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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TD ICE，George帶著問題出發…

● 2019 eLearning Hype Cycle 的檢閱對比

● 美國 LMS系統廠商，發展方向與規格重點

● 美國 KPI 系統廠商，規格重點與客戶成功案例介紹

● Mobile Learning與Micro Learning成功應用模式與案例

台灣eHRD代表隊-育碁，對美國學習科技Eco system 學習與審視

● 美國 xAPI(Experience API) 的發展與應用狀況
( 特別是實用性的 ) 

● 很早期的AI 與Learning Analytics應用效益與重點? 有
何值得長期關注? (我以此為基底，未來持續比較…)

A級

B級

C級



Agenda

● ATD/i4cp 調查報告 : 美國LMS的擴展應用模式，以及整合

發展方向 (含活動平台問卷, 台灣現況問卷調查統計對比分析)

● 從 ATD ICE 場次中，看 xAPI (Experience API) 的發展展望

● 美國 KPI 系統廠商應用分享重點摘要

● ATD ICE 展現美國學習科技Eco System 的體驗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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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i4cp 調查報告 :
美國LMS的擴展應用模式，以及整合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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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i4cp 最新的調查報告/TU114 場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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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我們2011 ATD ICE 就關注到這個組織- i4cp

●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20110621_ASTD_0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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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4cp 這個組織的過往分析，可參考育碁2011年官網分享的文章…

請進入活動系統的社群中, 取得
完整補充資訊…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20110621_ASTD_04.asp


高績效企業與人才發展管理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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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績效組織, High-Performance定義是 : 
過去5年，營收成長、市場占有率、獲利率、客戶滿意度 4個指標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2018/7-8，量化調查統計+質化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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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G: 這份ATD的分析報告與ICE現場的
分享, 提供給大家更具體的理解



值得盤點與發展的5個關鍵 to 高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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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G: 這5個構面, 是 i4cp 研究高績效組
織的關鍵差異, 值得與自己組織的現
況做比對, 或許會找到精進的著力點



相近題目 –【會前問卷1 】第1題
調查統計、對比 2019/6/14統計 (140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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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活動調查 i4cp調查

a. 並未使用LMS, 但2年內可能會採用 14% 8%

b. 並未使用LMS, 且2年內還是不會採用 18% 9%

c. 少於1年 9% 6%

d. 1-5年 21% 36%

e. 6-10年 15% 33%

f. 11-15年 16% 13%

g.15年以上 6% 13%

G:
• 台灣 68% 已經採用LMS v.s. (美國83%)
• 未導入企業, 有14% 接續2年會採用LMS (美國約8%接續會導入)
• 台灣採用LMS的廣泛度/年限, 約落後美國3-4年…

您所屬的公司(或組織)使用LMS(學習管理系統)多少年了?  (單選)



i4cp 調查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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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未導入的，接續有44%會導入(= 7.5% )> 
所以將有91% 會有LMS
• 1萬人以上企業，現在就有 94% 有LMS
• 1000人以上企業，現在就有 90% 有LMS
可以判斷1000人以下企業，也有 70% 以上已經導入LMS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7%未採用, 但其中44% 將來會採用, ie. 會降到9% 未採用.



相近題目 –【會前問卷1 】第2題
調查統計、對比 2019/6/14統計 (140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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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活動調查 i4cp調查
a. 學習內容的提供 (含可分散佈署的內容伺服器) 62% 70.8%
b. 學員課程申請/請假簽核, 調訓與免修登錄管理 46% 46.9%
c. 相關資料的蒐集與追蹤 46% 37.8%
d. 行動載具的支援 41% 34.9%
e. 學習地圖-職務或學習路徑的支援 41% 33.0%
f. 證照應訓回訓預警與報表 26% 30.6%
g. 績效/職務/職能為基礎的學習發展與管理 34% 25.8%
h. 直播或同步學習的管理 16% 23.9%
i. 單一嵌入( Single Sign On )的便利 18% 23.0%
j. 學員/使用者可發動內容的分享/推薦 11% N/A
k. 與其他系統的整合應用 (如HRM, MES, CRM…) 25% 21.5%
l. 線上課程製作工具或轉檔機制 16% 16.7%
m. 學習策展 16% 14.8%
n. 系統資料進階分析(如儀錶板…) 15% 13.4%
o. 績效支援(Performance Support)與學習資源推薦 24% 12.4%
p. 多元學習活動(問卷/考試/行為檢核/討論區/投票…)的功能支援 41% 9.1%
q. 社群學習元素的應用(Social Elements) 16% 9.1%
r. 線上教室的設計與管理 (含自動通過條件設定, 課程經營樣板的設定與套用) 18% 9.1%
s. 學員可以自建相關線上內容做分享的機制 7% 7.7%
t. 根據學員的profile 與學習軌跡, 推薦相關內容 16% 7.2%
u. 線上社群(討論區/論壇/社群...) 12% 5.7%
v. 依學習者需求(on-demand)的及時支援( 及時通訊/on-line help/FAQ/check lists…) 14% 4.8%
w. 資源管理, 含場地時程預約/講師時程預約 9% 4.3%
x. 遊戲化學習/含積點與徽章 14% 2.9%
y. 預算管理 7% 2.4%

您認為LMS中的那些功能，帶給您組織很大的價值?  (複選)

G: 數字會說話, 建議
關注台灣比例高的與
美國比例高的功能項
目, 選擇性的重點投
入資源, 生產力/成效
會比較高…



對於LMS應用貢獻的價值，給予肯定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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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is dead?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當您要採購或更換LMS時，RFP 或是評選的重點要放在哪裡?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會後調查統計對比
2019/6/14 統計(140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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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到樣本double, 統計比例差不多-7大重點



原會前調查統計對比
2019/6/12 10:45 (會後更新統計/未來持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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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人填答時數字, 6/12 時George 註:

台灣企業使用LMS的價值認知, 在證照應訓回訓
預警與報表/績效職務職能 based 學習發展/跨系
統的整合/多元學習活動個功能支援(線上教室/問
卷/考試/行為檢核… )/線上教室管理/績效支援… 
也有高的認同
( 可能也跟local vendor 的產品整合度高及功能
support有關… ; 美國的 vendor 多, 產品
configuration 差異大)



i4cp 官網提供LMS feature list (已於系統社群提供PDF檔) v.s.
育碁官網清楚公告現有產品最新功能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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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4頁。在美國眾多LMS vendor 選擇中
提供一個參考指標，可以依自己組織的需求
點選重點 – 請別全數採用 育碁官網過去4年都定期更新最新版本

的功能清單… 現在a+HRD 6.7最新功
能還提供Excel 檔案下載，客戶可比較
參考應用。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
cts/6.0/talent.html#Version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Ａ】

17

7/17統計166人 i4cp調查

a.增加 45% ( 61%) 71%

b. 維持不變 21% ( 31%) 21%

c. 減少 6%    (  8%) 8%

d. 未採用/無法回答 28%  (N/A) N/A

過去兩年，如何形容您公司(或組織)使
用LMS的功能範疇?  (單選)

6/12 調查中, 去除未採用/無法回答的數字, 調整成
跟美國一樣的計算基準, 我們與美國的差異是不大的. 
有61% 的 LMS採用組織, 在功能/範疇的應用, 是持
續增加的.  一樣僅有 8% 減少使用.



自己組織所採用的LMS，過去兩年增加用量 71% 
v.s. 減少用量 8% - LMS are far from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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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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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7/17統計147人 i4cp調查

a. 少於200人 21%

b. 200-500人 15%

c. 500-1000人 18%

d. 1000-3000人 20%

e. 3000-10,000人 15%

f. 10,000人以上 12%

您答題的公司(或組織)，LMS所服務
的使用者有多少人?  (單選)

6/12 調查中, 57% 是超過1000人的組織
i4cp 的調查統計數據中，62%是超過1000人的組織
這個數據僅是context了解，不做比較性的意義分析

註：您所答題的LMS應用關聯組織、使用者規模
(考量美國企業大小的差異，區間稍有不同)



I4cp 提醒-科技引發企業經營環境的鉅變，
對於工作者的能力需求也將跟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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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挑戰與問題的分析，需求的盤點是第一步，您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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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盤點需求時, 以下這些vendor 與專業工作者都在協助做數位轉型的支援服務:
天下創新學院1000門微課程，包含：數位轉型、Fintech…
康士藤提供組織策略盤點、領導力發展顧問與課程…

育碁提供職能評鑑、學習策展、績效管理系統整合，諸多eHRD系統功能…
Wally 與淑萍在內部講師訓練/數位化課程製作/教學設計/學習策展/學習科技應用上推廣



就越來越多的Automation/AI科技，i4cp提出的
Upskill參考清單統計分析 (您學習策展的主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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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發的企業變革，員工是擁抱，或是抗拒變革，通常和能力是否具備/因應有關…
Awareness, Buy-in, Ownership
不然就會是組織策略變革的導入失敗，甚至企業變革時引發員工抗拒( 例罷工… )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統計數據看得出來高績效組織比較pro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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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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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7/17統計
153人

i4cp調查-
高績效組織/低績
效組織

a. 我們已經如此做了 34% 22%/13%
b. 接下來1-2年會如此做 33% 20%/19%
c. 我們沒有打算改變預算 25% 22%/50%
d. 不, 我們會降低訓練發
展預算

7% 1%/4%

針對組織所將面對的人才/能力需求鉅
變…, Upskill/Reskill 需求讓訓練發展
的預算提高?  (單選)



針對組織所將面對的人才/能力需求鉅變…
您公司有所準備?訓練發展的預算規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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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績效組織大部分持續增加學習發展單位的支出與預算
• 低績效組織超過50% 不打算增加學習發展預算來因應人員技能提升的需求

• 或者透過招募/換血處理?
• 或者員工需要自我提升, 保有職場競爭力?
• 或者依賴on-job learning 與從錯誤中去學習改變?
• 或者求生存/短期獲利, 優勝劣敗聽天由命/任由競爭者宰割…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美國有17%擁有超過2套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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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單位或區域( 育碁有一些客戶採用育碁2套系統)，使用不同系統( 包括舊系統沿用 )
• 併購後，不同組織仍沿用舊系統, 未更新或整合
• 更換系統後，舊系統仍保留/取用部分原功能持續運作中
• 因應稽核認證/社群互動的特定學習科技，分別採用
• 提供給客戶/供應商/實習訓練生… v.s. 內部使用系統分開…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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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7/17統計
144人

i4cp調查

a. 獨立的LMS系統 51% 30%

b. 是Talent 
Management 的一部
份 (例如, 整套系統還包
含績效管理, 或職務職
能規劃, 或職能評鑑… )

22% 38%(b/c合計)

c. 是HRIS 的一部分 (例
如, 整套系統還包括薪
酬, 或招聘, 或出缺勤… )

8% 38%(b/c合計)

d. 未採用/無法回答 19%

我們組織所採用的LMS是?  (單選)

G: 台灣採用獨立LMS偏高,以美國趨勢來看, 會往
Talent Management/HRD/HRIS 方向整合採用



LMS 是HRIS/eHRD/Talent Management 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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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獨立LMS的比例較少, 至少都會跟Talent Management/eHRD/HRIS 是同一個廠
商與系統 ( 也觸動併購與整合… )

• 1000人以上組織, 更是明顯
• 10,000人以上組織, 56% 都是整合性solution. ( eHRD with證照/職務職能/績效管理/
個人發展計畫… 是常態 )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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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7/17統計154人 i4cp調查
a. 提供線上課程 93% 80%

b. 管理面授課程報名/簽核/派訓 73% 76%

c. 追蹤紀錄學員的學習時間/完成度 88% 71%

d. 提供報告 (含主管要求/客戶稽核/認
證提報… )

61% 66%

e. 提供員工可以自學的影片, PDF, 學習
資源, 績效支援…

74% 51%

f. 提供同步學習/直播 18% 49%

g. 紀錄學習者的成效( level 2成績/ 3 
行為表現/4 關聯工作績效)

52% 47%

h. 提醒或通知學習者 (課程/學習活動
/to-do-list/時間...)

71% 43%

i. 管理面授課程多元的學習活動 (討論
區, 投票區, 考試… )

48% 37%

j. 蒐集學員的回饋 (含課程問卷/獨立平
台問卷/討論區經營… )

66% 30%

k. 製作或轉錄/轉檔線上課程的內容, 或
是執行影片小考設定…

42% 28%

l. 管理員工的能力, 或職務規劃, 或職能, 
或證照... 

46% 27%

m. 管理面授課程所需的訓練教室資源, 
教具設備…( 如行事曆 ) 

38% 20%

您LMS會使用到那些功能?  (複選)

G: 美國因為幅員廣/全球
化程度較高, 同步學習/直
播較普遍, 台灣目前常使
用的功能重點不同…



i4cp在這個調查報告, 針對Learning Analytics
的基礎/readiness 在做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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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G:i4cp 圈起來的項目, 跟未來AI/
learning Analytics 有關 (後面還
有5項)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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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7/17統計135人 i4cp調查
a. 學習者可依自己需求找到線上課程或學
習資源

77% 70%

b. 可以職能/職務/證照為基準做關聯課程
的通過認列 (含同等課程/抵修認列)

42% 62%

c. 相關課程可以組合支援學習地圖(職務發
展)/學習階段(能力精熟程度)

41% 45%

d. 微學習(Micro Learning)的應用支援 45% 40%

e. 行動載具的支援( Mobile Learning ) 50% 39%

f. 透過資料分析, 提醒應對於現有課程或內
容進行對應的調整

24% 37%

g. 透過資料分析, 提醒應對於特定學習者
做評鑑或任務調整

21% 36%

h. 學習策展 16% 30%

i. 系統可對學習者作內容/課程的引導或推
薦

26% 28%

j. 職能發展管理 28% 24%

k. 學員/使用者可發動內容的分享/推薦 15% 20%

l. 含社群學習互動元素 ( 含小組討論, 討論
區, 及時通訊, 直播中會談… )

27% 19%

m. 及時通訊或直播 10% 18%

n. 遊戲化功能元素 ( 如學習排行榜, 標章…) 16% 16%

您LMS使用到那些進階的功能?  (複選)
(i4cp 認為這些叫新版的功能與學習科技，可以稍做實用性/接受度的盤點)?

G: 美國在職能/職務/證照管
理整合上, 學習資料分析(含
xAPI架構應用…) 以及學習策
展上, 比台灣使用得更進階…



左列的分析，還將高低績效組織的差異分析，
做統計檢定顯著性做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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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中，我們看到Micro Learning/Mobile Access 超過40%，是我評論Hype Cycle位置
調整( 超過30%，已經到生產力的高原期 )的參考依據… ( 策展也超過30%了 )
微學習/行動學習，在高績效組織明顯導入比例較多
系統可對學習者作內容，課程的引導或推薦/職能基礎的學習發展，也是值得
performance based 的學習發展規劃者做選擇與參考…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要談最熱門的學習科技AI, are you really ready?

33

• i4cp 從兩個清單中盤點了7個功能應用項目, 類似評估企業是否已經在AI 關聯
的基礎應用上已經初具架構, 有基礎功,才不會是跨言學習AI

• 而 AI in LMS 需要資料模型建構與資料庫完整資料來觸動… xAPI是一個關鍵…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談學習科技熱潮，能否成功變革之外
還有基礎的readiness…

34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歷經6-9年，xAPI/LRS 導入的比例約14%

35

• 沒有採用 LRS標準與系統功能, 想要運用LMS發展學習科技AI，事倍功半 (您呢?)
• 美國企業未使用新一代 LRS的原因?

• 43% 企業或LMS尚未使用 xAPI標準架構
• 38% 考慮到整體應用成本
• 30% 技術性的考慮 (企業暨有系統的readiness/可否搭配/資訊安全… )
• 29% 覺得還沒有這樣的需要，價值認知還不到位
• 26% 使用中的LMS並未能銜接整合LRS (目前小廠走得較快, 大廠將加入…)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美國目前 LMS 內建LRS廠商

36
Source : SU104 - Building the xAPI Ecosystem of Your Dreams in ATD ICE 2019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Ｇ】

37

題項 7/17統計
125人

i4cp調查萬人以下組織
/萬人以上組織

a. 很高 2% 12%/ 3%

b. 高 23% 31%/21%

c. 普通 52% 32%/46%

d. 低 8% 19%/25%

e. 很低 4% 6% / 7%

f. 未採用/無法回答 11% N/A

您認為LMS系統是否幫助您組織, 達成期
望的學習管理目標. 其程度為何?  (單選)

G: 台灣整體而言, 對LMS的價值貢獻,中性偏滿意.
美國萬人以下組織相對肯定LMS的價值與貢獻, 但企
業之間認知算蠻分歧的…;萬人以上組織中性偏不滿.



越大型的組織對於LMS滿意度較低

38

• 10,000人以下組織滿意度較高, 10, 000人以下組織不滿意度高於滿意度…
• 系統較老舊, 客製多無法升級到新版?
• 組織應用與推廣的問題?
• …

• LMS is dead? 會有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聲音的原因?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LMS成效若未如理想, 障礙或原因為何?

39

• 員工沒有足夠學習的時間
• 學習發展能力/團隊/系統/資源有限, 無法滿足組織廣泛多元的需求
• 資料蒐集/追蹤/分析的能力限制… 
• 組織文化或工作環境不支援與激勵員工學習 … 會發現有很多問題都是組織內部的議
題, 不是LMS系統的問題…

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TU114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George套用企業價值創造，進行
Hype Cycle Mapping…

35% - V
3% - X



39% - V
16% - X

40% - V

14% - X

N/A

N/A
N/A

N/A

再次以採用率, 回顧 Hype 
Cycle…; 兩個mL要調整到生
產力高原期, Curation 也是

Curation

30% - V



LMS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 雖然LMS已經是一個 20年的學習科技…

● 新學習科技的引用與整合/組織的變革管理/更多的學習資

源投入/學習者支援… 都仍是需要投入的議題

42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 H】

43

可否用10個字左右, 形容您對於這個調查
報告與對比統計的發現, 以及回去後可能
的行動計劃

● 會後，我們會整理大家的回饋給有填問卷的朋友…

● 以及連結(reflection)到自己的工作情境，

將採用的Actions (level 3) 

– Revisiting

– Replace the summary by facilitator, give that to 

learner to summary from his view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H】

44

可否用10個字左右, 形容您對於這個調查報告與對比統計的發現，
以及回去後可能的行動計劃

持續觀察
可預測台灣EL未來發展
探討是否開始使用多些LMS功能
實際執行與預計效益有明顯差異
Upgrade LMS 可能性
努力推行
推動LMS的更多應用
無感(原因是台灣lms設計還是無法配合)
很務實
意義不大
發現台灣企業仍有很大努力空間，但學習與績效仍要相互支持才能
有好的結果

對比統計報告還是有失真
教材製作多個LMS系統整合

G：收穫盡在文字中



請大家打開APP，填寫【問卷H】續

45

可否用10個字左右, 形容您對於這個調查報告與對比統計的發現，
以及回去後可能的行動計劃
公司應可強化LMS進階運用
事前的準備，非常重要。
升級 LMS
與集團目前規劃方向接近，可以回去和同事分享
沒看到問題
過去比較沒有注意的地方，回去可以找人討論
了解現狀回歸LMS的目的

在評估HRD系統時增加考量其涵蓋了多少LMS的基礎和進階功能

多加瞭解現行LMS 3個新功能與運用

會將資料給人資單位請他們詳細了解未來是否加入行動計劃

釐清業務資源，探討運用可能

針對報告中提及的問題對應公司狀況逐一檢視及破解

繼續努力優化系統
LMS其實還有很多可以運用！

G：有些人已經有行動計畫… 
Action plans --- Excellent!



從 ATD ICE 場次中，
看 xAPI (Experience API) 的發展展望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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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race xAPI?

● Wally 2018/1/24-26 於San Jose參加 ATD 

TechKnowledge Conference 2018 

● Wally ATD TK返台分享會 2018/3/1  與 George 對談, 對

於xAPI標準的apply/提醒

● Wally 在2012前後, 在勝典率先投入Tin-Can在特定專案教

材開發, 但之後停滯下來

● George 在2010-2013 擔任國家計劃評審, 與資策會團隊有

持續關注Tin-Can 發展…

● 做為台灣eHRD領導廠商, 技術標準導入與否是我們的責任
47



The ABCs of xAPI

Chris Van Wingerden
Sr. VP Learning Solutions
dominKnow Learning Systems

做為新時代的HR工作者，我希望對於影響未來學習
科技AI的LRS/xAPI，有些了解…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Authoring tool/content製作廠商



Source : SU104 - Building the xAPI Ecosystem of Your Dreams in ATD ICE 2019

支援 xAPI/LRS 的
Authoring tool/content
製作廠商



AICC

Aviation Industry
Computer-Based Training Committee

1993
Standard for course/LMS 

communications for CD-ROM and 
LAN-based content

1998
Updated to include web-

based content

知道AICC的人，真的很專業！
或者經驗豐富；或者年紀真的大了…
George 年紀大了… 1993年就見識到AICC了，緣分那時就開啟了…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SCORM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ADL) Initiative from the Office of 

the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1
SCORM 1.2

2004-2009
SCORM 2004

First through Fourth 
Editions

至少參與者SCORM發展的戰役，才能稱得上是黃埔一期…
2001年 ASTD ICE @Orlando, George 人就在那如宗教般狂熱的現場…
在2010年以前，軟體廠商要做LMS；但不支持SCORM標準，就不是LMS…
所以LMS是一個有門檻的商業應用軟體，ERP/HRM廠商很多都未進入…
SCORM 建構了一個生態系；但是 SCORM的理想一直沒有真正實現… 原因是…?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SCORM is limited…

1. Content always tied to an LMS

2. Content can only be online/web-based

SCORM can’t track anything else
說絕了. SCORM 是一個封閉的網路生態系
Content 是King, LMS 是其中的God.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Learning Contexts

1. Learning for the first time
2. Learning more
3. Applying what you've learned
4. When things go wrong
5. When things change

Five Moments of Need

Formal Learning

Performance Support

1. Learning for the first time
2. Learning more

Are You Meeting All Five Moments of Learning Need?
by Conrad Gottfredson, Bob Mosher
Learning Solutions, June 18, 2012
http://www.learningsolutionsmag.com/articles/949/

3. Applying what you've learned
4. When things go wrong
5. When things change

即使談學習科技, 也要回到學習的本質 –職場上學習者的績效發展需求是甚麼?
不是過度迷信學習科技功能本身… 
網路熱潮遺緒下的2001年如此，資通訊網路科技/人工智慧推進的2020年也是如此…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xAPI

Experienc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Organized by 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ADL) Initiative

2010
Started, working 

name Tin Can 
API

2013
Release of xAPI 1.0

科技是 Magic? But how about the basic – 標準/架構/同異業&跨系統溝通介面?
美國國防部 ADL 仍是這次標準的推動與支援單位… 
如果您仍稱呼Tin Can 可能是2013年以前的思維，xAPI 是正式標準的名稱…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xAPI

Is NOT a replacement nor the next version of SCORM

Main purpose: provide way to track data for things that happen outside of 
the LMS

It’s a tool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xAPI取代 SCORM? 不會是並存…
xAPI擴展了 SCORM生態系之前做不到的…
不僅是LMS, more than LMS 範疇；但又會跟LMS關聯… 
育碁/George 要負責當傳譯者, 也會是生態系一份子/銜接者…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Source : SU104 - Building the xAPI Ecosystem of Your Dreams in ATD ICE 2019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 connector between two software tools or between two pieces of 
technology. 

Are you checking Twitter or Facebook?
You’re probably using an API right now.

API 是科技上常見的連結介面，如果您稍微懂科技/軟體，這是一個常見的詞。
API 廣泛存在於科技與軟體中… 那是架構生態系/對內外連結必備的標準介面… 
您使用中的Facebook/Twitter/Google… 都有各種不同的API… ( SSO/資料交換…more )
API越完整，可以發揮的功用與整合性越好… 這也是進入科技開放生態系必備的… 
AI需要整合越多的系統/資料，才能夠越intelligence… 不談API，就奢言AI…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xAPI Statements

Actor Verb Object
Shehma watched a video

Marcus reviewed a document

You attended The ABCs of xAPI

xAPI (Experience API) 簡單來說，會陳述(記錄)這三個元素
主詞(行為者 )、動詞 (做了甚麼)、受詞 (目的、對象、物品… )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Learning 
Activity

Activity 
Statement

Learning 
Record 

Store (LRS)

xAPI (Experience API) 就是讓跟學習有關的活動，以xAPI定義的架構做陳述，傳遞與儲
存到 LRS ( Learning Record Store ) 以資應用
簡單來說，會陳述(記錄)這三個元素 - 主詞( 行為者 )、動詞 (做了甚麼)、受詞 ( 目的, 對
象、物品… )
xAPI是標準架構，LRS 是應用xAPI獲得的累積成果，也是做Data Analytics 的base，可
因此豐富的跨系統累積資料庫資源，做進一步AI 應用的關鍵…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xAPI (Experience API)



LRS

Learning Record Store

Data base that stores xAPI activity statements 

Usually has tools for reporting on the stored data (analytics)

An LRS typically does not do registrations or assign content (more passive 
than an LMS)

LRS ( Learning Record Store ) 因為儲存或可取用，可支援 xAPI系統的資料；或轉化成
xAPI架構的資料，通常會包含分析與報表的工具與功能 (可能含儀表板/分析/人工智慧演
算法推演…等功能效益 )
主張或陳述具備 LRS，就是主張與陳述支援xAPI標準架構，也會需要持續follow xAPI架
構, 且可能還會有整合不同系統( 包含LMS以及其他系統-如ERP/CRM/MES/HRM…)，接
受其xAPI的資料；或是必要時可以界接其資料成為支援xAPI的資料/素材，以資應用．

LRS ( Learning Record Store )不像LMS那麼主導與管控，比較被動的就須要取得對應
的資料. ( 這也才符合資訊安全的policy與期待… )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其他深入的內容(包含技術性的)
就交給育碁我們內部的討論，執行就好… 

HRD 在台灣的您們，
請您們放心地跟我們一起走…

節奏,就像Hype Cycle, 我們會慎選與推薦…

Source : W217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美國 KPI 系統廠商應用分享重點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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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211 5 Essentials to Moder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現代績效管理的 5個關鍵要素

– Goals 目標管理

– Feedback (及時 even better )回饋

– Development 發展

– Check-ins 紀錄

– Managers and how to transition 主管以及如何成功變革與移轉

● 核對您組織中績效管理的運作現況，是否有這樣的問題/提醒

– 部分觀念與要點盤點

– 部分統計數據, 檢視您原有的認知

63
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受限於簡報分享的時間, 僅就上述兩點做分享與省察



在目前公司的績效管理機制, 您認為
● __8__%人員，認為花在績效管理的時間是值得的?

● __20_%員工，認為績效管理的運作，有激勵到他們?

● 高績效組織，績效管理聚焦在目的、成效與心態，非流程/形式

64
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現代績效管理, 如何驅動Biz 產出/成效

● 要能兼顧員工的滿意度與績效貢獻，以增進員工的

engagement，進而增加生產力，從而精進Biz 產出/成效

65
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目標設定/與策略連結的關鍵性/影響

66
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Alignment to Strategy
● __50_%員工，清楚知道他們在工作上，被期待要做甚麼?做到

甚麼樣的程度? (Misalignment的比例)

● __50_%-員工，花多少比例的時間，在沒有生產力的工作上?

● 在大型組織，高度分工與整合的世代裡，員工可能不完全知道, 

他們負責的工作成效關聯影響，可能對公司有億元等級的影響

67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如何從績效管理整合到人才發展

68

• 目標的設定 – 圖像化成功時的樣貌，產生具體的吸引力
• 有價值的目標，人員可能有達成的Gap，需要被support，從而產生成長/發展的需求
• 持續性的學習，將學習納入到工作流程的環節管理中 – on job training/績效支援…

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Feedback 幫助員工成長也增進價值感, 但…

● __70__%員工, 陳述或認為他們每年僅收到主管一次回饋

或認可, 甚至根本沒有收到… ( Engagement issue )

● 主管對於此challenge 的回應是 ___我們太忙了,沒時間_

69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帶人主管的重要性，
然而…(focus on developing leaders)

● _50__%員工, 離開他公司, 是因為不想要跟他的主管共事? 

● _10_%, 在未發展前, 有多少人本身就具備有帶人的管理天賦?

● _70_%, 帶人主管對於員工的 engagement, 有多少影響?

● _30_%, 你認為現有的主管/leader, 並未準備好帶領他的團隊? 

70
Source : SU211 -Presented by Hawley Kane, Saba(Halegon)  in ATD ICE 2019



ATD ICE 展現美國學習科技
Eco System 的體驗與感想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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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的對抗, 是我們對科技的eco system有深刻體驗的時候…
過往, 我們是否受到 eco system巨大的支持與影響, 而不自知?

了解去盤點這個eco system,我們會知道得更多, 知道What & How…



2019 ATD ICE 400多場講次分類整理

722019 ATD ICE 同行者中租迪和吳祉龍協理整理分享

另有465個參展的廠商
這裡有趨勢, 有創新, 有實戰, 有
成功, 有挑戰, 是市場, 有支援…



2019 ATD ICE 參與者人數與國籍分析

732019 ATD ICE 同行者蘇文華照片擷取分享

別喪氣,
台灣有2019 ATD APC ICE, 
可以有更多人參與ATD … 



Eco System (生態系統)- why ATD?
● 參展廠商

– 新的標準/架構/方法論/應用…

– 成熟的 solution 擴散

– 跨域的整合與交流

● 分享講次

– 成功案例

– 典範分享

– 新應用推廣/交流

● 來訪人員

– 供需雙方

– 美加/國際取經…
74

Source :林務局中海拔生態照
片



More insight/information/QA…
● 請進社群/論壇閱讀相關資訊 (取得ATD ICE 分類場次清

單與檔案的連結Handout(s)如下),或做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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