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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議 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1:30-1:35 【開場】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1:35-2:05 【數位時代的人才發展與管理應用】 緯創訓練暨發展中心
邱倉木前處長

2:05-2:55 【善用技術，讓人才/績效管理更加靈活和智能】
育碁a+HRD 6.7新功能介紹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育碁黃志揚副理

2:55-3:25 【數位時代職能面面觀】 康士藤．盧立軒
資深顧問/講師

3:25-3:40 【Break】

3:50-4:10 【數位經濟時代的企業學習新模式】 天下創新學院
江逸之總監

4:10-4:40 【企業實務案例 / 兩岸與集團系統平台應用】
職能評鑑Ｘ學習發展=競爭力提升

康軒文教集團
林雅玲人資長

4:40-5:00 【交流論壇暨Q&A】 主持人與所有講師



活動開始與結束
請分別刷 QR Code簽到與簽退

● 點「動態」

● 再點「簽到」或「簽退」

● 再刷講義首頁，或活動現場的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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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參與～

此次活動採用 a+LMS & a+MPS 6.6 經營混成互動; 
下次活動將用 a+LMS & a+MPS 6.7 經營混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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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賦能 . 驅動績效
新世代eHRD應用與穩定發展
開創企業人才績效的更多可能

【開場】
與夥伴們共同打造eHRD Eco System

育碁數位科技
楊中旗總經理

2019/4/18



VUCA 的挑戰與回應 : 敏捷型組織

● Volatile 波動性

● Uncertain 不確定性

● Complex 複雜性

● Ambiguous 模糊性

● Go Agile：這個世界，不是大的打敗小的，是快的打敗慢的

– 策略、結構、流程、人員、技術… Go Agile

(詳見642 期天下雜誌，P.124 管理專欄：5大支柱打造敏捷型組織 )

5

惟快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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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服務資訊，持續且唯一公開透明
歡迎於官網直接下載最新的

a+HRD 6.7 Brochure PDF檔
4/18 研討會現場直接提供彩印紙本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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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組合套件，皆可持續加購
階段性發揮eHRD整合應用效益

封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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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發表6.0
• 2016/03 發表6.1
• 2016/11 發表6.2
• 2017/06發表6.3

（6.x 版本累計產品開發經費超過1.3億、期程超過6年）• 2017/10發表6.4
• 2018/04發表6.5
• 2018/10發表6.6 (已有30+使用)
• 2018/04發表6.7

育碁持續穩定的投資，做到敏捷化的產品更新
以競爭力、專業與信任，打造 eHRD Eco System

P7-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育碁18年來持續投注產品的開發結合HRD理論、國際發展及客戶的實務回饋，因應時代的發展不斷的演進讓客戶的投資具效益及未來性



版本細部規格資訊清楚公開；目前84家
a+HRD 6.x客戶，已有超過 30家客戶採用
或升級a+HRD 6.６獲得產品精進的效益…

P3-4

業界唯一版本細部規格資訊清楚公開；
目前88家a+HRD 6.x客戶，已有超過30家客戶升
級或安裝a+HRD 6.6；4/18 起即提供評估中客戶
a+6.7測試系統，4/25前會有3家客戶安裝使用；
讓客戶們真正獲得育碁產品精進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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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應用新套件 - 績效管理套件
a+Performance Suite

P12



標準、專業、旗艦差異表官網誠信公開
(6.7版準備中，將於4/17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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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資訊請參考育碁官網
http://www.aenrich.com.tw/products/6.0/KPI.html#Version
業界功能最強的標準版、最完整的專業版、最獨特的旗艦版
可階段性依應用範疇擴增、無縫升級。

透過符號清楚“標示”產品功能資訊、並提供Excel 下載功能清
單與更多詳細內容，方便您進行選商比較

官網
頁面



與夥伴們共同打造
eHRD Eco System
長期/優質/穩定的合作夥伴
• 天下創新學院： 1門完整課程
• 博士博：1門完整課程、26門單元一試讀(授權1年)
• LiveABC：10門課程(授權3個月)
• 2019/5/1起，a+LMS 5.6以上客戶，天下創新學院(1000門以上)獨家整合試讀

方案
• 2019/6/1起，a+HRD 6.7 客戶，育碁客服系統微課(30門/繁簡)提供訂閱服務

（育碁客戶的員工可於客戶的LMS中直接閱讀育碁所提供的微課程)

New

New

1



LMS
不限版本
教材客戶端安裝

http://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vents/2015_9999/20159999_eDM.asp


育碁客服系統整合試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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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不限版本
教材客戶端安裝

http://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0121.html


育碁客服系統整合試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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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不限版本
教材客戶端安裝

http://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0211.html


天下創新學院(1000門以上)獨家整合試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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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S
限5.6版以上
（教材整合提供）

5/1起提供



LMS 6.x版本圖例：天下課程查詢．分類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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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上方”分類檢視”直接查詢
“天下創新學院”所有的課程清單



育碁客服系統微課(30門/繁簡)訂閱服務

系統操作微課程

．6.3：主管中心功能介紹
．6.4：主管中心功能介紹
．6.4：個人中心功能介紹

「a+HRD共通課程」

． 6.X：如何將學習系統行事曆與
google行事曆和outlook結合應用?
． 6.X：員工如何報名、申請課程?
． 6.X： LMS系統功能介紹(使用者)
．…

「a+LMS 課程」

．6.3：APP操作介紹 I：如何安裝並連結帳戶
．6.3：APP操作介紹 II：功能操作說明
．6.3：APP操作介紹 III：課程簽到與簽退應用

「a+APP 課程」

．6.3：KPI系統功能介紹(主管中心)
．6.4：KPI系統功能介紹(員工)
．6.X：如何進行目標的指派或分
派?(主管)
．…

「a+KPI 課程」

行銷專題活動

．2018/1/18 讓微學習有Fu：
活動後資訊統計分享

．ATD 2017 ICE 返台專題深度分享會
．…

育碁「Golden Club」

．6.3：多維度評量(MRA)系統功能
介紹(使用者：主管)
．6.X：多維度評量(MRA)系統功能
介紹(使用者：員工)
．6.X：如何填寫多維度評量表 (受評
者、考評者)?

「a+MRA 課程」

含員工與主管系統操作課程，方便快速上手

a+LMS 6.7新增
“供應商訂閱與領域管理”功能 –育碁
a+LMS 6.7 版本以上的客戶，可應用訂閱功能
與服務，於維護合約保固期間，客戶皆可於其
LMS、用原帳號，直接閱讀育碁持續新增的使
用者系統操作微課程、外部免費資源…等課程。

a+LMS客戶
限6.7版以上
6/1起提供給
保固維護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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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 混成學習應用／體驗簡介
(Online線上學習：應用育碁 a+HRD 6.6 建置的「客服系統」)

• 活動前中後 平台問卷 ( 電腦版/行動版並行 )
• 社群交流 ( 電腦版/行動版並行 )
• 學習資源 ( 行動版含離線閱讀/閱讀記錄回傳功能 )
＊註：「育碁客服系統」預計4/30 升級至 a+HRD 6.7版；

4/30(二)Wally的學習策展workshop的O2O混成學習將應用6.7版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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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vents/2019_0430/20190430_eDM.asp


活動前中後請填寫平台問卷及參與社群討論

● 採用6.6系統內建平台問卷與 a+HRD App：讓您體驗，

包括選擇題、以及開放題回饋；可以視您方便與習慣，以

電腦或手機填答。

● 社群：論壇會有講師的回覆與補充 (含活動後)

● 系統帳號：將開放到 2019/4/19 晚上 20:00

● 會後補充學習資源：將於會後另行 email 提供(含問卷報

表統計分析回饋)。(因為系統帳號已經於 4/19 停用)
＊註：紙張減量，現場不提供講義與紙本問卷，儘可能以數位方式進行，就源輸入也

便於統計分析，保存與隨時查閱分享大家也一起做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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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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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紙本問卷調查，將應用育碁LMS內建

的「平台問卷」進行調查：

● 題項共計9題，會中各問卷將依各演

講時段“陸續”開啟。

● 待開啟後，請點選下方選單「任務」

即可看到待回填的問卷，請各位協助

回填。



會中．社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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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紙本提問單，將應用育碁LMS內建的線上「社群

」進行交流，共分3大項，可隨時參與回饋與交流。

● QA時段提問：

針對各講師之提問，請於此論壇中提出，將由各

講師線上回饋或ＱＡ時段現場回饋。

● 學習心得交流：

針對此活動的相關學習心得、回饋…等，可於此

論壇進行交流。

● 行政服務提問：

針對此活動相關行政，如：行政支援、現場服務

、系統使用…等，可於此論壇中隨時提問。



社群交流．【行動版】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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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點”+”

2. 選點想要發表的主題分類

3. 依序填寫主題及內容，再
點選“發表”即可參與互動
交流。



社群交流．【電腦版】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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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點想要發表的主題分類

1. 選點「資源」中的”論壇”



社群交流．【電腦版】操作步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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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點「資源」中的”論壇”

4.依序填寫主題及內容，再點選“發表”即可參與互動交流



Thank you~

楊中旗 George
GeorgeYang@aenrich.com.tw

電話：02-2517-8080 ext.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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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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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