帥將 ERP 成功上線之輔導兵法
一. ERP 急切快速導入卻大半失敗的原因：
一家企業的 ERP 要輔導上線，不在於多麼快速上線，因為：
（1）
快速上線，事後發現品號、BOM 或產品製程編錯，重新再導入的例子很多，欲速反慢
（2）
當參與輸入人員對新購 ERP 系統的操作不熟或認知錯誤，導入前幾個月的錯誤資料，無
論是進銷存單據、生管單據或財務單據，一旦輸入錯誤時偵錯得花 10 倍時間，改錯還得
再用另外的 10 倍時間去作逆向逐層修改，只要一筆沒改到，全部資料的整體平衡性還是
有問題，最普通的結局是重新定上線基準日再導一次，這算是有魄力的，沒有魄力的結局
是允許各個部門使用的不同模組系統之間脫離勾稽性，默認各部門各自為政，等於是把昂
（3）
（4）

貴的 ERP 當作 EXCEL。
要求快速導入，但平日工作也不能停頓，加上人員對新 ERP 工具還來不及熟悉所造成的
排斥感及壓力感，ERP 才導到初期便已損兵折將，是家常便飯的企業悲劇。
由於各部門對 ERP 系統能對他們工作上產生多大的便利性並不了解，仍然沿用舊系統或
舊方法、舊格式、舊報表，而不認真去使用新系統，導致新舊系統同時使用，數據彼此不
符，工作加倍，且怨聲四起，阻力大於助力。

二. 常見其他 ERP 導入失敗的原因：
（1）內控不良、權責不分：例如
（a）不按 ERP 的所產生的領料單去領料，仍然在急迫時手填領料單向倉庫領料，事後又遲遲
未在 ERP 中補輸入領料單。進貨時以人工單進貨，遲未輸入 ERP 進貨單，事後即時輸
入 ERP 的進貨單時，又與人工進貨單不一致，應付帳款對帳時卻仍然以人工進貨單與廠
廠對帳，這樣的話，庫存及應付帳款都不可能會準確。
（b）產品製程及 BOM 由誰來建立？工程部推給生管部，生管部推給工程部。
（c）採購計畫由誰做？生管部或採購部？主張由生管部作採購計畫的人認為：採購量及交期
須 由生管確認，而後才交由採購部定價格及採購對象，似也言之成理。
（2）主辦人員觀念不正確：例如某甲公司每單位甲產品使用 A 材料 0.001 公斤，則當#001 號制令
單欲產生 100 單位時，依據 ERP 產生的領料單需領 A 料 0.1 公斤，但實際上，車間向倉庫領
料，每批最低領 5 公斤，執行人員認為 ERP 列印的#001 制令的領料數量 0.1 公斤不切實際，
將 #001 制令的領料單的領料數量修改為 5 公斤，且事後未輸入退料單退料數量 4.9 公斤，造
成領料單無法上線，庫存完全不準，成本無法分析。
正確的觀念應該是電腦所列#001 制令領料單仍然是 0.1 公斤，但領料庫別是〝生產倉〞
，車間
人員到〝材料倉〞去領料 5 公斤須另輸入〝移倉單〞
，將 A 材料從〝材料倉〞移到〝生產倉〞，
則當〝領料單〞及〝移倉單〞均被核准後，則〝材料倉〞的庫存數量及〝生產倉〞的庫存數
都會正確，#001 制令單的成本分析也會正確，而且不必另外填寫退料單。
（3）人員流動率太高，人員才剛學會又離職，新進人員操作錯誤，造成下游部門困擾，也造成電
腦公司困擾。尤其是人員離職後又遲未遞補或遞補人員根本不適任，困擾更大。
（4）高階主管不重視或參與太少；一般而言，高階主管大都授權給部門低階主辦人員，而部門低
階主辦人員經常權責不足，部門間整合性不夠，大家都不敢決定，於是事情懸掛著數月未決，
但已輸入未經整合的殘破不全資料，修補太費時，望資料而興嘆，只好連續擱著；另一種情
形是各部門低階主管過於強勢及本位不知 ERP 整合性的專業之原理，要求電腦公司配合此
部門修改，而犧牲其他部門資料的正確性，ERP 被嚴重扭曲導。最糟糕的一種狀況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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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忙無暇顧及 ERP，也沒有明確授權出去，等於沒有人在負責 ERP 的成敗。
（5）授權負責 ERP 成敗之人權限不足或在公司資歷太淺，此原因造成 ERP 負責人叫不動各部門
主管建立完整的基本資料，故導入進度一拖再拖或需要開會協調整合時，叫不動各部門主管
出席，既使各部門主管出席協調會，仍然不敢得罪各主管而讓問題繼續存在，管它什麼 ERP。
( 6 ) 負責 ERP 成敗之人整合性專業知識不夠因為進出口、進銷存、生管、製程、品管、財務、
內控等專業知 識面面俱到的人畢竟不多，所以此人的背景是 MIS、生管、品管、管理部
或財會部的人將來 ERP 導上線的成果及整合度也會有差異，絕大部分公司的 ERP 公司只是
導入局部或半套，癥結在此。補救的方法是聘僱專業的導入顧問或採用 ERP 雙負責人制度。
( 7) 客制化程度太高導致輔導進度落後及不耐：客制化程度要求太高(或理想太高)的公司，最好
是分兩個階段或三個階段完成，否則最高管理當局(例如：總經理)看不出 ERP 實施成效，會
產生不解及失去耐心，從而失去對 ERP 的支持，反而造成 MIS 非常認真盡責，卻得不到支
持的不良結果。
( 8 ) 選用先天性整合不當或專業性不足的 ERP 軟體
一旦使用此種不當軟體，任憑你是大羅天仙或富可敵國，在它面前，你只能一籌莫展，這種
苦頭，100 家公司幾乎有 90 家公司已嘗到其中滋味，所以大家對 ERP 軟體都心懷戒心，故
選擇 ERP 軟體首重整合性及專業性、美觀性如何、品牌知名度如何、程式語言如何應在其
次。要評估 ERP 軟體的整合性及專業性、最佳的方法就是軟體業所採用的〝迷你上線〞
，製
造業通稱的〝打樣〞；毛澤東的粗話：「你想要知道梨的滋味，就要親自咬一口。」
所謂打樣、迷你上線或咬一口，就是貴公司在打算要測試的 ERP 軟體中，實際輸入品號、
品名、廠商、客戶、製程、BOM 等基本資料，並實際輸入模擬的少數幾筆訂單交易資料，
而後會展排程單，拋製令單，走完如(附件一/製程納入管理或附件二/製程不納入管理)的 ERP
流程，結出成本帳、總帳及各部所需之管理報表，再由各部門主管以品管 QC 挑剔的檢驗態
度及手法去印證這些報表的正確性、適用性、及整合性，從而反向證明 ERP 軟體設計規劃
上的專業性、整合性及正確性。
三. 失敗為成功之母，鑒於以上常見的失敗原因，本公司建議的導入計劃及步驟如下：
(一) 做好總分公司間，母子公司間或兩岸公司間的關係定位及流程規劃(例如：總分公司間是否為
獨立的利潤中心？母子公司間是否透過第三地控股公司作轉撥 定價交易？轉撥定價率是多
少？彼此間的物流、金流、資訊流、帳流及整合如何進行？均須定義清楚！)，謀定而後動，
因為這 是最上層的規劃，否則最上層架構未定，則各單位內部控制的第一步該怎麼走都成
問題，很多電腦公司及顧問公司在這方面的領域偏弱，本公司因是由精通兩岸實務的會計師
主導，故勝任有餘。
(二) 協助客戶做好上述總分公司間、母子公司間或兩岸間的硬體網路預算及規劃，這一部分協助
包含在 ERP 的基本免費導入時數之內。
(三) 請客戶提供 ERP 導入主體公司的組織圖及職務說明，如果公司已有既有的組織圖及職務說明
書可提供參考，為因應 ERP 電腦化實施，需從中挑選 ERP 導入小組名單，並建立 ERP 導入
小組的組織圖，及 ERP 導入小組的職務說明書。
(四) 各部門電腦化需求的調查表需盡速完成，滿足各部門的需求是 ERP 實施的第一要務，了解各
部門的需求在先，事後的教育訓練，實機上線演練及客制化程式修改，都可以有效安排各部
門所需要的主題。
(五) 要選定日期,隆重佈達 ERP 的開始導入，這是部隊開動誓師拜天的儀式，很重要，因為您要
清楚告訴主管級承辦人為何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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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會議要由公司老闆即全部高階主管親自出席主持，佈達下列事項：
(1)最高管理當局推動 ERP 電腦化的決心。
(2)ERP 電腦化所帶來管理上省時、便利、革新、效率、效益及個人因公司實施 ERP 系統在教
育訓練上因而受惠等願景及遠景。
(3)企業改造的過程，合理化Æ標準化Æ電腦化，縱然過去沒有合理化、標準化、電腦化，但
是電腦化的實施則是強迫公司作合理化及標準化，同時宣示在電腦化要求下，不可以有太
多例外情形發生，否則等於要電腦化來屈就例外，永遠無法合理化、標準化、電腦化。
(4) 要求幹部要適應電腦化潮流，提昇電腦操作技能；

(5)

(6)
(7)
(8)

運輸工具從腳踏車Æ機車Æ汽車Æ飛機。
辦公設備從手工ÆWORDÆEXCELÆ局部系統ÆERP 系統。
若堅持沿用舊工具及舊觀念做事，則效能低落之餘，因個人觀念及習慣而導致管理鏈中
斷，使公司永遠無法整合的人，政策上應予以淘汰。
要求幹部應通過軟體公司的以下測試：
(a)管理管轄職務範圍內的 ERP 應用操作實務測試。
(b)管理報表閱表能力測試及管理稽核。
佈達 ERP 導入小組名單、組織圖及權責職務說明。
授予 ERP 召集人及 ERP 各模組導入主辦人權限。
公佈 ERP 導入成敗之獎懲，獎懲不在於大小，而在於有沒有事先頒布，有沒有事後執行，
即便是口頭嘉勉，當各主管和主辦人知道高層重視此事，且會就此事斷獎懲，行動力和積
極性自然會不一樣，否則事前未頒獎懲，事後即便意外受獎勵，被獎勵的人也會想：早知
道有獎勵我就更賣力點，事後意外受責備的人，也會心想：是你們上層沒有事先言明 ERP
上線這件事這麼重要，這不是我的錯。

(9) ERP 各系統導入期限，另擇期宣布。
(10)介紹軟體公司的服務窗口。
(六) ERP 召集人與 ERP 各模組輸入主辦人員約法三章：
a 第一點的執行人、完成期限。
b 第二點的執行人、完成期限。
c 主管級層級就 ERP 的實機迷你上線，操作流程熟悉、及各部門管理報表之報表閱讀訓練完
成期限。
d 員工 User 層級(主辦輸入人員)就 ERP 實機迷你上線，操作流程熟悉、及各部門管理報表之
訓練完成期限
e 確定每位 User 都熟悉操作，若有其中一個部門不熟悉，則不可正式導入，否則只會造成 ERP
系統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f 下列基本資料建立權責及期限：
(1) 廠商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2) 客戶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3) 承辦人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4) 倉庫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5) 會計科目及子目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本公司 ERP 系統已設置標準版)。
(6) 銀行存款種類及帳號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7) 匯率輸入政策、輸入權責人及權限。
(8) 材料品號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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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半成品品號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成品品號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加工單價輸入政策、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廠商品號單價輸入政策、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客戶品號單價輸入政策、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生產線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機器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製程代號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17) 產品的製程代號及名稱確認及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18) 各大類產品 BOM 表建立方案確認，及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19) 檢驗大類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20) 檢驗項目編號規則、建檔權責人及權限。
(21) 各 User 權限明細表討論完成期限及設定權責人及設定完成期限。
(22) 行事曆決定權責人及權限。
(七) 反覆執行第六點之第 c 項的主管層級 ERP 系統實機操作流程及實際樣本交易的迷你上線，直
至所有 ERP 權責主管都熟悉 ERP 系統為止。
(八) 反覆執行第六點之第 d 項的員工 User 層級 ERP 系統實機操作流程及實際樣本交易的迷你上
線，直至所有 ERP 權責主辦輸入人員都熟悉 ERP 系統並測試及合格為止。
(九)你上線(仿真演練)必要性的心理建設：
第七點及第八點的實機迷你上線非常重要，理由如下：
(1)這是品管首件檢查及打樣的觀念應用，已如前述，製造產品須首件檢查及打樣，
推動電腦化管理更要首件檢查及打樣。
(2)沒有經過組織及訓練的將或兵，送到戰場上,等於去送死。嚴格的訓練是企業家之
仁的具體表現。
(3)人員的教育訓練是決定 ISO 制度及所有管理制度成敗的關鍵，ERP 本身就是嚴格
的標準化的管理系統及管理制度，更需要嚴格及全面的訓練。
(4)人性，熟悉熟練的東西及工具就會常用及愛用，不熟悉不熟練的就會停用、不用、
拒用，反覆訓練其實在無形中已做到兵法〝攻心為上策〞
，〝攻城為下策〞的必勝
之道。否則，等 ERP 導入失敗，再施予責罰，等於是攻城的下策。
(5)兵法云：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意思說；凡是打勝仗的兵隊
總是做好一切勝利的準備，再投入戰場作戰；會打敗仗的兵隊，則是未做好充分
準備的情況下先戰再說，企圖在戰鬥過程僥倖獲勝。反覆執行迷你上線直到熟練
為止，其實就是執行上述必勝的心法
(6)軟體合不合身?需不需要特殊量身修改?庫存帳、成本帳及總帳的結帳訓練或實
驗，不宜用全廠龐大的資料去測試，否則太浪費全廠的人力、物力，迷你上線的
採用可以讓主管及主辦人印証公司的實際管理流程與新購 ERP 系統操作流程的
差異性；
一則，讓他們真正切身體驗電腦化所帶來的便利、速度、精準度、效率、效益及
對個人的幫助，
二則，驗證多年的管理實務經驗，
三則，順便提出客製化修改需求之清單，
四則，節省公司之人力、物力，已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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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則，讓每位 User 在正式上線時信心滿滿，將 ERP 系統出錯降至最低，將 ERP
系統之特色及效益發揮至極致。
(十) 在迷你上線完成後，提出各部門之客製化需求清單，並指出哪些是在上線基準日要完成的客
製化事項，哪一些是第二階段才要完成的客制化清單，確定各部門的需求均獲得滿足。
(十一)決定上線基準日，並列出上線基準日前各部門應完成的期初開帳資料搜集如下：
(1) 期初資產負債表。
(2) 期初客戶別應收帳款明細表。
(3) 期初客戶別應收票據明細表。
(4) 期初廠商別應付帳款明細表。
(5) 期初廠商別應付票據明細表。
(6) 期初未結案訂單明細表。
(7) 期初未結案採購單明細表。
(8) 期初未結案製令單明細表及已領料明細。
(9) 期初成品、半成品、原料、物料、客供料的明細表。
(十二)基準日前二週需請董事長、總經理(或其授權負責成敗的主管)驗收所有基本資料建立完成情
形報告，訓練結果報告，及請教軟體公司主辦人是否可以準時開動正式導入的意見，若評估
不可準時開動，再次訓練，再次準備，擇次月初為上線基準日，並當場公佈獎懲，及下次驗
收日。如第一點所述，ERP 的導入不在於多麼快速的上線，而在於以最少的人力、物力上線，
以最順利最協調的情形下上線才算是成功。
(十三)基準日前一週驗收軟體公司的第一批客製化程式。
(十四)基準日後前 15 天，各部門執行如附件一或附件二的 ERP 操作流程或內控及管理流程，就各
部門輸入單據情況異常、權責或內控流程不明確、漏輸入或輸入錯誤的總稽核及錯誤修改。
(十五)第一個應付帳款月結，稽核與錯誤修改。
(十六)第一個應收帳款月結，稽核與錯誤修改。
(十七)第一個月庫存月結、成本月結、會計總帳月結，稽核與錯誤修改。
(十八)第二個月庫存月結、成本月結、會計總帳月結，稽核與錯誤修改
(十九)連續兩個月結帳正確滿意，開始驗收，宣佈 ERP 上線，軟體公司駐廠輔導員開始做技術及文
件交接動作，漸次調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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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帥將 ERP 操作流程(=內植之內控 SOP 流程=各模組串聯關係圖=企業管理藍圖)
客戶訂單輸入
(外銷 S/C 輸入)

銷貨單
(外銷 INVOICE)

製程產生作業
製令制程維護

生產排程產生作業

PACKING LIST
(內銷省略)

製令制程派工單
應收立帳作業

生產排程維護

生產排程單

製程領料產生作業
委外

製令單產生作業

自
製程領料單
製
製程生產日報輸入

收款沖帳單

製令單

票據托收作業
製程委外完工單

製令單轉採購計劃作業

製程品管驗收單

票據兌現作業

(IPQC)
完工單輸入
作業
採購計劃維護

傳票自動拋轉

採購計劃單

傳票自動過帳作業
完工驗收輸入(FQC)
庫存月結作業

各式庫存帳及報表

成本月結作業

九大成本報表

採購單產生作業

採購單
總帳月結作業
進貨單
結論:上述 ERP 作業流程
可確保自動產生各部門
所有管理報表及績效與
決策分析或統計報表,完
全不需假手人工。
(
箭頭符號表示完

進貨驗收單
(IQC)
(各式會計報表)
資負表/損益表
應付立帳作業
總帳/明細分類帳
付款沖帳單
票據兌現作業

全可以自動拋轉或產生
下站之作業或單據)

會計傳票
傳票自動拋轉作業

傳票自動過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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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帥將 ERP 操作流程(=內植之內控 SOP 流程=各模組串聯關係圖=企業管理藍圖)
客戶訂單輸入
(外銷 S/C 輸入)

銷貨單
(外銷 INVOICE)
PACKING LIST
(內銷省略)

生產排程產生作業
應收立帳作業
生產排程維護

生產排程單

自動領料產生作業
委外

製令單產生作業

自
製
製令生產日報輸入

派工單

領料單

收款沖帳單

製令單

票據托收作業
製令委外完工單

製令單轉採購計劃作業

票據兌現作業
完工單

採購計劃維護

傳票自動拋轉作業

採購計劃單

傳票自動過帳作業
完工驗收單(FQC)
庫存月結作業

各式庫存帳及報表

成本月結作業

五大成本報表

採購單產生作業

採購單
總帳月結作業
進貨單
結論:上述 ERP 作業流程
可確保自動產生各部門
所有管理報表及績效與
決策分析或統計報表,完
全不需假手人工。
(
箭頭符號表示完

進貨驗收單
(IQC)
(各式會計報表)
資負表/損益表
應付立帳作業
總帳/明細分類帳
付款沖帳單

全可以自動拋轉或產生
下站之作業或單據)

會計傳票
註:不作製程管理

票據兌現作業

傳票自動拋轉作業

傳票自動過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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