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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仪光电携手 SAP，构建国际营运
架构及最佳业务流程



瑞仪光电原有的 ERP 系统高度定制化，难以维护且维护成本高。随着业务快速增长，生产模式
及供应链日趋复杂，同时为了与国际客户和国际法规接轨，并与上下游客户或供应商整合，确
保客户满意度，他们淘汰了原有的系统，转而采用支持跨国营运模式的 SAP ERP 系统。借助 
SAP ERP 中的最佳业务流程，以及 SAP 商务智能产品 SAP Business Information Warehouse，
瑞仪光电获得了满意的成果，顺利构建了优化的企业运营流程，并成功实现 IT 人员的定位转型。

公司介绍
瑞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高科技光电产业

产品和服务
LCD 背光模块、LCD 导光板

网址
www.radiant.com.tw

SAP 解决方案
SAP® ERP+ BW/BO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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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仪业务增长快速，必须与国际接轨实施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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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业绩持续走高时，身为企业主管，最需要注
意什么？业务增长既是机会，也带来了挑战。
倘若应变得宜，则可以让公司乘势而兴，更上
一层楼；而如果管理不当，质量和效率无法跟
上客户要求，反而影响商誉，拖累业务。瑞仪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提供液晶面板 (LCD) 
背光模块和 LCD 导光板等面板业上游材料，
其客户涵盖国内外各大面板厂，如友达光电、
群创、三星电子、乐金飞利浦、夏普及索尼
等。自从 2010 年获得国际大厂订单后，营业
额连续两年增长超过 30%，并在 2012 年维持 

20% 以上的高增长率，创下营业额约 170 亿
人民币的历史新高，稳居全球背光模块产业的
龙头宝座。

瑞仪究竟如何做到的？技术领先，掌握关键零
部件，是瑞仪持续发光发热的不二法门。同
时，以迎合客户需求为导向，把握时机，灵活
优化营运效率是瑞仪确保客户满意，实现持续
增长的要素之一；而 IT 系统则是业务流程变革
中不容忽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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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制定有效的管理决策，并引导企业采用
最佳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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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10 年营收增长 31.63% 时，公司的营
运和 ERP 系统面临了一些挑战：

•  业务快速增长，生产模式及供应链日趋复
杂：基于客户的要求，公司生产的产品增加
并向下游整合，备料项目增多、制程和交易
流程更复杂，这改变了公司的营运模式。

•  必须与国际客户接轨，并强化与上下游客户
或供应商的整合：2010 年，加入 Apple、三
星电子等国际品牌的供应链之后，瑞仪即被
要求使用性能卓越且值得信赖的营运管理工
具，而之前采用的 ERP 产品因不具国际知名
度，无法获得足够的信任。

•  国际会计法规即将实施：2013 年国内将实
施国际会计准则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IFRS)，原 ERP 系统如
要符合 IFRS 的要求，就必须定制和修改程
序，这增加了 IT 部门的负担。

•  旧 ERP 系统无法跟上瑞仪的快速变革：随
着客户群和业务的增加，旧 ERP 系统逐渐陷
入捉襟见肘的窘境。除了无法与国际客户接
轨，不能与上下游的客户或供应商整合，以及
系统定制需求过高，难以维护，并造成维护成
本过高和浪费之外，沿用旧 ERP 系统的弊端
还体现在：四个厂的数据库架构各自孤立，
不能集中管理，也无法及时整合；无法支持
跨国的营运模式；且受限于零散和缺乏灵活
性的系统架构及数据结构，无法跟上瑞仪的
快速变革，也不能协助公司完善企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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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挑战和难处，即使瑞仪的员工对旧  
ERP 系统已经非常熟悉，也早已达到一天内完
成集团结账的效率，但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
并且把握机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营运能力和增
长潜力，瑞仪光电董事长兼 CEO 王本然毅然
决定升级至支持国际营运架构的 IT 系统，并藉
此驱动企业流程的变革，使瑞仪光电成为具备
卓越实力的集团企业。

“整合技术与管理技能，将能持续展现我们显
著的价值创造能力，”瑞仪光电董事长兼 CEO 
王本然强调。“我们希望借助新系统实现最佳
的灵活运作模式，积极配合客户需求计划，全
面提升客户满意度，并提高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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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ERP 支持国际营运架构，并提供最佳 
业务流程 

策略既定，剑及履及，2011 年瑞仪光电 IT 部
门就已开始规划 ERP 系统的更新升级，并邀请
顾问服务商提供 ERP 系统的建议方案。评选条
件则着眼于能否通过实施新系统，引进最佳实
践，达成重构业务流程的目标，以及该系统的
功能和架构能否强化企业的竞争力，协助接轨
国际，并整合客户和供应商。

经过半年的需求和功能评估，SAP ERP 解决方
案脱颖而出。除了广获许多 SAP 客户赞誉，
SAP 软件还具备严谨的内稽、内控与权限管理
功能，“对我们来说，SAP ERP 解决方案最重
要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最佳业务流程，可以
协助我们快速地将企业业务流程标准化，”瑞
仪光电 IT 部门经理王琪指出。“SAP 拥有功

能完备且深入的行业解决方案，能帮助我们快
速成长，而且 SAP 支持灵活的组织管理架构调
整，有利于瑞仪的全球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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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收集定制需求，并制定系统整合
开发政策 

项目实施分成两大部份。第一阶段以 SAP ERP 
为主，2012 年2 月10 日正式启动，并在位于
台湾高雄、吴江、南京、广州的四个生产基地
同步进行，参与的 IT 人员约 30 位，用户约 
350~500 名，涵盖了生产、物料、品管、销
售、财务、成本等管理模块，在全体同仁齐心
协力之下，SAP ERP 于 2013 年1 月1 日如期在
四个工厂同时上线。

第二阶段则是从 2012 年7 月持续到 2013 年 6 
月，重点推动 SAP 的商务智能、决策分析，以
及 CEO 仪表板和关键绩效指标等解决方案，
并陆续于 2013 年上线。

在项目实施中，除了教育培训和系统整合测试
之外，瑞仪的 IT 部门还遵循了几个主要原则，
以确保项目取得成功，具体包括收集定制需
求，避免需求无限扩充而影响上线进程；制定
系统整合开发政策，以准时上线为最优先目
标；以及在项目实施中，IT 部门同步进行技术
转移准备，协同顾问共同定制，顺利衔接顾问
及定制程序的维护工作。

项目实施初期，使用单位尚未跳脱旧系统的思
维束缚，仍要求新系统配合用户习惯，忽略了
流程改善的重要性。此时，他们一方面依赖流
程严谨、不能任意更改资料的 SAP ERP 系统，
另一方面则在高管的要求下，谨慎评估定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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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的必要性。每当用户提出定制需求时，董事长总是会询问 SAP 软件是否已提供其他国际级
企业已采用的业务流程？瑞仪的做法是否能超
越软件的最佳流程？如此抽丝剥茧之下，有效
减少了定制程序的数量和时间。

在整个项目和系统整合开发政策方面，因为 
IBM 顾问团队的实施经验丰富，项目管理过程
非常严谨，实施前的规划也正确，使得实施过
程顺利、无重工，能够按时上线。

此外，SAP 的全力支持也功不可没，其中的一
个例子就是最新版 SAP Business Information  

Warehouse (SAP BW) 商务智能产品的应用。
瑞仪原计划于 2013 年1 月1日上线该解决方
案，但实施中遇到一些整合问题，SAP 同仁
更是在 2012 年11 月底才获知这个消息。原则
上由于该整合需求不属于关键营运性质，根据 
SAP 的标准支持合约，修改该程序约需一个月
的时间，但董事长坚持上线时间不变。经 SAP 
同仁努力与 SAP 总部沟通及争取之后，他们无
条件全力支持，实时调派 SAP 中国研究院的五
位 SAP BusinessObjects 和 SAP BW 顾问，
与 IBM 顾问团队、瑞仪同仁利用三周的时间共
同解决整合问题，达成了准时上线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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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最佳业务流程，IT 人员的定位成功转型 

在瑞仪光电高执行力的核心文化驱动之下，此次 SAP 系统实施 
项目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达成了当初选择 SAP 系统所设定的
目标：

•  引导企业采用最佳业务流程：以前因各厂料号自行编制，物料
清单零乱，造成各厂间账流错误率高，为了预防误操作，再定
制流程，因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整合各厂数据时，必须分
别执行多次，或是额外定制流程，才能获得全部数据，这样非
常耗时且没有效率。在推动料号重编、批号管理之后，解决了
上述问题，并获得及时整合的效益。

•  加速制定有效的管理决策：瑞仪现在能更及时地掌控汇率对公
司损益的影响，对汇率波动进行最灵活的处理，并掌握集团资
金情况与运用状况，作为公司营运的最强后盾。

•  大幅减少账务处理及沟通的人力成本：例如，在结账时间方面，
过去，单厂做完后还需 1~1.5 天，才能完成合并报表（包括查
找异常或源头对账不平），现在单厂结账完成后约 0.5 天即可
完成合并报表。

0.5 天
单厂结账完成后生成 
合并报表的时间，原本
需 1~1.5 天，现缩短为

0.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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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面提升用户 IT 水平及做事方式：强化源
头管理，支持前端用户执行正确的操作，让
用户也能做到自主管理和符合内部控制的 
程序。

•  IT 人员的定位成功转型：由于用户配合新系
统的作业方式，大幅减少了过去 IT 部门因
使用单位的需求而灵活定制和调整程序的情
形，减轻了 IT 人员执行“半用户”任务的负
担。现在，IT 人员完全以配合公司专业经验
与方法所必要的程序定制和开发为主。

•  培养中高级主管：借助 SAP 国际级软件提供
的最佳业务流程，各部门主管得以学习国际
标准的营运流程管理。

•  有效设定及衡量各项绩效

•  提升企业形象：客户对瑞仪内部管理和数据
的信任度增加。

我们发现，因为 SAP ERP 的基础架构完整，
我们可以轻松管理不同厂区，并执行非常严谨
的业务流程管控，使其所产生的数据和报表具
备极高的可信度，”王琪强调。“现在，我们
拥有整个集团实时、可靠的数据，能为所有主
管提供更详细的决策信息。”

如今，瑞仪高雄总部每天上午 8:30 的联合早
会都需要生产线良率、产能等报告资料，而
瑞仪可以收集到当天早上 6:30 的最新信息。
“SAP 解决方案增加了我们的信息透明度，并
协助我们提高营收及获利能力，”王琪表示。

追本溯源，瑞仪光电的整个 SAP 项目能够圆
满顺利的最大原因，在于从董事长往下的高管
均强力支持整个计划，董事长甚至亲自担任项
目负责人，亲自主持每周的 SAP 项目报告会
议。“为确保此次 SAP 项目能够成功，让参与
同仁全心全力投入与执行，公司特别安排将他
们原来的工作转交他人，”王本然指出。“而
且，我们一开始就公布了实质的项目实施奖励
措施，让 SAP 项目不仅对公司有利，更是同仁
展现能力的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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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5 年创立以来，与时俱进一直是瑞仪光
电的重要企业理念。面对市场环境严峻的变
化，及时掌握市场趋势并调整营运模式以超越
客户期望，仍将是瑞仪未来重要的经营方针之
一。通过下一波信息移动化和移动化决策的规
划，瑞仪将能进一步深化组织应变能力，塑造
行业领导地位。

“我们发现，因为 SAP ERP 的基础架构十分完整，我们可
以轻松管理不同厂区，并执行非常严谨的业务流程管控，
使其所产生的数据和报表具备极高的可信度。现在，我们
拥有整个集团实时、可靠的数据，能为所有主管提供更详
细的决策信息。”
王琪，瑞仪光电 IT 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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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lobal.sap.com/corporate-en/legal/copyright/index.epx。

 

http://global.sap.com/corporate-en/legal/copyright/index.e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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