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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 LMS應用調查報告
與國內對應調查結果簡介
《美國i4cp/ATD研究數據+台灣ATD ICE分享會平台問卷統計數據比較分析》
請點入2019/9/25活動花絮檔案連結或掃描右下角QR Code下載完整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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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於時間，本開場僅做結論分析與行動建議

完整資訊pdf下載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20190925/02.pdf


Gartner Hype Cycle技術成熟度曲線簡介
(或稱：技術循環曲線/光環曲線/炒作周期)Since 1995

科技誕生的促動期!

穩步爬升的光明期?

泡沫化的底谷期 ???

過高期望的峯值!!!

實質生產的高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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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常可檢視的狀態與參考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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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帶著問題出發，前往美國華盛
頓 ATD ICE年會取經比對…: 那些學習
科技正是台灣快速跟進的導入恰當時機?

Curation



Survey from 388 Talent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6Source : ATD / i4cp Joint study 2018.  Presented in ATD ICE 2019

ATD/i4cp 研究調查…企業在 LMS 的那些功能應用對企業產生最多的效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5/21 ATD ICE 學習小記2018/7-8 調查報告, 超過388個美國的Talent Development 專業工作者受訪, 企業在 LMS 的那些功能應用對企業產生最多的效益. (前三項, 是基本的, 包括線上/面授/混成/註冊(流程簽核)... 以及系統的追蹤與紀錄)1. Learning Delivery 2. Enrollment Management3. Data Collection/Tracking4. Mobile Access (行動載具功能支援, 含行動學習)5. Learning Path (學習地圖)6. Compliance report (證照應訓回訓預警與報表)7. Topic or Competence-based Learning( 績效/職務/職能 為基礎的訓練 )...數據與排序會說話. 一張圖, 提供給已經採用者, 盤點可以多發揮效用的關鍵所在. 對於想要導入的企業, 做評估時, 應該要務實評估與投入心力的重點所在.效益最少的排序是1. Budget Management ( 預算管理 )2. Gamification Elements (遊戲化學習/含積點與徽章)3. Resource Management (資源管理, 含場地時程預約/講師時程預約... )



相近題目 –【6/12 ATD ICE 台灣分享會會前/會中問卷】
調查統計、對比 2019/6/14統計 (140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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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也是美國的價值認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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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與美國比例高的(排序)
功能項目，選擇性的重
點投入資源，生產力/成
效會比較高…



企業應用LMS產生效益的行動建議

k. 與其他系統的整合應用 (如HRM, MES, CRM…)
o. 績效支援(Performance Support)與學習資源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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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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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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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資源管理，含場地時程預約/講師
時程預約…

x. 遊戲化學習/含積點與徽章
y. 預算管理

高效益/生產力
(台灣比例高的7+4)

低價值產出
(美國與台灣皆然, 別被誤導)

a. 學習內容的提供 (含可分散佈署的內容伺服器)
b. 學員課程申請/請假簽核, 調訓與免修登錄管理
c. 相關資料的蒐集與追蹤
d. 行動載具的支援
e. 學習地圖-職務或學習路徑的支援
f . 證照應訓回訓預警與報表
g. 績效/職務/職能為基礎的學習發展與管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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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帶著問題出發:回國套用
前頁企業價值創造，對美國顧問
的觀點, 進行Mapping調整A…

35% - V
3% - X

Curation
15% - ?



George帶著問題出發:回國套用
前頁企業價值創造，對美國顧問
的觀點, 進行Mapping調整A…

35% - V
3% - X

Curation
15% - ?



企業於LMS中常採用到的一般功能【問卷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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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也是美國使用率排序) 8/29統計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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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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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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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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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於LMS中常採用到的進階功能【問卷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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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也是美國使用率排序) 8/29統計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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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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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5%

d. 微學習(Micro Learning)的應用支援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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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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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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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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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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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統計檢定顯著性與否做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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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中，我們看到微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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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高績效組織推動時可以選擇與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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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V
16% - X

George 套用i4cp 調查企業使
用率做mapping B, Micro, 
Mobile Learning,策展
Curation 都已達高原期…；
xAPI與遊戲化都還在泡沫谷底

40% - V

14% - X

N/A

N/A
N/A

N/A

Curation
30% - V



行動建議．新學習科技應用選擇
企業應用新學習科技，可考慮將有限的資源聚焦如下：

● 混成學習

● 微學習

● 行動學習

● 策展

● 職務/職能/證照為基礎的學習…

● 內容推薦機制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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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產品服務
敏捷/透明/連結/資安
助您善用 eHRD，落實組織人才發展與營運績效

育碁官網持續更新…, 請隨時上網(育碁官網>產品服務>資源下載)
下載最新的數據與檔案連結…
2019/9/25 第一版
2019/11/14 第二版 !!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aEnrichPhilosophy.pdf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download.asp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aEnrichPhilosophy.pdf


Agenda
● 敏捷 / 透明 / 連結 / 資安．Why? What? How?

● 完全的敏捷，即時的回應
– 產品演進：小版本產品演進，半年1次版更

– 服務提供：小版本系統導入，2周內提供測試機、專屬客服專案經理服務客戶、結合CRM系統 ，透過
「客戶服務系統」提供客戶最新案例動態資訊

● 徹底的透明，完全的信任
– 產品資訊官網公告：6.x 版本功能演進表，各版本功能(標準/專業/旗艦)清單與差異表、6.x 各模組客

戶採用數、最新版本6.7採用客戶數…

– 服務資訊官網公告 /  客戶服務系統查閱：2017/2018 服務年報、 2019年上半年/Q3服務年報、案
例線上查詢、每周五自動寄送系統案例追蹤表、 KPI系統2019年期中/期末評核執行成效報告…

● 優質的連結，完整的服務
– 「天下創新學院」1200+課程

– 育碁系統操作微課程_24+門…

● 完善的資安，放心的應用
– 產品功能_安全機制 (每年超過15家客戶透過第三方弱掃/滲透測試，修正調整迴歸產品版本)

– 服務機制_資安管控

17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announce.asp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announce_service.asp
https://service.aenrich.com.tw/ehrd/


敏捷 / 透明 / 連結 / 資安
Why? What? How?
▌客戶價值Why?
▌育碁做了什麼? What?
▌育碁如何做到?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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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 / 透明 / 連結 / 資安．客戶價值Why?

透明
Transparency

徹底的透明，完全的信任
透明化是建立合作的重要關鍵，在互信的基礎下，期望成為您值得信賴的
eHRD合作夥伴。產品版本演進…；服務案例、水準…等重要資訊皆公開於育
碁「官網」及「客戶服務系統」，方便企業客戶：
．資訊「即時」看見、無需猜測，利於系統導入前的評估參考。
．集中焦點、加速溝通，利於系統導入後的順利推動。

敏捷
Agile

完全的敏捷，即時的回應
變動的年代，反應慢，已無法面對險惡的商業市場。育碁提供「敏捷」的產
品與服務，期望協助客戶即時因應變化，打造組織即戰力！

連結
Connection

優質的連結，完整的服務
系統連結整合，可於同一系統操作應用、記錄分析，提供更全方位的綜合性
服務，以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應用效益。

資安
Security

完善的資安，放心的應用
客戶定期弱掃滲透測試迴歸及產品內建資安規格，避免系統未經合法授
權進入、使用…等不當應用。建立嚴謹處理SOP，提供符合機密性、完整
性、可用性資安要求的產品服務，讓客戶放心應用系統，因應運作需要。



敏捷 / 透明 / 連結 / 資安．育碁做了什麼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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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長期深耕於eHRD專業領域，因應客戶服務需求及網路化發展，秉持＂敏捷
/Agile、透明 / Transparency、連結/Connection、資安/Security＂運營理念，
期望提供客戶更好的產品與服務，協助企業實現組織人才發展與營運績效

建立優質eHRD Ecosystem，協助企業實現人才發展與營運績效

透明
產品規格、版本演進、服務資訊、服務水平…

連結
「天下創新學院」1200+課程、育碁系統操作微課程_24+門…

資安
最新技術架構，15+家客戶第三方資安滲透驗證迴歸產品版本…

敏捷
產品版更、系統上線、問題解決、資訊傳遞…

20



敏捷 / 透明 / 連結 / 資安．育碁如何做到How?

21

服務
機制

▌問題案例清楚分類，並應用CRM系統化明確記錄、追踨問題處理進度、
報表管理、團隊分工與流程銜接，以即時解決客戶問題

．目前所有維護保固中客戶、所有版本、所有系統，1個月以上問題案例，
幾乎全數解決。

▌相關重要資訊透過育碁「官網」、「客戶服務系統」，即時分享給客戶

產品
開發

▌模組化且彈性的產品架構設計、完整的測試計畫，敏捷化落實產品版本演
進。

▌超過310+家客戶的實務驗證，結合客戶反饋、排定優先順序、快速疊代，
敏捷化提供更貼近客戶與市場需求產品版更，並快速更新到客戶端系統。

穩健
團隊

▌因產品的功能設定彈性且情境應用多元，客戶服務、產品研發、工程技術
等部門緊密合作，及時敏捷的解決客戶實際應用問題。

．共通問題、預防勝於治療：客戶可透過系統版更升級，預先解決已知的
共通問題。

．數據說話、機制實際成效：KPI系統期末評核監控數字的成效，即是機制
效益發揮的明顯例證。

▌人員穩定(連續3年離職率低於10%)，各職務專業領域知識與經驗充足。



育碁產品與服務
完全的敏捷，即時的回應
▌ 產品演進
．小版本產品演進，半年1次版更。

▌服務提供
．小版本系統發表後，2周內提供測試機、並協助客戶安裝／升級應用。
．專屬客服專案經理服務客戶，了解客戶應用情境，加速問題的處理。
．結合CRM系統 ，透過「客戶服務系統」提供客戶最新案例動態資訊

22



Brochure P3-4

目前103家a+HRD 6.x客戶，已有超過64家客戶升級
或安裝a+HRD 6.6/6.7/6.8；10月即提供評估中客戶
a+6.8測試系統，迄11/14有21家客戶安裝使用6.8
；讓客戶們真正獲得育碁產品小版本精進的效益…



育碁產品服務
徹底的透明，完全的信任

24

▌產品資訊官網公告
．6.x 版本功能演進表，各版本功能(標準/專業/旗艦)清單與差異表
．6.x 各模組客戶採用數
．最新版本6.8採用客戶數
▌服務資訊官網公告 /  客戶服務系統查閱
．2017/2018 服務年報
． 2019年上半年服務年報/ 2019年Q3 服務季報 (迅速且負責任的落實清理解決問題)
． 「CRM 」＋「客戶服務系統」：案例線上查詢、每周五自動寄送
． 「系統案例追蹤表」( 維護中客戶都有案例對帳單可查證 )
． KPI系統2019年期中評核執行成效結案報告 (含平均處理時間，service level 接受檢驗)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announce.asp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announce_service.asp
https://service.aenrich.com.tw/ehrd/


官網產品服務公告機制與資訊．業界唯一透明公開

「產品發展動態」官網資訊公告

• 銷售中系統最新版本規格(同步公告於產品官網 – a+LMS 6.8、a+KPI 6.8…)

• 6.7小版本追加規格／6.8最新版本客戶數(截至2019/11/14 6.8安裝與升級客戶20+家)

註：追加功能8/23 release迄11/14, 僅剩1家6.7客戶未升級到追加功能後的V139以上版號

25

「服務機制」官網資訊公告

• 新一代“客戶服務系統”正式上線 (2015/11/25)

• 系統操作微課程 (自2017/7/6起)

• 每周寄送案例服務紀錄報表 (自2017/8/28起)

• “績效評核執行前Check List、KPI FAQ”服務 (自2017/11/09起)

• 2018年育碁KPI期末評核執行結案報告(2018/11/20-2019/2/28) (2019/3/8)

• 2017/2018年服務案例年報 (2019/9/2含所有維護中客戶的所有版本/模組累計資訊)

• 2019年育碁KPI期中評核執行結案報告(2019/5/20-2019/8/31) (2019/9/3)

• 育碁2019上半年，服務案例半年報 (2019/9/18)

• 育碁2019年Q3，服務案例季報 (2019/10/31)

註：點擊文字可連結至官網的完整資訊, 
以下投影片多可以從育碁官網取得詳細資料

new

簡報者
簡報註解
Elsa調整如黃色標示處, George 增加立端5.6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announce.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90418.asp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6.0/talent.html#Version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6.0/KPI.html#Version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90823.asp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announce_service.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51125.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70706.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70828.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71109.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0308.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0902.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0903.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0903.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0918.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191031.html


標準、專業、旗艦功能清單官網誠信公開(業界唯一)
(官網a+HRD 6.8相關詳細資料都已於10/14更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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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產品標準版_專業版_旗艦版功能差異表_印刷DM。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6.0/Performance_6.8_FDT.pdf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6.0/Performance%20Suite_6.8_FDT.xlsx


客戶使用者查詢系統環境與版本資訊【電腦版】

27

為加速驗證客戶發生問題的系統環境，a+HRD 6.x 的一般使用者就可從右上角的
使用者頭像點選”系統資訊”查到系統的版號（版本資訊：6.8.1039V34.1009）
自己電腦的使用環境（OS/Browser/頻寬/螢幕解析度…）育碁客戶問題回報時，
同時提供此畫面資訊，即可加速問題的複製，以及早解決。

系統內建資訊查詢功能(電腦版),
結合服務機制, 加速雙方合作效能



28

客戶使用者查詢系統環境與版本資訊【行動版】

透過手機可直接點右上角的 ，即可看到系統版
本（ a+HRD APP 版本 1.0.40； a+ HRD版本
6.8.1039V34）及自己的手持裝置名稱SM-G955F
/手機作業系統 Android 9。育碁客戶問題回報時
，提供此畫面資訊，可加速問題複製，及早解決。

系統內建資訊查詢功
能(手機),結合服務機
制, 加速雙方合作效能



產品版更資訊控管
以客服系統(11/14 O2O混成活動經營使用) 6.8.1039V34.1009為例

● 6.8.1039V34.1009 (大小版本)
– 育碁產品研發部門每年投資2000萬，持續於“新功能、使用性調校、客戶產品建議、競爭規格

比較補強、整合性應用… ”等，穩定的每半年發表小版本。如：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8 是6.x的第9個小版本; 6.x 客戶可以依約做小版本更新 )

● 6.8.1039V34.1009 (工程版號)
– 育碁工程技術部門針對客戶所發現的共通問題，透過Project base 版本的更新，讓客戶可以共

享到其他客戶的解決方案。

– 2019/10/14 release 6.7.1039，2019/11/12 release 6.8.1039V34，V34代表29天以來第34
個共通更新，所有6.8的客戶於功能客製或是解決個別客戶問題時，將視需要同時免費做
project base版本的更新(最新的小版本大約每周會有7個更新；但客戶大概2個月更新一次即可
；以6.7客戶為例，我們會建議升級到6.7.1045V174以上 )

● 6.8.1039V34.1009 (客戶流水號)
– 育碁工程技術部門針對個別客戶，客製/特殊環境問題/整合/特定問題解決… 進行修改時，

release 的次數與編號 1009 代表第9次. (號碼越多，可能代表客製/整合多、使用時間長)

29



累計採用客戶數 313+，2019/11維護中客戶數162+
育碁過往 5.x/6.x 客戶實質獲得小版本升級功能新增的好處

30

可與友商比較：銷售中版本各模組客戶數？客戶小版本
分布數與比例？客戶小版本升級與否? ( speak with Data )

迄11/14, 21家安裝
6.8, 6.6-6.8 佔72%
持續拉高中…



2017/2018服務年報．育碁官網公告

公開透明，且軟體服務水平／Service level 獨步業界

31

育碁官網將於每年Q1定期公告!



● 所有保固維護中客戶，
2019/9/30以前案例，幾乎
沒有拖欠案例-育碁維護中客
戶可以與自己的報表做稽核
確認。

● 2015/1-2019/9，4.75年累
計清理客戶案件數 – 24,146
個；這也是育碁產品、工程
與服務高品質的展現。

● 問題解決迴歸產品，是育碁
新產品穩定關鍵！

2015/1/1-2019/9/30 客戶案例季統計數據
2019/10/31 育碁官網公告

32

eHRD業界唯一!
育碁官網將於每季定期公告季報!



案例線上查詢． 育碁「客戶服務系統」

33

維護中客戶都有「育碁客戶服務系統」專屬帳號，
可即時查詢自2015/1/1 起的所有案例資訊。每個維護客戶都有清單

可證明育碁官網公告數字不虛!



案例處理歷程與動態．整合育碁CRM系統

● 續上頁畫面，點選案例後，可看到案例處理歷程與動態

( 與育碁內控CRM系統整合，案例動態自動更新)

● 可下載完整報表：自2015/1/1-迄今所有案例

34



客戶案例服務紀錄報表．每周五21:00自動寄送

35

透明化是建立合作的重要關鍵，在互信的基礎下，
期望育碁能成為您值得信賴的eHRD合作夥伴。
透過此報表：
● 客戶可以「即時」看見，無需猜測；掌握案例
處理最新狀況。育碁也希望與客戶檢討時可以
speak with Data

● 您也可進一步核對育碁的年度公告數據是否真
實？如：
– 是否有吃案？
– 是否登錄不實?
– 仍有案例未處理?
– 處理時效得宜?



郵件附檔Excel報表內容．案例詳細資訊(續上)

郵件中附檔Excel報表內容，包含年度保固與維護期間，所有案
例的處理清單內容與服務歷程記錄。
● 透過完整歷程紀錄，方便客戶掌握案例資訊與內部運用所需。
● 持續落實育碁高效率的客戶服務互動機制，讓客戶的系統運作
能更加順暢！

36



育碁內控CRM動態報表(Speak with Data)

37

CRM畫面擷取時間：2019/11/11 21:07

．2018年僅剩 1例 – 且無(1)未開始/(2)進行中案例

．2015/2016/2017 所有維護中客戶案例皆已完成處理 - 全數清理完成

2019年上半年僅剩 3 例-且無(1)未開始/(2)進行中案例

2015/1/1~2019/11/11，4年多

2

27 個已修正待交付案例

( 且幾乎都是2019/10 之後的案例 )

僅有 23 個未開始，27個進行中

1

1

2

3

3

4

4

2015/1/1 ~ 2019/11/13 所有維護客戶
除了”(7)已交付”與”(9)問題解決案例”以外各類待處理案例清單



績效管理系統2019年期中評核執行成效結案報告
( 2019/5/20-8/31 ) 2019/9/3 官網公告

38

• 每年兩次 (3月與9月第一周)

• 期中期末執行完後，育碁
官網即刻公告，包括所有
案例平均處理時間。



2019/9/26 KPI服務精進機制
(半年一場，下一場2020/3) 清楚透明/精進共榮

39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vents/2019_0910/20190910_eDM.asp


2019/10/23 期末評核前年末特訓班
(一年一場，下一場2020/10) 貼心協助/用得安心

40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vents/2019_1023/20191023_eDM.asp


KPI系統2018年期末評核執行成效結案報告
報告資料期間：2018/11/5-2019/2/28   官網公告日期：20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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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兩次 (3月與9月第一周)

• 期末執行完後，育碁官網
即刻公告，包括所有已交
付案例平均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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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管理系統2019年期末評核服務機制執行進度報告
( 2019/10/28-2020/11/12 ) 2019/11/13 官網公告

• 2019/10/28 開始監控列管，每個月
於官網公告服務報表，與案例平均
service level 數據 –業界唯一，客戶
放心育碁的績效管理系統產品客戶多
，也不會影響到對個別客戶的服務品
質，反而有群聚效益，可以收到育碁
持續功能版更精進的效益



6.7 追加規格(V61以上) –mp4 影片教材提供多國語系字幕上傳
6/12開場-於ATD再次檢視eLearning Hype Cycle(10分鐘)閱讀體驗

43

育碁 a+LMS 6.7客戶已100%升級更新!
目前 6.7/6.8 客戶有 43家客戶可啟用此
上傳多語系字幕便利機制…



育碁產品服務
優質的連結，完整的服務
• 「育碁數位科技」育碁系統操作微課程_24+門…
• 敏捷化的長期策略合作夥伴「天下創新學院」1200+課程

44



育碁a+LMS 6.7/6.8版本
「服務供應商」功能介紹 (22頁)

《訂閱與管理a+HRD系統操作微課程》

45

• a+LMS 6.7以上保固維護中客戶專屬服務
• 台灣 eHRD業界唯一提供客戶可於自己的LMS系統直接訂閱與應用管理

完整資訊pdf下載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8%82%B2%E7%A2%81LMS_MPS6.7_%E6%9C%8D%E5%8B%99%E4%BE%9B%E6%87%89%E5%95%86_%E8%A8%82%E9%96%B1%E6%87%89%E7%94%A8%E7%B0%A1%E4%BB%8B.pdf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8%82%B2%E7%A2%81LMS_MPS6.7_%E6%9C%8D%E5%8B%99%E4%BE%9B%E6%87%89%E5%95%86_%E8%A8%82%E9%96%B1%E6%87%89%E7%94%A8%E7%B0%A1%E4%BB%8B.pdf


育碁「服務供應商」
功能介紹
• 訂閱與管理流程
• 課程數量、使用限制

46

1



訂閱與管理流程

47

自a+HRD 6.7.1045V139版起，育碁額外提供維護中客戶可訂閱「育碁
客服系統」中所提供的系統操作微課程，包含a+LMS、a+KPI、a+MRA
、a+APP 各模組「使用者端」系統操作微課程。客戶可於其a+HRD系統
上，直接使用這些”教材”檔案進行內部系統操作教學推廣，讓使用者 (
一般員工、主管)可快速熟悉系統的操作使用，減少系統管理者另外製作
系統教學課程的負擔。

註：育碁客服系統未來將陸續新增其它可訂閱課程（含其他供應商內容）

訂閱與管理流程

客戶於其LMS
送出申請單

客戶端LMS

(限LMS 6.7.1045V139以上版本)

育碁進行審核

育碁客服系統

客戶於其LMS上直接使用
育碁授權課程
(開班、學習資源)

客戶端LMS



課程數量．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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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RD 共通性課程：3 門

● a+LMS課程： 5 門

● a+KPI 課程：10 門

● a+MRA 課程：3 門

● a+APP 課程：3 門

● 客戶需購買或升級到 a+LMS 6.7 系統(育碁a+LMS 6.x 可依約申請升級到6.7版)

● 客戶 a+LMS版本至少需 6.7.1045V139版本以上 ( 6.7客戶可免費升級 )

● 客戶需簽訂維護合約，以及客戶的 LMS可以連結到 Internet

課程提供模組(數量)：共24門

使用限制

（將陸續新增其它課程；含其它供應商內容)

育碁 a+LMS 6.7客戶 97% 已經更新到V139以上!
2019/11/14止，已經有20家以上a+LMS 6.7/6.8 完成訂閱…

預計在2019年年底，會有40家客戶訂閱, 並開通其他供應商內容，
打造 eco system ( 將另有說明會，請密切關注育碁官網)



客戶端「服務供應商」
領域管理與教材使用
• 領域成員設定與管理
• 教材開班、學習資源應用

49

1



育碁數位科技領域．領域成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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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組織管理端介面選擇「領域＼供應商領域」，點選「育碁數位科技」\《修
改》按鈕新增領域成員。領域成員對象，可選擇全體員工；或依據客戶端需求
選擇要開放的成員。

1

領域功能設定與育碁專業版領域設定相同；
且標準版客戶也可享有供應商領域授權及應用

採購「天下創新學院」與育碁LMS整合方案客戶

供應商專屬領域的應用與管理，請參考連結文件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8%82%B2%E7%A2%81LMS_MPS6.7%E8%88%87%E5%A4%A9%E4%B8%8B%E5%89%B5%E6%96%B0%E5%AD%B8%E9%99%A2%E6%95%B4%E5%90%88%E7%B0%A1%E4%BB%8B.pdf


育碁數位科技領域．新增領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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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領域成員新增完成後，若需立即看到更新後的名單，需至系統排程或是該領域資料中手動執行更新動作。

領域成員篩選說明(操作同於其他選取對象成員功能)：

• 全體員工：表示開放公司全體同仁進入到育碁數位科技領域觀看HRD系統操作相關教學

• 名單產生條件：可依據不同條件篩選名單，例如：部門或是特定群組成員
• 指定增加員工：可針對某特定員工加入名單
• 指定排除員工：可針對某特定員工排除，例如選擇開放全體員工後，但要排除某些特定人員

2



客戶LMS系統．育碁數位科技領域管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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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育碁數位科技」領域管理端首頁儀表板上，可看到當天新增的教材筆數

點擊數字進入後，即可看到新增的教材



育碁數位科技領域．教材開班、學習資源

53

於a+LMS的「育碁數位科技領域」管理端：「資源\教材」可看到育碁已分享的

a+HRD系統相關操作微課程教材，管理者可於此處進行開課、開班。



育碁數位科技領域．課程閱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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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開課、開班完成後，員工於「個人平台\育碁數位科技領域(系統會自動新增) 」

專屬首頁中，可看到已開班完成的課程、或是學習資源。



育碁客服系統管理端
審核與授權客戶訂閱申請簡介
• 審核客戶訂閱申請的微課程 ( 由育碁客服主管執行；客戶無需作業 )

55

2



育碁a+LMS、a+MPS 6.7/6.8版本

「天下創新學院」整合簡介(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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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資訊pdf下載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8%82%B2%E7%A2%81LMS_MPS6.7%E8%88%87%E5%A4%A9%E4%B8%8B%E5%89%B5%E6%96%B0%E5%AD%B8%E9%99%A2%E6%95%B4%E5%90%88%E7%B0%A1%E4%BB%8B.pdf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8%82%B2%E7%A2%81LMS_MPS6.7%E8%88%87%E5%A4%A9%E4%B8%8B%E5%89%B5%E6%96%B0%E5%AD%B8%E9%99%A2%E6%95%B4%E5%90%88%E7%B0%A1%E4%BB%8B.pdf


整合應用效益

● 統一學習入口、單一帳號密碼，方便「員工」透過LMS即

可學習天下創新學院內容
– 員工無需記憶多組帳號、密碼，可直接於「育碁a+LMS、a+ MPS」中查詢「天下

創新學院」的課程清單、進行課程內容閱讀，同時可查詢課程之閱讀時間，方便

學習應用。

● 整合學習資源、單一管理介面，方便「HR」透過LMS即

可匯整學習報表，以利人才的發展規劃
– 除了將天下創新學院既有的1200+門課程，同時依其新上架的課程，系統可自動

開班，及時提供員工最新課程；有效節省開班之行政作業時間。

– 結合LMS的學習報表，方便了解員工的學習狀態，利於人才的培養規劃參考。

57



整合項目
● 「使用者端」整合項目

– LMS首頁：可於「最新課程」、 「天下創新學院」(供應商策展)首頁資訊區塊中查到天下創新學院的課

程。

– 課程查詢與申請：可用“廠商”查詢條件選「天下創新學院」，瀏覽所有天下創新學院的課程。

– 教材閱讀：依天下創新學院的課程設計，分成單獨１個或多個教材２種課程；學員可直接於育碁LMS的

線上教室進行閱讀。

– 學習紀錄查詢：學員可直接於“線上教室”查詢單門教材學習時間紀錄；或於＂學習紀錄＂中查詢所有

閱讀過的教材學習時間紀錄。

58

● 「管理者端」整合項目

– 開班：天下創新學院所有課程教材，系統可設定“自動開班”。

– 學習紀錄＼報表： 可查詢天下創新學院所有教材所有學員的學習紀錄。

– 名單管理：

• 帳號無限制：可於管理端直接設定“全體員工”。

• 帳號有限制：可依客戶採購數量，於管理端加入或調整開放閱讀的“學員名單”。



「使用者端」整合簡介電腦版/行動版
育碁a+LMS、a+MPS/APP 6.7/6.8

．首頁：最新課程
．課程查詢：課程類別(主要/次要頻道)查詢、職能(核心能力)
．課程閱讀
．學習紀錄

59

1 員工 主管



LMS首頁．【天下創新學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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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應用育碁LMS首頁策展功能，推廣【天下創新學院】
課程，方便員工查閱/學習天下創新學院的課程



供應商領域．天下創新學院專屬首頁

61

• 使用者切換至「天下創新學院」
供應商領域，即可看到所有課程

• 供應商領域首頁策展區塊

1. 預設為“最新課程”及天下
創新學院“六大課程類別”

2. 可依需應用首頁策展功能，
自行調整配置，進行重要學
習主題推廣



最新/策展課程、課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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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天下創新學院」課
程的推出，首頁會出現
其最新及策展課程

可依課程類別或關鍵字查詢
「天下創新學院」的課程

62



「管理端」應用簡介
成員管理與報表匯整

• 天下創新學院/服務供應商設定(於組織Admin端設定)
1. 名單管理：成員設定、名單增刪維護

63

2

• 天下創新學院/供應商領域設定(於天下創新學院領域/Admin端設定)
1. 領域首頁：主題策展…等應用
2. 學習紀錄／報表：學習紀錄查閱、匯整

HR



供應商領域．成員名單增刪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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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領域．成員名單增刪維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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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創新學院」．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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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領域首頁策展區塊

1. 預設為“最新課程”及天下創新學院的“
六大課程類別”

2. 可依需應用首頁策展功能，自行調整配置
，進行重要學習主題推廣



供應商領域．天下創新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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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天下創新學院”領域管理平台



天下創新學院．首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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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領域／首頁

２. 依所需“加入“欲規劃的資訊區塊



育碁產品服務
完善的資安，放心的應用
• 產品功能_安全機制 (每年超過15+家客戶以上, 委託第三方進行
弱點掃瞄與滲透測試，解決方案皆回歸產品版本、提供客戶們升
級共用 )

• 服務機制_資安管控

69

「滲透測試」
• 定義： 滲透測試是指藉由具備資安知識與經驗、技術人員受僱主所託，針對僱主的目標

系統模擬 駭客的手法進行攻擊測試，藉以發掘安全漏洞並提出改善方法的善意行為。
(By 維基百科)

• 目的：瞭解入侵者可能利用的途徑、瞭解系統及網路的安全強度、瞭解弱點並強化安全



資安規格產品內建 (育碁官網公開資料)

70



育碁領先 eHRD 業界提供到位的帳號資安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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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RD加值
MFA兩步驟驗證

(Google Authenticator為例)

a+HRD加值
MFA兩步驟驗證

(Microsoft Authenticator為例)

a+HRD內建
APP圖形安全鎖

整合Google/Microsoft兩大軟體廠商
資安驗證碼APP, 非自建資安APP, 讓您
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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