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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興業

啟用SAP S/4HANA

讓老牌紡織廠搖身蛻變為智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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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概覽

公司介紹

導入目標

為什麼選擇SAP

導入過程

主要效益

未來計畫

公司介紹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別

紡織業

產品與服務

成品布（長纖、短纖）與加工絲

網址

http://www.everest.com.tw

SAP®解決方案

SAP S/4HANA、SAP BO、Fiori、HANA Predict

SAP ERP SD / MM / PP / FI / CO / QM / PS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88年，是創新研發導向的紡織製造商，深具假燃、

撚紗、織布、染整、印花及貼合塗佈等垂直整合加工實力，亦在2003年設立尖端

技術研究所，厚植高值化的機能性技術能量，引領傳統紡織業升級為高科技產業；

宏遠自許為三足鼎立的自覺企業，除致力強化「創新力」、「永續力」等既有核心

價值，近年誓言打造「智慧力」，從傳統製造邁入工業4.0智慧製造新局，因而決

定導入SAP解決方案，建構強而有力的「智慧宏遠」中樞核心。

http://www.everest.com.tw/


台灣紡織業歷經多年升級轉型，再現旺盛生機。以蘊含高附加價值的機能性布料

為例，台灣掌握全球逾七成產值。環顧紡織業創新歷程，宏遠堪稱領頭羊，舉凡

彈性布料及印花布、高防水透濕貼合布，乃至結合高科技元素的智慧衣，這些備

受國際大客戶讚譽的產品，都源自宏遠尖端技術研究所及研發團隊的創意巧思。

為深化創新永續根基，宏遠每隔5年轉型一次，自1988年起，先後階段轉型由女

裝強撚薄織物、厚料與超細纖維麂皮布、運動機能用布、宏遠永續發展模式

(ESM)，直到2014年底則開始推動智慧宏遠，藉此落實工業4.0理念，結合SAP、

MES、CIM、ICT與CPS打造智慧化靈活製程，並善用大數據分析持續精進產品

品質。

「打造智慧工廠，不只是為了解決人力問題，還
需要即時掌握生產品質，並期望藉由產業知識結
合大數據分析，精準挖掘新商機與新客戶，達到

智慧宏遠『即時企業』的目標。」

葉清來‧宏遠興業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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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效益

未來計畫

宏遠推動轉型全力打造智慧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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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畫

強大ERP助攻

加速實現智慧宏遠藍圖

隨著產官學研各界熱烈討論工業4.0，也讓

宏遠興業看見新希望；宏遠偏向技術密集

模式，獲利基礎來自創新服務、而非成本

控制，正好可藉由導入工業4.0，轉型為高

值化製造服務業，藉以優化服務品質、壯

大營運根基。於是在2014年底啟動「智慧

宏遠」計畫，期望透過智慧感控系統(CPS)、

物聯網與資通訊(ICT)技術建構智慧工廠，

並結合大數據分析應用，洞察前瞻商機，

終至創造顧客價值，實現員工、顧客、供

應商、股東、社會、環境六方皆贏目標。

因此宏遠幾經審慎評估，基於工業4.0智

慧宏遠的願景策略及系統穩定度、即時性、

擴充性及橫跨台灣、中國、泰國、非洲、

美洲的國際化佈局考量，決定汰換先前沿

用18年的既有ERP系統。

「深究『智慧宏遠』願景，是透過全面感知、
雲端管理、Big Data運算與反饋，產生智能決
策，自動調整人機料法環；而位居營運軸心的
ERP，需兼具強大系統整合能力、迅捷的執行

效能，SAP S/4HANA因而雀屏中選。」

高錦雀‧宏遠興業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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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SAP與華致資訊

智慧宏遠計畫誕生後，宏遠隨即建立全

球推動組織架構，宏遠期望採用的ERP，

位居智慧宏遠策略藍圖的核心，因此該

系統必須歷經全球眾多大型應用場域的

實戰淬練，證明有著不容置疑的高穩定

度，且能即時串聯人、設備、商業網路

不同環節的繁複資訊，並搭配大數據、

商業智慧機制，針對巨量資訊迅速分析、

模擬與預測；顯見擔負此項大任的ERP，

實已超脫單一系統格局，而是全價值鏈

上的數位整合中樞，考量及此，宏遠決

定選用深受國際企業信賴的SAP，並將

導入標的設定於最能精簡管理流程、整

合跨國廠房營運管理需求的

SAP S/4HANA。在選商階段，與宏遠

同樣落腳南台灣的華致資訊展現使命必

達的高度服務熱忱並富含專業歷練，因

此獲得葉清來總經理委以重任，視為長

遠策略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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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SAP BO及

SAP S/4HANA解決方案

銷售配銷(SD)

物料管理(MM)

製造規劃(PP)

管理會計(CO)

財務會計(FI)

品質管理(QM)

專案系統(PS)

範圍

初期以台灣廠為標的，後

續滾動複製(Roll Out)到

上海廠、泰國廠，及另外

籌設的非洲廠、美洲廠。

華致資訊在為期7個月導入期

間，一次輔助宏遠導入7大模

組、推動系統整合並按照預

設的導入方法論，緊鑼密鼓

展開流程訪談、資料轉換與

驗證、單元測試、整合測試

、教育訓練等一道道程序，

刷新國內SAP ERP最快導入

紀錄。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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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同仁與華致通力合作，締造7個月上線創舉

事實上，對SAP ERP導入顧問深具經驗的華

致資訊，當初看了宏遠規劃的施行內容，便

深知整個專案要趕在半年完成，幾乎是不可

能任務。在此同時，當總經理拋出更換ERP

的想法，大多數宏遠同仁也頗感焦慮，只因

當時現行的ERP沿用18年之久，累積多達

3,500支程式，使用觸角既深且廣，全數轉

移陣地談何容易？

但伴隨總經理展現過人意志力，堅持6個月導入

上線目標不變，所以宏遠同仁與華致資訊都理解

此事已成定局，僅能抱持「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信念貫徹執行；爾後華致決定不分階段一次導

入7大模組、推動系統整合，並按照預設的導入

方法論，緊鑼密鼓展開流程訪談、資料轉換與驗

證、單元測試、整合測試、教育訓練等一道道程

序。

「期間華致意識到宏遠事業體涵蓋紗、布、染整、
針織、成衣等諸多環節，1家公司彷若3~4家公司，
流程複雜度超乎一般專案，故不計代價增派顧問進
駐；宏遠內部出任各模組的種子人員，亦經常為了
產出新系統所需完整資料，因而挑燈夜戰。隨著雙
方無私無我的打拼奉獻，最終雖未實現半年達陣的
預設目標，但只多花了1個月時間，就讓宏遠能在

2015年11月正式採用SAP S/4HANA，惟以7個月上
線時間而論，仍已刷新國內SAP ERP最快導入紀錄，

相當難能可貴。」

曾一正‧宏遠興業總經理室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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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大陣仗種子人員，展現使命必達決心

對於曾參與宏遠專案的華致顧問團隊，

執行過程充滿壓力，但也因而獲得莫大

經驗與成就感。譬如一次模組會議，一

個顧問對應的種子人員多達50位，相對

於其他企業僅十分之一不到的人力陣仗，

足以想像系統串接的複雜性遠比其他專

案困難許多。但華致顧問團隊嫻熟地運

用導入方法及系統特性，引導宏遠種子

團隊力拼準時上線，充分展現掌控龐大

專案的專業能力。以宏遠的流程複雜度

之高、資料文件數量之大、導入模組之

多、系統整合範圍之廣，仍能在7個月內

順利完成SAP S/4HANA上線，寫下了

值得業界流傳的佳話。

對於專案成功達陣高錦雀副總經理則感念華

致的付出，每當任一環節出了狀況，隨即派

顧問趕赴現場處理，此外更讓人窩心的是，

即使面對非SAP本業的難題，華致總會站在

客戶立場，盡力協助排解，讓各模組各流程

順利推動、圓滿執行，雖然過程辛苦，卻是

最美好愉快的合作經驗。葉清來總經理甚至

表示，華致與宏遠早已超越ERP顧問公司與

客戶的關係，成為長期合作的最佳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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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SAP

導入過程

主要效益

未來計畫

主要成效指標

曾一正資深經理認為，藉由SAP S/4HANA為核心觸發

流程改造，最明顯的改變是原本舊ERP系統針對長纖紗

廠、織布廠、染整廠、短纖廠、針織廠、成衣廠…等等

製程個別設計的多套生管系統或成本系統，如今都化

繁為簡，整合為一套系統，系統複雜度頓時減輕大半，

管理性更佳，也更易串聯其他週邊系統而產生新應用，

可謂驚喜收穫。環顧智慧宏遠營運平台，重頭戲便在

於ERP與MES、BPM、CAD與POS等週邊的系統整合

串聯，尤其與MES的整合，更是實現工業4.0應用的關

鍵所在。藉由SAP S/4HANA快速的執行效率，讓ERP

得以在承接訂單、產生工單後，一氣呵成將料件、

BOM、途程、訂單相關資訊拋轉給MES執行派工，並

反向接收MES回饋報工、繳庫、領料詳盡資訊，確保

ERP能與MES聯手實踐所有業務邏輯，完全匹配，再

無任何疏漏錯誤之處。

94%
舊ERP倚靠逾3,500多支客製

程式驅動流程運作，
如今銳減94%的客製量

50%
成本結帳作業原本需要4天完成

如今僅需時2天
減少50%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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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SAP

導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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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畫

未來計畫

在智慧宏遠專案的推動過程中，華致協

助完成SAP S/4HANA導入上線，同時

一併完成了SAP BO上線，便於各部門

主管隨時隨地透過BO系統存取當下營運

報表；展望下一步，宏遠仍將借重華致

的助力，讓BO系統產生更大應用價值，

透過杜邦分析機制的建立，使財務指標、

營運週轉效能之間更加深度連結，且搭

配SAP S/4HANA技術而快速建模，

讓主管們藉由多維度分析，從不同面

向剖析營運KPI表現。除此之外，宏遠

規劃採用SAP Fiori行動化方案，更考

量進一步結合SAP HANA Predict預測

模組，方便高層主管隨時隨地監控全

球各廠營運動態並透過模擬分析，預

測企業後續營運指標的發展趨勢。另

一方面，宏遠正籌劃推動衣索比亞成

衣建廠事宜，慎重評估導入成衣專屬

雲端供應鏈管理系統，宏遠集團將藉

由SAP S/4HANA成為全球營運與管

理樞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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