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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總結回顧 a+Talent Suite 7.0 特色亮點

新一代「a＋Talent Suite 企業人才套件
三大創新規劃、八大應用效益

使用者中心以及貼近UI/UX時代趨勢
指引/頁面操作指引 - 導覽如影隨形/快速自學
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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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中心、UI/UX時代趨勢、簡明一致性

a+HRD 7.0 常用按鈕圖例 (Mouse 
Over 滑過去會顯示)，讓螢幕資訊顯示
更聚焦，a+HRD 7.x 跨系統/功能通
行…例：點選系統左上角的 指南針icon
“指引”：3分鐘看懂15個系統位置與
圖案icon的導覽介紹文字
(系統Demo 影片連結)

第14項的”頁面說明指引”, 普遍存在系統各個
頁面右上方；每次接觸新頁面，直覺失效時，再
花2分鐘點選看懂 10個左右的導覽介紹文字。
(影片1:10)

第13項的”漢堡”按鈕，
是開始啟用User 5個中心，
Admin 7個中心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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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3Fv=zoVfmpvi6hQ


影片「a+ Talent/LMS 7.0 登入系統 首頁 頁面指引」

4

2:25



a+HRD 7.0 常用按鈕圖例 (Mouse Over 滑過去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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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理念與目標
理念：以使用者心理和需求為規劃核心
藉由設計思維、實用美學將龐雜的資料轉為有用的資訊
• 讓使用者能以最直接的瀏覽慣性，獲得需要、想要的內容
• 讓管理者能以最便利的操作方式，經營管理企業HRD系統

目標：協助組織打造出順暢的學習與發展
體驗平台，共創企業人才競爭力。
• 使用者：降低學習曲線、提升使用意願及效能。
• 管理者：更便利的管理、降低內部推廣成本、減少系統問題

詢問，提升HRD平台的經營成效。



三大創新規劃、八大應用效益

嶄新介面設計
可視化UI、操作引導
兼具美感且操作直覺

貼心新功能
動作權限、字幕與翻譯整合服務

強化系統應用效益

全新資訊架構
使用功能中心化、 PDDRO訓練流程

資訊取得與使用更有效率

1. 一致化介面設計，降低學習曲線
2. 關鍵資訊視覺化設計，聚焦角色行為

3. 雙維度查詢檢視，精準完成任務

7. 彈性動作權限設定，滿足多元角色任務應用需求

4. 使用功能中心化，提升資訊使用效率

5. PDDRO完整訓練流程、提升訓練品質

6. 關鍵資訊引導管理、一站式掌控資訊脈絡



嶄新介面設計・系統展示

1 一致化介面設計，降低學習曲線

• 指引、常駐列、新介面操作



資料「搜尋」・關鍵字＋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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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關鍵字或篩選條件



資料「新增」・快速新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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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只需填寫必要欄位，
即可建立資料



資料「編輯」・所見即所得

依狀態顯示/隱
藏特定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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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左邊頁籤皆以基本資料、
規劃、設定、執行與管理
、成果為主要架構。

點選即可編輯。



進入管理(資料參數設定)

開關可於畫面上直接調整設定。(如無連動欄位要調整)
點選齒輪或尚未設定資料時，點選設定可執行該區塊的設定

12

New



嶄新介面設計・系統展示

2 關鍵資訊視覺化設計，聚焦角色行為
• 「使用者」：個人中心＼首頁、主管中心＼下轄部門、講師中心＼首頁



使用者
個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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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中心

主頁

儀表板



「個人中心」・主頁

包含個人目前成果概要、我的課程、最近瀏覽、直播活
動、 訊息、論壇、申請單、職務完成度、學習發展路徑



「個人中心」・儀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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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資訊儀表板，圖形化動
態顯示學習發展的最新狀態，
讓資訊檢視更直覺，利於及時
的學習規劃與管理。



使用者
主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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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心

主頁

轄下部門

主管



「主管中心」・主頁

提供主管管理部門/部屬整合追蹤資
訊，如：員工待完成課程追踨，證
照分配額..等資訊



「主管中心」・轄下部門
主管可依需查閱所有轄下部門，可檢視單一部門的人事狀況、成果、領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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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狀況1 「成果」狀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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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中心

主頁

講師



「講師中心」・主頁
提供講師行事曆、管理（直播/題庫）、教授的課程、講師儀表板

21



22

動態中心

主頁

講師員工 主管



「動態中心」・主頁



嶄新介面設計・系統展示

3 雙維度查詢檢視，精準完成任務
• 「個人中心」、「主管中心」：任務
• 「知識中心」：課程、找資源＼證照、講師、模擬考、論壇、職務、職能



使用者
個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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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中心

任務



「個人中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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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需要執行的任務，可
依需選擇「類型」或「到
期日」方式檢視

「到期日」檢視 「類型」檢視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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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心

任務

主管



「主管中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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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可依需選擇「類型」
或「到期日」方式，檢視
須執行的相關任務(訓練
計畫提報、檢核、文件簽
核)

「到期日」檢視 「類型」檢視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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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中心

課程

講師員工 主管

找資源

證照

講師

模擬考

論壇

職務

職能



「知識中心」・瀏覽、搜尋雙查詢模式

篩選結果，可再依最新、熱門、好評…等檢視屬性進一步查詢。



「知識中心」・ 《瀏覽模式》依課程類別



「知識中心」・ 《搜尋模式》依”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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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資訊架構・系統展示

4 PDDRO完整訓練流程、提升訓練品質
• 「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Pland/Design）、執行（Do）、查核（Review）
、成果（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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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

規劃設計

執行

HR

查核

成果



運用PDDRO流程，扎實組織訓練計劃

訓練設計以開班為執行展開，同時，
採用開班狀態提供檢視，方便管理
及規劃展開。

依”課程、證照、職能、學習路徑、
職務發展路徑、訓練計劃”分類，除
了”訓練計畫”依計畫狀態進行查閱
與規劃外；其它分類則提供總覽、最
新異動、排行榜等資訊，方便加速訓
練的規劃。

訓練執行規劃（Plan/Design）

執行（Do）

依”開班、證照、表單”分
類，以卡片式資料呈現，方
便管理者關注的各類資料最
新狀況；同時提供記錄入口
可進行進階查詢。

查核（Review）

提供報表統計入口與彙整過
往報表的報表檔案櫃，可依
照分類產生各式統計報表或
查看的自訂報表、訂閱報表
與已產出的歷史報表，滿足
各類成果匯整與分析。

成果（Outcome）



【管理端】・人才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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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創規劃：採用TTQS的PDDRO流程

各中心入口功能表



「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PD)的依據與來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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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Plan /設計Design ：依據或來源基礎, 包括了 課程/證照/職能/學習路
徑/職務發展路徑/訓練計畫…



「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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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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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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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學習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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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職務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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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規劃設計＼訓練計畫

43



「人才發展中心」・執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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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狀態區分資料，呈現不同階段關鍵資訊



「人才發展中心」・查核(R)＼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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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查核＼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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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查核＼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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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成果(O)＼報表檔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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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中心」・成果＼產生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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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樣的系統流程管理與規劃執行
檢視，勞動部 TTQS 的實地稽核驗
證，是否更簡明?
Talk in same language. 



「人才發展中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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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入口提供簡易說明，幫助了解使用情境



全新資訊架構・系統展示

5 使用功能中心化，提升資訊使用效率
• 【使用者】：個人中心、主管中心、講師中心⋯
• 【管理者】：資源中心 (與下個主題一併影片demo)、設定與管理中心…



使用者
個人中心

52

個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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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心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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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中心

講師



全新資訊架構・系統展示

6 關鍵資訊引導管理、一站式掌控資訊脈絡
• 「人才發展中心」：課程、證照、職能⋯等資訊管理主頁
• 「資源中心」：教材、論壇⋯等資訊管理主頁(影片demo)
• 「設定與管理中心」：資料、組織、領域⋯等資訊管理主頁(影片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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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主頁

HR

執行(開班）

基本資料

規劃

執行追踨

成果

我們以 “建立團隊關係” 課程，同時展示
“課程執行的PDDRO”, 以及”系統一站
式掌控資訊脈絡”特色。



基本資料・所見即所得

依狀態顯示/隱
藏特定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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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左邊頁籤皆以基本資料、
管理、規劃、執行追蹤、
成果為主要架構。

點選即可編輯。



規劃・編輯與維護主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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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如規劃完成，資料狀態需要轉為開啟或是發佈，
可點選左下角按鈕進行完成狀態轉換。



執行追蹤・管理資料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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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執行追蹤・管理資料使用狀況(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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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成果・查看成果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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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成果・查看成果儀表板(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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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成果・查看成果儀表板(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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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影片:a+Talent Suite 7.0_「資源中心」系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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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影片:a+Talent Suite 7.0_「設定與管理中心」系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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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貼心新功能・系統展示

7 彈性動作權限設定、滿足多元角色應用需求

• 動作權限設定



【新式權限架構】・設定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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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權限・動作權限表讓分權分工更加彈性更powerful

68

可對一般員工、主管與各管理者主要操作行為獨立開關權限。
可自由配置預設管理角色或自建任務型的特殊化管理授權。



使用者Menu與使用者權限表

• 各中心內功能表可設定順序與名稱。

• 新版本擴充控管彈性，可針對資料查

閱與資料動作進行彈性控制。

• 可對系統上常用的資料、主要的動作

分別授予執行權限。

• 使用者與管理者皆可設定，各平台可

針對各角色進行對應的授權設定。

功能應用 預期效益

• 可依企業所需，彈性限制或開放一

般使用者可執行的動作。

如：不開放執行更新證照、不開放

評分等特殊功能開關限制。

• 如對於特定角色動作，如：主管、

講師亦可限制，如：啟用/停用部門

領域、管理題庫…可限制特殊管理動

作。



三大創新規劃、八大應用效益 總結回顧

嶄新介面設計
可視化UI、操作引導
兼具美感且操作直覺

貼心新功能
動作權限、字幕與翻譯整合服務

強化系統應用效益

全新資訊架構
使用功能中心化、 PDDRO訓練流程

資訊取得與使用更有效率

1. 一致化介面設計，降低學習曲線
2. 關鍵資訊視覺化設計，聚焦角色行為

3. 雙維度查詢檢視，精準完成任務

7. 彈性動作權限設定，滿足多元角色任務應用需求

4. 使用功能中心化，提升資訊使用效率

5. PDDRO完整訓練流程、提升訓練品質

6. 關鍵資訊引導管理、一站式掌控資訊脈絡

讓您印象深刻的a+Talent 7.0關鍵特色?



Thank you~

楊中旗 George
總經理

GeorgeYang@aenrich.com.tw

電話：02-2517-8080 ext.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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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志揚 Gerald
產品副理

GeraldHuang@aEnrich.com.tw

電話：02-2517-8080 ext. 533

http://aenrich.com.tw
http://aenrich.com.tw
http://aEnrich.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