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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績單 (104求才網同步公告 )
● 連續6年成長/獲利，連續3年配發股利，公司穩健發展！

● 2017年起3年半，人員年度總離職率皆低於8%(平均低於7%)，10年以上年資超

過40%, 領域專業/經驗最到位! 

● 服務案例落實敏捷清理，service level資訊官網公開 (案例平均處理時間約 2天)

● 2019/10 起, 超過22家客戶提供產品應用成功/服務優異證言，遙遙領先業界！

● 客戶普遍成功/服務到位滿意度高，2014-2019年，維護合約6年平均續簽率 95%

● a+HRD 6.x上市後這4年多，官網公告126家採用，是最多客戶採用的HRD系統

● 連續5年，每年穩定版本更新，並會主動建議客戶升級，育碁 6.x 維護中客戶有

70%客戶 (78家)，已升級到6.8 

● 官網資源下載區，提供完整專業素材/育碁產品服務公開資訊

● 首創eHRD業界，官網定期更新「育碁產品服務動態 – 敏捷/透明/連結/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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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enrich.com.tw/company/com_08-1_new.asp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download.asp
https://www.aenrich.com.tw/download/aEnrichPhilosophy.pdf


育碁20周年，感謝16位夥伴的嘉勉文

容我依時間續精簡跟大家分享報告!
全文PDF在此可點擊下載.



感謝Productivity Dynamics  Dr. Reza Sisakhti

育碁二十周年賀詞 – 打造育碁永續發展的關鍵 –
精進學習的熱情

Productivity Dynamics Dr. Reza Sisakhti
2019/09/01

他邀請我6次造訪臺灣，請我教授一整套

4個兩天工作坊的完整人才發展架構，包

括關於 (定義企業真正的需求)、(建立職

能模型)… 我觀察到George 和他的團隊學

用合一，應用這些分析架構的案例學習

機會，同步分析了育碁( aEnrich ) 不同階

段所面臨的事業挑戰與機會…

感激Reza 跨國傳遞心法啟蒙, 讓我體會”悲心”的奧妙！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19/09/15

就我在台灣輔導企業實務應用以及在全球專

業的學習取經回顧中，最讓我驚豔與讚嘆的，

就是運用優異的應用架構、輔以診斷分析，

協助我們將看似複雜難解的問題，導入因應

對策、進行轉化，產生巨大的成效…Dr. Reza 

Sisakhti 是精研與實踐企業成功轉型的大師, 協

助許多全球標竿企業進行了關鍵微妙的轉換…



感謝緯創資通訓練中心・邱倉木前處長

前有挑戰．後有追兵，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寫在育碁20週年

緯創資通訓練中心前處長 邱倉木 顧問
2019/11/27

金剛組在一個木箱子裡，找到一份珍貴

手稿，是西元1801年第32代首領金剛喜

定留下的祖訓，其中有四個重點：＂一

是須敬神佛祖先(靜心誠意)，二是須節

制擴張，專注本業，三是須待人坦誠謙

和，四是須表裡如一。企業如此，個人

也是如此，以此和大家互勉。

抱元守一/秉持初心，健康平衡走長路！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19/11/27

”傻子般的堅持”是值得珍惜的真誠與毅力，

很高興自己這一路下來的堅持，有很多人看

在眼裡，同時為我心疼。(金剛組的故事，

同時也是告訴我要謙遜，後面的路還有不少

挑戰與誘惑，如何抱元守一/專注本業/秉持

初心/以終為始)，真的頗有當頭棒喝之感，

熟悉知我者 - Mentor倉木。



感謝天下雜誌・吳迎春社長

翻轉台灣企業學習的好伙伴-恭喜育碁二十歲啦！

天下雜誌 吳迎春 社長

2019/12/11

五年近30場論壇的合作，天下創新學院與育

碁培養出好的默契。讓我印象深刻的是2015

年3月的第二場新竹論壇…

做內容出身的我和創新學院的江逸之總監突

然醒悟：哇！我們進入的是一場數位科技的

服務市場，《天下》必須重新裝備我們在數

位轉型能力和心態上的準備。

天下雜誌集團有為有守，我們反串為＂帶路碁”，
讓創新學院在企業學習領域好＂起家＂！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19/12/11

真的沒想到在數位轉型的大浪潮中，透過

創新學院，有機會與天下雜誌集團合作，

共同攜手翻轉企業教育訓練。合作過程中，

也見證了天下雜誌的 ”有為有守”。…透過與

育碁a+LMS的整合，反而讓我們可以反串，

成為天下創新學院進入企業訓練領域的“帶

路碁”



感謝王品集團・張勝鄉董事

慶賀育碁20週年

王品集團 張勝鄉 董事

2019/12/21

「人的潛能無限」是我在王品工作的一

向信念，2007年導入育碁人資訓練系統

平台，讓王品的教育訓練如虎添翼。王

品教育訓練系統所規劃的206學分更有效

的電子化地規劃執行與追蹤。讓同仁的

職涯學習與潛能的開發得到有力工具

謝謝肯定，使命與熱情更加溫！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19/12/21

VUCA 加上科技與環境的快速變動，佐以競

爭的無情，台灣要能勝出與贏得尊重，這

些看似隱形的組織人才發展與管理能力，

即是我們的使命。

20年前選擇了聚焦投入這個eHRD領域，讓

我們的生命更有溫度，很值得！也謝謝阿

鄉哥的肯定！



感謝中央大學人資所・鄭晉昌教授

乘⾵⽽而御，舞劍揮灑 育碁⼆二⼗十年卓然有成

中央⼤大學⼈人⼒力力資源管理研究所 鄭晉昌 教授

2019/12/24

⼆二⼗十年下來，先後經歷了網路泡沫與⾦金金融

海嘯時期國內的經濟動盪，國內多家業者

能夠碩果僅存者為數不多，育碁算是其中

的佼佼者。⼆二⼗十年來，育碁的發展卓然有

成，不僅靠的是公司技術⼈人才的持續努⼒力力、

與時俱進的產品與服務之創新研發…

二十年沒使美夢成真，卻讓使命扎好了根！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19/12/24

在破壞性創新與資通訊科技快速導入的

VUCA世代，我們同樣看見台灣所有企業

都面臨數位轉型的關鍵挑戰，育碁將透

過Hype Cycle 檢視盤點，掌握好創新科

技的進展節奏，慎選且適切的逐一將成

熟具高生產力的科技與功能…



感謝中租控股・鄭秀姿人資長

再開創一個精彩的20年

中租控股 鄭秀姿 人資長

2019/12/29

中租自2006年起與育碁合作，經過14年

的不斷演化和優化，如今e化學習已經變

成中租培育新人訓練體系中很重要的一

個環節，也是組織保存資深同仁寶貴經

驗與知識的核心工具之一。且育碁專注

本業，不斷在系統功能尋求突破，提供

客戶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健康平衡的成功企業職場，是健康社會的支柱！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19/12/29

感謝秀姿人資長2006年選擇育碁，並指派優

異的人資團隊一起合作，在e化系統導入過程

中，全力的支持組織變革，很早就成功的將e

化的DNA融入中租控股的人才發展與組織運作

中；除了支持組織數位轉型，這過程累積的

成果，更成功的獲得三次HRD奧斯卡等級的

ATD Excellence In Practice Awards 國際獎項…



感謝台師大前校長・張國恩

扎根20年貢獻速度，促成企業敏捷數位轉型

台師大前校長 張國恩 講座教授

2020/01/30

看到育碁的2019大事記專輯回顧與服務

案例年報，公開透明的speak with solid 

data，檢視其數字，可以見證到其敏捷

化的移動速度，真的是商業應用軟體產

業的經營典範之一…

長期的機制與紀律，成就敏捷的產品與服務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1/30

…要想對事實作澄清扼要的說明，遠比模糊

的敘述較為吃力…，這也呼應了育碁花了20

年盡心盡力在eHRD軟體系統上的研發與服

務，幾乎是千錘百鍊的要將系統產品做到不

同客戶不同面向的要求，都能盡量以彈性設

定的方式，可以不做客製就能滿足，以便於

客戶們可以快速的上線應用…



感謝中央大學資工系・陳國棟講座教授

遠見與長期的努力, 值得肯定與慶賀

中央大學資工系 陳國棟 講座教授

2020/02/17

在整個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的期間, 即使

計畫有不同的走向與方向，楊總始終是

以企業的數位學習與企業績效為導向，

始終不斷的為客戶提升企業的績效, 與隨

著學習的新思潮而戮力前進。

時間是最好的檢視，我們會聚焦與堅持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2/18

陳教授不僅巧妙將獎勵補助案經費使用槓

桿擴大效益，同時透過每年獎項的設計，

促進業者與企業做到敏捷化的合作，也讓

我們這些數位學習業者得以成功扮演企業

的Strategic partner角色。在某些特定客戶，

我甚至獲得客戶高度肯定，取得了

Trusted Adviser的認可…



感謝資策會・蔡義昌所長

20年的堅持，成就了台灣e-HRD的典範 –
君子立長志，典範在育碁

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教育研究所 蔡義昌 所長
2020/4/19

全世界的企業都有不同的營運模式，但是

對人才的需求、培育、管理與考核都是一

樣的重要，George 領導的育碁團隊，把數

百家客戶的需求產品化、應用品質化、服

務敏捷化，這二十年所打造的智慧結晶，

不只是育碁的成就，也是台灣的驕傲

再立一個長志，一願十年讓自己寧靜安定又強大！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5/27

後續十年，我會將消化過的經驗，結構化

的知識，透過數位的方式擴大分享，讓這

個eHRD的專業應用迴圈，有更強的能量與

價值貢獻。十年後，回顧此文，我希望屆

時可以用擴展的成果，來見證此願的能量，

一個十年的實踐成效；也期許能收到更多

這樣的肯定 – 人才領域專業，有育碁真好



感謝師範大學・蕭顯勝講座教授

感謝育碁無私培育台師大研究生eHRD專業與推薦企業實習

師大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講座教授 蕭顯勝

2020/5/19

楊總也協助引薦學生到使用育碁e-HRD系統

的企業當中實習，透過在學習團當中獲得的

知識技能，實際運用到育碁的客戶企業。這

樣的三方合作，大大的提升了學生們的能力

與經歷，使學生在未來進入職場有更高的競

爭力，也使學生能快速與企業接軌。

感激回饋的心，一願十年是公益也幫了自己！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5/27

同時間，我也十分感謝，這些年來持續提

供學習團實習工作的企業們，讓此公益指

導的計劃，發揮了學校學生、育碁及企業

客戶三贏的成效。

此「十年一願」的 “萬火薪傳計畫”，我們

將可以培養出100個具備eHRD專業素養的

年輕工作者…



感謝勝典科技創辦人・蘇文華顧問

20有成。再接再厲：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勝典科技創辦人/ATD大中華區講師蘇文華

2020/5/29

2011/1/13我在北京往香港的飛機上寫下育

碁10周年賀文「十年有成、成果豐碩：登

小嶽而望高峰」，當時的我，真心以為再

過10年，認真打拼的我和George，應該能

分別一統不同的江湖。後來的發展，

George也真的繼續在台灣市場再深耕10年，

客戶數量與市場佔有率節節上升…

20 years! We greatly appreciate your thoughtfulness and for being “Wally”!

答謝 Wally 20年的相知相惜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5/29

親友有時候會問我有無打算何時退休，

我的回答蠻一致的 “我會做到失能為止 “；

屆時期望可以跟終生的好戰友Wally，一

起上台領一個終身成就獎。在同一個時

空，一同做為創業家，分工合作共同走

過的風風雨雨，有太多的故事與心得…



感謝致理科大・張淑萍主任

合作15年，近身見證育碁這20年的堅持與成長

致理科技大學創新數位教學中心主任 張淑萍

2020/5/29

我從2005年起開始跟育碁合作，輔導育

碁的LMS系統客戶，進行eID教材製作，

學習帶領與混成學習的訓練課程與顧問

輔導，這一路走來15年，一起見證了數

位學習與e化人才發展在台灣企業市場的

深根與成熟發展。這樣的戰友，人生能

有幾個…

感謝長期的支持與協助 珍貴的分工合作

對淑萍15年襄助答謝詞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5/31

志同道合有傻勁的我們，將共同持續為

數位學習產業扎根奮鬥，讓未來的專業

工作者有更寬廣的空間與舞台，這將是

一段特殊的發展歷史，值得未來品味回

顧。



感謝啟碁科技・謝宏波董事長

20年見證 一個堅定的選擇

啟碁科技謝宏波董事長

2020/7/11

有了育碁完整的eHRD系統協助，啟碁在

組織與人才發展的管理成效，反應在過

去20幾年來公司的經營成果上面。這要

感謝育碁長期以來提供的優質解決方案

與服務。

透過立志 來堅定自己與團隊的選擇 – eHRD

答謝Haydn的厚愛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7/15

感謝啟碁在2004年就完整採用育碁整合

性的完整a+HRD Total Solution系統，能夠

接受諸多像啟碁這樣的標竿企業，檢視

育碁產品服務與應用效能，是我們設定

的具體目標，也是激勵我們持續奮進的

堅實動能。



感謝緯創資通・林福謙幕僚長

務實/管理實踐/價值創造與貢獻 是育碁成長的關鍵

緯創資通林福謙幕僚長

2020/7/11

我同時見證了育碁的管理團隊一路走來，

經過多次的歷練與考驗，堅持不懈，同

時造就了對領域專業/產業發展的敏感性，

方向選擇的正確性，實在難得。

以精湛的發展來答謝肯定與指導

答謝林幕僚長的長期指導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07/15

回顧過往，每每在巨大的挑戰與困難議

題襲來之時，半年一次的董監事會無私

的指導與提醒，在這一兩個小時會議中，

一直都是我最重要的精神資糧。



感謝德勤管理咨詢・黃于峻合夥人

家業卓旗並茂 志節馨芳共香

Deloitte Consulting 德勤管理咨詢黃于峻合夥人

2020/8/6

George敏銳的策略思維、誠信負責的工

作態度、不斷精進的管理技巧，致使公

司定位很明確、產品創新有節奏、組織

運作上軌道，總的下來不僅育碁產品服

務令客戶滿意，且育碁自身員工滿意度

也很高，這在台灣以資訊產品應用服務

的產業裡, 真箇是少數卓越的典範。

20 年的 定靜慧

答謝 Eugene 一路分享指導 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8/7

2004 年開始，事業經營挑戰引我到困頓

中，像走在漫長曲折的南橫隧道中不見

天日。這時我開始大量閱讀，從諸多

先賢志士的智慧結晶中，引用對照自己

的情境心境，尋找應對的智慧與自處的

安定，因為定期交流分享，這些學習歷

程與心境轉折，都讓 Eugene 看在眼裡…



感謝玉山金控・王志成人資長

堅持理想，永續經營，朝優質的才培育及績效管理邁進

玉山金控王志成人資長

2020/8/21

育碁 20 歲了，我們看見在育碁在系統上

的蛻變，結合績效管理建立優質的系統

平台，提供了玉山在人力資源更具效率

及方法的管理制度。在未來數位時代的

路途上，為玉山打造學習型組織，共同

邁向永續經營的核心理念。

人才專業與理念, 共同的堅持與實踐

答謝王人資長的肯定與支持育碁楊中旗總經理

2020/8/22

玉山締造多次 1000人同時上線穩定使用

系統的實績…；同時見證了育碁的專業

成長，也看到了長時間考驗下，育

碁對於 eHRD 領域的堅持與精進。近幾

年，王人資長兩度率員前來育碁辦公室

交流互動，這樣的信任與肯定，讓我們

相當感動。



育碁產品服務
敏捷/透明/連結/資安

協助您善用 eHRD ，加速提升培訓品質

育碁數位科技
楊中旗總經理

2020/9/8

育碁官網持續更新，請隨時上網下載最新的數據與檔案連結
育碁官網>產品服務>資源下載
• 2019/9/25 第一版
• 2019/11/14 第二版
• 2019/12/30 第三版
• 2020/1/20 第四版
• 2020/2/25 第五版
• 2020/5/20 第六版
• 2020/7/21 第七版
• 2020/9/8 第八版 !! New

官網定期更新, 在此做部分內容快速
檢視報告！完整內容請上網下載!

Note:“長期的機制與紀律，成就敏捷的產品與服務”
( Hint from“Hard Writing makes Easy Reading ”&
要想對事實作澄清扼要的說明，遠比模糊的敘述較為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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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碁 在 104求才網公開資訊，敬請參考比較

23

育碁人員穩定/財務健全/服務敏
捷/客戶認同…等數字對外公開，
speak with Data，值得信賴！

https://www.104.com.tw/company/wfa31ww%3Fjobsource=jolist_c_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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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半年1次版更或追加功能。

▌服務提供
．新版本系統發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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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戶所有案例即時處理進度

．每周五晚上客戶服務系統對175+家維護中客戶自動email寄送，服務案例對帳單

24



2019年全系統服務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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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RD業界唯一!
官網於每年1月公告年報
並持續更新!

業界服務最敏捷 :
2019年下半年，全系統維護客戶
所有案例平均處理天數 –約2.28天

連續5年「待育碁處理」案例數”
歸0”。
．所有保固維護中客戶，
2019/12/31以前案例，完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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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019/12，5年累計
清理客戶案件數 26,307個；這
也是育碁產品、工程與服務高
品質的展現。

．共通問題解決對策, 皆迴歸最
新版產品，千錘萬煉的精進，
是育碁新產品穩定關鍵！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200518.html


2020年全系統服務半年報 20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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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RD業界唯一!
官網每季公告季報/半年報/年報, 並持續更新!

．所有系統保固維護中客戶，
2020/1/1-6/30 案例，累計
4473個案例, 僅剩3個(占比
0.07%) 待育碁處理。

．79%兩天內交付/ 88%四天
內交付。

．170家客戶中,平均每家客戶
上半年有 26個案例 (若就問題
回報類型案例, 每家客戶平均7.5
個案例)。

．詢問問題增加40%以上，顯
見客戶隨著系統升級到6.8，應
用深度不斷提升。

業界服務最敏捷 :
2020年上半年，全系統維護客戶所有案例
平均處理天數 –約1.85天(優於2019的2.28)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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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系統2019年期末評核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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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精進的效益

近4年績效管理系統，新客佔
有率80%以上的關鍵原因 –
績效期末評核期間， 問題回
報平均解決時間 1.54工作天

連續3年6個使用尖峰監控期
育碁無對客戶案例的拖欠為”0”



服務機制持續精進
近3年同期比較：績效管理系統客戶，獲得敏捷的服務

28

客戶數持續增加，即使期末考評集中
使用，案例數控制/處理速度都越來
越好。平均處理時間降到 0.79天



每年兩次績效考評關鍵期間 –
育碁啟用的服務監控機制 (2020/5/20-8/31 剛結案) 

29

業界唯一，落實”預防重於治療”, 
SOP應用於服務前中後，讓客戶放心!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7110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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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系統2020年期中評核服務結案報告 2020/9/7

2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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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精進的效益

近4年績效管理系統，新客
佔有率80%以上的關鍵原因
– 績效期中評核期間，
5/20-8/30 「問題回報」
案例數總計62個；平均每
家客戶低於2個案例，客戶
的系統運用穩定。所有客戶
平均解決時間 2.42 工作天

連續4年7個使用尖峰監控期
育碁對客戶案例皆快速清理
0 拖欠案例，讓客戶時間壓力大
的績效管理作業， 可以順利完成！

New



感謝22家客戶的肯定與證言 (詳參官網)

31

https://www.aenrich.com.tw/company/com_08-1_new.asp


育碁產品服務
徹底的透明，完全的信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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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採用累積客戶數- 78家
▌服務資訊 官網公告 /  客戶服務系統查閱
．2015/2016/2017/2018/2019 服務年報 – 連續5年所有客戶案例皆已結清 歸 0
．2020年服務半年報 ( 迅速且負責任的落實清理解決問題，並敏捷地對外公告 )
． 「CRM 」＋「客戶服務系統」：案例線上即時查詢、每周五自動寄送統計報表與內容
． 「系統案例追蹤表」( 維護中客戶都有案例對帳單可查證 )
． KPI系統連4年期中/期末評核執行成效報告 (含平均處理時間，service level 接受檢驗)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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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採用客戶數 333+，2020/9維護中客戶數175+
育碁過往 6.x 客戶實質獲得小版本升級功能新增的好處

33

可與友商比較：
a. 近5年銷售數，誰是台灣No.1? 
b. 銷售中版本各功能模組客戶數？
c. 客戶小版本分布數與比例？
d. 客戶小版本升級與否? ( speak with Data )

New

迄2020/6 ， 78家安裝6.8，
6.6-6.8約佔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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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a+KPI 6.8…)

• 6.8小版本追加規格 / 6.8最新版本客戶數(截至2020/9/7 6.8安裝與升級客戶78家)

註：2020/3/18 6.8.1039V182 以上追加功能- 內容供應商訂閱 eHRD ecosystem; 

2020/7/1 新增《 產、壽險公會「６小時外部排定法遵課程通報」加值功能》

( 6.8.1039V358以上支援, 5家客戶下單, 2家已安裝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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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周五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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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育碁2019年報，服務案例年報 (連續5年所有案例結清 “歸 0”, final 更新)

• 2019年育碁KPI期末評核執行結案報告(2019/10/28-2020/2/28)-問題回報平均2天內交付 (2020/4/9)

• 2020年育碁KPI期中評核敏捷服務結案報告(2020/5/20-8/31)-問題回報平均2天內交付 (9/7)

• 育碁2020年服務半年報- 88% 4天內解決, 待育碁處理案例僅剩0.07%(2020/9/7)

註：點擊文字可連結至官網的完整資訊，
可以從育碁官網取得詳細資料

New

New

New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announce.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191014.asp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7.x/talent.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products/6.0/KPI.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pr_20200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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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8.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200409.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200907_51.html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0200907_52.html


175+客戶個別案例服務紀錄報表．每周五2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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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維護客戶都有清單
可證明育碁官網公告數字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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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系統」也提供客戶即時的案例線上查詢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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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迄今所有案例資訊。175+家維護客戶都有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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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育碁內控CRM動態速報(Speak with Data)
CRM畫面擷取時間：2020/9/7 18:20

．2015/2016/2017/2018/2019 所有維護中客戶案例皆已完成清理交付

2020年上半年(1-6月) 總數4,473個案例。僅剩2例 進行中，其他14例
等客戶進一步回報 - 且無 “未開始” 案例

2015/1/1~2020/9/7，合計5年
8個月, 32,694個案例 (2020累計6387)

2 29個已修正待交付案例

( 以上88個都是2020/5 之後案例 )

僅有 26個未開始，33個進行中

1

3

3

4

4

2015/1/1 ~ 2020/9/7 育碁所有維護中客戶-問題回報/詢問問題/服務需
求 3種類型客戶回報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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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186個，育碁主管定期review/push進展。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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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課程
• 2020/3/18 推出 eHRD ecosystem 供應商數位內容訂閱

( a+LMS 6.7/6.8以上客戶可以在企業內自己的LMS上線上訂閱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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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訂閱服務》
育
碁

連結”外部多元數位內容，提升課程整合應用效益！

服務簡介 內容供應商 資源下載 試讀申請

免 費 2 周
試讀申請

截至2020/8/31申請客戶數

93+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vents/2020_supplier/Introduction.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vents/2020_supplier/start.asp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Events/2020_supplier/start.asp


育碁eHRD Ecosystem目標

42

育碁長期深耕eHRD專業領域，因應客戶需求及網路化發展，秉持“
敏捷、透明 、連結、資安”運營理念，提供完善的產品與服務，協
助企業實現組織人才發展與營運績效。

針對“連結”的營運理念規劃，第1階段育碁應用a+LMS (限6.7以上
版本)的「服務供應商」的訂閱管理機制，結合內容供應商，提供客
戶多元豐富的數位內容，期望建構「客戶」、「育碁」及「內容供
應商」三方win-win 的eHRD Ecosystem！



《內容訂閱服務》應用價值

「訂閱平台」
育碁客戶/LMS

．統一學習入口、無須記憶多組帳號密碼
．學習操作一致
．可查閱個人完整學習紀錄
．「首頁主題策展」與「領域」應用

匯整專題內容，專注學習主題

員工

HR

．可試閱多元內容，方便評估內容的採購，利於整合
多元學習內容

．可短期採購小額支付，採購方案彈性多元
．無需逐一上傳教材，可直接開課應用，大幅節省行

政時間。
．方便匯整員工完整的學習紀錄。
．可應用「首頁主題策展」⋯等功能，方便內容策展、

聚焦學習主題推廣。

「服務供應商」
《內容訂閱服務》

「供應商平台」
內容供應商

．擴大銷售管道
．開發新潛客/商機
．快速銷售

銷售

管理

．教材內容、簡易授權管理：
-內容維護：只需維護 1 份，即可服務所有育碁客戶
-內容授權管理：授權到期時，於平台停止授權，客戶

即無法再應用，管理更輕鬆。
．學習紀錄：

- 不用逐一個別提供學習紀錄給客戶。

43

無須給內容、帳號、支付網路伺服器費用…

．建構eHRD Ecosystem
連結”外部多元數位內容，
提升課程整合應用效益！

「授權平台」
育碁/客服系統



應用育碁a+LMS．串連三方運作機制

申請供應商內容訂閱授權

建立供應商教材內容
(各供應商單一系統/獨立維護教材)

「授權平台」
育碁/客服系統

「訂閱平台」
育碁客戶/LMS

「供應商平台」
內容供應商

1

4

6

建立供應商及其內
容服務資訊清單3提供供應商內容審核2

取得授權後，
「訂閱平台」即可連線至
「供應商平台」閱讀所訂
閱的教材內容

5 審核「訂閱平台」
申請單



「育碁客戶」應用效益

育碁客戶應用《內容訂閱服務》對企業員工、HR應用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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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學習入口、無須記憶多組帳號密碼

．學習操作一致。

．可應用育碁a+LMS特有的「首頁主題策

展」⋯等功能，利於聚焦學習。

．可查閱個人完整學習紀錄。

．可試閱多元內容，方便評估內容的採購，

利於整合多元學習內容。

．可採購短期應用/小額支付，方案彈性

．無需逐一上傳教材/測試，可直接開班應

用，大幅節省行政時間。

．方便匯整員工完整的學習紀錄。

．可應用「首頁主題策展」⋯等LMS功能，

方便內容策展、聚焦學習主題推廣。

員工 HR



「內容供應商」參與合作效益

《內容訂閱服務》供應商加入應用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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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銷售管道

．開發新潛客/商機

．快速銷售

．教材內容、簡易授權管理：

- 內容維護：只需維護 1 份，即可服務所有育碁客戶

- 內容授權管理：授權到期時，於平台停止授權，客

戶即無法再應用，管理更輕鬆。

．學習紀錄：

- 不用逐一個別提供學習紀錄給客戶。

管理銷售



現有10家「內容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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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篁數位博士博數位人力資源

持續募集中

育碁數位科技

精英文化

更新日期：2020/08



領域首頁．供應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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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主管

• 員工可於「育碁數位科技領域」
專屬首頁中，看到已開班的課程
、或是學習資源。

• HR開班完成後，使用端會自動
出現「育碁數位科技」等供應
商"領域”

• 員工可於「育碁數位科技」領
域專屬首頁中，看到已開班的
課程。



最新/策展課程、課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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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供應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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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

員工 主管



《內容訂閱服務》完整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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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
唯一

客戶於自己的LMS系統可
直接訂閱供應商內容，進
行「開班」及「學習資源」
等應用。

專屬
服務

育碁a+LMS 6.7以上版本保
固維護期間客戶皆可應用，
且可免費訂閱「育碁數位科
技」系統操作微課程。



育碁a+LMS、a+MPS 6.7/6.8版本

「天下創新學院」整合簡介

51

完整資訊pdf下載

https://www.aenrich.com.tw/news_events/%25E8%2582%25B2%25E7%25A2%2581LMS_MPS6.7%25E8%2588%2587%25E5%25A4%25A9%25E4%25B8%258B%25E5%2589%25B5%25E6%2596%25B0%25E5%25AD%25B8%25E9%2599%25A2%25E6%2595%25B4%25E5%2590%2588%25E7%25B0%25A1%25E4%25BB%258B.pdf


天下創新學院+育碁LMS整合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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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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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多門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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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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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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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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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版》天下創新學院 專屬首頁(6.7/6.8版)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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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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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8)
課程

可依課程類別或關鍵字
查詢「天下創新學院」
內建類別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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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應用 a+LMS/天下創新學院整合的客戶清單

年度 公司 年度 公司

2016年 慧榮科技(第一年) 2018年 天下雜誌(第二年)

2016年 元大金(第一年) 2019年 資生堂(第三年)

2016年 玉山金5.X(第一年) 2019年 玉山金(第四年)

2017年 慧榮科技(第二年) 2019年 統一證券(第二年)

2017年 元大金(第二年) 2019年 元大金(第四年)

2017年 康軒(第一年) 2019年 天下雜誌(第三年)

2017年 群聯電子(第一年) 2019年 康軒(第三年)

2017年 資生堂(第一年) 2019年 慧榮科技(第四年)

2017年 天下雜誌(第一年) 2019年 大陸工程

2017年 玉山金6.X(第二年) 2019年 桃園機場

2018年 慧榮科技(第三年) 2019年 伊甸(第一年)

2018年 統一證券(第一年) 2020年 玉山金（第五年
）

2018年 康軒(第二年) 2020年 元大金(第五年)

2018年 元大金(第三年) 2020年 宏致電子

2018年 玉山金(第三年) 2020年 中鼎工程

2018年 資生堂(第二年)

31案/13家
迄今累計LMS整合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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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新版官網導覽・歡迎造訪

數位轉型，請跟我們一起敏捷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