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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a+HRD不斷演進，企業系統投資有保障/有未來
• 2015/10發表6.0
• 2016/03 發表6.1
• 2016/11 發表6.2
• 2017/06發表6.3
• 2017/10發表6.4
• 2018/04發表6.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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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x 版本累計產品開發經費超過1億、期程超過6年）



a+6.x HRD全新架構．業界唯一真正前後台都更新、全新UI、
模組完整更新、支援多裝置、前後台支援多瀏覽器與跨平台、多語系

● 跨平台系統設計：
– 全新架構, 系統採Web-based相容設計
– 跨Ｗindows、Android、iOS 、

Ubuntu(Linux)…等作業系統
– 行動裝置, 支援 APP 與Browser based 雙模式
– DB 支援最新的 SQL 2017/2016/2014/2012

● 支援多種瀏覽器：
– IE(10以上)、Edge、Chrome、

Firefox、Safari…等多重裝置的常用
的瀏覽器，使用者應用超方便！

● 支援多元裝置：
– 電腦、平版、手機都可使用！
– 支援多國語言架構，可輕鬆擴充，滿
足跨國企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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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唯一，持續更新Brochure，公開產品規格、系統支援環境、新版客戶名單…



a+ Talent 6.5 新增規格

6

New



支援環境完整 cover前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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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lent\LMS 6.x系統應用客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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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

中租迪和

日月光半導體

台中精機廠

台灣麥當勞

艾克爾國際

宏碁

和泰興業

明台產險

晶睿通訊

智邦科技

翔鑫堡工業

雃博

群創光電

遊戲橘子

彰化商銀

精材科技

聯合報

全國電子

艾笛森光電

町洋企業

亞源科技

欣台保險經紀人

矽格

阿瘦實業

皇田工業

食品工業研究所

香繼光

5.x版客戶列舉

啟佳科技(昆山)
啟碁科技(台灣)
崇越科技
康士藤
康軒文教
統一綜合證券
智微科技
貿聯國際
順捷
群聯電子
聖暉工程

6.x版客戶列舉
(2015年底6.0版上市以來，LMS迄今已超過47家客戶採用)

誠品
農金保險經紀人
頎邦科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聚陽
遠東金士頓
慧榮科技
興采實業
環鴻科技
聯亞光電
鬍鬚張

已超過100家以上客戶，
且多數已升至5.6版

三井工程

天下雜誌集團

天義企業

加高電子

台安藥局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

台灣新光保全

台灣電力公司

玉山金控

伊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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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6.4 獨家優規 :
多格式課程續讀,
作業上傳照片影片
整合性平台問卷,
職能評鑑, 績效目
標查閱… 之外

6.5 再新增功能 :
a. 離線閱讀
b. 平台(獨立)考試
c. 社群動態時報
d. 查閱工作支援
(整合 LRM 的

Job aids)
…



a+MPS 6.x系統應用客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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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金控

友邦人壽

王品集團

兆豐人身保代

兆豐產物保險

佳格食品

明台產物保險

乾坤科技

博士博

華銀保代

新光人壽

裕利

遊戲橘子

彰化銀行

麗嬰房

...

全國電子

艾笛森光電

町洋企業

亞源科技

欣台保險經紀人

矽格

阿瘦實業

星裕國際

皇田工業

5.x版客戶列舉

食品工業研究所

香繼光

崇越科技

康士藤

康軒文教事業

統一綜合證券

智微科技

貿聯國際

順捷

6.x版客戶列舉
新版a+LMS 客戶47家以上，同時採用a+MPS超過42家

群聯電子

聖暉工程

農金保險經紀人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聚陽

遠東金士頓

慧榮科技

興采實業

環鴻科技

鬍鬚張

三井工程

中鼎工程

天下雜誌集團

天義企業

台安藥局

台灣新光保全

台灣電力公司

玉山金控

伊甸基金會

目前累計超過20家企業用戶



a+ TCR 金融訓練通報預警模組
5.4/5.5/5.6/6.1/6.2/6.3/6.4/6.5 皆有持續對應支援版本



a+TCR金融訓練通報預警模組．導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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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金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Success! More than Lear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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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育碁 2018/3 新版
公司brochure page 4



積木式系統架構 eHRD全模組皆更新精進/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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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提供拼圖式的階段性導入真正整合性的 eHRD Solution (一致的架構與版本, 行動支援)

共用組織流程與資
料庫架構，提供資
訊整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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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官網 2018/3 公告
a+ KPI 6.x 累積 17家客戶

越來越多客戶先採購 KPI, 再導入
LMS, 如資策會, 智邦, 皇田工業, 
永豐, 晶睿, 智微科技, 台灣資生堂



a+KPI績效管理．系統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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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RA 6.5 新增專業版(領域
分權), 與旗艦版 (組織分權). 完成
全模組皆支援世界級分權架構

育碁官網 2018/3 公告
a+ MRA 6.x 累積 10家客戶



a+MRA職能評量套件．系統客戶

18



標準、專業、旗艦差異表官網誠信公開．方便新舊客戶比較

19

各產品各版本之主要功能差異表，詳情請參考育碁官網www.aEnrich.com.tw
都是業界 功能最強的標準版, 最完整的專業版, 最獨特的旗艦版

可階段性隨應用範疇擴增, 無縫升級



6.5 新功能簡介與
其它功能與UI\UX持續精進說明
• 新功能：平台考試、證照模擬考試、首頁資訊圖卡、MPS工作支

援、APP離線閱讀、MPS社群動態時報
• 功能與UI/UX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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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 1 ‧ 平台考試

● 功能說明：

– 無需開立課程，可獨立直接於平台上進行考試活動

– 可依列入正式成績與限定考生區分正式考試與模擬考試

– 考生可區分多個梯次、分批管理。

– 模擬考試可結合證照資料，可提供證照模擬考。

● 應用效益

– 配合考試性質設計考試規則與考生管理，提升測驗效率。

– 分梯進行考試，讓考試活動有效管理，並可逐批統計比對施測結果。

– 配合證照模擬考試，有效利用題庫資源，幫助員工順利考取證照。



考試資訊

管理考生出考卷 批改考卷

成績報表分析

管理員．平台考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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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考試管理者

• 為什麼辦這場考試?
• 誰可以參加考試?
• 考試的內容/範圍

• 建立考卷
• 題目設定
• 題型分配

• 考生人數
• 考生資訊

• 手動批改
• 電腦批改

• 考生的成績通知
• 考生是否通過考試

• 考試報表統計
• 分析可用的資訊

規
劃

執
行

結
果
分
析



考試資訊

考試

成績證照

一般員工．參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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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考試員工

• 考試時間
• 考試的內容/範圍
• 考試通知

• 線上考試(電腦版、行動版)

• 成績通知
• 是否及格
• 答錯的題目

• 證照門檻
• 證照取得的意義

查
閱

執
行

結
果
分
析



平台考試．支援正式及模擬考、應用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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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參加的考試，可依照
正式考試、模擬考試區分。

含考試題目及作答時間等資訊，且系統會自動批改。



行動裝置．考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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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行動裝置上進行測驗。
• 有任務提醒功能。
• 且在頁面上方會給予事件分類通知。



正式考試．考生管理＼新增考生

26

1. 選擇員工-個別考生

2. 群組加入

3. 名單匯入



正式考試與模擬考試\考生管理．適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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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考試適用情境：限定對象的專業知識考試、技能檢測。

● 模擬考試適用情境：有效運用題庫資源提供員工自由練習。



證照整合模擬考．協助員工順利考照

28

可依需求開立各梯次模擬考試，
協助員工考照。同

考生可查詢想要申請的證照，
並點選模擬考試進行考試。同



新功能-2．首頁資訊圖卡

● 功能說明：
– 資訊圖卡包含：最新課程、學習資源、即將到期課程、我的課程…等類別

– 資訊圖卡內容提供使用者於可快速查看主要資訊與延伸進階資訊。

– 主要資訊提供如：報名人數、報名倒數日….等重要的統計數字。

– 延伸資訊可預覽課程明細，且可直接進行待完成活動。

● 應用效益：
– 依重要程度編排課程的簡要及參考資訊，簡化並清楚分類複雜資訊，方
便員工快速瀏覽與閱讀，快速掌握最新學習資源動態。

– 資訊圖卡化，重要資訊更突顯，利於課程推廣！

– 學習紀錄圖卡化呈現，方便立即掌握學習進度！

– 可直接進行待完成活動，提升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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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最新課程、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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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卡片：可直接閱讀

最新課程卡片：可直接報名



個人中心．我的課程、即將到期課程

延伸資訊提供待完成活動快速連結與最近通

過活動…等重要資訊。

31

可直接查看活動進度與課程狀態



主管中心．員工待完成課程追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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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主管掌握目前部門員工未完成課程
，協助管理者跟催



新功能-3．MPS工作支援

● 功能說明：

– 職務/學習階段可由管理者定義工作項目

– 工作項目結合學習資源提供員工績效輔助

– 可使用行動裝置查看個人職務工作項目與閱讀學習資源

● 應用效益:

– 行動裝置隨時隨地的特性，讓學習資源更快速被取用。

– 使用者可利用零碎時間提升個人工作職務的掌握度。

– 結合職務工作項目設定，可於工作流程與工作場域輔以必要學習資源

提升OJT的即時性與有效性，幫助快速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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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查看工作支援(Job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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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4．APP可下載教材，離線學習

● 功能說明：

– 提供使用者於網路連線狀況較佳時，可先下載教材至行動裝置；日後

再透過a+HRD APP內閱讀已下載的教材，且學習紀錄會於下次連線

時回傳至系統。

● 應用效益:

– 減少因網路連線不佳，而影響了行動學習。

– 預先下載的學習資源教材，可於a+HRD APP內集中管理，避免檔案

散亂難找、或重複下載，減少占用額外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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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下載教材．離線學習
新增教材型學習資源，且格式為MP4、PDF，如有開放行動版閱讀，將可同
時提供下載功能。已下載的教材，無論連線或離線狀態，皆可隨時於APP中進
行學習，且重新登入連線後會自動回傳學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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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5．行動版社群動態時報

● 功能說明：

– 行動版提供社群動態時報，彙整我的論壇內所有文章，

– 依照發文時間排列出個人動態時報。

– 可於行動版上新增主題，回覆主題，並可將有興趣的主題加註最愛。

● 應用效益

– 以時序彙整最新主題，提升社群學習及時性。

– 提升社群分享主題的能見度，幫助社群分享正向循環。

– 配合我的論壇、最愛主題、參與主題等功能，使用者可追蹤關注特定

主題，幫助聚焦個人有興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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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版社群個人動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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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首頁

可回覆主題
或加入最愛

發表主題 回覆主題 切換論壇或主題列表

可切換瀏覽個別論壇或
是特定主題列表

個人動態時報功能
可回覆主題或發表主題



功能與UI/UX持續精進

● 上傳教材後可立即執行新增開班，簡化開班流程。

● MRA多維度模組支援分權功能，延伸分權管理應用涵蓋度。

● 組織管理提供停用部門管理機制，有效管理歷史部門資料。

● 系統優化：多媒體編輯器模式切換、圖片支援URL設定、自動

恢復連線機制、瀏覽器版本更新狀況提醒…等，同步提升系統

管理效率與協助使用者自我服務排除障礙。

● 客戶建議產品化：41項(20家客戶)

● 產品規格改善：9項

● 客製內容整併於產品：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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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簡介
3



國內No.1 eHRD廠商

41

產品
Product

• 台灣企業客戶eHRD系統市占率第１
• eHRD全系統自行開發且完整整合
• 領先業界eHRD系統版本持續精進(6.0/6.1/6.2/6.3/6.4/6.5)

• 首創台灣eHRD系統支援平板及智慧型手機( App 
Based 與 Browser Based 雙模式)

• 新版系統承載量及應用穩定性最佳(6.x 系統已上線實證)

服務
Service

• 17年以上持續專注投入eHRD專業領域
• 引進國際顧問方法論，輔導實績最佳
• 專業團隊年資最穩定、經驗最豐 (10年以上年資20人)
• 打造eHRD EcoSystem, 客服管理系統, 提供售後服務
案例資訊透明、每周主動提供報表、系統操作微課程
與FAQ內容、速度與品質口碑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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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已經投入超過1億於6.x 產品!
扎扎實實的產品研發投資，小版
本落實升級更新，造福使用客戶!

請參考育碁 2018/3 新版公司
brochure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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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育碁 2018/3 新版
公司brochure p.6

產品版本功能、服務資訊、官網即時更新，
公開透明 ( 請參考育碁官網首頁)，為
eHRD業界唯一，打造誠信/透明/效率/ 負
責的 eHRD EcoSystem專業生態圈



育碁產品版本發展與服務機制資訊 (整理近10年紀錄)
業界唯一官網清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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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家以上客戶．超過58家客戶採用 6.x

45

國票綜合證券、花旗銀行、上海商銀、明台產險、華銀保代、新光人壽、玉山金控、中租迪
和、元大金控(銀行)、友邦人壽、統一綜合證券、旺旺友聯、兆豐產物保險、彰化銀行、新
光銀行、兆豐保代、欣台保險經紀人、農金保經…

金融業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杏輝藥品、財團法人自強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崇仁科技、裕利、台灣東洋藥品、財團法人台北靈糧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台灣電力公司、臺灣菸酒、日勝生、瑞助營造、佳格食品、三井工程、桃園大眾捷
運、伊甸基金會…

醫療及其它

服務業

OK超商、中宇環保、太古汽車、王品集團、世平興業、巨鷗科技、和泰興業、東京都、博
士博、聯合報、寶雅國際、麗嬰房、誠品集團、東森國際、台灣新蛋、春水堂、雲朗觀光集
團、奧文環球科技、遊戲橘子、馳加汽車服務中心、香繼光、台灣之星、天下雜誌集團、星
裕國際、天義企業、鬍鬚張、新光保全台、台安藥局、阿瘦實業、永豐商銀、國泰投信…

科技、製造業

三星科技、日月光、世平興業、台中精機、正崴精密、住華科技、宏碁、快特電波、亞源科
技、佳承精工、明泰科技、建準電機、神達電腦、啟佳通訊(昆山)、啟碁科技、通嘉科技、
敦南科技、智偉織造、華宏新技、華亞科技、新力美科技、群創光電（原奇美電）、頎邦科
技、精材科技、聚陽實業、遠東金士頓、緯創資通、優貝克科技、環鴻科技、瀚宇彩晶、繼
茂橡膠、明基材料、薛長興、豐達科技、晶睿通訊、上銀科技、智邦科技、艾克爾、漢翔航
空工業、皇田工業、彥豪金屬工業、久元電子、翔鑫堡工業、雃博、巨大(捷安特)、華宏新
技、新至陞、慧榮科技、加高電子、矽格、順捷、興采實業、四零四、群聯電子、貿聯、町
洋企業、崇越科技…

最新大版本產品
• 業界真正ready！
• 全模組全數ready！
• 使用客戶數遙遙領先



近年唯一大量企業客戶上線報導與研討會活動站台
2015年以來公開分享客戶 : 
慧榮科技．遊戲橘子．漢磊科技．中租迪和．台灣之星．
玉山金控．緯創資通．華亞科技．彰化銀行．明台產險．
智邦科技．艾克爾科技．王品集團．台中精機．元大金控
．明基材料．阿瘦實業．聚陽．全國電子．皇田工業…

2015年迄今, 唯一超過
20家以上企業客戶站台分享

46遊戲橘子

漢磊科技

元大金控



華人企業eHRD最可靠的策略合作夥伴

● 育碁有經驗、有決心、投資足夠的產品團隊…

● 產品模組完整、不斷更新、速度快、穩定/大量使用…

● 服務團隊版本更新跟進速度夠快、繁簡英系統操作微課程資源與
混成課程實務應用示範展示/PDF 檔案分享…專業到位

● 各模組(KPI/MRA…)使用客戶累積量夠大、交流分享多…

● 是企業HR 使用科技與面對變革，應用eHRD最可靠的
策略合作夥伴!

● 歡迎您們一同加入”持續不斷小版本升級的 6.x 系統產品應用
eco-system 專業生態圈“ (您會是今年的第100家6.x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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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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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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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中旗 George 
GeorgeYang@aenrich.com.tw

電話：02-2517-8080 ext. 110

黃志揚 Gerald 
GeraldHuang@aenrich.com.tw

電話：02-2517-8080 ext.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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