉行成果分享會，將學習

心得與國內各界菁英作交流，除了達到擴散效果，並將學習成果作進一步

的延伸應用。 
※研習團特色: 

1. 參加本團，即可以 ASTD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 名義報名，可享註冊費優

惠，另享 e-membership 的權利。（原價 USD1,800元，優惠價 USD1,239元）。 
2. 全程食、宿、機票、交通及參訪活動之安排。飯店住宿、機場接送及企業

參訪之交通安排等。 
3. 行前討論及說明會協助團員挑選研討會課程，在 230 多場的課程裡去蕪存

菁，做好萬全的行前準備。 
4. 實地參訪科州勞工與就業部，瞭解這組織是如何在美國各州、科州當地行

政機構及企業之間有效率地運作並且確實地扮演協調與協助者的角色，以

添加參訪團學習之旅的效益。 
5. 參加龍之夜活動，可藉此餐敘機會與在美華人及與會華人相互交流。 

6. 透過參與本次研習團之活動，與從事人力資源之各界菁英共同研修討論、

相互學習，並建立更寬廣的人脈網路。 
7. 凡全程參與本次研習團之活動，包括行前討論及說明會、ASTD 會議、研

習討論會，以及企業參訪，將可獲得 ASTD 所授予之結業證書，及免費

參加返台後之研習團成果分享會。 
預定行程內容                                                             
※行程表 

行程 日期 星期 地點及活動內容 

第 1 天 5/5 六 台  北 丹佛 

第 2 天 5/6 日 
丹佛 

參加 ASTD 研討會/台灣研習團研習討論會 

龍之夜晚宴 
第 3 天~ 
第 5 天 

5/7~ 
5/9 

一~ 
三 

丹佛 
參加 ASTD 研討會/台灣研習團研習討論會 

第 6 天 5/10 四 
丹佛 

上午:企業參訪: 科羅拉多州勞工與就業部 
下午:文化參訪:  丹佛著名文化景點 

第 7、8 天 5/11~12 五 丹佛 台  北 

1. 透過本會報名，可享 ASTD 優惠註冊費。 

2. 參加本團，享受團員統一報名專屬服務及行程。 



費用及報名                                                               

※ 活動費用: NTD 70,000(暫定) 

費用包含： 

1. 機票：聯合航空台北來回團去團回經濟艙機票乙張。  
2.住宿：旅館住宿二人一室(如住單人房需補差額); 不含飯店早餐 

3.交通：機場至旅館團體往返接送(展覽期間大會提供免費 Shuttle Bus 往飯

店及展場) 。 

4.企業參訪：參觀門票、當日午餐及晚餐、及車資保險 。 

  費用不含: 

1. 護照規費調漲 NTD1,800 及美國簽証費 USD131(按當天匯率換算台幣)。 

2. 私人電話費用，床頭小費。 

3. 研討會註冊費用。 

4. 5 月 6 日的龍之夜晚宴，自費 USD50 

5. 上述未列之餐費及交通。 

   5. 指定單人房及商務艙差價。 

 
 

報名方式                                                              
1. 2012ASTD 會議-台灣研習團報名表下載。 
2. E-mail 報名: ASTD@tcfst.org.tw。 
3. 報名時需繳交報名表、護照影本、美簽影本及訂金 NT$15,000 元，以確保

機位及住房。 
4. 訂金及餘款請以即期支(匯)票、現金或信用卡繳交。 
5. 報名後取消者，訂金概不退還。餘款請於 101 年 4 月 10 日前繳清。 
6. 請儘速報名，名額有限。 

※報名截止: 2012年3月15日 



企業參訪                                                                 

※科羅拉多州勞工與就業部 － Colorado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科羅拉多州勞工與就業部的任務：保護和提升勞工的工作環境完善及健全，

和勞工的工作活力；他們在勞工及企業間扮演著多種的角色；例如：協調者、市

場資訊提供者、教育者、輔導者、推廣者、傳達者、研究者、協助者及保護者。 

為了符合科羅拉多州納稅人的需要，勞工與就業部警覺到整體部門及服務方

式須轉型：這組織必須有效性地和有效率地；所提供的資訊及工具是必須協助科

羅拉多州的企業及勞工永遠保持著競爭力。於 2012 年，他們採用『策略性的計

畫流程』來因應文化的改變，並且也注意到往後的計畫是要符合科羅拉多州人民

的需求。同時也期望這策略性的計畫執行後，於 2012－2014 年之間將可提高

20000 個就業機會。 

 

龍之夜晚宴                                                            

邀請大中華各地區的參訪團員，可藉此餐敘機會與在美華人及與會華人餐敘以及

相互交流，不但促使團員感情增溫，更可相互交流參展經驗與心得分享。 

 

 

旅館簡介 ：Hilton Garden Inn Denver Downtown (或同等級飯店) 
 
    Hilton Garden Inn 位於 Welton Street 上，就在大會會場 Convention Center 
的對面。飯店附設室外游泳池 (全年開放)以及健身設施。飯店的商務設備及服

務包括小型會議室、商務服務和影音設備。設有酒吧/Lounge 酒吧和咖啡廳。全

館均為禁菸區。客房附有 42 吋平面電視，並提供付費有線/衛星電視頻道、DVD 
播放機直撥電話。電冰箱和咖啡機/沖茶器。吹風機及空調。上網免費。 

 

 

活動諮詢                                                                

詳細參團活動內容，觀迎電洽自強基金會 許小姐。 
電話：03-573-5521 轉分機 3166，傳真：03-572-6352。E-mail: ASTD@tcfst.org.tw 

 

 

 

 

 

※本基會保留企業參訪行程變動、時間及飯店調整之權利，行程若有變更將會提

前告知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