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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TD) 成立于1943年，前身为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
(ASTD)，是国际公认的专注人才发展的国际性协会
组织。ATD为全球超过35,000名会员提供服务，他们
分布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任职于各个行业的机构
和组织中。

作为拥有80年历史的国际性协会，ATD关注全球学习
发展，拥有权威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全球资源，为组
织和个人提供专业知识与服务，包括发布研究报告、
举办会议活动、提供培训认证、制定行业标准、表彰
最佳实践、出版刊物书籍等。

ATD秉承“赋能赋能者”的使命，致力于赋能专业人
士、开发专业人才。凭借高品质的专业内容与知识服
务，帮助本土及全球的TD团队和个人实现人才发展
知识体系与专业能力与时俱进，助力万千从业者学在
当下、赢在未来。

数字化转型时代下，人才发展人士需要

夯实基础 与时俱进 转型腾飞

关于A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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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于全世界组织的人才发展职能来说，正是挺身而出、领导变革
的大好时机。全球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劳动力形势发生巨大转变。很显然，
尽管当前时期充满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但公司必须灵活应对才能保持竞
争力。员工必须不断技能培训 (Rightskilling)、技能升级 (Upskilling) 和
技能重塑（Reskilling），沉浸在这种几乎连续的循环中。学习是重中之重。

如果组织想要开发出当前全球劳动力需要的稳健而成熟的员工发展计
划，那么人才发展职能就必须充分发挥作用。ATD 企业解决方案能够帮
助组织做到这一点。

近 80 年来，ATD 始终致力于为人才发展领域制定标准和最佳实践。我
们知道怎么做才是好的，我们能够帮助您确保学习发展团队接触所需的
资源，取得相关经验，提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并扩大他们的工作在组
织内的影响力。 

研究表明，致力于培养人才发展团队的组织往往都属于高绩效组织。他
们明白，投资于发展那些专门负责培养员工能力的人员对企业非常有意
义。这些组织的学习文化很深厚，而且也对组织业绩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我们邀请您花一些时间浏览本手册，以了解 ATD 如何帮助您的团队发挥
最高水平。

如果您准备好探讨适合您的解决方案，我们随时都在。

Amanda Miller
企业解决方案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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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TD企业解决方案成员之间的每次互动都会从咨询开始。
我们想要了解您的业务、人才发展团队如何运作，您的痛点
是什么，您的团队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想要更好地了解您的学习与发展团队的优势和增长机会？深入
了解我们的能力测评服务，该产品使用人才发展能力模型的评
估工具，为您提供关于如何提升团队运作水平的整体见解。

想要知道提升人才发展团队技能的最佳方式？了解可以在线
下或以虚拟方式定制和交付的团队培训方案。我们还可以帮
助满足资格要求的从业者通过国际认证。

渴望为您的团队提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才发展专业人
士建立联系，并且向该领域的顶级专家学习的机会？那么团
队出席会议活动可能是最适合您的方案。

需要即时访问资源、工具、模板、视频、文章、研究和其他信息，
以此作为制定最佳实践和新计划的依据？了解可供企业学习
账号会员选择的不同方案。

需要一个让您的人才发展领导者和高管向同行学习，并围绕
组织影响的最佳实践开展协作的场所？我们的 ATD人才发展
高管联盟可能最适合帮助您达成这一目标。

让我们开始吧

帮助您的人才发展团队充
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就是我
们的职责所在。
我们拥有能够满足您需求的解
决方案。

满足您团队需求的专业发展解决方案

一流的培训课程，帮助您的团队通过线	
上或者线下的方式来提升专业水平 团队出席世界级的会议和活动

人才发展能力模型TM评估，帮助您确定	
您的学习发展团队技能差距和优势

通过企业学习账号会员资格获得无限的	
资源、研究和学习机会

满足您团队需求的个性化学习计划 通过人才发展高管联盟为高级领导者和高
管建立同行社交网络和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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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能力测评
确定团队技能差距和优势

提升能力
个人

发展能力
专业

影响能力
组织

沟通

学习科学

教学设计

培训交付与引导

技术应用

知识管理

职业与领导力开发

教练

效果评估

情商与决策

协作与领导力

文化意识与包容

项目管理

合规与道德行为

终身学习

业务洞察力

咨询与业务伙伴

组织发展与组织文化

人才战略与管理

绩效改进

变革管理

数据与分析

未来准备度

ATD的人才发展能力模型TM是人才
发展专业人士的职业蓝图。模型明
确提出了学习和发展专业人士需要
具备的23项能力。所有能力分为三
个方面： 个人提升能力、 专业发
展能力和组织影响能力。

为帮助企业明确人才发展从业者能
力水平，有针对性的进行个人及部
门整体的能力提升。ATD根据人才
发展能力模型TM，提供三个方面能
力的测评，并将出具测评报告，让
从业者的能力优势与待发展方向更
加清晰了然，推进企业人才发展部
门及企业大学专业从业者的发展。

能力测评方式

ATD人才发展能力模型TM

评测流程

能力测评内容及数量 评测语言

能力测评整体平台及题目设置由ATD提供，企业仅需告知测评人数。我们会在设置好企业专属的测评链接后发送给
企业负责人，由组织成员自行进行测评。

组织影响能力 69题

与ATD中国
沟通测评需求

确认测评
人数

ATD设置专属
测评链接

企业组织
测评

ATD提供
测评报告

个人提升能力 49题 专业发展能力 73题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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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将整合从业者数据进行人才发展部门及企业大学自身团队的综合性分析，对比行业标准，提供整体综合性
报告。综合性报告的生成有助于人才发展部门或企业大学从整体的角度了解团队目前所处水平，有利于未来团
队整体发展方向的确定。

测评结果

从业者个体能力报告样例 部门综合性水平分析样例

ATD中国将为企业提供单独线上测试链
接，确保信息准确及保密。在测评全
部结束后，提供每一位参加测评人士
的从业者个体能力报告及整体部门的
综合性分析报告。

每位参加测试的从业者将最终获得其
对应三方面能力的报告结果，分别显
示其在个人、专业、组织能力方面的
优势与有待提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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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团队内训
增强专业发展
研究表明，高绩效组织更有可能对人才发展团队的专业发展进行大量投资。将ATD以研究作为基础的优秀课程，
以及世界一流的引导师带到您的公司，为员工提供现场或线上课程。我们可以为您的团队定制内训课程，以满
足您独特的需求，为您的团队提供将终生影响他们的学习体验。

ATD能够为企业人才发展团队提供11门中文证书课程、40多门英文证书课程，并且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交付。

完成课程后，学员将获得彰显其成就的证书和数字徽章。

有兴趣让您的团队成员获得认证？我们提供各种培训方案，帮助您的团队成员获得APTD®或CPTD®认证证书。如
果您希望通过专业证书为您的团队提供支持，那么您就是在向团队成员表明，您努力帮助他们获得成功，投资
于组织未来的发展。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发送电子邮件至 china@td.org 与ATD中国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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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职业资格认证

大师系列课程

中文证书课程

英文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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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人才发展会议
的团队套餐
ATD组织的各项会议和活动为您和您的团队提供建立同行新人脉关系的机会，而且这些关系将陪伴您终身。此外，
如果您派遣团队参加会议，与以个人身份参加相比，您的团队可以享受更加优惠的价格。团队参加会议后，将
所学知识带回工作岗位，与其他团队成员分享。

随着ATD全球足迹不断拓展，我们每年在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会议和活动，包括：
ATD国际会议会展（美国）、ATD科威特峰会、ATD非洲学习与发展大会、ATD中国峰会、ATD亚太大会、ATD日
本峰会等等。

线上资源及权益

ATD 全球活动

中国线上版

• 接触专家和思想领袖 • 世界级的社交机会

ATD 中国活动

• 参会费用优享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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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ATD企业学习账号获得
更多学习资源和专属权益
ATD企业学习账号是专门为各个企业大学、学习与人才发展团队所打造的国际专业资源平台。企业学习部门可根据自
身人数选择合适级别的账号进行开通，只需整体开设一个账户，就可以支持团队全体成员享受丰富的线上资源中心
与线下学习机会，并且享有ATD所有产品的团队优惠。

线上资源及权益 线下资源及权益
• ATD线上资源中心
• "习社系列" 在线分享
• 定制邮件消息推送

• ATD中国峰会免费门票及单独购买折扣
• ATD国际会议会展(中国线上版)免费门票及单独购买折扣
• ATD证书课程公开课课程折扣

一个学习账号支持整个部门学习 人才发展从业者专用社交圈 ATD线上线下多样资源整合

学习资源和专属权益

企业学习账号
权益与折扣

一级学习账号
（团队成员≤10人）

二级学习账号
（团队成员≤25人）

三级学习账号
（团队成员≤50人）

ATD中国峰会门票 3张 7张 14张

ATD中国峰会门票折扣 9折 8.5折 8折

ATD国际会议会展	(中国线上版)	门票 2张 6张 10张

ATD国际会议会展	(中国线上版)	门票折扣 9折 8.5折 8折

ATD证书课程公开课折扣 9折 8.5折 8折

线上资源中心 最多10个注册账号 最多25个注册账号 最多50个注册账号

ATD	Insight

“习社系列”在线分享

定制邮件及消息推送

支付费用 15,000元 (年) 35,000元 (年) 50,000元 (年)

人均投资 1,500元/人 1,400元/人 1,0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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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人才发展高管联盟”是ATD为中国甲方企业人才发展总监、培训发展总监、首席学习官、企业商学院院长等人
才发展高管打造的联盟组织。该联盟意在汇聚中国人才发展行业的先驱者，协力塑造人才发展领域的未来。联盟成
员将以ATD为平台，与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重新思考和完善人才发展专业。

ATD人才发展高管联盟

成员权益

接轨全球TD行业，共创人才发展未来

企业人才发展
高管共创论坛

海外研修及标杆
学习项目

全球专家资源 ATD版权内容

行业高管社交
平台

个人品牌展示
平台

行业对标调研 人才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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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企业人才发展高管共创论坛
当今人才发展领导承受巨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ATD 在中国创造了一个专享社交和学习机会，以满足人才发
展高管的特定需求。

ATD企业学习高管共创论坛是ATD为中国企业人才发展总监、培训发展总监、首席学习官、企业大学校长、企业
商学院院长等打造的一个高端封闭式学习机会，主要针对ATD企业学习账号成员以及部分受邀嘉宾，不接纳培
训或咨询业务供应商。

论坛内容包括ATD研究分享、企业实践讨论以及圆桌讨论等大量共创环节，在短时间内为高管们提供高效和有
价值学习和交流机会。

ATD将举办线上或线下活动，为企业学习高管们搭建国际沟通平台，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管理者、资深人才发
展专家，就当下热点话题和趋势开展分享和讨论。



不重塑TD团队,
何以重塑组织？ 联系我们

www.atdchina.com.cn
china@td.org
021-3106-3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