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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昇 ERP 系統成功案例簡介

公司名稱：
Dragon Technology Distribution Pte. Ltd.
公司網頁：
www.dragongp.com
行業： 電子行業
業務： 貿易

採用後得益：
採用後得益：

購買東昇 ERP 日期：

1) 完善、快速的顧問服務

2010 年 9 月

2) 超級靈活的功能整合

使用東昇 ERP 日期：

3) 有效、明顯地降低倉庫負荷

2011 年 1 月
訪問日期：
2011 年 9 月
繼 2001 年金龍電子有限公司香港、中國北京、上海、成都、南京、武漢等辦事處及韓國運行東
昇 ERP 系統之後，其新加坡上市母公司、馬來西亞分公司及印度 7 個辦事處同時捨棄了使用多年的
SAP/R3 系統，於 2011 年改用東昇 ERP 系統，以便實施行之有效的集團式一體化數據管理，增加
全球競爭力。作為一間在亞洲舉足輕重的上市電子集團，金龍與英特爾、三星、中興、Benchmark
等大公司合作無間。因此功能靈活、操作便利、有效管理、完善迅速的售後服務成為此次新加坡金龍
公司下定決心轉用東昇 ERP 系統的決定性因素。
高效、快速的顧問服務
高效 快速的顧問服務
有鑒於香港及大陸金龍自 2001 年成功實施東昇 ERP 系統 9 年期間，各項操作及數據都非常穩
定，而且各種標準和度身訂做報表能夠多維交叉進行數據分析和統計，極大減少了用戶的工作負荷，
並將時間投入到有效的產品和市場開發管理，成績斐然。新加坡金龍聯同馬來西亞及印度分公司也開
始著手就是否放棄使用多年的 SAP/R3，全面改用東昇 ERP 系統進行多部門、多層次諮詢和考量，
並且 2 次分派來自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高級營運管理人員和會計人員協同香港及大陸金龍負責人員
與東昇專業顧問就公司運作問題和預期目標達成進行了為期多日的的面對面諮詢會議。
2010 年中新加坡金龍及其馬來西亞分公司和印度 7 個辦事處決定在 5 個月時間內完成整個系統
的實施及培訓，併於 2011 年 1 月 1 號正式啟用東昇 ERP 系統。5 個月不論是對頗具規模的金龍集
團還是久經考驗的東昇，要一氣呵成完成整個 ERP 系統的轉換和上線都是一項巨大的挑戰，而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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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成功不許失敗。東昇 ERP 專業顧問深明此理，儘管預留實施時間確實很短，但在東昇 ERP 團隊高
效的組織領導下，聯合金龍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香港、中國大陸的高級管理層分營運和會計兩
組人員雙管齊下、全力以赴就公司架構、流程規劃、實施方向、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入且細緻地溝通和
討論；然後東昇團隊以分秒必爭的心態，加班加點地工作，終於不負眾望地在如此短的限定期內解決
了所有的瓶頸問題，提供了可行性的實際操作方案併且給出了整合後的全套詳盡的系統操作手冊；同
時三方精誠合作對最終用戶進行操作培訓，功能詳解和優化。
最後東昇 ERP 團隊親赴新加坡母公司進行上線現場督導和支援。東昇用了三天時間對初始數據
進行轉換、覆核、測試、回調，儘量將所需人力和部門控制在最小範圍，避免影響金龍的日常營運。
另一方面，東昇對所有問題即時發現即場解決，在雙方嚴密監控下，東昇 ERP 系統在預定時間內於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三國同時有條不紊地成功上線。那一刻不論是金龍人還是東昇人，大家都很
欣慰。
超級靈活的功能整合
雖說同屬金龍，但由於新加坡是母公司，且同時兼顧馬來西亞和印度，所以其業務更加國際化和
複雜化。另一方面，舊系統存在瓶頸，且功能不夠靈活。用戶不得不先用 Excel 整理輸入完數據，再
導入系統。而且舊系統如果涉及功能優化除成本相當之高外，往往需時甚久，有些因為架構問題甚至
不可修改，这樣造就了用戶操作不便且相當繁瑣。另外報表系統也因顯示所有欄位，增加了瀏覽閱讀
之困難；同時因為不夠靈活，用戶需要耗費大量
時間將報表導出至 Excel，人手調整。
選擇東昇 ERP 系統，最重要一點就是看中其
靈活性。第一，流程靈活、流暢。不論是處理基
本營運還是複雜的寄賣甚至基於貿易系統實現外
發加工，從第一次銷售訂單人手輸入之後，系統
一路將數據帶至各步驟，由開立發票後自動返回
執貨單進行實際扣倉，到外發加工的成品入庫之
際自動產生發料單等真正實現了人性化的「一條
龍」管理。
第二，功能優化靈活、周密。MRP 是電子行業的核心，以此為例。鑒於新加坡等 3 國的交錯交
易，東昇綜合各方需求，重新度身訂做 MRP，最大限度細分 MRP 數據，降低庫存，減少採購成本。
其參與 MRP 計算的因素遠比香港複雜，其中包括預測餘量、草擬採購、取消寄賣等；計算條件和方
式以及表現手法也諸多不同，譬如分倉計算、Indent 與 Non-Indent 產品再細拆等。另一方面，東
昇 MRP 系統從人性化操作著手，不僅實現了每日自動激活和人手運行兩種方式同時併行。而且於採
購單畫面特別設計了實時 MRP 計算結果查詢功能。任何參與 MRP 計算的因素，如合同、採購單、庫
存、日期、數量等一旦異動，系統即時更新此 MRP 結果，此舉不僅可以即時進行各種採購數據分析
統計，而且大大加快了查詢開單速度，深得採購人員的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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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報表及瀏覽表功能強大。東昇 ERP 系統不僅允許有權限的用戶自定義瀏覽表，而且可以
簡單地就將所見內容輸出至其他
格式或列印甚至直接儲存成一份
報表。同時東昇瀏覽表本身內置多
種人工智能化的篩選、排序功能，
令到用戶查詢更加流暢、快捷。至
於報表，東昇同時支持傳統的
Crystal Report 和靈活強大著稱
的 Fastreport 。不 論是 複 雜 的
Backlog、 Booking、庫存結算
報表還是附帶成本中心需要多維
分析統計的會計報表，東昇 ERP
系統都能輕鬆駕馭。而且報表同樣可以轉成各種格式，甚至通過電郵、傳真輸出，一改過往不便、死
板之作風。
有效、
有效、明顯地降低倉庫負荷
選擇東昇 ERP 系統徹底解決了倉庫部門的當務之急： 對管理權責規範劃分，對庫存實現數據準
確，對員工減輕工作負荷。因為这三
方面是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
一方面，東昇 ERP 系統因應用
戶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三國
且不同部門，所以首先提出了將用戶
權限分配與倉庫架構結合的改革性
方案，即所有有權用戶可以查閱、瀏
覽所有庫存，但是只能調用自己所屬
倉庫之存貨。此項措施一舉解決了以
往隨意調貨、搶貨的情況，迫使用戶
必須審慎對待，降低了出貨紊亂的機率，大大減
少了倉庫人員的工作壓力。
由於電子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和本身特殊
屬性導致其庫存控制必須實施行之有效的批次
和倉庫管理。東昇 ERP 系統實現了因應不同入
貨渠道自動產生對應的批次編號，並進入對應倉
庫。出貨時根據先入先出的原則由系統根據用戶
所屬倉庫之庫存資源進行自動調配，最大限度地
做到自動化管理，保證數據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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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東昇 ERP 系統支持倉庫人員根據實際提取一張或多張採購單之全部或部分進行靈活
收貨；也支持提取一張執貨單之全部產品創建發票，最大限度地減輕了倉庫人員的操作負荷。東昇
ERP 系統通過一個指令激活系統運作重新列印包裝標籤；隨時隨地通過兩種完全不同的表現方式查看
產品：因應 Indent 和 Non-indent 之分的所有或獨立倉庫之在庫量、在途量、預留量、可用量、對
應單據等；或者是實時庫存用量走勢，這些優化措施幫助庫存人員將節省的開單、查詢時間和精力用
在提高庫存管理上，真正做到事半功倍。
EDI 簡化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東昇 EDI 模組有別於其他傳統 EDI 系統，不會羅列諸多備用數據欄於畫面，那樣
妨礙觀瞻又浪費操作時間。東昇 EDI 模組根據
客戶及其供應商需求格式而訂製，界面友好，
易於輸入查詢。就操作而言，EDI 文件不論發
出還是收回，都由東昇 EDI 模組自動化運行；
並且自動生成尚未成功運行的錯誤信息一覽表
供用戶審核查對。以採單單為例，東昇系統會
自動更新 EDI 於採購單之信息。用戶無須登陸
EDI 模組，直接於採購單便可瀏覽 EDI 何時發
出、何時自供應商處返回、是否因應供應商需
求拆分、拆分數量細節等，並據此做出相關操
作安排。東昇 EDI 模組真正成就 EDI 幫助客
戶、緊密聯繫供應商之工具。
**後敘：東昇 ERP 系統於 2011 年在新
加坡金龍公司成功上線後，同年 10 月香港及
大陸金龍 ERP 項目也如火如荼地展開重新評
估和調整，2012 年 1 月成功昇級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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