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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資產管理的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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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背景與重要定義
以下說明將幫助你更清晰地理解本⽩⽪書的價值主張，從中你可以了解這本⽩⽪
書的⽬的和內容。為進⼀步說明，我們針對⽩⽪書的特定章節進⾏重點定義。
⽬的
本⽩⽪書⽬的是：介紹從傳統資料庫的 ERP 系統遷移到
SAP S/4HANA® 以及雲端解决⽅案和業務線解決⽅案後， 企
業所能夠獲得價值。
重要定義
在「流程和⼦流程詳述」章節，本⽩⽪書以表格形式詳細介紹
以下內容：
痛點
指客⼾在業務上和 IT 部⾨所⾯臨的主要挑戰
使⽤傳統資料庫的 ERP 系统的現狀
指傳統資料庫可⽤的各種 ERP 功能
SAP S/4HANA 的強化功能
指最新版 SAP S/4HANA 搭載的功能
雲端/業務線解決⽅案的擴充功能
指其他所有能夠與 SAP S/4HANA 整合並提供商業價值的解
决⽅案。例如，SAP S/4HANA 與 SAP Integrated Business
Planning（整合商業計劃）解决⽅案，或 SAP S/4HANA 與
SAP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ce (SAP MII)
應⽤整合等。這些解决⽅案雖然没有嵌入 SAP S/4HANA，
但可以與 SAP S/4HANA 整合。
2017 年創新計劃*
指 2017 年計劃為新版本 SAP S/4HANA 所開發的新功能，
或者計劃為 SAP S/4HANA 開發的新的整合。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營運優勢
指透過 SAP S/4HANA、雲端解決⽅案以及業務線解決⽅案
功能，企業所能夠獲得的關鍵價值驅動因素。
在「價值主張」章節，所有量化的收益數據均指與主要價值
驅動因素相關的收益的保守估算值。這些資料來⾃於
SAP S/4HANA 的早期採⽤者，或者能夠提升價值的
SAP S/4HANA 以及業務線和雲端解决⽅案強化功能的最新
開發成果/強化功能。
請注意，這些資料僅作為參考判斷之 ⽤。我們建議你與我
們⼀起評估你的企業當前的成熟度，以及遷移到
SAP S/ 4HANA 的潛在價值，共同打造客製化的產品及服
務。
最新更新
指 SAP S/4HANA 1610 版。與 SAP S/4HANA 1511 ⽩⽪
書相比，「流程詳述」章節的内容有所更新，所有更新内容
均⽤粗體表⽰。
*如需獲取產品路線圖，請造訪 SAP.com/taiwan/s4hana
SAP 可能隨時出於任何原因，對本文件、SAP 的策略和未來
可能進⾏的開發作出調整和更改，恕不另⾏通知。本文件不
提供任何明⽰或默⽰的擔保，包括但不限于對可銷售性
性、針對特定⽬的適⽤性性或非侵權性的默⽰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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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Asset Management 概覽
藉由 SAP S/4HANA，推動資產管理的數位轉型

Moritz J. Weig 公司

當今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下，企業都在探索新的⽅法，期待能夠即時且準確地運⽤企業資訊，實現更卓越的營運。企業希望能夠提前預測和模擬
營運問題，同時也設法為員⼯提供順利運⾏營運流程所需的所有資訊，並有效的融合 IT/OT。
藉由 SAP S/4HANA，企業可以通過資產管理和環境、健康與安全 (EHS) 功能，為了卓越營運奠定堅實的基礎。SAP S/4HANA Asset Management 解决⽅案能幫助企業全⾯管理資產相關的成本、風險和績效。借助該解决⽅案，企業能夠透過即時數據分析、預測分析以及其他預測⽅法，更
有效地導入主動維護策略。此外，該解決⽅案還能提供統⼀的流程風險視圖，其中包含與員⼯、資產與環境相關的流程風險，讓企業能夠系統性地
降低風險，增強員⼯安全保障。
作為數位化核⼼，SAP S/4HANA 與基於 SAP Cloud Platform（雲端平台）建構的解決⽅案全⾯整合，比如 SAP Asset Intelligence Network 或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預測維修和服務）（雲端版本）。透過這些解決⽅案，企業能夠造訪標準化的最新資產主數據和績效
資訊。另外，藉由擴充套件，企業還能與⽣態系統共享資產數據及洞察，進⼀步與合作夥伴⾼效合作。

Moritz J. Weig 公司選擇採⽤基
於 SAP S/4HANA 的 EHS 功
能，來管理期健康與安全事
宜。促使該公司做出這⼀選擇的
關鍵原因是 SAP 產品的使⽤者有
⼀流的體驗，並且該公司希望為
EHS 從業⼈員提供即時數據，讓
他們能夠在當下採取⾏動。透過
該解決⽅案，Moritz J. Weig 不
僅能實現⾃動化，還能提供預測
性建議。

義⼤利鐵路公司

資產績效
•

分析資產績效，挖掘改進空間

•

輕鬆造訪各種分析結果，
包括損害分析、位置分
析、對象統計、計劃⼈員
分析和製造商分析

使⽤者體驗
•

•

透過 SAP Fiori®（產
品前端 UI 開發架
構） 啟動板，觸發基
於 Web 的交易處理
運⽤ SAP Fiori 應⽤，
幫助員⼯輕鬆創建和
追蹤維護請求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即時分析
•

•

本地整合事件管理、健
康與安全管理以及環境
管理功能，作為 SAP
S/4HANA 數位核⼼的
⼀部分
提供嵌入式分析功能，
⽤於分析即時數據

互聯資產
•

•

SAP Asset Intelligence
Network⽀援企業與製造
商、服務提供商、資產營運
商以及其他合作夥伴就資產
使⽤和績效情況⾼效展開合作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援企業利⽤預
測功能，即時了解和分析資產
健康指標，提⾼資產績效

義⼤利鐵路公司 (Trenitalia) 是義
⼤利⾸屈⼀指的鐵路運輸營運
商，每⽇運送乘客 200 萬⼈次
•

•

該公司採⽤ SAP 的預測維護
和服務解決⽅案，即時分析來
⾃數千個⾞⽤傳感器的數據
該公司的⽬標是減少可能會嚴
重影響產業成本和客⼾滿意
度的故障及業務中斷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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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功能

企業採⽤ SAP S/4HANA、SAP 雲端解決⽅案以及其他業務線解決⽅案後，能夠從資產管理流程之中，獲得下列的強化功能。

資產營運與維護
•
•
•
•

資產策略與績效*
維護計劃和排程
維護執⾏
⾏動資產管理*

•
•
•
•
•

環境、健康與安全

資產網路

事件管理
健康與安全管理
環境管理
變更管理*
維護安全與⼯作許可

• 資產資訊合作*
• 資產資訊治理
• 預測性維護與服務*

*需要將其他產品與 SAP S/4HANA 整合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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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Asset Management 價值概覽

藉由 SAP S/4HANA Asset Management，企業可以利⽤強⼤的分析功能，即時了解資產績效，進⼀步有效
地管理整個資產⽣命週期。該解決⽅案能幫助企業更輕鬆地優化資產使⽤情況、削減成本、降低風險、完善
資本⽀出管理，最终最⼤化資產回報率。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

幫助企業即時了解資產績效數據，即時制定相關決策

•

•

⽀援企業利⽤預測、模擬和分析功能，評估資產⾏為，
計劃預算，預測維護成本

⽀援企業運⽤統⼀的流程風險視圖，其中包含與員
⼯、資產或環境相關的流程風險

•

•

提供有關資訊技術數據和營運技術數據的統⼀視圖，便於
企業依照 ISO 55001 導入全⾯的資產管理系統⽅法

⽀援企業利⽤分析，預測和模擬功能，獲得更深入的
洞察，例如，將事故報告和風險評估轉化為可⾏性洞察

•

•

⽀援並促進企業主動管理資產相關風險，進⼀步盡量減少
業務中斷

全⾯整合 SAP S/4HANA Enterprise Management
解決⽅案的功能，包括財務、⼈⼒資源、製造和物料
管理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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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情境：資產管理範例
SAP S/4HANA 重新建構並簡化了營運流程，讓企業獲得巨⼤的營運優勢。以往，企業的營運流程都包含⼤量環節，且採⽤批次處理模式，在交付
關鍵績效指標⽅⾯存在延遲情況。採⽤ SAP S/4HANA 後，企業能夠打造即時的營運流程，並獲得可據以採取⾏動的洞察。SAP S/4HANA 將維護
管理和維護執⾏流程無縫整合。此外，該解決⽅案還提供了強⼤的分析功能和簡單易⽤的⽤⼾介⾯，能夠為資產計劃⼈員提供⽀援。

藉由 SAP S/4HANA Asset Management，從容規劃並執⾏維護活動

傳統 ERP
資產規劃⼈員的⽇常⼯
作：無法深入了解資產
績效和維護活動，因⽽
難以發現最⾼效的維護
策略

很難優化
通宵執⾏批次處理作
業， 需要很⻑時間處
理、維護交易

難以即時洞察
維護活動

分析流程複雜，
與即時營運資料脫節

基於傳統圖形⽤⼾介
⾯(GUI) 的使⽤者體驗

維護活動

SAP S/4HANA
資產規劃員的⼀天：
利⽤嵌入式分析功能，
分析最詳細的維護數據，
充分挖掘資產價值
利⽤靈活的重新規劃
選項，提⾼更多交易
的處理績效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即時查看正在進⾏的
維護活動

利⽤分析查詢功能，
分析資產績效，
確定潛在的改進措施

利⽤ SAP Fiori 儀錶
板和應⽤，⼤幅提升
使⽤者體驗

優化維護計劃，
⾼效執⾏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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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營運與維護

典型痛點

•

•

無法即時查看正在進⾏的
維護活動和資產績效指
標，難以即時做出決策

無法全⾯分析機器和

•

架構層級多，包含 ERP、
附加 ERP 擴充套件以及商
務智慧解决⽅案，導致企業
無法即時查看維護活動

•

以過去的績效和舊有的

感測器提供的資料，導

指標進⾏分析，導致企業

致停機時間增加，也使

需要更⻑的時間才能辨識

得確認故障根本原因的

提⾼資產績效的潛在活動

時間也同步增加

SAP S/4HANA
強化功能

使⽤傳統資料庫
的 ERP 系統現狀

•

•

2017 年創新計劃

•

⾏的維護活動，並在⼀天內多
次調整維護計劃，優化整體維

營運優勢

即時更新關鍵績效指
標 (KPI)，讓企業能夠
即時了解資產績效

• 提⾼資產回報率

提供成本和故障分析
功能，⽀援企業更⾼
效地管理資產

• 提⾼營運效率

• 減少意外停機時間或故障

護活動的規劃，提⾼維護效率
•

能夠協助規劃⼈員制定最⾼
效的維護策略，最⼤限度地
提⾼價值和控制風險

•

分析資產績效，發現改進空間

•

⽀援⽤⼾輕鬆使⽤各種分析
結果，包括損失分析、位置
分析、對象統計、規劃⼈員
組分析和製造商分析

分析流程複雜，與即時的
營運數據脫節，導致策略

規劃⼈員可以即時查看正在進

雲端/業務線解決⽅案
擴充套件強化功能

•

提⾼許多交易的處理績
效，例如，安排維護計畫和
物料需求計畫

•

針對維護訂單批量更新物料
的可⽤性狀態

變得更不透明

•

•

• 降低服務和維護成本

提供更多資產管理特
定 KPI，作為⽇後分
析⼯具包的指標

（接下⾴）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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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營運與維護

典型痛點

•

資產管理應⽤的⽤⼾介⾯複
雜且不直覺化，導致員⼯⼯
作效率低

SAP S/4HANA
強化功能

使⽤傳統資料庫
的 ERP 系統現狀

•

提供基於傳統 GUI 的
使⽤者體驗和基於
Web 的交易處理

•

透過 SAP Fiori 儀錶板觸

2017 年創新計劃

雲端/業務線解決⽅案
擴充套件強化功能

•

發 Web 的交易處理，顯
著地提升了使⽤者體驗
•

•

利⽤ SAP Fiori 應⽤，搜
尋 SAP S/4HANA 中的

•

技術對象和維護執⾏數據

•

•

地理資訊系统和企業營運系

在企業資產管理 (EAM) 主

程效率

• 降低服務和維護成本

•

減少意外停機時間或故障

訊，運⽤SAP S/4HANA

•

降低服務和維護成本

Asset Management 中

•

提⾼技術⼈員的⼯作效率

•

提⾼數據品質

易出錯，導致⼯作效率低

資料品質差，嚴重影響 流

• 降低培訓成本

在 Web Dynpro 開發環境
與 SAP Fiori 之間打造流暢
的使⽤者體驗

資料中，加入地理空間資

與營運流程相關的空間資訊

• 提⾼技術⼈員的⼯作效率

運⽤ SAP Fiori，提供⾓
⾊專屬的企業資產管理概
覽⾴⾯
利⽤ SAP Fiori，⽀援端
到端的故障情境管理流程

統之間的同步速度缓慢且容

不準確，導致⼯作量增加
•

•

營運優勢

的擴充套件，SAP
Geographical
Enablement Framework
維護訂單資訊與更新通知

（接下⾴）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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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營運與維護

典型痛點

使⽤傳統資料庫

•

無法根據維護需求來優化
資源的使⽤

•

無法隨時隨地取得企業資

•

SAP Multiresource
Scheduling 應⽤與
SAP S/4HANA 整合

難以為維護技術⼈員提供
⾜夠的資訊來幫助他們在
現場⾼效安裝、檢測、維
護和修理資產，導致⼯作
效率低落，維護成本⾼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營運優勢

採⽤ SAP Multiresource
Scheduling 作為擴充套
件，幫助企業優化⼯單計
劃、確定維護位置並且⽀
援 ⼯作中⼼的產能計劃

•

提⾼產能利⽤率

•

延⻑資產的正常運⾏時間

•

提⾼員⼯⼯作效率

•

將滿⾜資源需求的流程簡化
及⾃動化

•

實現資源需求透明化

•

提供 SAP ⾏動應⽤，包括 SAP •
Work Manager ⾏動應⽤和
SAP Inventory Manager （庫
存管理）⾏動應⽤，⽀援
員⼯遠端造訪、傳輸、完成和
•
管理他們的⼯作與庫存，
提⾼⼯作效率

⽀援企業以 SAP Cloud
Platform 運⾏ SAP Work
Manager 和 SAP Inventory Manager

•

提供專為 SAP 解決⽅案打
造的下⼀代原⽣地 iOS ⾏
動應⽤管理資產

•

源資料及洞察

•

2017 年的創新計劃

雲端/業務線解決⽅案
擴充套件強化功能

SAP S/4HANA
強化功能

的ERP系統現況

• 提⾼技術⼈員的⼯作效率
• 降低培訓成本

運⽤ SAP Geographical
Enablement Framework ，
⽀援企業從地理空間資訊的
維度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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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健康與安全（EHS）

•

難以整合與員⼯、資產或環

•

境相關的流程風險，⽣成統
⼀視圖，導致環境、健康與
安全合規性⽅⾯的成本⾼昂

•

難以有效分析 EHS 數據，降
低⼯作場所風險

•

•

無法採取預防性安全措施，
導致 EHS 成熟度低

•

•

難以⾼效報告和管理事故，

架構層級多，包含 ERP、
ERP 擴充套件以及商業智
慧解決⽅案，導致企業很
難獲得包含所有 EHS 相關
資訊的單⼀資料來源

以過去的績效進⾏分析， 限制
了主動降低 EHS 風險的範圍

•

•

⼤量的處理數據，導致分析
EHS 相關資訊所需的時間過⻑

•

導致事故、⼯傷和疾病的發
⽣頻率⾼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2017 年創新計劃

SAP S/4HANA
強化功能

使⽤傳統資料庫的
ERP 系統現況

典型痛點

•

•

提供基於 SAP S/4HANA 的變
更管理功能

•

簡化風險識別流程

•

將 EHS 管理功能整合⾄ SAP
S/4HANA Cloud 雲端 ERP 中

•

添加環境管理和廢⽔管理流程

提供嵌入式分析功能，即時分
析數據進⾏，讓 EHS 相關⼈
員能夠在當下採取⾏動

•

增加記憶體式運算和預測功

⽀援不同的⽤⼾⾓⾊，基於不
同權限存取應⽤， 管理情境
特定的⼯作，了解業務成果

•

整合事件管理、健康與安
全管理，以及環境管理功
能，作為 SAP S/4HANA 數
位核⼼的⼀部分

營運優勢

• 降低 EHS 管理成本
• 提⾼營運效率

•

能， 強化健康與安全管理

提供事故報告的應⽤

降低 EHS 管理成本

•

降低事件和事故發⽣率

•

減少因不合規遭受的處罰和罰款

幫助⽤⼾調查事故原因，並採
取措施，避免不安全的⼯作
條件，防範事故再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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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網路 (Asset Network)

典型痛點

使⽤傳統資料庫

•

難以在不同利害關係⼈之

•

間分享並學習設備的安
裝、使⽤和性能⽅⾯的最
佳實踐，妨礙了企業提⾼
資產績效

只能透過各個系统之間
的直接接⼝共享資訊，
導致利害關係⼈很難發
展有效合作

雲端/業務線解決⽅案
擴充套件強化功能

SAP S/4HANA
強化功能

的 ERP 系統現況

•

SAP Asset Intelligence Network 與
SAP S/4HANA 相整合

•

SAP Asset Intelligence
Network 將製造商、服務
提供商和營運商相互連
結，⽀援⽤⼾利⽤共享
的、標準化的最新裝置資
訊，幫助企業降低資產⽣命
週期成本

2017 年創新計劃

•

強化 SAP Asset Intelligence Network 中關於
設備屬性、位置、故障
模式和代碼等内容應⽤
的功能

•

營運優勢

• 降低服務和維護成本
• 減少意外停機時間或故障
• 降低 EHS 管理成本

提供協同⼯單管理功
能， ⽀援⽤⼾安排
和確認⼯作計劃

•

無法有效整合分散的資產
資訊，導致資產主數據不
準確、不完整

•

使⽤獨立、分散的⼯具
去管理結構化和非結構
化的主數據，增加了主
數據不⼀致的風險

•

利⽤ SAP Master Data
Governance（主數據管
理）應⽤，為整個企業
内提供最新且⼜準確、
⼀致的主數據

•

提供開箱即⽤型應⽤，集
中管理主數據中關於功能
位置、裝置的操作、維護
及修理數據以及整體的檢

• 提⾼資產資訊準確性
• 提⾼資產可靠性

修物料清單
•

提供主數據主控台，⽤於
管理端到端的結構化和非
結構化數據的管理流程

（接下⾴）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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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網路

典型痛點

使⽤傳統資料庫

•

•

預測潛在資產故障的能⼒
有限，導致意外停機時間
⻑
難以預測備料需求，導致
維護成本⾼

•

僅在特定維護條件下，才
將 SAP MII 與 SAP Plant
Connectivity 軟體連接

•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應⽤與 SAP S/4HANA
整合，並與企業⾃有物
聯網 (IoT) 裝置互聯

•

•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2017 年創新計劃

雲端/業務線解決⽅案
擴充套件強化功能

SAP S/4HANA
強化功能

的 ERP 系統現況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援⽤
⼾即時取得資產健康狀況的
關鍵數據指標，並協助預測
問題。該解決⽅案還能幫助
企業制定⾼效的的資產管理
策略，更妥善的平衡成本、
風險與績效

•

提供更多開箱即⽤的
預測模型；強化與業
務系統的整合，提供
更多增強功能

營運優勢

• 提⾼資產回報率
• 降低服務和維護成本
• 減少意外停機或故障時間
• 提⾼⾸次修復率
• 降低保修成本

提供 KPI 儀表盤、資產系統
分析、地圖警報視覺化、振
動分析，以及透過機器學習
演算法，預測資產健康狀況
預測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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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Asset Management 的價值主張
藉由 SAP S/4HANA Asset Management，企業能夠制定主動維護的策略，確定維護活動最理想的優先順序，為整體企業提供統⼀的流程風險視
圖，進⼀步實踐營運流程優化的數位轉型。

策略⽀援

營運優勢

• 提⾼營運效率
• 提⾼資產回報率
• 提⾼服務盈利能⼒

• 減少意外停機時間或故障 5 – 10%*
• 降低服務和維護成本 10 – 15%*
• 降低環境、健康與安全管理成本 1 – 5%*
策略⽀援

風險管理
• 降低事件和事故發⽣率
• 降低風險緩解成本
• 減少因不合規遭受的處罰和罰款 5 – 10%*

風險管理

$

營運優勢

員⼯敬業度

員⼯敬業度
• 提⾼技術⼈員的⼯作效率
• 減少損時事故 1 – 5%*
• 降低培訓成本

*上述收益數據均基於 SAP S/4HANA 早期採⽤者的證⾔，針對從傳統 ERP 系統遷移⾄強化的 SAP S/4HANA 以及業務線解決⽅案功能和雲端解決功能進⾏的保守收益估算。由
於每個企業的成熟度不同，所以我們建議你和我們，⼀起找出符 合你的企業價值的解決⽅案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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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 SAP S/4HANA 實踐企業價值
義⼤利鐵路公司
義⼤利鐵路公司是義⼤利領先的鐵路運輸營運商，⽇運送乘客 200 萬⼈次。
•

該公司利⽤ SAP 的物聯網平台，即時分析来⾃數千個⾞⽤感測器的數據，這
有助於他們顯著的優化維護流程

•

該公司的⽬標是減少可能會嚴重影響營運成本和客⼾滿意度的故障及業務中
斷現象

•

鑑於維護成本是企業損益中最⼤的⼀筆開⽀，該公司採⽤了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提⾼資產可⽤性的同時，更將維護⽀出減少 8% 以上
• 最終，該公司提⾼了列⾞⾏程表的規律性，提升旅客滿意度，並在市場贏得有
利的競爭地位

•

採⽤全新的預測技術完全契合該公司的整體願景、使命及策略

公司名稱
義⼤利鐵路公司
產業
旅遊與物流產業
SAP 解決⽅案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客⼾網站
www.trenitalia.com

點擊此處，查看意⼤利鐵路公司的原始參考資料

凱薩空壓機公司
凱薩空壓機公司 (Kaeser Compressors) 善⽤機器對機器技術和物聯網技
術，監控並簡化其空壓站的營運。
•

該公司導入了 SAP 記憶式資料平台中的即時商業解决⽅案

•

藉由該平台，該公司能夠⾃動控管客⼾正在使⽤的空氣壓縮機

•

透過分析系统傳感器和儀表⽣成的數據，包括有關能源消耗、運⾏狀況以及
壓縮空氣品質等數據，該系統能夠預測需要服務的具體裝置及時間

•

預測分析讓客⼾能夠從容制定停機計劃，避免意外的業務中斷，防⽌利潤受
到不利影響

公司名稱
凱薩空壓機公司
產業
機械製造產業
SAP 解決⽅案
SAP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客⼾網站
www.kaeser.com

點擊此處，查看凱薩空壓機公司的原始參考資料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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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幫助客⼾實踐企業價值

Moritz J. Weig 公司
Moritz J. Weig 公司選擇採⽤ SAP S/4HANA 的 EHS 功能，來管理其健康與安全
事宜。促使該公司做出這⼀選擇的關鍵原因是 SAP 產品的使⽤者體驗⼀流， 並且
該公司希望為 EHS 業務⼈員提供即時數據，讓他們能夠在當下採取⾏動。運⽤該
解決⽅案，Moritz J. Weig 不僅能實現⾃動化，還能提供預測性建議。

「藉由基於 SAP S/4HANA 的 EHS 功
能，我們能夠在企業核⼼流程中管
理員⼯健康與安全事宜。在這種情況
下，化繁為簡的功能和易操作性是確
保我們全體員⼯積極參與的關鍵，同
時也將幫助我們達成零事故⽬標。」

公司名稱
Moritz J. Weig 公司
產業
軋製品產業
SAP 解決⽅案
SAP S/4HANA （EHS 功能）
客⼾網站
www.weig-karton.de

— Ralf Schnackerz，Moritz J. Weig 公司 CIO

由於在實踐 SAP S/4HANA 的價值⽅⾯，不同的客⼾處在不同的階段，我們將在⽩⽪書
的後續更新內容中提供更多的客⼾案例。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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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4HANA 遷移之旅
數位轉型的過程中，每個企業都是獨⼀無⼆的，有著不同的起點和終
點。無論你即將部署全新的解決⽅案，還是準備為現有的 SAP 架構數
位化升級，SAP 都能助你⼀臂之⼒。我們已經與⼤量企業建立合作關
係，⽽且這些企業來⾃各⾏各業，規模⼤⼩不⼀。除了豐富的經驗
外，我們還擁有強⼤的服務組合，能幫你規劃⼀條屬於你的
SAP S/ 4HANA 遷移之旅。
客户互動⽅法
不論你的企業適合哪種導入⽅式，SAP 精⼼設計的四階段都能確保你
獲得成功。這四個階段分別是：⾼階經理⼈協調、價值探索和驗
證、執⾏準備以及價值傳遞。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參⾒⼿冊
《在數位經濟時代創造價值》(Driving Value in a Digital Economy)

更多資產管理相關的參考資料
SAP 企業資產管理 (Enterprise Asset Management)
SAP 智慧資產網路 (Asset Intelligence Network)
SAP 預測維護與服務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卓越營運 (Operational Excellence)
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撥打 SAP 專線：0800-885-989#600
線上洽談：https://goo.gl/2FPeMK
加入粉絲⾴：https://goo.gl/EAjYTF
觀賞 YouTube 頻道：https://goo.gl/AjjnXL

價值保證服務包
SAP Value Assurance for SAP S/4HANA 服務包能夠幫助你快速、
安全地發揮下⼀代軟體和記憶體式運算技術的強⼤潛能。
如欲了解所有價值保證服務包，以及如何無縫地成功遷移⾄ SAP
S/4HANA，點擊連結閱讀更多：遷移⾄ SAP S/4HANA 。

SAP S/4HANA 路線圖
SAP 規劃了⼀個詳細的三年期路線圖，能讓客⼾清晰了解如何遷移
⾄ SAP S/4HANA 架構：SAP S/4HANA 路線圖。
立即試⽤：SAP S/4HANA 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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