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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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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步參考 6.7 產品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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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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導向”全方位HRD完整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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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a+HRD Total Solution 」，以”企業績效”
為目標，從體系與制度規劃、階段性需求分析、階段
性計劃、方案設計、學習發展到成效評估，運用e化
系統，協助組織打造正向的「企業人才訓練與績效發
展循環」，以即時因應多變的市場挑戰，持續開創組
織營運績效。

唯一整合性eHRD產品設計 - 底層完全共通、全面支援
行動裝置 (APP based/Browser Based 雙模式)

P9

簡報者
簡報註解
Why?在全球化的世代、產業競爭激烈、員工流動率高，掌握”優秀員工及關鍵員工”即掌握了企業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有鑑於此，育碁數位科技結合了專業的顧問服務群及研發團隊，將人力資源發展的新思維及e-Learning實務運作的豐富經驗，開發出可完整整合並可彈性選用的育碁a+HRD Total Solution人力資源發展e化產品。以落實”優秀員工及關鍵員工”的學習發展與績效管理應用目的：藉由完整的人力資源發展e化導入應用，提升企業對員工訓練與發展的效益，以促進企業整體營運績效。應用效益：快速落實員工訓練規劃，提高員工生產力提高30%教育訓練管理效率、有效節省20-30%訓練時間，降低50%訓練成本增進企業學習風氣，建立學習型組織系統化專業知識累積與管理有效運用組織訓練資源、提高企業人才培訓成效追蹤員工訓練發展與證照落實度，掌握人才發展現況兼顧現在與未來的發展，強化員工對組織的認同 系統化職能與績效評估，落實企業績效管理落實組織目標策略規畫於訓練發展、提升HR策略性角色價值How? & What?育碁『a+HRD Total Solution』全系列產品與服務，以『企業績效』為目標，協助組織有目標、有結構、有效率的展開短、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從職能與職務的訓練需求分析、規劃、執行到學習成效評鑑，透過完整的e化系統支援，快速展開專業人才的培訓與發展，形成一個有效率的「企業人才訓練與發展的循環」，創造與累積企業專業人才資本，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創造營運績效，讓企業在導入系統之後能從成功邁向卓越(A到A+)，促進企業貫徹組織目標與企業經營理念、健全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組織及員工的雙贏。eHRD 應用概念：從分析（Needs Analysis)、規畫(Plan)、學習與發展(Learning & Development)到評估(Evaluation）完整發展企業eHRD系統。分析：（績效系統、職能系統、學習地圖系統）以企業績效目標分析員工所應具備的能力，完整定義出企業的職能（包含：知識、技能、態度等），並分析出能透過那些訓練課程以培訓員工具備所需的職能。亦可透過盤點公司之各種角色職務，針對角色職務分析JD、需求職能、訓練課程等資料，提供企業員工，清楚了解應具備的各種能力。－應用重點：學習需求蒐集核心能力評估核心能力差距分析規劃：（個人發展計畫系統、學習管理系統）全面盤點出所需具備的職能及工作相關的知識技能後，員工再依個人所欠缺的能力及未來欲發展需求，規畫個人的發展計畫，以期在時間內完成所需達成的目標。－應用重點：擬定整體開課計劃課程基本資料建置內容設計與製作擬定個人學習計劃學習與發展： （學習管理系統）個人及企業所規畫出的學習項目，藉由全功能的e化系統，進行學習的全面的規畫、執行與管理，滿足企業實體訓練、線上學習及外部訓練等多元需求，大幅減少教育訓練單位的行政作業時間及成本，有效提高學習成效，協助企業提升人才訓練績效。－應用重點：訓練課程開課管理－ 實體、線上、混成線上報名、學習學習成效評核學習記錄統計追踪評估： （多維度評量系統、績效系統）在執行學習與發展後，可透過LMS的考試及行為檢核等機制，落實Levl1-Level3的評核，並可進一步運用職能多維度評量（MBB)及績效評估(MBO)來評估，員工的訓練與發展成效是否真正落實於工作表現及績效的成績上，爾後更可將評量之結果提供下一個執行Cycle之參考資料來源，形成一個有效率的「企業人才訓練與發展的循環」，全面提升企業人才競爭力 。－應用重點：員工行為與職能評估(MBB)：學習者之運用對公司營運產生效用員工工作績效評估(MBO)：學習者於工作上之直接運用輔助企業人力資源發展：專案規畫輔助企業有效的人力資源發展計畫學習成效評鑑之系統應用：Level 4：結果(a+KPI) Level 3：行為(a+LMS 、a+MRA)Level 2：學習(a+LMS＿測驗)Level 1：反應(a+LMS＿滿意度調查)Level 0：學習活動完成度(a+LMS＿學習紀錄)



eHRD全模組．全新系統架構、整合性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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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木式、可階段性導入的整合性eHRD Solution_一致的系統架構與版本、完整行動支援

真正全模組整合
共用組織流程，資訊安
全控管與資料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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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HRD各機制運作
的流程，透過a+HRD
各模組(顏色區隔)的分
項功能，獲得e化貫串
的完整實踐…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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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組合套件，可分時加購
階段性發揮eHRD整合應用效益

封
底



敏捷開發eHRD系統產品．滿足企業多元應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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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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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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0+企業使用)
• 2018/04發表6.7 (已有3家安裝)

育碁19年持續投資，6.x 做到敏捷化的產品更新
業界唯一，具競爭力、專業與可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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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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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起即提供評估中客戶
a+6.7測試系統，4/19前會有3家客戶安裝使用；
讓客戶們真正獲得育碁產品小版本精進的效益…



敏捷開發eHRD系統產品．滿足企業多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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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整合的產品發展
保障客戶系統投資

．eHRD全模組（LMS、KPI、IDP…)皆

自行開發、非併購取得, 完全掌握
核心關鍵技術；客戶整合應用效能高。

．業界唯一eHRD全模組、前後台完整

全新大改版。
．平均6個月小改版，國內唯一持續投資
且產品穩定上市

．提供標準版、專業版、旗艦版，方便
企業依需彈性選用

．唯一具備世界級的分權設計架構，提供組織

分權、領域分權、獨立首頁等功能，滿足集
團共享與分權應用

．支援跨平台/跨裝置/跨瀏覽器，滿足最新資

訊環境需求
．支援Windows 2016/2019與SQL 2016/2017

64位元架構，可充分運用最新軟硬體效能，

支援客戶高使用量需求
．系統可於Microsoft Azure上以雲端建構應用
．唯一連續十年於官網完整公告產品版更內容

P3-4



標準、專業、旗艦差異表官網誠信公開(業界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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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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eHRD Ecosystem．提供客戶實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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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打造eHRD Ecosystem．提供客戶實用服務

14

P5



打造eHRD Ecosystem．提供客戶實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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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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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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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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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ser based：Android 5.0 以上 with Chrome    iOS 8 以上 with Safari
．APP based：Android 5.0 以上、iOS 8 以上

．PC硬體：Core i3以上、4G RAM以上(建議)
．作業系統：Windows XP 以上、Mac OS X 10.6 以上、iOS 8 以上、Ubuntu 16 以上
．瀏覽器：Chrome 、Edge、Firefox 、Safari等最新版、Microsoft IE10 以上、Safari 
5.1 final版(Windows)

支援環境完整 cover前後台

17

伺服器端

使用者端(電腦版)*含所有使用者、管理者功能

使用者端(Mobile版)．支援雙模式(適合企業使用)

．作業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R2 以上或 2016, 2019
．應用程式伺服器：MS IIS
．資料庫：Microsoft SQL 2012, 2014, 2016 或 2017

封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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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美國權威培訓調查機構 Bersin & Associates 的研究報告指出，企業已從學習管理往人才管理的趨勢發展。為滿足企業人才的發展，落實企業各類訓練需求的專案，育碁創新一代的『 a+Talent Suite 企業人才套件』，首創無縫式整合職能管理(a+Competence)、學習地圖(a+Learning Roadmap)、學習管理(a+LMS)與a+MPS行動績效支援等四大系統，協助組織有目標、有結構、有效率的展開短、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從職能與職務的訓練需求分析、規劃、執行到評鑑，透過完整的e化系統支援，形成一個完整而有效率的「企業人才訓練與發展的循環」，讓企業在導入系統之後能從成功邁向卓越(A到A+)，促進企業貫徹組織目標與企業經營理念、健全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組織及員工的雙贏。



6.66.X5.X4.X3.X

eHRD全產品．版本演進、系統整合應用(1.X~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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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A
客戶群

B
客戶群

C客戶群

KPI 版本持續的版本演進

讓更多客戶不用客製

就能符合制度運作期待…



6.66.X5.X4.X3.X

eHRD全產品．版本演進、系統整合應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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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B
客戶群

Performance Suite 6.6
整合職能與學習地圖系統
，讓客戶得以透過跨系統
整合應用，實踐各制度運
作所需… 多模組整合成績
效管理套件，讓更多客戶
不用客製，產品直接上線

D客戶群

A
客戶群

C客戶群



6.76.66.X5.X4.X3.X

eHRD全產品．版本演進、系統整合應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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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B
客戶群

Performance Suite 6.7
整合除了職能、學習地圖
系統整合應用外，客戶可
加值選購個人發展計畫系
統，實踐客戶更多元的制
度運作所需…讓更多客戶
不用客製，產品直接上線

D客戶群

A
客戶群

C客戶群

E客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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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應用套件 -績效管理套件
a+Performance Suite 6.7

P12

IDP: 6.7全新

底層共通整合



a+KPI績效管理．系統客戶

23



eHRD全產品．底層一致、延伸整合應用效益

24

Performance Suite結合MRA Suite、Talent Suite完整整合應用；讓客戶們

更加驚艷…現已有多家客戶如此應用…；客戶們可依需求升級與加購應用。

F客戶群

E客戶群

G客戶群

育碁a+HRD 整合性系統 :
三種組合套件，皆可持續加購－
階段性發揮eHRD整合應用成效

育碁 a+HRD 6.x 客戶
選用 2種主套件以上客戶佔28%
明顯高於a+HRD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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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美國權威培訓調查機構 Bersin & Associates 的研究報告指出，企業已從學習管理往人才管理的趨勢發展。為滿足企業人才的發展，落實企業各類訓練需求的專案，育碁創新一代的『 a+Talent Suite 企業人才套件』，首創無縫式整合職能管理(a+Competence)、學習地圖(a+Learning Roadmap)、學習管理(a+LMS)與a+MPS行動績效支援等四大系統，協助組織有目標、有結構、有效率的展開短、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從職能與職務的訓練需求分析、規劃、執行到評鑑，透過完整的e化系統支援，形成一個完整而有效率的「企業人才訓練與發展的循環」，讓企業在導入系統之後能從成功邁向卓越(A到A+)，促進企業貫徹組織目標與企業經營理念、健全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組織及員工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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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育碁 a+LMS 6.x 客戶
加購套件為Talent Suite
佔52%

6.7 -資訊安全再升級



a+Talent\LMS 6.x系統應用客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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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

久元電子

元大金控

日月光半導體

王品集團

台中精機廠

台灣東洋藥品

正崴精密工業

艾克爾國際

宏碁

明台產險

明基材料

花旗(台灣)

晶睿通訊

翔鑫堡工業

雃博

群創光電

資策會

遊戲橘子

彰化商銀

漢翔航空工業

漢磊科技

精材科技

聯合報

麗嬰房

繼茂橡膠工業

禾伸堂
伊甸基金會
全國農業金庫

全國電子
同欣電子
艾笛森光電

町洋企業
亞源科技
和德昌

欣台保險經紀人
矽格
采鈺科技

金泰噴碼
長安醫院

5.x版客戶列舉

阿瘦實業
皇田工業
食品研究所

香繼光
桃園國際機場
啟佳科技(昆山)

啟碁科技(台灣)
崇越科技
康士藤

康軒文教
晨間廚房餐飲
統一綜合證券

智微科技
貿聯國際

6.x版客戶列舉

群聯電子

聖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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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租迪和
元太科技

天下雜誌集團
天義企業
加高電子

台北市捷運局
台耀化學
台灣日立

台灣新光保全
台灣電力公司
永豐金證券

永豐餘投控
玉山金控

(2015年底6.0版上市以來，LMS迄今已超過77家客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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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S 6.x 客戶同意名單公告於
育碁官網者佔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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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切Hybrid 設計－
功能演進速度業界最快！
讓您準備好迎接5G與高速
網路時代的來臨 !
+MFA(兩步驟資安驗證)
要便利也要更安全！

育碁 a+HRD 6.x 客戶
加購MPS行動套件
佔74%

6.x 迄今維持做到APP
market中, 單一版本,
跨客戶且完全前後版
本相容, 所有企業客戶
,其行動裝置的使用者
, 皆可同時獲得最新版
本的自動更新… ; 
育碁維護成本最低
問題量最少…



a+MPS 6.x系統應用客戶名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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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禾伸堂

伊甸基金會

全國農業金庫

全國電子

同欣電子

艾笛森光電

町洋企業

亞源科技

和德昌

欣台保險經紀人

矽格

金泰噴碼

5.x版客戶列舉

長安醫院

阿瘦實業

星裕國際

皇田工業

食品工業研究所

香繼光

桃園國際機場

崇越科技

康士藤

康軒文教事業

晨間廚房餐飲

統一綜合證券

6.x版客戶列舉

智微科技

貿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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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租迪和

中鼎工程

天下雜誌集團

天義企業

台北市捷運局

台耀化學

台灣新光保全

台灣電力公司

永豐金證券

永豐餘投控

玉山金控

目前累計超過20家企業用戶 新版a+LMS 客戶77家以上，同時採用a+MPS超過65家

P21

育碁 a+LMS 6.x 客戶
加購MPS行動套件
佔84%-Mobile程度很高

育碁 a+LMS 5.x 客戶
加購MPS行動套件
佔25%-Mobile

育碁產品 a+HRD UI 設
計 6.5 起Mobile First!



5.4/5.5/5.6/6.1/6.2/6.3/6.4/6.5/6.6/6.7

皆有持續對應支援的TCR產品模組版本

金融業法遵必備、業界唯一產品化、免客製

P23

金融業法遵規範若調整 - 育碁保證納入產品版更、讓您免客製、業界唯一!



a+TCR金融訓練通報預警模組．導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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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6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不同意公開者：KPMG2014/9/8：科技製造業：新增＿艾克爾國際、漢翔航空工業（立端科技尚待與客戶確認中）金融業：新增＿兆豐產物保險、彰化銀行服務業：新增＿春水堂2014/12/9：科技製造業：新增＿晶睿通訊金融業：新增＿旺旺友聯服務業：新增＿雲朗觀光醫療及其它：新增＿日勝生、瑞助營造、佳格食品



6.7 新功能簡介與
其它功能與UI\UX持續精進說明

• 新功能：
 a+KPI：整合IDP模組(加值) ，新增績效與個人發展專案、設定個人/部屬待發展項目…
 a+Talent\LMS：講師中心、學習活動整合直播平台(加值)、自動編碼(課程/開班)、年

度自動開班...
 a+MPS： MPS/APP策展區塊、APP圖形鎖、手機觀看直播(加值)...
 a+HRD全系統：MFA二階段資安驗證(加值)...

• 功能與UI/UX持續精進…

2



6.7版本．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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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a+ IDP 6.7模組(加值)
_新增績效與個人發展專案
_設定個人/部屬待發展項目
_進度型目標考核與彈性考核作業

．講師中心
．自動編碼(課程/開班) 
．年度自動開班

．APP圖形鎖
．APP系統網址QR Code綁定
．首頁主題式策展(Curation)
．可查閱文件簽核表單內容

．MFA兩步驟資安驗證(加值)（展現整合性－全模組一體適用）
．郵件優化…

．外訓報名申請
．可閱讀SCORM教材

(限HTML5格式 )
．可觀看直播學習活動(加值)

．供應商訂閱與領域管理
( 包括：育碁客服系統、天下創新學院... )

．可自訂行動版首頁
．學習活動整合直播平台(加值)

( 包括：YouTube, FB, Twitch... )加值)



個人發展計畫(IDP)模組整合應用

• 在a+HRD 6.6，LRM擴增後像一個Hub，
可以貫串 LMS/MPS( job aids)/證照/職能/KPI(指標庫)!

• 全新的 a+IDP 6.7，則是一個集大成者，
貫串KPI/MRA/LRM/COM/LMS 多模組的規畫與完成度整合追踨!
只有底層完整整合的 a+HRD 6.7 系統做得到，
這樣的妙用! 業界唯一!

34

３ 員工HR 主管



個人發展計畫(IDP)模組．功能與效益

● 功能說明

– 整合學習地圖、職能、績效管理系統，延伸LMS，提供個人發展整合應用

– 提供職務內訓練與認證項目、職能內發展計畫項目加入待發展項目。

– 員工可自行加入個人待發展項目、主管可加入部屬的待發展項目

● 效益

– 員工：配合原先職務職能規劃，可自行編撰待發展項目清單，彈性規劃個

人發展。

– 主管：可安排部屬發展項目，提供部屬發展項目推薦與指派

– 後續可整合績效與個人發展專案，進行目標設定、彈性考核等個人發展與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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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待發展項目
● 查詢職務/職能相關訓練項目時，可加入為個人或部屬待

發展項目清單

36

員工 主管



待發展項目清單
● 可查看目前待發展項目可進行的訓練與申請，以及訓練完成紀錄

37

員工 主管



KPI整合IDP模組．績效與個人發展專案

● 功能說明

– 結合IDP模組(加值授權)，可新增績效與個人發展專案。

– 提供進度型目標可將發展項目、職務項目以進度方式進行目標管理

– 彈性考核設計，提供作業期間內可多次評核，由受評人依照現況或使主

管要求來啟動。

– 提供快速設定可產生專案設定預設值，簡化專案設定步驟。

● 效益

– 結合績效專案應用模式，提供進度型目標設定與彈性考核，

方便個人發展計畫執行情境應用。

– 提供快速設定方式，加速建立個人發展評鑑專案，

減少操作步驟、提升應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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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績效與個人發展專案

39

HR



快速設定．自動建立考核表與個人發展評核作業

專案會自動產生一張預設的考核表，並依照專案期間自動新增

績效規劃作業、個人發展評核作業。管理者僅需新增受評人，

並設定好“評核方式”後，即可開啟專案。

40

HR



新增進度型目標

● 由職務訓練與認證/職能發展計畫/待發展項目加入的目標，目標類型皆為進度型。

● 進度型目標如關聯個別職務/職能項目，可於評核階段顯示完成/未完成。

如該項目無對應訓練課程或證照時可進行，可開放員工自行回報完成與否。

● 進度行目標如關聯職務訓練完成率，可於評核時顯示目前完成率。

當該職務所有項目皆無對應訓練課程或證照，可開放員工自行回填進度百分比。

41

HR



個人發展評核作業．彈性評核
● 績效與個人發展專案可自動建立個人發展評核作業，簡化作業期間設定。

● 作業期間內，員工可依照制度或情境需要，提出1~多次評核，利於定期回

報目前執行狀況，方便追踨管理、即時回饋。

● 專案期間結束可設定期末評核進行總評鑑，以利整體評估。

42

HR



個人發展專案報表
可統計所有參與專案的發展對象訓練課程需求/證照需求，並可匯出名單

43

HR



學習活動整合直播平台(加值)

• 可整合YouTube、Facebook、Twitch直播平台，進行直播學習活動
• 與 a+LMS 6.7 整合，可同時結合a + MPS 6.7 於手持裝置中觀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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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採介面設計，具擴充性！

採購客戶
(含a+HRD 6.x 舊客升級預購)

享超值特惠價！

前20個



學習活動整合直播平台．功能與效益

● 功能說明

– 提供學習活動可新增直播活動，提供講師可管理要進行的直播活動

– 可使用外部平台作為直播來源，並於學習活動內進行線上聊天室互動

– 可提供直播回看以影片或是回看網址；設定完成後自動轉為線上教材

● 效益

– 以直播活動，增加學習設計的多樣性、提升學習成效。

– 直播後可自動轉為線上教材，方便擴充教學資源。

– 直播聊天室的即時性與互動性，可提升學習服務品質。



新增直播活動
● 線上課程可新增直播活動，可指定講師進行直播管理。

● 支援以YouTube、Facebook、Twitch作為直播來源。

46

HR
整合採介面設計，具擴充性！



開始直播活動．發送推播通知
講師進入直播室開啟直播活動後，可“發送推播通知”給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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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直播．互動交流

48

講師



直播回看設定，自動轉為線上教材
結束直播活動後，可設定直播回看；系統自動產生直播線上教材。

49

HR



講師中心

提供講師專屬整合頁面 – 資訊統整清楚/使用性佳，講師參與更有效率
方便講師管理個人授課活動、授課行事曆與資訊儀表板…

50

5

講師



講師中心．功能與效益

● 功能說明

– 提供講師專屬首頁，整合授課相關資訊

– 提供講師儀錶板，提供個人授課紀錄統計資訊化圖表

– 提供講師行事曆，管理時程安排與工作事項

● 效益

– 集中管理講師授課工作，方便講師快速展開教學

– 提供資訊圖表，即時查看授課回饋結果

– 以行事曆與工作行程表，提醒重要授課活動進程

講師



講師中心．首頁
講師可於我的設定內調整區塊與版面配置，自訂講師中心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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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講師中心．行事曆
● 講師行事曆可顯示“講師面授課程時間”、“直播時間”等To-do list。
● 講師個人可於Outlook、Google Calendar訂閱此講師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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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講師．工作區塊(To Do 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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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講師中心．資訊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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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系統登入安全機制
APP圖形鎖
提供APP圖形鎖，可於開啟APP前先驗證個人設定圖形，防止被他人不當
使用 (universal -設定與使用相近於許多銀行APP登入安全機制)。

6



圖形安全鎖
設定後須輸入正確的圖形才可使用APP。除了首次綁定後可設定外，可
於功能表內進行設定/解除設定圖形安全鎖。



MPS/APP手機版
新增功能
• 行動載具登入”QR Code”(a+MPS 6.7之後，手機APP綁定更便利)
• MPS行動首頁也可以調整設定 (同於原電腦版首頁的可調整設定)
• MPS系統動態策展區塊 (擴充原6.6電腦版學習策展功能到行動版)
• 平台考試 (含模擬考) /問卷入口
• 主管查閱表單內容
• 申請外訓
• QR Code擴充平台問卷、教室學習活動、最新消息、工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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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腦版登入頁．提供行動載具登入”QR Code”

QR code應用：
• 學員：手機掃描QR code後，快速連結至a+HRD

APP 手機版(右圖)，再輸入帳號、密碼即可登入…
• HR：利於行銷推廣，方便使用者快速連結到登錄的
網址 (無需於行動裝置上輸入長串的網址文字)

電腦版 手機版



MPS．行動版首頁設定
● MPS首頁配置可設定系統「動態」中，各區塊是否顯示與顯示排序。
● 可選擇區塊，包含：最新課程、學習資源、策展區塊。
● 各區塊提供“more”，可查看符合區塊條件的所有資料。

HR



MPS．平台考試入口
● 員工：可於MPS進行平台考試(正式考試與模擬考試)。
● ＨＲ：平台考試可設定是否開放於MPS上進行考試。(例:正式/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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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MPS．平台問卷入口
● 平台問卷：必填問卷、選填問卷。

● 必填問卷：須指定受測者；選填問卷：不用指定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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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查閱申請單內容與申請外訓
● 可查閱申請內容包含：原可簽核表單、內外訓報名、請假、退選；因應手機版面閱讀，表單內

容僅提供簡易資訊；詳細資訊(含，簽核歷程、員工訓練紀錄..等)可於電腦版查閱。
● 新增：主管可簽核外訓申請單、員工可新增申請外訓。

員工 主管



QR Code掃描．快速連結查閱

教室活動

員工

平台問卷 最新消息

工作支援
活動含：教材、直播、作業、問卷、測驗、討論區



系統登入安全機制
兩步驟驗證(加值)
提供MFA ( Multi-Factors Authentication )認證機制，以兩步驟驗證
方式提供帳號登入安全保障。(universal -設定與使用相近於office 
365…等雲端系統帳號登入安全驗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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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步驟驗證．功能與效益

● 功能說明

– 提供平台使用者登入系統後要求使用綁定的行動裝置獲取驗證碼進行

驗證。

– iOS/Android裝置皆可安裝Google Authenticator /Microsoft 

Authenticator APP以完成綁定並獲取驗證碼。

– 驗證通過後可選擇保存相同環境(裝置+瀏覽器)30天內登入免驗證。

● 應用效益

– 透過個人行動裝置綁定與驗證，確保為原帳號本人登入。

– 增加使用者登入安全性，避免帳號密碼外流後被他人不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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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0．安裝慣用的驗證APP
用手機掃描電腦版畫面上的QR Code即可下載

Authenticator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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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開啟驗證APP 進行綁定
使用手機Authenticator APP
掃描條碼完成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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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輸入驗證碼啟用兩步驟驗證
於電腦版系統中輸入手機取得的驗證碼進
行驗證，即可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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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步驟驗證碼．登入驗證

● 兩步驟驗證登入系統：
輸入帳號密碼(步驟1)，點選登入後
系統會顯示兩步驟驗證提示資訊；
需再輸入綁定的行動裝置上提供的
驗證碼(步驟2)才可登入系統。

● 提供30天內相同環境不需重復驗證
(相同環境：同電腦/手機/平板 &
同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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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整合應用

• 供應商清單與訂閱(天下創新學院與育碁客服系統, more… )
• 供應商領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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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訂閱與申請．功能與效益
● 功能說明

– 提供供應商訂閱。客戶可提出供應商訂閱申請
(目前提供育碁客服系統，後續將陸續新增)

– 提供供應商領域功能，可自行配置供應商領域首頁；正式開通後，供應商領域
會依照供應商預設的設定進行資料同步。例：

• 育碁客服系統_30門以上：育碁6.7版以上的ＭＡ客戶於ＭＡ期間可免費應用

• 天下創新學院_1000門以上：6.7版客戶，正式採購後，即可應用

● 效益
– 提供可訂閱外部服務，讓系統資源豐富化

– 提供育碁服務課程，協助客戶的員工及主管們可加速系統上手應用

– 客戶員工：LMS統一學習入口、單一帳號密碼，方便員工學習天下創新學院內
容，加速提升職能養成

– 客戶ＨＲ：整合學習資源、單一管理介面，HR透過LMS即可匯整學習報表，以
利人才的發展規劃



供應商．訂閱
● 供應商型錄：目前含育碁數位科技與天下創新學院

● 供應商訂閱：可對育碁數位科技(育碁客戶系統)進行訂閱申請

● 訂閱管理：可設定是否自動發佈為學習資源、學習資源預設開

放MPS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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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接續會有新增的partner join O2O接軌 !



天下創新學院(1000門)獨家整合試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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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S
限5.6版以上

5/1起提供



供應商領域首頁範例．天下創新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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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切換至天下創新學院領
域，即可看到所有課程

員工

a+LMS 6.7
特別以供應商的
整合方式提供



天下創新學院．領域首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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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可依推廣需求，自行配置天下創新學
院的首頁內容，選擇主題做企業內學習策展…

HR



天下創新學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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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LMS系統內建報表功能查詢，使用習慣一致&也可與其他開課領域
整併個人紀錄/單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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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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機制

• 課程/開班自動編碼
• 線上課程年度自動開班
• 開班各別設定啟用信件
• 提供特定情境行政作業自動化設定，可簡化開班/課程操作步驟。

79

10



課程/開班．自動編碼
● 簡易編碼原則：前置碼+日期+流水號N碼
● 課程前置碼可選擇課程類別編號或自行輸入。
● 開班前置碼可選擇對應課程編號或自行輸入。
● 建立日期年月日可選擇是否顯示。



年度自動開班(configurable)

● 線上課程可設定年度自動開班，可依照原開班日期增加一

年後自動新增並完成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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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班相關自動提醒信件可開放設定是否啟用

● 可於開班基本資料內，選擇啟用的自動通知信件。

(configurable)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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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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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地使用客戶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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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檔案/Template/素材資源分享…

● 各模組(KPI/MRA/M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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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活動完整資訊



結合 a+6.7系統
以O2O 方式推動

5/12就開始於
線上交流分享

張淑萍顧問
採隔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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