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旭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旭聯iSun教學互動整合服務系統
跨世代翻轉教學新利器

http://wmpro.sun.net.tw/?p=product_isunfudon


V2U視訊互動

教學平台

智慧科技理想村整合

應用服務

★榮獲國家品質玉山獎

-最佳產品獎

敏捷式整合服務

AGILE Service

★榮獲國家品質玉山獎

-首獎

-最佳產品獎

★榮獲WCIT全球資通訊

科技

-應用傑出貢獻獎

2021

2019

2018

iSun教學整合互

動服務系統

2017

★榮獲學習科技

最佳金質獎

★新型專利肯定

遊戲式課堂互動APP

Gaming IRS APP

活絡課堂學習氛圍

★榮獲ATD 2017 APC*國

際大會指定使用開場活絡

氣氛

2016

AR互動導覽系統

Navigation with 

AR interaction

2015

新動態人才管理

系統

Dynamic Talent 

Management 

System

2014

★國內業界唯一推出

行動學習APP

2013

★領先業界推出

★榮獲學習科技

金質獎

數位學習系統

2009

★國內業界唯一

★榮獲Brandon 

Hall - 最佳學習

科技獎

*ATD APC：人才發展協會亞太區年會

旭聯創新軌跡 Keep Going



旭聯iSun教學 »  全生態數位學習遊戲式服務

旭聯不只深耕數位學習系統發展領域，

更注入創新DNA，體現教育科技帶來的美好學習體驗。

Dare to callenge,

dare to innovate!

混成學習
一站式整合線上與線下學習經歷

翻轉課堂
為學習注入趣味：
愛上互動遊戲式、IRS、Line@

磨課師數位學習平台

IVQ學習快通車
強化互動與複習筆記

AR/VR
擴增實境

教材資源共享服務平台
數位教材藏經閣

And ｍore！



以數位、智慧及雲端化之創新教學服務驅動力

除教育單位外，更廣泛擴散應用於科技、金融、服務、製造等各類跨境跨域中大型企業，以

及醫護及政府單位等。

主要目標客戶

傳統線上教學形式，經常發生師生互動不夠密切，甚至抱怨數位平台的不便性，線上教學與

實體課堂整合性不足等等問題。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旭聯iSun教學互動整合服務系統開發3大創新方案：

1. 整合Line@推播功能，老師將教學影片連結，透過普及通訊軟體，推播給課堂學生，可

應用在課前預習、課中互動、課後測驗等教學情境。

2. 教師直接透過熟悉的PowerPoint，快速建立數位教材與進行問答評測即時反饋，不須重

新學習操作介面，更方便容易使用。

3. 一站式完善整合線上與線下的課前、課中、課後與活動環節。提供備課資源庫、點名雷

達、遊戲式測評互動、學習記錄數據分析、榮譽積點等。

創新服務



以人為本，從教、學需求出發

在討論板留言給同學,又擔心
他們不去看..

老師們的困擾



旭聯數位學習平台

LINE@

iSunTW
影音教學資源庫

旭聯PPT教學套件

旭聯iSun教學整合性雲端應用服務

四大服務整合
課堂互動隨時出

課程訊息不漏接

學習軌跡安心存

教學資源共享池



旭聯iSun教學 »  四大特色

校內免費授權的共用資源影片，隨

選隨用，還可作為課前預習之用。

教學資源輕鬆取

在 PPT 中就可以即時出題並發佈，

減少過去繁瑣操作。

課堂互動隨時出
在 PPT 中即可查看學員學習數

據，無須切換工具。

互動數據即時看

同學用手機透過 Line@即可完成

所有學習行為，不須登入數位學

習平台。

課程訊息不漏接



旭聯iSun教學 »  互動整合系統全生態應用

教
學

旭聯iSun教學 強化師生互動

實虛整合 雙向互動

教師透過
PowerPoint
介面來操作

*學生透過LINE
介面來操作

教師透過旭聯PPT套件，即可在PowerPoint引用教學資產庫之教學影片，快速建立數位教材。學生透過

Line@ 推播功能，將教學影片的連結推播至該課程的所有學生，可應用在課前預習、課中互動、課後測

驗等教學情境之中。



旭聯iSun教學 »  師（教）、生（學）互動零距離

課中 課後 活動課前

藍芽雷達點名

影音教材資源庫

QRCode身分綁定
影音同步教學
遊戲式測評互動IRS

學習記錄成果數據分析

筆記共享

課後複習及互相討論

議題討論

協同學習

遊戲積點



旭聯iSun教學 »  體現教育科技美好的 教、學體驗

混成學習翻轉課堂．

創造教師與學生體驗課堂上高熱絡的教學互動情景: 點名、課中教學、

課堂互動、限時競賽、積點微遊戲，一次到位。



旭聯iSun教學 » O2O 即時互動一指搞定

即時問卷，即時推播，即時統計



旭聯iSun教學 » Gamification 創造課堂現場高潮

積分遊戲，強化課堂互動性積分遊戲，強化課堂互動性



旭聯iSun教學 » Gamification 突破性多元應用

炒熱500人國際大會殿堂
ATD APC人才發展協會亞太年會暨展覽

QRcode一鍵加入互動

即動態文字雲、現場投票統計

超夯抽獎遊戲機

完成指定任務，立即積分抽獎

絕佳破冰利器

行動截具、超簡易使用

活動應用

影片連結

https://www.sun.net.tw/sys/tpl/images/Video/isunfudon.mp4


七大創新專利技術支持~旭聯全生態數位學習系列產品發展與應用

課中
QRCode身分

綁定
影音同步教學

遊戲式互動
測評互動IRS

課前
藍芽雷達點名

影音教材資源庫

課後
學習記錄

筆記共享

課後複習及

互相討論

學習成果數據

分析
活動
議題討論

協同學習

遊戲機點

• I697236發明專利-視訊會議影音共享

方法

專屬技術與專利

• M557944新型專利-課堂教學互動方法

• M576312新型專利-直播教學整合筆記

• M576719新型專利-結合人臉辨識之

數位教材保護及授權管控系統

• M578847新型專利-翻轉教學互動方法

• M582732新型專利-視訊教學會議系統

• M612869新型專利-遠距防疫視訊關懷

方法及其輔助系統



公司簡介

https://www.sun.net.tw



願景與使命

VISION

透過數位科技，驅動人才發展，成就終生學習，並成為優質教育科技生態系的領導者。

MISSION

01 以服務為導向，專注使用者需求，提供最適解決方案，贏得客戶信賴。

02 提供卓越的學習體驗科技，以促進人才發展。

03 致力於成為關注員工學習成長與福祉的企業。



公司簡介 Since 1996

旭聯科技成立於1996年，是國內首屈一指

的數位學習與eHRD人才管理解決方案的頂尖供

應商。

旭聯擁有最佳的人力資源與專業研發技術，

不僅參與近百所大專院校的數位學習系統的建

置，更帶動國內企業及政府部門朝向全面的數

位學習、人力資源發展數位化轉型的方向邁進，

並且持續提供客戶領先群倫的專業技術與感心

服務。



公司簡介 Since 1996

1 深耕 2 獲獎 3 國際 4 肯定

25年專注在優質教育培訓
科技的領導者營收第一

旭聯研發技術
唯一獲國家級獎項肯定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唯一獲國際級獎項廠商

500+客戶指定採定
市佔率最高

2019, 2021國家品牌玉山獎

Brandon Hall國際級大獎
國內培訓系統唯一獲獎者

榮獲2019年度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

全球資通訊科技應用傑出貢獻獎



旭聯數位學習系統國內市占率最高

企業

Company

公部門

Govement

大專院校

University

導入客戶數 超過500家

使用人數 超過10,000,000人

http://office.msn.com.cn/


導入客戶數 超過500家旭聯數位學習系統導入客戶數超過500家



導入客戶數 超過500家旭聯數位學習系統導入客戶數超過500家



企業社會責任服務價值 - 結合企業客戶資源，關懷偏鄉公益活動，帶動正向學習力量

台南家齊女中高二志工v.s枋寮高一學生
學生線上提問，志工解惑，相互磨刀

期待”線上課輔中心”
成為唐榮國小的未來特色之一!

唐榮國小線上課輔中心

枋寮高中課輔中心



旭聯iSun智慧

用創新的教育科技翻轉數位學習殿堂

www.sun.net.tw

臺北辦公室
+886 2 66180303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37號6樓

高雄辦公室
+886 7 9690969
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19樓之2

wmpro.sun.net.tw

http://www.sun.net.tw/
http://www.sun.net.tw/
http://wmpro.sun.ne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