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財務營運更簡單

協助您推動財務部門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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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環境瞬息萬變，企業競相角逐

在過去幾年中，財務主管為了削減成本、節省資金和償還
債務而忙碌不堪。但今時已不同往日。現在，財務主管已然
度過這段陰暗期，變得更加樂觀。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大環境一片美好。著眼全球經濟，不同經濟
領域和不同地區之間始終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有的停滯不
前， 有的則不斷發展—業務因此複雜許多，且更難以預測。
為協助企業在這個日新月異的商業環境中展開有力競爭，財務主
管及其團隊必得提高回應能力，並專注於提供更多價值。財務團隊
會以獨特的視野、從整個企業面來看待企業業務，因此最適合擔
任企業與執行長的策略顧問。

76%

的受訪者認
為，若資訊系統更容易使
用，他們的公司將更能實現
成長目標。
資料來源：讓財務部門提供更多價值：將資料轉
換為洞察和業務行動，CFO Publishing LLC，
2014 年 10 月。

閱讀報告全文 ›

在下文中，我們概述了諸如貴公司可能面臨的一些挑戰。我們並
探討 SAP® 解決方案如何在協助您應對這些挑戰時，滿足其他部
門對財務主管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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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價值
部署較簡單的解決方案架構

這幾年來，財務部門的角色已經更趨複雜，而且這樣的複雜性嚴重
影響財務人員的工作效率。因此，財務部門亟需簡單靈活的解決方
案，協助其因應未來十年將面臨的各種挑戰，並順利轉型為企業
內部的一個服務單位。這些解決方案必須能協助財務部門：

SAP S/4HANA Finance 為財務長提供各方面的支援

• 基於財務和營運業務情境的即時分析，與業務部門協同合作推
動價值提升。

業務夥伴
關係

•與客戶、供應商、銀行和政府機構建立高效的合作關係，實現
卓越的營運績效。
• 確保掌握並遵循各幣別、語言和產業的全球法規以及會計與稅
務標準

實現卓越的營運

長期以來，SAP 始終與客戶密切合作，為客戶辨識財務領域中最為
複雜的工作細項，並且試圖簡化其處理和執行流程。於是， SAP

法規遵循和風險

S/4HANA Finance 解決方案應運而生。該解決方案可以協助企業
簡化點對點 財務流程，且提供即時洞察報告，從而制定更明智的
決策、創造更多策略價值。

瞭解更多資訊
觀看 2014 年 SAPPHIRE® NOW 大會上
的 SAP S/4HANA Finance 介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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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
6

實現卓越的財務營運
部署最佳實務，協助貴公司
在三大關鍵領域大展身手
鑒於國家/地區特定的法規要求越來越多，企業必需確保遵循法規
和進行有效風險管理。財務部門不能再單獨檢查控制風險與遵循
法規，而需將此流程融入各個財務領域。同時，必須建立自動化
監控流程，以便主動識別潛在的風險和無效的控制措施。
實現卓越營運時，財務部門不能將他們應向企業提供的核心服務
拋到腦後，而是必須將財務流程最佳化，並與客戶、供應商、銀
行和政府機構建立高效的合作關係，以促進付款法規遵循、提供
策略性洞察，並降低整體財務成本。
加強業務夥伴關係時，財務部門需要提供更多價值，且這種壓力與
日俱增。因此，財務主管必須展開與業務部門更密切的合作以推
動創新。 企業領導人則需能夠快速評估新商業模式的成本和效
益。他們必須能講述隱藏在數字背後的資訊，意即要求他們可透
過模擬和預測分析多種業務方案，來快速進行計劃和預測。

SAP 調查顯示，財務最佳實務可協助企業實現以下效益

76%

營運利潤率提高 76%

26.1% 結算時間縮短 26.1%
22%

稽核成本降低 22%

300%

財務成本占收入的
百分比降低 300%

資料來源：SAP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2014 年。

“我們已經建立基礎，這將徹底革新財務流程的使
用者體驗，讓財務用戶享受更簡單、更個人化，且
回應更迅速的體驗。”
Luka Mucic，SAP 財務長
資料來源：Transform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at SAP with SAP HANA（SAP 借助 SAP
HANA 實現財務管理轉型），影片。

觀看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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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作業．創造價值
透過簡化財務流程和架構，提高
財務處理流程的靈活度和適應度

SAP S/4HANA Finance 解決方案和 SAP HANA® 平台的結合能簡
化財務工作細項的處理和執行，進而協助您處理下列事務：
加快回應速度：透過快速執行計劃和預測，更能回應市場形勢、商
品價格和股票等方面的變化。
降低風險：將風險控制措施和風險減緩計劃嵌入點對點流程中，
從而提高風險的能見度和管理性。
提升效能：透過整合以往相互孤立的各種資訊，就能即時提供全
面、準確且最新的財務資訊，進而改善決策能力。
提高效率：在全球皆能實現最佳實務流程的標準化和自動化，從
而簡化執行流程。

減少資料核對：透過確保所有事務、分析和報表使用單一且一致
的資料來源，提高報表一致性。
簡化技術採用：整合並利用新技術，如雲端運算、記憶體式運算
和行動企業應用程式等。
加強協同合作：利用雲端服務，支援合作夥伴、供應商和客戶互
相傳遞事務和資訊，從而擴展企業流程。透過即時瞭解營運資
本，改善現金管理。利用內置於核心財務流程中的國家/地區特定
的控制功能，降低違規風險。
瞭解更多資訊

簡化報表製作：利用記憶體式運算技術的優勢，即時提供個人化
的資訊和儀表板，進而提升決策水準。
模擬業務成果：利用模型化及預測功能提高分析品質，從而確定
效益最高的行動方案，以實現業務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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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SAP S/4HANA Finance 如何指
引企業發展新方向。

觀看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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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業界的認可
SAP 穩居市場領導者地位
是您的最佳合作夥伴

2013 年，SAP 市占率遙遙領先*

作為市場領導廠商，目前全球已有數千家企業採用 SAP 提供的財
務解決方案：
• SAP 連續八年在 Gartner 的《Magic Quadrant for Corporat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uites 》（企業績效管理套件魔力
象限）報告中被評為“領導廠商”。1
• 在 Gartner 的《Magic Quadrant for Enterprise Governance, Risk
and Compliance Platforms》（企業管理、風險與法規遵循平
台魔力象限）報告中，SAP 被評為“領導廠商”。2
• 根據 2011–2013 年的全球軟體總營收， SAP 是商務智慧和分
析軟體領域的市場領導廠商。3
• 根據 2012–2013 年的全球軟體總營收，SAP 是企業資源規劃
(ERP) 軟體領域的市場領導廠商。4
• 根據 2012–2013 年的全球軟體總營收，SAP 是財務管理系統領
域的市場領導廠商。5
1. Gartner Research，Magic Quadrant for Corporat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uites
（企業績效管理套件魔力象限），Christopher Iervolino 和 John E. Van Decker，2014
年 3 月 19 日。
2. Gartner Research，Magic Quadrant for Enterprise Governance, Risk and Compliance
Platforms（企業管理、風險與法規遵循平台魔力象限），French Caldwell 和 John A. Wheeler，
2013 日 9 月 24 日。
3. Gartner Research，Market Share Analysis: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Software,
Worldwide 2013（2013 年全球市占率分析：商務智慧和分析軟體），Dan Sommer
和 Bhavish Sood，2014 年 4 月 28 日。
4. Gartner Research，Market Snapshot: ERP Software, Worldwide, 2014（2014 年全球
市場概要：ERP 軟體），Chris Pang，2014 年 5 月 14 日。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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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SAP

24.3%
SAP
12.3%

11.6%

Oracle

6.3%
Sage

Sage

9.5%
Oracle

2013 年財務管理系統領域 †

2013 年企業資源規劃
軟體領域 †

* 圖表由 SAP 根據 Gartner 報告製作。

21.3%
SAP
13.9%
Oracle

† Gartner Research，Market Snapshot:
ERP Software, Worldwide, 2014（2014
年全球市場概要：ERP 軟體），Chris
Pang，2014 年 5 月 14 日。

12.7%
IBM

2013 年商務智慧和分析
軟體領域 ‡

‡ Gartner Research，Market Share
Analysis: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Software, Worldwide 2013
（ 201 3 年全球市占率分析：商務
智慧和分析軟體），Dan Sommer 和
Bhavish Sood，2014 年 4 月 28 日。

注：Gartner 不會在其調查報告中偏袒任何供應商、產品或服務，亦不會建議技術使用者
僅選擇排名最高或具有其他稱號的供應商。Gartner 調查報告僅代表 Gartner 研究機構的
觀點，不能作為事實陳述。Gartner 不對本調查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包括任何適售
性或適於特定用途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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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效益：客戶案例研究
全球客戶基於 SAP 財務解決方案制定系統策略，並從中獲得顯著
的實質效益。

RWE Eﬃzienz

10

• 小額發票事務的工作量減少 30% 以上
• 資產維護流程的效率提高 20%

ConAgra Foods Inc.6
• 物料分類帳資料的傳送速率提升 92.9%，
從 7 小時縮短至 30 分鐘
• 月底預測週期縮短 3 天
Czech Aeroholding 7
• 報表合併準備時間縮短 66.7%，
從 6 周縮短至 2 周
合併作業所需的人力減少
•
50%
KT Corporation 8
• 100% 自動化查詢處理授權
• 在證明錯誤或詐欺行為，以及針對案例監控
提供敏感資訊授權時， 100% 職責分離
Russian Railways

9

• 計劃週期加快 2 倍
• 員工生產力提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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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11
• 僅需 55 天完成以 SAP HANA 為基礎的 SAP Business Suite
實施和上線
• 單一 SAP ERP 應用程式實例擁有 65,000 名用戶
威能集團 12
• 業務計劃活動週期縮短 2,500 個工作日（約節省
920,000 歐元）
計劃執行時間縮短
•
92%，從 3 小時縮短至 15 分鐘
蘇黎世保險集團 13
• 外幣重估執行時間縮短 50% 以上
• 財務結算週期縮短 65% 以上
6. ConAgra Foods，SAP 業務轉型研究，2012 年。
7. Czech Aeroholding，SAP 業務轉型研究，2013 年。
8. KT Corporation，SAP 業務轉型研究，2013 年。
9. Russian Railways，SAP 業務轉型研究，2012 年。
10. RWE Eﬃzienz，SAP 業務轉型研究，2013 年。
11. SAP，SAP 模型化客戶投影片，2014 年。
12. 威能集團，SAP 業務轉型研究，2012 年。
13. 蘇黎世保險集團，SAP 模型化客戶投影片，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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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整合式財務解決方案
靈活利用本機部署、隨選部署
或混合部署模式，部署整合式策略
到執行解決方案
現在，請選擇最能滿足您目前需求的解決方案，同時請放心，未
來您也可以快速整合其他功能。
財務計劃和分析
SAP 解決方案能夠精簡預算流程、抓住成長機會、縮小與
預期關鍵績效指標之間的差距，並建立自訂的企業流程，從而
實現策略目標。
會計與財務結算
SAP 解決方案支援不同的企業、幣別、科目表、會計準則和產業
需求，可協助您針對實體和企業層級進行結算並建立財務報表及
管理報告。
資金與財務風險管理
SAP 解決方案能協助您簡化營運資本、風險管理及法規遵循，從
而較佳管理與現金、支付、資金流動性、風險、衍生商品、避險
及法規遵循相關的各種活動。

協同合作的財務營運
SAP 解決方案可讓您獲得即時洞察，隨時隨地存取資訊，並
採用低成本、低風險的部署模式。如此您便可快速採取行動，
改善應付帳款、差旅費用、應收帳款和共享服務的處理。
企業風險和法規遵循管理
SAP 解決方案可協助您即時瞭解風險狀況，自動化管理、風險與
法規遵循流程，並將風險與法規遵循計劃融入到策略、計劃和營運的
執行中，從而減少防範風險事件和違規行為所需的成本和工作。
瞭解更多資訊
瞭解 SAP 的所有財務解決方案。
造訪我們的網站 ›
使用 SAP Solution Explorer 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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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財務持續創新
借助全新的創新型財務解決方案
提供更多價值
SAP S/4HANA Finance 結合了我們領先市場的財務解決方案以
及 SAP HANA 平台的強大功能。現在，財務部門可以利用該解決
方案，即時瞭解業務狀況，從而改善決策品質，並提升業務成果。
對於過去只能定期執行的活動，財務部門現在可以隨時立即執
行。此外，憑藉簡化的基礎架構和全面的部署選項（本機部署、
雲端部署或混合部署），您也可以降低 IT 成本，同時加快部署速
度。

以 SAP HANA 為 基 礎 的 SAP Cash Management 應用程
式：即使您使用不同的後端系統，借助這項應用程式，您也能即
時瞭解整體現金狀況。除了可透過專屬的業務中控平台存取先進
分析功能外， 該應用程式也提供更先進的報表和銀行帳戶管理功
能，並且可與 SAP Business Planning and Consolidation 應用程
式整合。
更多資訊 >

SAP 的突破性創新成果包括：

SAP Fraud Management 分析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具有先
進的功能，可讓您從大量資料中發現隱藏的趨勢和模式，近乎即
時檢測詐欺行為，從而降低詐欺風險。而其強大的模擬功能可協
助您減少誤報。此外，該應用程式也能協助您顯著提高詐欺策略
管理能力，從而快速回應不斷變化的詐欺模式，並加強防範。
更多資訊 >

以 SAP HANA 為 基 礎 的 SAP Accounting 應用程式：該應用
程式採用完全相同的資料進行交易處理、分析和計劃，因而消除
冗餘資料，也避免耗時的資料調節工作。此外，該應用程式也可
即時計算餘額和關鍵績效指標。
更多資訊 >
整合式業務計劃：SAP S/4HANA Finance 與 SAP ERP 應用程式
和 SAP Business Planning and Consolidation 應用程式相互整
合，讓您可以更輕鬆地瞭解營運計劃對財務計劃的影響。您也可
以將輔助計劃快速合併到企業計劃中。
更多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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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Audit Management 應 用 程 式 ： 該 應 用 程 式 是 以 SAP
HANA 為基礎，提供內部稽核人員平日工作所需的直覺式工具和
自動化功能。這可以協助您簡化稽核流程、整理和共享工作文件
以改善協同合作、規劃資源，並透過提供有關關鍵業務風險的洞
察和建議，提高稽核工作的成效。
更多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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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的技術
提供突破性創新，以提升業務成果
記憶體式運算：由於 SAP HANA 平台能讓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
析大量資料，因此您可以獲得更深入的洞察，快速發現財務異常
情況和問題，利用可靠資料進行更準確的計劃和預測，同時更加
迅速地產生分析結果和報表。
更多資訊 >
預測分析：SAP 的商務分析解決方案遠遠超出了財務報表的範疇。
如今，企業可以利用預測分析和直覺互動式模組，來發現潛在 的
機會和隱藏的風險，並且這一切全都無需依賴 IT 專家或資料科學
家即可完成。
更多資訊 >
強大的行動性： SAP 提供全面的點對點方法來滿足您的行動需
求。我們的產品具有無與倫比的安全性和配置管理功能，並且我
們也將不斷開發功能強大的創新型行動財務應用程式。因此，借
助我們的行動解決方案，您可以實現財務部門的轉型，並即時制
訂明智決策。
更多資訊 >

加強協同合作：我們為您提供了一系列解決方案，旨在協助您與
客 戶、合作夥伴和供應商展開有效的協同合作。 Ariba® Network
會連結全球的交易夥伴，無論他們採用何種內部系統。透過 SAP®
Jam™ 社交軟體平台，企業的團隊及個人皆可共享資料、尋找資
源、解決問題和改善決策。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正致力於將協同
合作功能直接嵌入到我們的核心財務應用程式中，以協助員工更
有效地協同工作。

85% 的企業相信，雲端運算將對企業的
業務效率、創新或競爭優勢產生重大影響
資料來源：SAP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2014 年。

直覺式使用者體驗：使用者在使用 SAP 軟體執行常用的各種業務
時，SAP Fiori® 應用程式可為用戶提供類似消費型應用程式的體
驗。 SAP Fiori 應用程式具有全新的現代化使用者介面，同時在
所有互動管道秉持一致的回應式設計風格，這些管道包括桌上型
電腦、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等。
更多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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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營運簡化之旅
我們為您提供各種工具和最佳實務，
旨在協助您建立實用可靠的路線圖，
從而簡化財務營運

現狀評估
確定財務系統需求：
• 分析財務功能、需求及差距
• 執行同業對比（基準測量）
• 計算可能節省的大量成本
未來願景
針對新財務的解決方案，制定策略並開發實務案例：
• 策略的制定
• 解決方案架構
• 標準化的實務案例

制定路線圖
定義簡化之旅的前進方向：
• 解決方案或應用路線圖：確定合適的解決方案
• 價值路線圖：確定財務計劃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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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如何引導企業
逐步簡化財務營運
SAP 協助您開啟財務營運簡化之旅
的四個有效途徑
關注價值管理週期
SAP Value Lifecycle Manager 網站提
供您一套策略、方法和工具，在您的
整個價值管理生命週期助您一臂之力。
該網站可協助您評估業務狀況，發現
績效改善機會、查明績效差距的原
因，以及評估業務績效。 SAP Value
Lifecycle Manager 提供超過 25 項深
入調查，涵蓋業務的各個層面，其中也
包括財務。您可以借助這些工具制定行
動方案並確定行動優先順序。
立即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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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投資的優先順序
我們可協助您確定關鍵的財務挑戰，並對其進行評等，同時評估
應對這些挑戰將帶來的影響，從而確定投資的優先順序。
憑藉與財務部門合作的豐富經驗，SAP 專家可協助您：
• 確定可提供企業最大價值的財務計劃
• 評估用於應對最緊迫挑戰的財務解決方案和功能
• 確定財務投資的優先順序
加快採用速度
SAP 快速部署解決方案可讓您快速實現效益。您將可以快速啟
動並使用所需項目，包含預先組態的軟體和建置服務。由於 SAP 軟
體範圍明確，且成本可預測，因此您完全無需擔心。此外，您也
可以隨著企業的發展擴展解決方案。
瀏覽可用的解決方案 >
靈活部署可讓您以自己的方式彈性部署整合式財務系統。您可以
透過 SAP 領先市場的本機部署解決方案，建立自己的私人雲
端；您也可以從我們全面的公有雲端或代管服務解決方案中選
擇，以快速啟動和使用解決方案；您也可以選擇混合部署環境，
即部分解決方案採用本機部署模式，其他則採用雲端部署模式。
如何選擇，完全由您決定。不管您選用何種方式，皆可獲得完美
整合的解決方案和 SAP 專家提供的諮詢服務。瞭解我們的雲端財
務解決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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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直接連絡我們
我們衷心期望有機會與貴公司交
流，共同探討 SAP 解決方案可提供
的協助。
我們希望本手冊能讓您瞭解 SAP 解決方案如何協助您的財務部門
在實現卓越營運的同時，能在整個企業內發揮更具策略性的作
用。
我們衷心期盼能有機會與貴公司面談，共同探討您的業務需求以及
SAP 解決方案的內容與功能。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網站
www.sap.com/taiwan/solution/lob/finance.html
或者寄信至 saptwmarketing@sap.com
或者致電 0800-885-989#700，以安排面談。

與 SAP 保持連絡：

瞭解更多資訊

加入 SAP 粉絲頁 ›
造訪我們的網站 ›

閱讀整個企業案例，瞭解 SAP 如何協助您回應現
今的財務挑戰。
立即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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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ap.com/taiwan/contact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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