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ONBRIDGE 全方位線上學習內容創製和翻譯服務指南

Lionbridge 是讓線上學習計畫更完備的最佳夥伴，歡迎了解原因



如今全球公司紛紛轉向在家工作的模式，而線上學習也成了一種熱門趨勢。 
企業需要全方位的線上學習服務，讓他們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籓籬，為員工和客戶
提供行銷自家服務和產品所需的完善訓練。目前許多公司是仰賴一家線上學習

供應商來開發內容，再請另一家語言服務供應商翻譯或本地化這些內容， 
但其實選用單一供應商也能打造順暢無礙的流程，進而享有絕佳的效率與更快

的產出時間。

Lionbridge 為眾多全球企業提供線上學習服務已有 15 年之久，更連續 13 年名
列教育訓練委外產業 20 大公司 (Training Industry Top 20™)，是唯一擁有這

類傲人成績的語言服務供應商。因此若您需要全方位的線上學習教學設計、 
創製、翻譯與本地化服務，Lionbridge 很樂意為您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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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一線上學習合作夥伴攜手合作，一同製作全球訓練與線上學習計畫

想要充分掌握線上學習委外的好處，不妨與單一供應商合作來開
發與翻譯您的教育訓練計畫。Lionbridge 的獨特優勢在於我們不
僅是語言服務供應商 (LSP)，同時也是線上學習與內容服務供應
商，因此能提供真正的全方位解決方案。而與單一供應商合作， 
您不但能擁有更優異的速度、效率與簡單流程，在整個內容生命
週期中也只需要與單一聯絡窗口合作，既方便又輕鬆。

Lionbridge 非常熟悉整個線上學習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 
服務範圍也相當廣泛，包括教學設計、課程開發、多媒體創製、 
音訊/視訊資產創製，以及線上教育訓練計畫最後的整合作業等。
此外，隨著 Flash 逐漸淘汰，我們也提供了 Flash 轉 HTML 的轉
換支援服務。

Lionbridge 不受平台限制，能使用多種學習管理系統 (LMS) 與
快速開發工具工作，在包括衛生安全、商務技巧、銷售訓練、法規
遵循以及技術內容類型等許多主題上，亦擁有豐富的線上學習計
畫製作經驗。

Lionbridge 為某間在雲端平台上提供超過 7,000 種課程的頂尖
跨國企業教育訓練公司，開發高度複雜的法規遵循訓練內容。

請繼續閱讀，了解 Lionbridge 如何增進線上學習
開發流程，協助我們的合作夥伴充分發揮其線上學習
計畫的潛力。

內容創製
技術撰寫與工程說明圖、教學設計、課程開發、 

視覺素材與資訊設計，以及虛擬/擴增實境應用程式

內容強化
旁白、字幕、影片文字、動畫、遊戲化、標準法規遵循、 

新功能模組以及版本與平台開發

內容轉換
Flash 轉 HTML5、講師授課訓練 (ILT) 轉為虛擬訓練， 

以及所有形式轉為模擬學習

內容翻譯
支援超過 100 種語言和方言；具備許多專業能力，包括 XML、 

可重複使用的學習物件、自學認證方案與學習管理系統等

內容代管
由 Lionbridge 管理的客製化學習平台，可為客戶代管訓練課程、 

維護與使用者支援，以及定期的使用者活動報告

具備專業技巧的全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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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LIONBRIDGE 專業能力，讓內部全球教育訓練與線上學習計畫 
更完備的 7 大好處

擴充能力與靈活彈性
這兩個好處是相輔相成的。選擇讓合作夥伴來協助內
部線上學習事務，代表公司可以迅速擴充，以因應更高的
需求，甚至不必僱用更多員工，也能拓展課程的供應範疇。
如果需求會隨一年的不同時期而異時，這樣的人力配置彈
性就更顯得重要。而與 Lionbridge 合作，企業便能達成自
己所有的教育訓練需求，並輕鬆地根據需求調整資源。

Lionbridge 擁有遍佈全球的線上學習專業人才網， 
能視需要匯集必要的資源，協助客戶迅速擴展範疇。

專業能力
線上學習內容的開發非常複雜，其中又以教學設計最為重
要，必須決定最合適的學習策略以達到最佳成效。除此之
外，您還需要具備編寫環境以及教學專業能力，而這些都
是經驗豐富的線上學習合作夥伴所能提供的服務。

Lionbridge 能提供客戶全方位的教學開發服務，從發想、
腳本設計、開發、實作、代管直到維護，都能做得面面俱到。
我們擅長將複雜的教材製改為簡明易懂的內容。我們擁有
經驗豐富、技巧完備的動畫師與多媒體人才，他們使用業
界頂尖工具所精心設計與製作的互動式媒體，已協助許多 
Lionbridge 客戶的教育訓練目標對象得以輕易地想像、
理解與記住相關資訊。

優異的技術專業能力，也是 Lionbridge 能脫穎而出的其
中一個原因。我們能使用非常多元的系統與工具工作， 
即使遇到困難，也能妥善地處理後端的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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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產業趨勢，取用最佳資源
儘管您的內部團隊人才濟濟，但他們應該沒有時間去研究
所有的產業趨勢。同樣地，您也無法每次都能使用最新、最
優異的工具。而與我們合作，您便可取得最新的線上學習資
源，享有最新趨勢的所有好處。我們也能更新現有的線上學
習計畫，使內容更有趣、更能促進學習，也可協助您探索與
使用新的模組，例如遊戲化元素、擴增實境或虛擬實境等。

我們提供許多尖端先進的服務，而且均符合教育訓練產
業中成人教學設計方面的最佳實務作法。視您的需求而
定，我們能提供教學資訊圖表、互動式 PDF、模擬、虛擬與
擴增實境、CAD/3D，以及遊戲化元素。我們也是許多產業
組織的成員，例如人才發展協會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ATD) 及學習同業公會 (Learning Guild) 等。

此外，我們也與世界一流的公司企業合作，包括全球軟硬
體和網路系統開發大廠、全球行動裝置公司、一流的配送
服務公司、全球科技硬體製造大廠以及消費性電子大廠。
我們與諸多客戶合作的豐富經驗，代表您也可以和他們一
樣提供成效卓越的教育訓練服務。

請按這裡檢閱資訊圖表：教學設計：線上學
習課程成功的 3 個關鍵步驟。

https://www.lionbridge.com/
https://www.lionbridge.com/content/dam/lionbridge/legacy/2020/03/SuccessfulEL_IG_031120_V03-1.pdf
https://www.lionbridge.com/content/dam/lionbridge/legacy/2020/03/SuccessfulEL_IG_031120_V0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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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優異的訓練成效、成本效益與投資報酬率
您掌握的資源越優異，提供的訓練服務越多元，訓練的成
效就越卓越，投資報酬率自然也越高。

Lionbridge 能協助您根據整體的訓練目標找出最合適的
策略、運用我們遍佈全球的據點支援在地課程開發中心，
並透過較低廉的生產流程達到節省成本的目標。我們亦
能透過眾多線上學習解決方案，製作對學習者更具吸引
力的訓練課程，並運用引人入勝的教學與視覺設計，打造
提高學習記憶力與黏著力的訓練。

單一廠商，關係更單純
因為 Lionbridge 既能處理內容創製也能處理翻譯作業，
因此與我們建立單一廠商的關係，您將享有順暢的流程、
更高的效率、更快的產出時間，以及深具成本效益的解決
方案，進而大幅簡化您線上學習計畫的供應。與我們的專
業團隊合作，也能減輕您員工的工作負荷，最終更能如願
根據目標推出優異的線上學習計畫。

提高效率
客戶如果選擇使用我們的全方位線上學習服務，我們便
會負責處理包括內容創製與全球化等所有必要步驟。這
樣的流程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因為我們會採用有助後續
本地化作業的方法來創製內容，也就是在設計內容時，將

「日後如何輕鬆配合其他語言來做調整」納入考量。而除
了語言方面的準備工作，線上學習中所使用的圖片與其
他資產，也都會最佳化以利進行本地化。我們稱這種作法
為 Globalization@SourceSM 方法 (亦即「從源頭開始進行
全球化」)，而且已將這個方法整合至教育訓練設計與開發
流程中，以全球目標對象為出發點策略性地設計內容。

速度與敏捷度
選擇使用我們的全方位服務，您就不用再以零碎而片段
的方式進行內容創製與全球化作業。我們簡潔順暢的流
程，能加快整體的產出速度，並減少您員工的管理心力。
此外，我們團隊的據點遍佈全球，基本上能提供全年全天 
24 小時無休的服務。在為您開發線上學習計畫時，由於我
們非常熟悉課程，因此能靈活敏捷地行事，隨時因應需求
而迅速順暢地精進內容。

https://www.lion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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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化元素
Lionbridge 線上學習團隊運用創意和專業，為一間全球行
動裝置大廠開發線上學習遊戲，讓銷售人員更深入了解新裝
置的相關資訊。這款線上學習遊戲包括專為智慧型手機打造
的單一使用者應用程式，以及可讓團隊互相競爭、爭取最高
分的團體遊戲。而應客戶要求，我們設計的訓練遊戲既不費
時，又深具娛樂性，讓銷售人員可在工作時間完成多項訓練。

遠端工作解決方案
Lionbridge 為一間消費電子大廠設計了一款擴增實境應用
程式，其中運用線上學習技術，為客戶旗下裝置相關的零件
更換和材料補充提供精簡指示。這款應用程式打破了現實
世界和虛擬空間的疆界，讓使用者可以實際看到並深入探
究裝置的內部構造。使用者只要拿自己的智慧型手機對著
裝置所在位置，這款線上學習應用程式就會跳出提示，提供
逐步說明的教學內容。

觸及全球客群
一間全球技術硬體製造大廠委託 Lionbridge 重行編定訓練
流程，好為全球員工提供訓練。我們開發出一個專門用於創
譯的訓練教材範本，可為每個地區和語言編寫適用教材。 
逐一諮詢各個國家/地區的團隊，在確保教材與公司整體訓
練主題和目標維持一致的同時，我們提供了相應於不同文

化所著重要素和地區性優先考量的內容。最後，客戶得以讓
地區團隊發聲，共同制訂適用於各地團隊的目標；此舉鼓舞
了這些團隊，使他們樂於參與其中並邁向成功。

全方位服務
一間與我們合作長達 10 年的全球通訊設備製造大廠，深知
我們的價值鏈觸及範圍非常廣，因此便委託我們負責創建
不同專案和部門適用的線上學習內容，並進行代管和本地
化的工作。身為一家版圖橫跨全球的跨國公司，該公司一向
忙於各式各樣的專案和合作關係，因此他們知道自己需要
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而 Lionbridge 正是值得依靠的有力
夥伴，可以滿足他們所有的線上學習需求。

一家領先同業的全球科技硬體製造商聯絡我們，希望將一系列的訓
練影音內容本地化，而 Lionbridge 團隊打造出可以輕鬆本地化的客
製化範本，讓該製造商遍佈全球的據點都能使用。

Lionbridge 不僅維持了客戶全體適用的訓練目標和一致的偏好風格，
同時也諮詢客戶的在地團隊，全力滿足其文化和語言需求。最終，客
戶除了能夠在地區和全球目標之間取得平衡，更讓遍佈全球的多元
團隊得以發聲。

參考實例

https://www.lion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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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BRIDGE 是全球訓練與線上學習解決方案的最佳夥伴

Lionbridge 為許多全球知名企業提供線上學習
服務已有 15 年之久。

Lionbridge 連續 13 年名列教育訓練委外產業 20 
大公司 (Training Industry Top 20™)，是唯一擁有
這樣傲人成績的語言服務供應商。而我們的持續入
選，也凸顯了我們在設計與實作引人入勝、創新的
多語言教育訓練計畫上的卓越表現。

我們擁有豐富的課程與訓練開發經驗，不但曾創製
過數百小時的課程內容，亦經常與傑出的內部團隊
攜手合作，對開發過程瞭若指掌。也因為與不同客
戶頻繁合作，因此我們非常了解最新產業趨勢， 
亦能致力提供最先進的教育訓練內容。

出現任何技術問題時，Lionbridge 也將盡速為您排
除故障與問題。我們熟悉各大主流學習管理系統、
編寫系統和平台 (SCORM、xAPI 等) 以及開發最
佳實務。這些技術方面的豐富經驗，意味著公司企
業可信心十足地在自選的系統上使用我們的學習
模組，不必擔心會有任何相容性問題。

最後，我們能配合客戶確切的訓練需求而擴增或縮
減資源，協助客戶充分發揮其教育訓練預算的效
益。無論客戶需要的是從頭到尾的全方位服務， 
還是只要將訓練模組本地化，我們都已準備就緒，
為您提供優異的服務。

如需深入了解 Lionbridge 線上學習翻譯和內容創製服務， 
歡迎造訪 lionbridge.com。

https://www.lionbridge.com/
https://www.lionbridge.com/content-creation-services/elearning-services/


關於 Lionbridge

Lionbridge 與眾多品牌攜手合作，致力在全球各地達成「通情達意，暢行無阻」的使命。 
過去 20 多年來，我們已經為許多客戶與員工遍佈全球的公司，提供超過 350 種語言的
本地化與訓練資料服務，協助他們順利獲得成功。Lionbridge 運用世界級作業平台， 
與一百萬名充滿熱忱的專家、在全球 5,000 多個城市之間協調合作，與各大知名品
牌聯手打造豐富的文化體驗。我們憑藉著對語言源源不絕的熱忱，運用尖端的人類與
機器智慧，打造出能讓客戶與其客戶間產生共鳴並增進認同的優質內容，促進共通理
解。Lionbridge 總部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沃爾瑟姆市，在全球 26 個國家/ 
地區設有解決方案中心。

如需深入了解，歡迎造訪
LION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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