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 結 營 運 策 略 目 標 ． 提 升 企 業 人 才 競 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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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

*註1：可跨模組分享使用＂群組名單”(可自動更新)、整合”個人中心、主管中心、及管理者首頁...”等HRD全系統共用功能。
*註2 :  a+Talent Suite 6.8專業版，可設定新人專屬領域，透過群組條件自動產生新人名單，透過新人訓策展，自動調訓，社群
          論壇…等功能串接應用，讓新人訓高效運行。
*註3：a+LMS 6.7/6.8 標準版以上，即可自動串接「天下創新學院」1100+線上課程(加值整合)，建立「天下創新學院」獨立領
          域(含預設網頁與資料)、自動開班、名單管理、自動設定通過條件、策展應用、學習記錄報表整併… 
*註4：a+LMS 6.7/6.8 標準版以上，即可申請開通育碁供應商領域(育碁維護中客戶專屬，客戶須開通internet)，運用育碁所打
          造的ecosystem，使用該領域中的相關線上課程與專業資源。
*註5：可整合a +TCR金融訓練通報預警模組、a +KPI績效管理系統、a +IDP個人發展計畫系統、a +MRA多維度評量系統(加值選購)

6.8 標 準 版 ． 專 業 版 ． 旗 艦 版

影片加字幕．擴大影片課程的跨國使用性
LMS內建影片加字幕設定，易於彈性擴充教材多國語系5

含考試題目及作答時間等資訊，且系統會自動批改。

平台考試．支援正式及模擬考、應用便利
豐富的題型可滿足企業各類考試需求6

首頁主題式策展應用．聚焦職能發展需求
可依組織需要，規劃專題推廣課程，加速人才培訓1

個人中心．可個人化設定、自己管理
符合個人瀏覽慣性，自己決定要放哪些捷徑和資訊區塊3 2 主管中心．部門資訊、人員管理更便利

含：我的部門、部屬、部門報表、整體進度查詢...等管理資訊4

學習活動整合直播平台．即時分享互動
可整合Youtube,  FB等直播，強化互動、提升平台黏性2

主題式策展應用—新手主管專題

*電腦版與手機版雙適用

*電腦版與手機版雙適用

APP 

( 加值選購 )

功能特色

育碁「a +Talent Suite 企業人才套件」無縫式整合職能、學習

發展地圖、學習管理(內含”證照管理及應訓/回訓課程預警”)與

行動績效支援等四大系統，協助組織依目標，結構性的展開短、

中、長期人才發展，從職能與職務的訓練需求規劃、執行到評鑑

結合e化系統形成一個完整高效率的＂人才訓練與發展循環＂，

促進企業貫徹組織目標、健全員工職涯發展！

字幕檔語系預設繁、簡、英

客戶可自行新增其它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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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回訓預警．執業資格與客戶稽核免煩惱
證照應訓及回訓，透過email或站內訊息通知及儀表板提供預警10

1
證照資料 取得方式 證照分配 應訓與回訓

2 3 54
適用對象

基本設定：e-mai l或站內訊息通知 e-mail 訊息通知

整合職能職務與學習．滿足企業人才需求
訓練需求到培訓執行與評鑑，培養組織現在及未來所需人才

12

講師中心．面授課程活動執行管理更便利
快速檢視課程時間、授課時數、問卷結果、直播等資訊9

2

管理者首頁．資訊一目瞭然、提升管理效率
含：待結案開班、證照分配缺額、訓練學習等最新異動資訊7 多層次分權架構．滿足各種分權應用與資源共享

支援組織、領域、部門及承辦人分權管理；簡易彈性兼具8

領域分權．獨立首頁（不同UI樣式、不同版面Layout)

客戶清單部份列舉，排序依中文筆劃

5.x版客戶(100家以上)

上銀科技

元大金控

王品集團

台灣東洋藥品

宏碁

明基材料

晶睿通訊

群創光電

彰化商銀

漢翔航空工業

精材科技

聯合報

繼茂橡膠工業...

艾笛森光電

宏致電子

町洋企業

亞源科技

和德昌

宜鼎國際

欣台保險經紀人

矽格

花旗(台灣)

采鈺科技

金泰噴碼

長安醫院

阿瘦實業

貿聯國際

群聯電子

聖暉工程

誠品

農金保險經紀人

頎邦科技

聚陽

遠東金士頓

慧榮科技

興采實業

環鴻科技

聯成化學

聯亞光電

鬍鬚張...

建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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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x版客戶(2015年底6.0版上市以來，LMS迄今已超過 91家客戶採用)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

台灣米其林

台灣耐落螺絲

台灣新光保全

台灣電力公司

正崴精密工業

永豐餘投控

玉山金控

禾伸堂

伊甸基金會

全國農業金庫

全國電子

同欣電子

主要功能

．個人化報表訂閱 ★

．行事曆訂閱與自動同步 ★

．圖形化簽核管理與流程設計 ★

．歷史訓練記錄匯入

．個人資料安全保護

．電子報管理

．角色權限與Menu管理

．代理人設定

．供應商訂閱與領域管理★

．分散式內容佈署管理

．浮水印內容安全保護(自訂浮水印)

．支援SCORM國際標準

．MP4、ePub 3、PDF課程續讀 ★

．(年度)訓練計畫/年度自動開班

．面授、線上、混成學習/學程管理

．衝堂自動檢查與提醒

．外訓課程管理

．考試題庫管理

．學習活動管理/學習資源管理

．Level 1問卷調查

．Level 2測驗評量(影片小考)

．Level 3行為檢核 ★

．即時會談、論壇管理

．平台問卷、平台考試

．首頁主題式策展區塊 ★

．個人中心/主管中心/講師中心★ 

 ★：系統獨家功能 

．郵件/訊息通知管理

．網站版面管理/首頁風格色系★

．意見回饋 ★

．環境偵測/IE設定自動更新

．關鍵字快速搜尋 ★

．申請使用帳號 ★

．自動排程管理

．部門停用設定

．群組名單管理/自動更新/共用 ★

．支援繁、簡、英(語系可彈性擴充)

．前後台支援跨平台、多瀏覽器 ★

．多媒體編輯器支援語音輸入★
系統管理

(跨模組整合共享功能)

．管理者首頁 ★

．學習活動整合直播平台(加值)

    (直播應用支援整合YouTube API)

．影音檔教材支援多國語字幕

     (可自行擴充教材字幕語言)

．調訓管理(含定期自動調訓)

．樣版管理與套用

．開班自動結案/報表產出

．證照管理(整合模擬考試★ )

．證照應訓、回訓與預警 ★

．證照可依累計時數自動發照 ★

．資訊儀錶板

．報表統計/自訂報表/欄位可排序 ★

．課程查詢、即將到期課程/最近閱讀

．MP4、PDF課程續讀 (含浮水印)★

．影音檔教材支援多國語字幕

．學員可參與直播留言

．課程考試、問卷、討論區、學習資源

．線上作業可上傳照片及影片

．首頁主題式策展區塊★

．可查閱文件簽核表單內容

．社群動態時報★

．平台問卷、平台考試、外訓報名申請

．工作支援、訓練紀錄查詢 ★

．主管進行課程學習檢核、簽核

行動績效支援系統

．快速操作指引★

．離線閱讀
HRD

a+HRD 全系統APP

．支援集團多組織獨立管理★

．「組織」授權模組彈性設定★

．獨立「組織」登入頁面★

．獨立「組織」首頁設定

．跨「組織」資料分享 ★

．多層次分權(組織/領域/部門/承辦人)★

．跨「領域」資料可彈性分享 ★

．組織\領域(Portal)可限定IP ★

．領域人員、簽核流程管理

．跨領域紀錄/報表統計/儀錶板 ★

．獨立「領域」首頁設定
分權管理
(跨模組整合共享功能)

．多軌個人化學習發展路徑★

．職務訓練狀況查詢

．培訓/認證需求報表

．職務目標庫設定(可串接KPI) ★

．職務(工作說明書、工作項目...)設定

．學習階段設定

．職能行為指標與適用維度

．內建 42組職能項目(400個行為指標)★

．追蹤職能發展狀況

．職能訓練與發展

．職能分類管理

．職能層級設定

．QR Code報到簽退

．訊息推播(最新消息、待辦事項提醒)

．QR Code快速連結(學習資源、開班)

．APP登入重新驗證/綁定解除/圖形鎖★

紅色字：6.8版 新功能 

圖形化拖拉設計．簽核流程設定無負擔
簽核點及判斷點，直接拖拉設定，免寫程式輕鬆易上手11

註：系統依功能區分為，標準版／專業版／旗艦版，各版本功能差異比較詳參育碁產品官網。

．登入驗證碼/APP圖形鎖★
．教材浮水印

．上線人員彈性管理(IP、時段、上線數)
．系統操作紀錄( 可記錄IP )

．MFA兩步驟資安驗證(加值)★
．HTTPS加密機制

安
全
機
制

應用客戶
三井工程

大陸工程

小磨坊

中租迪和

中華精測

中鼎集團

元太科技

天下雜誌集團

天義企業

加高電子

台北市捷運局

台師大人資所

台耀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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