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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a+HRD 7.2 重要新功能簡介

• a+HRD Core 共用底層：

知識技能庫、知識技能評鑑（與LMS/LDR整合應用) 、

互動機制、部門多主管、組織領域分權…

• a+PMD Suite 績效發展套件：

二層式目標、目標地圖、項目累加百分制…

• a+Talent Suite 人才發展套件：

n a+LMS：人才培訓年報…

n a+LDR：職務、學習階段資料架構…

• a+MPS行動績效支援系統＋a+HRD APP 1.0.44：

MAS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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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RD 7.2
產品新功能



・知識技能庫維護

・學習資源新增互動及收藏機制

・多主管制度，可設定虛擬部門，可由位副主管協助管理及簽核
・提供矩陣式組織管理制度

-擴充多組織領域，可分權管理多個組織架構圖
-簽核管理可跨矩陣組織簽核表單

・領域使用者平台可設定啟用或關閉

・資安持續精進
-密碼有效期限、限制重複使用舊密碼、強制首次登入變更密碼

-MFA驗證有效期及管理者登入需強制啟用MFA設定

・UI/UX持續精進
-個人中心行事曆，以活動類別或專案彙整工作事項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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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7.2 主要功能簡介
「知識技能庫」
• 應用情境、功能特色與應用效益
• 主要應用情境流程、系統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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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能庫．情境/功能/應用效益

系統功能
● 知識技能庫維護：包括知識技能資料維護(主頁、檢

核項目、關聯資料、設定)。

● 技能程度管理：符合不同類型的技能可能有不同的程

度分法，技能程度可建立多個分類程度的方式，及多

個程度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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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能庫》

・提供管理企業知識技能與程度分法，及技能檢核標準。
・可整合課程、職務、學習階段資料，進行技能檢定與技能培訓規劃。

知識技能庫

應用效益
● 可建立企業專屬的知識技能庫，做為學習發展的基礎，並為

人員能力評鑑建立標準。

● 在評鑑項目標準化下，提升跨專案、跨期比較人員技能評鑑

結果的意義，為人才庫提供較有意義的評鑑資料。



管理・知識技能與技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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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知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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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知識技能與調整程度分法

9



選用・知識技能分級方法

● 預設程度分法

– 熟練度

– 技能深度

– 語言能力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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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檢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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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7.2 主要功能簡介
「知識技能評鑑」（與LMS/LDR整合應用）
• 應用情境、功能特色與應用效益
• 主要應用情境流程、系統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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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能評鑑．情境/功能/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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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能評鑑》

・延續「知識技能庫」應用，可整合LMS/LDR系統功能應用，於檢核活動
內進行「知識技能評鑑」，且提供評鑑結果的檢核儀表板，與職務適用對
象技能評鑑成果。知識技能評鑑

系統功能
● 課程設定關聯知識技能。

● 課程開班新增檢核活動時，可採用直接評鑑技能或技

能檢核項目。

● 執行檢核活動，由檢核人評鑑技能程度。

● 提供圖表統計：如該知識技能與職務整合，可查看適

用該職務者知識技能程度分布。

應用效益
● 快速技能檢定，找出員工技能程度分布與落差。

● 延續職務知識技能模式，了解適用該職務的員工技能程度。



課程・關聯知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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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程加入《關聯的知識技能》，
加入後即可於開班檢核活動中啟
用《技能評鑑》。



設定・技能評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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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定義各技能「程度」，不同程度會呈現
其程度選項。

● 程度也提供預設5等級；可快速套用。



查看檢核活動資料、設定檢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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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檢核畫面・系統自動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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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查看開班活動檢核結果儀表板＼報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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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查看適用職務＼人員條件＼知識技能

19



管理者》查看職務知識技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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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7.2 主要功能簡介
「收藏、互動回饋機制」
• 應用情境、功能特色與應用效益
• 主要應用情境流程、系統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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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互動回饋機制」．情境/功能/應用效益
《收藏、互動回饋機制》
員工進行內容學習時，可直接針對各內容進行”評分、讚、收藏、分享、評
論”等回饋與互動，方便個人學習管理，有效提升學習動機，並進一步提升
系統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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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效益
● 個人可”收藏”所需資料，促進自我學習。

● ”評分、讚、分享、評論”等回饋與互動應用，促進學習內容
的推廣與交流應用。

● 回饋與互動的紀錄資訊，除了可供其它使用者參考外，亦可提
供HR進一步匯整及分析，利於日後相關規劃應用參考。

● “評論”功能的彈性設定，方便HR依需應用及管理。

● 熱門資料的”標註”，利於重要資訊的推廣。

系統功能
● 《使用者》可針對「教材」、「開班」與「學習資源
」進行”評分、讚、收藏、分享、評論”等互動機制
。

● 單筆資料可設定”是否開啟評論”，最新評論提供「
互動管理者」可進行管理(可隱藏不適當評論)。

● 提供「資源管理者」可”標註”熱門資料。



教材・互動圖示與互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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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讚、評論

評論

互動管理

評分、讚、收藏、分享



Core 7.2 主要功能簡介
「部門多主管制」
• 應用情境、功能特色與應用效益
• 系統「專有」名詞
• 主要應用情境流程、系統圖例

24



部門多主管與虛擬部門．情境/功能/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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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多主管與虛擬部門》 (*獨家優規)
・因應企業Co-head(多首長制或雙首長制)需求，單一部門可由多位主管共同管理。
．主管可下放部份管理功能予副主管，可為部門全員指定相同副主管，亦可為不同

群組的人員指定不同的副主管。
部門多主管與虛擬部門

系統功能
● “實體”「部門」可設多位主管為共同管理者；相同部門的
主管間無上下級關係，管理權限相同。

● 可設定「虛擬部門」(部門下的群組)，並可定義虛擬部門主管
成為”副主管”角色，為部門下的非正式主管，權限略小於
部門主管。

● “簽核流程”設計：若員工隸屬的部門有“多個正主管或副
主管”時，可定義當流程進行到「實體部門」直屬主管的簽

核點時，後續由其它主管及副主管簽核的規則。

應用效益
● 滿足員工需要”多主管”管理的應用需求。

● 支援企業不同多主管的管理情境，滿足扁平式管理人員

分群、雙首長制…等管理應用。

● 符合企業多主管的多數應用情境，提升應用的溝通效率

、降低時間成本、加速系統導入。

X N



「實體部門」・設定”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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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虛擬部門」與”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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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者》”副主管”權限彈性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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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User》主管中⼼

開放主管維護・虛擬部門與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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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Admin》使⽤權限



Core 7.2 主要功能簡介
「組織領域分權」
• 應用情境、功能特色與應用效益
• 系統「專有」名詞
• 主要應用情境流程、系統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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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領域分權．功能/應用效益

系統功能
● 組織內可新增額外的「組織領域」

● 此新增的組織領域僅提供人事管理員、系統管理員可
管理獨立的部門樹，可將組織領域成員加入為部門成
員。

● 組織領域內提供系統管理員，設定簽核流程，支援子
流程簽核(組織與組織領域可跨組織樹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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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領域分權》
・透過單一企業可增建額外組織領域，並為其設定獨立的部門樹，可設計跨組織領域的簽核流
程等，滿足人員同時隸屬二個組織，由二個組織共同管理的需求。

組織領域分權

應用效益
● 滿足單一企業有多個組織架構的組織設計需求，例：行政組

織與區域組織，員工分屬二個組織領域，表單需二個組織共

同簽核，滿足跨組織的簽核應用需求。



新增・「組織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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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領域成員或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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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成員：可依條件或指定加入領域成員。

領域管理權限：⽬前提供「⼈事組織管理員」與「系統管理員」。



切換至「組織領域」(非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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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組織管理使⽤，「使⽤平台」暫未開放。



管理・第二個組織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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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管理與維護組織樹與部⾨對應關係。



管理組織領域與部門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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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跨領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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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式目標制度

・新式目標承接地圖與目標儀表板

・項目加總百分制

・考核表綜合評述是否啟用及必填設定

・考核表各類型文字區塊可編排順序

・績效報表自選欄位新增"文字區塊"，匯出填寫的內容

・可限定查閱績效考核資料 (單項/區塊/總評的分數或評等)

・個人績效儀表板連結成績資料

・各直線主管可對下轄員工發佈績效動態



a+PMD Suite 7.2 主要功能簡介
二層式目標、目標地圖、項目累加百分制

39



二層式目標架構．情境/功能/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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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式目標》

可依專案評核需求彈性增加「子目標」的設計，滿足不同目標
管理機制的應用。

二層式目標架構

應用效益
● 方便將多個關聯的目標群組在一起。

● 透過單一目標設定數個子目標或任務，具體化目標達成的面

向與方法。

● 適用於OKR績效管理制度，可在一個目標下設定多個關鍵指

標(O為目標，KR以子目標定義) 。

系統功能
● 目標架構：績效管理者可依「考核區塊」指定目標架

構為單層或兩層。

● 子目標：若為兩層式架構，員工設定目標時目標下可

建立0~多個子目標。

● 分數計算：主目標下有子目標時，子目標分數依權重

/佔分合計主目標分數，評核者仍可再調整。



「考核表」兩層式目標・選用「目標＋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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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新增「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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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標設定



二層式目標・填寫績效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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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式目標・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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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評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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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地圖．功能/應用效益

系統功能
● 員工個人可以地圖方式檢視個人目標及目標間向上或

向下承接的關係

● 績效管理員可彈性設定向上承接目標的檢視範圍

– 可向上查閱1~10層

– 是否可查閱目標的實績值/目標值、目標完成進度、

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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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地圖》
・完整呈現個人目標與主管/部屬的承接關係，方便確認個人是否已有承接上層目標、

部屬是否適當承接自己的目標等目標間的關聯狀況。
・系統會直接累算承接人員的實績值，可直接比對個人目標與承接者累算的達成狀況。

目標地圖

應用效益
● 方便查看個人目標承接上下關係，更清楚的展現目標設定的脈

絡及從上而下的落實狀況。

● 圖形化方式提供目標管理與進度追蹤，更有助於推動以「績效

目標管理」達成企業目標。



「績效儀表板」・查看個人績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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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Hover查看承接狀態。
• 實績值可由承接的部屬達成狀況累積計算。



「目標地圖」・查看目標完整的承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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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
・可設定開放向上查詢的層級
及查詢的內容範圍。



「目標地圖」 ・查看部屬目標承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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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下查詢部屬
承接執⾏狀況。



項目累加百分制．功能/應用效益

系統功能
● 專案考核計分方式新增可選擇「加權平均制」/「項目

累加百分制」。

● 項目累加百分制，考核區塊與目標皆以佔分設定。

● 區塊佔分加總等於100，目標項目佔分加總須等於區塊

佔分，子目標佔分加總須等於主目標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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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累加百分制》

・考核計分方式以各項目得分加總計算「總分」，一百分為最高成績；於「
總分」才進行「分數/評等」對應，不需逐項給評等。

項目百分制

應用效益
● 考核可設定為「項目累加百分制」，因應績效總分直接加總各

項目得分的考核制度應用，可加速系統的導入應用。

● 此種方式的設定，所有的目標的佔分都是相對於總分，即使跨

區塊的目標亦能輕易做重要性的比較，可一目瞭然單一目標的

重要性，提供企業多一個制度設計的選擇。



績效專案・總分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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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專案新增或尚未建立「考核表」前，選擇”加權平均制”或

"項⽬累加百分制”。
● *除「核算專案」外，皆可設定”項⽬累加百分制”。



「考核表」・項目累加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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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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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設定考核區塊佔分總和需為100。

● ⽬標設定時可設定佔分。
● ⽬標佔分總和等於區塊佔分；意即「⼦⽬標
」佔分總和等於「主⽬標」佔分。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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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可給分數間距”0~該項佔分”，
最後總分等於單項得分加總



報表統計



・封存歷史開班資料與紀錄

・線上教室新增多元問卷與相關統計圖表

・人才發展培訓年報

．教材、開班互動機制 (按讚、評分、評論、推薦)

・開班收藏機制

・單一關鍵字跨資料搜尋（學習資源、開班）

・開班檢核報表與儀表板

・申請"線上課程"外訓

・職務/學習階段版面設計（頁籤分類、區塊編排與顯示項目設定）

・工作說明書版面設定

・主管/管理者可"手動"評鑑職務/學習階段的培訓完成度

・查詢歷史適用職務/學習階段培訓完成狀況與需求證照取得狀況

・依職務查看技能評鑑成果及關聯的知識技能各程度分布狀況

・課程關聯知識技能，關聯開班知識技能評鑑



a+Talent Suite 7.2 主要功能簡介
「人才培訓年報」
• 應用情境、功能特色與應用效益
• CSR/ESG報告書
• 主要應用情境流程、系統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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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訓年報．功能/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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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訓年報》
提供企業可就職位別、性別等，以員工人數、訓練總時數、人均訓練時數、訓
練總費用、人均訓練費用等項目，快速產出企業所需的人才培訓年報。

人才培訓年報

應用效益
● 方便企業快速瞭解掌握人才訓練發展的概況。

● 協助企業快速產出CSR/ESG報告書中有關人才培訓發展

的內容(含報表)。

系統功能
● 可設定「人才培訓年報」樣板

● 自動產出年度「人才培訓年報」(含報表)草稿

● 各圖表可細部啟用統計圖與統計範圍

● 可以課程類別/系列呈現重點訓練項目成果

● 發布年報供相關人員查閱

● 報告書以A4格式產出，並可匯出PDF



人才培訓報告書・「樣板」設定

59

年報提供定期產⽣「草稿」功能：
• 先設定「樣板」並設定產⽣⽇期。
• 系統依照樣板設定啟⽤的區塊與發佈對象產⽣草稿。



年報「樣板」/「草稿」・編輯

60

• 報表說明編輯器可插入報表參數。



年報中各圖表的統計圖與統計範圍・啟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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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圖表可在細部設定要”啟⽤”那些統計圖與統計
範圍



按性別及員工職位別進行統計與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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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課程類別/系列選擇呈現重點訓練項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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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發佈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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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學習階段資料架構．情境/功能/應用效益

系統功能

● 重新調整職務架構、工作說明書。

● 個別職務/學習階段自選顯示內容與版面設定。

● 系統管理者》可設定組織一體適用的資料架構與版

面設計；亦可再依個別職務進行調整。

65

《職務/學習階段資料架構》
依資訊屬性及分類，重新設計職務資料架構，讓資訊的維護及呈現，更直覺明確；
方便企業因應不同需求，可快速彈性調整職務資料內容與版面設計。

職務/學習階段資料架構

應用效益
● 重新整理、調整分類資料架構，以更直覺、更有結構的方式

呈現資料內容。

● 提供企業自訂職務/學習階段資料結構，更貼近企業實際發

展需求。



職務/學習路徑・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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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架構與版面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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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便捷・主頁頁籤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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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分類・快速設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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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作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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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主頁資訊設計・組織參數設定・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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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S 7.2

・密碼變更與查詢

・線上教室可填寫多元問卷

・申請"線上課程"外訓

a+HRD APP 1.0.44 (育碁a+MPS 6.x/7.x 全體用戶相容適用)

・通過「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基準V3.1」，取得合格證

明與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標章(MAS標章)

・提供使用隱私權政策勾選

・使用性調整與問題修正



a+HRD APP 1.0.44

●通過行動應用資安聯盟之「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

檢測基準V3.1」，取得合格證明與行動應用App基

本資安標章(MAS標章)。

●提供使用隱私權政策勾選。

●使用性調整與問題修正。

76

為了保護用戶資安，育碁「a+HRD APP」逐步完善行動 APP 安全防護能力，取得MAS資安標章 (Mobile 

Application Basic Security)「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標章及合格證書」，由符合ISO/IEC 17025國際認證的專

業實驗室進行檢測後，「a+HRD APP」獲得了MAS Level 2的資安合格標章，育碁持續以最高標準提供客戶

安全無虞的行動應用服務。

1.0.44
⾏動應⽤APP
基本資安標章L2



a+HRD APP 1.0.44 MAS標章與資安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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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iOS



行動資安聯盟APP檢測通過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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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於育碁a+MPS 6.x/7.x 系統客⼾，
第三⽅資安機構認證，讓育碁⾦融業…等資安⾼
敏度客⼾使⽤⾏動裝置應⽤更安⼼！



a+HRD APP持續更新・單一版本 / 客戶同步更新 / 向下相容

80

育碁的a+HRD/MPS 6.x/7.x 所有系統客⼾，都使⽤同⼀個 a+HRD APP；共享育碁在APP Store 上的持續版

更、資安精進等應⽤效益，歡迎參考公開資訊做比較，⾒證育碁產品穩定性、品質、功能完整性、客⼾評價…



a+HRD APP・版本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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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碁的a+HRD APP ⼀年僅約2-3個版本更新，
產品測試與更新品質穩定，客⼾使⽤無虞…



a+HRD APP MAS標章・適用於育碁a+MPS 6.x/7.x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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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a+HRD APP版更，育碁敏捷服務如下：

・育碁針對所有育碁MA維護合約的客⼾，育碁專屬的服務窗

⼝多已主動和客⼾連絡處理，協助客⼾能順利應⽤最新版的

a+HRD APP！

・公司官網即時公告，提醒升級project base, 增加外網⼿機

使⽤系統的安全，資訊公開透明、服務敏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