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1:15
~

1:25
【開場】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1:25
~

2:55

ATD Innovation in Talent 
Development Award
獲獎分享暨學習科技發展實務與趨勢

廖肇弘 (John)博士
資策會創新學習中心主任
DIGI+跨域數位人才加速
躍升計畫主持人

2:25
~

3:25

從ATD看學習與科技整合應用的各種
火花

張淑萍副教授
微學習eID教學設計顧問

【Break】

3:40
~

4:40
微學習·微行動 & 微支持·微成效 蘇文華 (Wally)博士

勝典科技創辦人



【開場】

採用 Gartner Hype Cycle 架構

評估學習科技趨勢發展進程與採用建議

育碁數位科技 楊中旗 (George) 總經理

2018/6/13



下述的分析,可於育碁官網這篇文章閱讀參考 Hype 
Cycle 運用於學習科技的預測與解析…(含國外原文)



Gartner Hype Cycle技術成熟度曲線
(或稱：技術循環曲線、光環曲線、炒作周期)since 1995

1. 科技誕生的促動期!
(具實力的新秀/ 對於市場敏銳彈性的回應… )

4.穩步爬升的光明期?
(成效+最佳案例+模式…>標準化/快速/成本低…)

3.泡沫化的底谷期 ???
(判斷的眼光/堅持與資源)

2. 過高期望的峯值!!!
(卡位遇彎道… 跟風(瘋)?)

5. 實質生產力的高原期…(畢業)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吳起 :  一戰一勝稱帝、二戰二勝稱王、三戰三勝稱霸、四戰四勝疲累、五戰五勝召禍五勝禍，四勝弊，三勝霸，二勝王，一勝帝



Hype Cycle 中常可檢視的參考產出…

5% 落實導入

第一代產品
貴/客製化多

第二代產品, 一些顧問與服務加值整合納入

第三代產品- 立即可用, 
具創意便利設計, 套件…

高成長導入階段啟動:
目標客群20-30% 導入…

剩者為霸 :
廠商倒閉與整併

方法論與成功案例進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01 : 劉姥姥逛大觀園奮鬥學習，勇於整合分享，有志於專業內外的擴散!見識到的韓國”唐三百藏”赴美 ASTD Conference取經 ”人才發展”2004 : Best practice benchmark(超級比一比)比較美國成功案例與自己在台灣的專案成功經驗Samsung, Hyundai, Wistron 等亞洲案例發表比較追蹤 �(學習後的應用, 成效, 超越?)2007 : Models, Pattern, Methodology尋求之旅育碁顧問與專案管理方法論(since 2005, 首用於OK超商…)�整理後的學習、比較、參考與調校。驚喜於尋得策略合作者Dr. Reza Sisakhti�( 繼之前 2000 年與Cisco, 2002年與 Saba…之後 ) 2007/2008/2009/2011 Reza 完整架構研討會四場. 2010 Global HR Summit 與Reza 透過 skype 聯手一場session speech.2014/2015 Reza 再次來到台灣兩場workshop ATD APC2008 : 策略合作展開，實務整合架構的貫通趨勢發展的脈絡判斷與決策 �2001年起LCMS, SCORM…,2007年2nd life, Podcasting�…科技曾有的過早期待業務人才Talent Development/ 職能整合�實務應用架構與成功應用模式的比較與再精進2010: 業務職能/人才發展持續比較觀察客戶OK 超商 ASTD Excellence in Practice Awards 聯合授獎應用科技趨勢, Aligned with Biz 階段評估, 業務職能應用 2011: 站在國際講台上/Mobile Learning與績效發展…2012: 隔空學習, 帶著問題出發, 有著理想- 推動台灣HR專業工作者自主學習, 運用網路資源國際素材… 以身作則, 希望成為典範. Gordon 在ATD, 我隔空學習 成效比較2012/2013 : 我以中文facilitate Dr. Reza 兩場兩天workshop together with Gordon2014/2015/2016 ATD APC promote與擔任Program Committee Advisor2015 ATD APC Panel 主持人, 2015/2016 Vendor session speaker2013 ISPI : 引進與推廣 HPT/6 boxes framework與methodology, 推廣KPI 系統應用, 搭配系統產品功能精進2016 : 提供職能字典內建 a+ COM 中. 規劃績效指標庫 內建 a+KPI2016/2017 : 與Wally 搭配, 在Micro Learning 與 Micro Support 中, 將System 套用Model, 成為好的Organized by System2014-- 2017 : 與天下創新學院全力搭配, 協助promote



找幾個您認為關鍵
且重要的科技應用，
在Gartner 的分析，
落在哪? 需幾年才可
以達到20-30%的目
標對象使用? VR, 
ML, 5G, 自駕車…



Dr. Andy Hicken(Web Coursework) 10年經驗成為領域專家
提供 eLearning Hype Curve – 他的申論題成就我們的選擇題

專注學習科技切身的
eLearning Hype Cycle



Dr. Andy Hicken(Web Coursework) eLearning Hype Curve 
2017的持續性申論/比較 –時間是最好的檢視!

工作上的”是非題”:專注在已經渡過
“實質生產的高原期”的科技，加速
採取變革應用的行動!  

對於 ”穩固爬升的光明期” 的應用，
評估是否急需後，才做選擇性試行。
其他的，就當作聽故事。



2018的eLearning hype cycle的預測，對於教育市場
中MOOCs(磨課師…)&Gamification有實踐的期待

台灣教育市場在磨課師，
這兩年也頗有進展，教育
市場Gamification 代表作
是PaGamO (國中/國小...)



學習科技．華山論劍

感謝！3位主講者都在學習科技浸淫15年以上；

橫跨產、學、研的領域專家，2018年5月跨海到ATD學習

後分享，同意擔任首場在台分享主講者。

同時，包容接納我觀點交鋒的主持與開場。

4位講者累計參加過在美國舉辦的ATD年會20次以上。

希望能一起大破大立，精準選擇關鍵的趨勢應用，促動

高效的人才發展！



Thank you~

楊中旗 George
GeorgeYang@aenrich.com.tw

電話：02-2517-8080 ext. 110

12

•台北總公司
電話: 02-2517-8080
傳真: 02-2517-8801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126號6樓

•中南區營業中心
連絡人：潘建忠經理
電話: 06-656-6829 手機: 0953-303382
robinpan@aenrich.com.tw

•台南辦公室
電話06-2378103
地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2段297號6樓之1

•香港區服務中心
連絡人：陳鳳雅 協理
michellechen@aenrich.com.tw

mailto:GeorgeYang@aenrich.com.tw
mailto:robinpan@aenrich.com.tw
mailto:michellechen@aenri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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