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印象中优秀的培训经理，也许是：

� 会讲很多课

� 课程开发做得好，课程体系完善

� 良好的培训规划和管理能力，培训制度和流程清晰

� 善于沟通，能掌握业务部门的需求

� 熟悉业务，能帮助业务部门提升业绩

尽管目前大多数企业都设有培训管理岗位，但到底培训经理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什

么是优秀的培训经理？又如何能从优秀到卓越呢？

艾呈 ACT 是美国 Training 杂志在中国唯一的合作伙伴及会议承办方，Training 杂

志是美国最专业也最具影响力的培训与发展杂志，至今已有 49 年历史。艾呈 ACT 与美

国 Training 杂志将于 2013 年 1月共同推出国际一流的培训经理认证课程，艾呈 ACT 将

有幸作为美国 Training 杂志中国唯一的合作伙伴，承办本次活动。本次认证课程将邀

请 Training Clinic 的创始人 Jean Barbazette 来讲授卓越的培训经理如何在十大关键

领域不断提升培训管理职能，并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一个培训职能的管理者，这次培训

将帮助你成为企业的引领者！

JeanJeanJeanJean BarbazetteBarbazetteBarbazetteBarbazette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TheTheTheThe TrainingTrainingTrainingTraining ClinicClinicClinicClinic的创始人的创始人的创始人的创始人

Jean 于 1977 年创立 The Training Clinic，在美国，这是最大的“TTT”
（Train the Trainer）培训公司。Jean 致力于培训与发展行业已有
超过 35 年的经验，曾经任职于 Blue Cros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和 The City of Long Beach。拥有 Notre Dame de Namur 大学的社
会科学学士学位和 Stanford 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Pfeiffer 协会曾
于 1994 年发表过她的著作《成功的新员工入职培训》，第三版于 2007
年 1 月出版，Jean 的另一著作《培训讲师手册》由麦格劳-希尔于
2001 年 4 月出版。John Wiley 也相继在 2003 年出版 Jean 的《快速
案例研究》，2005 年出版《迈向培训讲师的胜任能力》，2006 年出版
《培训需求评估》和《成功培训的艺术》。Jean 最新的著作《如何管
理培训职能》在 2007 年由 Pfeiffer 为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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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参加的参加的参加的六六六六大理由：大理由：大理由：大理由：

本地性本地性本地性本地性
我们非常关注中国培训行业的发展阶段和特殊性，因此整合了国内一流专

家做好本地化的课程开发；同时邀请国内资深的讲师担任翻译和助教，帮

你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保证良好的互动和学习效果。

实战性实战性实战性实战性
认证课程本身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你现在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同时认证课程后的持续辅导和专业服务可以保证你在课后实际应用中得

到及时、有效的支持；

国际性国际性国际性国际性
认证课程内容紧贴国际前沿趋势，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国内很少有人

系统研究过，如培训职能部门审计，内部咨询流程等；

美国 Training Magazine 作为在全球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最专业的最具影响

力的杂志，其培训经理认证在美国培训专业领域是最具含金量的证书；授

课讲师 Jean 专注培训管理领域研究和授课已有超过 35年经验，是业内公

认的培训管理领域大师中的大师；

权威性权威性权威性权威性

加入我们的认证项目，意味着你将加入了全球超过 4万名的培训专业人士

网络，Training 杂志为所有学员打造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学习平台，提供包

括杂志、邮件、在线学习、在线讨论 Webinar、国际会议/参访等丰富的学

习方式选择，提供多种方式直接和国外业内专家和资深讲师沟通的机会，

为你长期的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持续性持续性持续性持续性

认证课程包括了大量的工具、方法和示范，课程的培训效果被美国 ISPI

国际绩效改善协会认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既符合中国现状的、又面向未

来的行业标杆认证项目；

领先性领先性领先性领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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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一个培训部门的愿景、使命和职能的优先顺序；

• 运用审计工具来衡量你的职能，并识别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 在内部咨询流程中学习和运用8个步骤；

• 运用 9种类型的测评工具来确认培训需求；

• 如何与管理层达成共识从而提升绩效；

• 运用“九步计划”让部门经理和员工取得共识；

• 学习如何针对培训的结果而非培训本身；

• 识别绩效改进计划中的关键元素；

• 运用技术来营销你的培训职能；

• 如何让培训紧跟最新趋势；

• 运用 100 分能力模型工具，评估如何去管理和发展培训部门的员工；

• 制定以结果为导向的行动计划；

• 掌握如何证明课堂学习和在线学习项目培训成本的合理性和监控培训预算；

• 运用培训后绩效分析工具，找出阻碍学习迁移的原因；

• 运用具体的方法让部门经理融入到学习迁移中；

• 找出学员在培训到培训效果转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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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参加：谁将参加：谁将参加：谁将参加：

� 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人士：人力资源经理、总监

� 企业大学校长及相关人士

� 组织与发展经理/总监

课前调研课前调研课前调研课前调研

设定目标设定目标设定目标设定目标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配配配配

和实践和实践和实践和实践

后续跟踪后续跟踪后续跟踪后续跟踪

辅导辅导辅导辅导

集中面授集中面授集中面授集中面授

辅导辅导辅导辅导

成果展示成果展示成果展示成果展示

认证流程认证流程认证流程认证流程



1. 培训经理的角色和职责：培训经理的角色和职责：培训经理的角色和职责：培训经理的角色和职责：通过培训职能审计工具，让你明确培训职能部门目前所处

的阶段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1. 内部咨询顾问：内部咨询顾问：内部咨询顾问：内部咨询顾问：八步内部咨询是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每个步骤都有大量的案例和

工具让你成为专业的内部咨询顾问；

2. 咨询顾问的角色和活动：咨询顾问的角色和活动：咨询顾问的角色和活动：咨询顾问的角色和活动：七种角色意味着七种解决方案，培训只是其中之一；

3. 问题诊断：问题诊断：问题诊断：问题诊断：九种需求诊断工具，让以后的需求分析工作不再走形式，同时又能真正

解决问题；

4. DIFDIFDIFDIF诊断诊断诊断诊断：：：：短小但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只有通过综合分析培训内容的难度D，重要性

I，发生频率 F，你才能通过不同的培训形式设计出有效的培训方案；

5. 绩效改进方案设计：绩效改进方案设计：绩效改进方案设计：绩效改进方案设计：十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绝对经典的范例，让绩效改进目标不再

是空中楼阁；

6. 影响力风格测试：影响力风格测试：影响力风格测试：影响力风格测试：只有明确自己的影响力风格，你才知道如何与业务部门和学员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

7. 培训的内部营销培训的内部营销培训的内部营销培训的内部营销：：：：如何让业务部门重视培训，如何吸引学员，如何展现课程的价值，

如何提升内部满意度。。。这个模块的讨论通常都非常热烈；

8. 学习迁移技术学习迁移技术学习迁移技术学习迁移技术：：：：如何把学习效果从课堂延伸到工作场合，这在美国也是最热的主题；

9. 培训项目的成本培训项目的成本培训项目的成本培训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收益分析：收益分析：收益分析：不知道第四级评估如何操作？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可以

让你很快计算出培训的投资回报率ROI；

10.专业认证证书专业认证证书专业认证证书专业认证证书:::: 在你参加三天面授认证课程，并如期提交课后作业之后，你将获得

由美国培训杂志颁发的证书，该证书被国际绩效改善协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SPI)认可。

十十十十大课程亮点：大课程亮点：大课程亮点：大课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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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课程大纲课程大纲课程大纲：：：：

一、一、一、一、管理一个培训职能管理一个培训职能管理一个培训职能管理一个培训职能

� 紧跟最新的培训趋势;

� 找到培训和发展的核心角色;

� 开发一个培训职能部门的宗旨、愿景和优先顺序;

� 学习如何保持专业和头脑清醒;

� 对培训部门职能进行系统化审计;

� 管理和开发培训部门员工;

二、二、二、二、内部咨询技巧内部咨询技巧内部咨询技巧内部咨询技巧

� 找到你的培训部门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 传统的培训与绩效咨询技术的对比;

� 如何持续进行内部咨询;

� 分析你在企业中的角色;

� 识别谁是你的客户;

� 在内部咨询流程中认识和运用8个步骤;

� 区分讲师、顾问和变革中心;

三、三、三、三、诊断问题诊断问题诊断问题诊断问题

� 找出特别的评估问题;

� 运用9项培训审计工具来检查管理者的角色;

� 确认是否培训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 让模糊的培训需求具体化;

� 区分培训需求和学员要求;

� 运用培训设计工具来诊断问题;

四、四、四、四、开发一个计划开发一个计划开发一个计划开发一个计划

� 学习绩效改进计划的十个组成部分;

� 决定是否使用原有的材料还是创建新的材料;

� 对绩效改进计划的案例进行回顾;

� 为回顾培训建议书制定标准;

� 运用工具来比较不同的培训实施方法;

五、五、五、五、与管理层和学员建立合作关系与管理层和学员建立合作关系与管理层和学员建立合作关系与管理层和学员建立合作关系

� 了解你的影响力风格;

� 对企业的反馈更迅速;

� 运用不同的策略更有效管理你的项目;

� 建立三方合作关系;

六、六、六、六、学习转移学习转移学习转移学习转移

� 定义学习转移;

� 找出学习转移的障碍;

� 确定由谁来应用已经学到的内容;

� 回顾培训后期绩效分析;

� 学习如何进行第三级评估来衡量学习转移;

七、七、七、七、管理培训预管理培训预管理培训预管理培训预算算算算

� 证明培训成本的合理性;

� 创建一个培训成本框架;

� 创建一个成本效益分析（投资回报率）;

� 找到绩效指标来证明培训的收益;

� 咨询技术运用和讨论;

特别赠送特别赠送特别赠送特别赠送：：：：你将会获得培训经理工具箱, 其中包含一

个培训职能部门系统审计工具、100分课堂培训讲师技

能手册和一个绩效改进计划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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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30-9:00 入场

9:00-10:30 培训

10:30-10:45 茶歇

10:45-12:00 培训

12:00-13:00 午餐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0-15:00 培训

15:00-15:15 茶歇

15:15-17:00 培训

17:00 回顾总结

认证课程日程安排



课程信息：课程信息：课程信息：课程信息：

课程时间：2013 年 1月 16-18日

课程地点：上海富豪环球东亚酒店（上海市衡山路 516 号）

三天授课费用：RMB 12121212888800000000元（含课程讲义、工具及翻译）

参会代表信息：参会代表信息：参会代表信息：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公司：

职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邮：

地址：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

户名：上海博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桥支行

帐号：9886 015474 000 5411

为了保证你的席位，请确保在会前付款，

我们将取消未付款的参会注册。

发票信息：发票信息：发票信息：发票信息：

发票抬头：

邮寄地址：

发票类型：会务费、资料费、咨询费、服务费（四选一）

联系我们：联系我们：联系我们：联系我们：

艾呈集团 ACT Group
美国 Training杂志在中国唯一的官方合作伙伴及会议承办方

T: +86 21 6054 3462 | +86 21 3460 3298

Email: event@act-consulting.cn

Website: www.act-group.com.cn

培训经理认证课程
Training Manager Certificate
参会注册表：参会注册表：参会注册表：参会注册表：

参会注册参会注册参会注册参会注册::::

请电邮你的参会注册表至：

event@act-consulting.cn

或致电：

+86 21 6054 3462｜+86 21 3460 3298

招生和区域代理合作联系：招生和区域代理合作联系：招生和区域代理合作联系：招生和区域代理合作联系：

龚乐 先生

Email: dgong@act-consulting.cn

T:+86 21 6054 3458

M:+86 137 6114 8336

特别优惠：特别优惠：特别优惠：特别优惠：

如你在11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前注册报名，并支付

全额费用，即可享受9折优惠！

会议住宿：会议住宿：会议住宿：会议住宿：

□ 我需要预定会场附近的酒店，请提供

酒店预订推荐。

相关条款相关条款相关条款相关条款

1.预定条款：请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前回

复你的参会注册表，以便预留席位。

2.付款条款：请在提交参会注册表后 5 个

工作日内，支付全额参会费用，所有参会费

用须在会前付清，我们将在收到款项后提供

发票。

3.取消、推迟及更改条款：如你在会前需

要更换参会人员，请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

ACT。确定席位后，若参会人员缺席或取消，

费用皆不予退还。或会议因故推迟，参会人

员仍可参加推迟后的活动，主办方不承担因

会议更换、取消及推迟所造成的损失。

4.主办方拥有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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