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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才發展品質管理手冊附件摘要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手冊 附件摘要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文件體系表件： 
人才發

展品質

手冊 

程序、辦法 規範、標準 表單、記錄 

緒論 02組織章程 04營運計劃表   

計畫篇

(P) 

TP-01文件及記錄管理程序   
訓字 TR-01A文件一覽表 

訓字 TR-02A記錄一覽表 

訓字 TP-02訓練需求調查管理

辦法 

01法令依據、  

03市場需求調查報告 
訓字 TR-03A訓練需求調查表 

訓字 TP-03專業訓練人員職能

管理辦法 
 

訓字 TR-04A專業訓練人員職

能標準表 

訓字 TR-05A職能評核表 

設計篇

(D) 
訓字 TP-06訓練產品與服務購

買管理程序 
  

訓字 TR-09A訓練班別計畫表 

訓字 TR-10A課程規劃表 

訓字 TR-11A訓練場地資料表 

執行篇

(D) 

訓字 TP-04標準作業管理程序 

訓字 TP-05講師遴選管理程序 

訓字 TP-06訓練產品與服務購

買管理程序 

訓字 TW-02教學方法

參考表 

訓字 TR-06A講師評選表 

訓字 TR-07A教材評選表 

訓字 TR-13A學員基本資料表 

查核篇

(R) 

訓字 TP-07訓練異常管理程序 

訓字 TP-08訓練評估與監控管

理程序 

TW-01 訓練品質管制

表 

訓字 TR-08課程與講師審核

表 

訓字 TR-12A訓練異常處理單 

訓字 TR-14A學員簽到(退)及

教學日誌表 

訓字 TR-15A課程訓練課程檢

討表 

成果篇

(O) 
訓字 TP-09課後行動計劃管理

程序 
  

訓字 TR-16A滿意度調查表 

訓字 TR-17A考試成績表 

訓字 TR-18A心得報告表 

訓字 TR-19A課後追蹤調查表 

訓字 TR-20A訓練成效表 

訓字 TR-21A訓練總結報告表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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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中市大墩生活美學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人才發展品質管理手冊」，係依據

TTQS 指標要求建立，作為本會辦理訓練最高指導原則，確保本會訓練品質管理

系統之有效運作，落實 TTQS 指標之精神，以維持本會訓練品質管理系統之運

作。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手冊」應於每年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檢討與更新，以維持其

適切性。本訓練品質手冊之制定、修訂與審查、核准及發行...等作業，均依『訓

字 TP-01 文件及記錄管理程序』之規定，參閱附件『訓字 TP-01 文件及記錄管

理程序』，由相關權責人員制定，於「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出討論通過後，送

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發行，其修訂也同。 
 
本訓練品質管理手冊第一版從 2010 年 01 月 01 日新訂。 
 
2010 年 02 月 26 日起發行實施。 
2011 年 06 月 26 日起修訂實施。 
2012 年 06 月 30 日起修訂實施。 
2013 年 06 月 16 日起修訂實施。 
2014 年 04 月 13 日起修訂實施。 
2015 年 08 月 02 日起修訂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