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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or軟件公司(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 了解全球的公司每天都必須確定、考慮一系列新的挑

戰和變化，並對此做出回應。這些挑戰和變化有些源自企業擴張和不斷增長的全球業務。有些則是

內部低效率的結果，低效率會削弱您在這些領域上的競爭力，例如成本、品質和響應時間。其他源

自將您必須將您的業務流程與您其他的設施、客戶、供應商、合作夥伴和分銷渠道混合起來。通常，

不存在如何對新的要求和市場情況進行回應的先例，但是卓越的溝通、靈活和創新是關鍵所在。

您可以加強自己的能力，在適當的技術解決方案的幫助下，消除供應鏈和流程中的低效率環節，從

而在全球和本地展開競爭。Epicor iScala系統能夠幫助您在全公司內部實現效率最大化。

Epicor iScala是一套全面的端對端，專為全球中端市場企業設計的，經過驗證的行業解決方案。它具

有強大的全球財務和模組功能，包括客戶關系管理(CRM)，服務管理以及供應鏈管理(SCM)。Epicor 

iScala系統提供了可調整的靈活解決方案，幫助公司在當下和未來應對重要的業務挑戰。

業務管理軟件促進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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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認的領導者，經過驗證的解決方案
中端市場公司和大型跨國企業的子公司不同於財富500強或全
球1000強公司。您的軟件要求是不同的。您需要一個強大的企
業解決方案，但是這個方案要更能支援資源受限的運營情況。
為大型跨國企業設計的系統過於複雜和昂貴，難以為中小企業
帶來優勢。作為一家專門的中端市場解決方案提供商，Epicor 
iScala系統專門幫助您滿足自己特定的需求。Epicor iScala系
統能夠提供您需要的全面解決方案，讓您在您的市場上展開競
爭——但是成本和時間都大幅縮減。

憑借超過40年的經驗，Epicor可以提供屢獲殊榮的靈活解決方
案。這些方案量身定制，滿足各個行業中不同公司的特定需
求——從工業機器到製藥、輕工業、電子、汽車部件、消費品
和酒店服務業。

憑借Epicor iScala系統，您能夠從我們的經驗以及全球大量
Epicor客戶的回應中獲益。他們幫助我們在每一次發布中不斷
完善解決方案。該軟件是以經過驗證的實施情況為基礎的。它
已經被安裝在數千家公司，幫助我們優化服務方法和支援快速
投資回報率(ROI)。同時，Epicor iScala系統還包含全新、領先
的技術能力。這將讓您的公司具有進行全球拓展的巨大潛力。

擴展的企業解決方案
Epicor iScala系統是一個緊密整合、具有行業針對性的端對端
企業資源管理(ERP)、客戶關係管理(CRM)和供應鏈管理(SCM)
解決方案。專為全球1000強公司的子公司以及本地和全球區域
性公司打造。Epicor iScala的應用套裝提供協作性的功能，針
對具體國家的本地化以及多語言功能，以支援具有重大跨境貿
易要求的跨國、跨公司部署。

財務套裝
任何ERP系統的核心是財務總賬。iScala解決方案提供了完整
的整合方案，包括銷售、採購和總賬。這些總賬是構建實時
企業的關鍵部分——提供了整合的交易管理系統，系統性地
確保了流入主要分類賬中的全部數據的完整性。Epicor iScala
軟件的核心是經過整合的總賬設施。它能捕捉到由衆多協作的
iScala流程在“幕後”創建的詳細的多維度財務交易。系統為您提
供了各種流程以監督、控制和調整該數據，且不會影響到數據
流入總賬的速度，從而為您的公司和全球報告需求提供支援。

供應鏈管理套裝
任何供應鏈的主要目的在於滿足客戶需求並産生利潤，這始於
客戶訂單，終於滿意的客戶完成付款。當客戶支付的金額高於
滿足客戶需求所花的成本時，利潤就産生了。在開頭和結尾之
間發生的每件事應該由單一的目的驅動的：那就是為輸入增值
並使其貼近客戶需求。典型的供應鏈管理中的衆多活動增加了
複雜度和浪費——而非價值。在像Epicor iScala這樣的工具上進
行投入以確定這些活動的公司，可以減少並消除這些無法增加
價值的活動，因此變得更加精益。這樣的公司能夠以更快的速
度、更低的價格和更好的品質向市場提供産品，並從不那麽高
效的競爭對手身上贏得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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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財務報告
預算、規劃和預測
OLAP和數據倉庫
計分板和KPI
快速查找

企業績效管理
風險管理
安全管理
公司治理
全球貿易合規
環境和能源管理

治理、風險和合規 商業構架
自動化
Epicor ICE
服務連接
可應用的Visual Basic

後台插件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工作流程設計器
COM+ 可拓展性
托管和現場交付

多公司管理
多貨幣管理
跨國多地點管理
多語言數據管理

主數據同步
針對某個國家的功能
電子合規平台

跨國業務管理

移動服務
服務台

整合到微軟項目
租賃合同管理

現場服務
保修合同管理
預防性維護管理

預估和報價管理
訂單管理
需求管理
高級EDI
銷售點
電子商務

銷售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CRM)
銷售合同管理(SCM)
領導和機會管理

案例管理
營銷管理

整合到Microsoft Outlook®
銷售自動化

服務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工資單

人力資源管理
技能和培訓管理
員工自助服務

産品數據管理
備選路線
項目生命周期管理
産品配置

物料清單
路線
産品成本

財務管理
總賬
應付賬款
應收賬款
現金管理
固定資産管理

高級分配
合並和抵消
本票
傭金管理

供應鏈管理

規劃和安排
預測和主生産安排
材料要求規劃
安排和資源管理
地域容量規劃

生産管理
工作訂單（工作）管理
精益生産
製造執行系統
品質保證
高級製造
分包製造

採購管理
征用管理
庫存管理
移動倉庫管理

裝船和接收
倉庫管理
可承諾量

交貨期管理
採購合同
供應鏈統計數據

項目管理
整合到微軟項目
項目開具賬單

項目規劃
資源管理
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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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套裝
通過提供成功管理服務交付所需的工具, Epicor iScala系統將售
後支援變成一個利潤中心,並産生額外利潤和控制成本。iScala
服務套裝能提供實時幫助，確保您了解哪些合同適用於哪些客
戶，哪些産品已經被退回，這些産品是否對應一個維護協議或
受到保養支援。如果需要維修，iScala服務套裝會提供各種詳
細信息，例如它將何時完成，分配的資源是否具有合適的維修
技能，以及是否要為客戶開具發票。  

無論您是要對設備還是服務中心進行預防性的維修，您都需要
能夠實現控制、效率和盈利的解決方案。

項目套裝
充分整合的iScala項目管理套裝能讓您對與某個項目有關的全
部業務活動有一個全局的視野。每個靈活、多層級的項目都是
可配置的，從而為複雜的開具發票提供支援。複雜的開具發票
是固定價格、現行、反複和完成百分比與滯留的綜合。這個整
合解決方案的核心是讓整個項目中被管理的活動重新連接到某
個特定的項目，不論是從一個服務、合同、銷售、信貸、工作
或採購訂單。這個嵌入式的整合提供了可視性，可以準確地看
到項目狀態，來自更快且自動化的發票生成的改善的現金流，
以及能讓您更加準確地管理客戶預期的改善的報告。

CRM套裝
大多數公司都注重向新客戶銷售産品，但是研究顯示，將重點
放在保留而非獲得上，將對公司的財務盈虧會産生巨大的影
響。一位開心的客戶會成為您最具戰略性的同盟，其優勢要
遠超一次性的交易，這包括重複銷售、向他人介紹、偏好的
供應商安排，涉及新産品測試的更加密切的合作關系。Epicor 
iScala CRM為您提供來自Microsoft®，整合了iScala後台流程
的最佳CRM，提供銷售自動化、客戶和現場服務可視性以及營
銷。

商業智能套裝
iScala商業智能(BI)套裝讓您在需要時獲得所需的資訊，並快
速做出正確的決定。如今的公司知道自己的數據是有價值的，
但是行業領袖的理解則更進一步。他們投資BI工具，為他們提
供所需的可視性，在資訊更加充分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促進增
長。iScala BI套裝應用能夠快速提取、存儲、分析並提供快速
的數據入口，並發出警示和觸發機制，讓用戶在工作中更加高
效。此外，iScala BI套裝還帶有預裝的分析功能，讓您的公司
在必要工具的幫助下快速運轉。.

招牌實施方法
通過數以千計的項目開發、改進並驗證，招牌實施方法讓
Epicor能夠始終如一地為全球的客戶提供高效、有效且管理良
好的項目。

作為一種高度結構化、經過驗證的實施方法，它能引導您和您
的公司走過一個五步流程，從一個對您業務的深入分析到成功
部署，快速讓您的公司開始在日常運營中使用Epicor的解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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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cceptance  

• Preparation

• Testing

• Analysis

招牌實施方法

部署驗證設計計劃準備
要求
發現
範圍定義

基礎教育
配置
業務流程
概念證據

項目啓動
Epicor流程檢查
項目和資源計劃

用戶接受
   準備
   測試
   分析

終端用戶培訓
部署/上線
正常化/優化
項目關閉
支援切換

項目治理       協作實施      持續改進

將技術提升到商業層面
行業領先的技術使其能夠為中端市場企業及其貿易夥伴
從Epicor iSacala中獲得實時協作帶來的好處。這是實現
商業目標的基礎，能在背景中無縫有效地運營。它的構
架可以使用Microsoft®領先的平台和技術，例如Microsoft 
.NET® Framework、Microsoft SQL® Server以及Microsoft 
SharePoint®，讓公司用最少的經費實現最大的靈活
性。iSacala系統的基礎來自Epicor的傳統，即提供能夠帶來真
實商業優勢和清晰客戶優勢的技術解決方案。

為全球企業打造
您面臨這激烈的競爭——從一側的跨過競爭到另一側的強勢小
公司的競爭。Epicor iSacala軟件具有先進的功能和快速的部
署，可提供全面的端對端和具有行業針對性的解決方案，讓
您能夠憑借更有效的運營和世界級的客戶服務在競爭中快人一
步。Epicor iSacala讓您的公司在既嚴苛又能帶來回報的、全
新的全球經濟中競爭。它能在為高增長環境以及不斷增長的對
業務靈活性的需求中提供以服務為導向、可調整的業務構架。
憑借Epicor iSacala系統，以及我們的顧問團隊以及分銷商的支
援，您將獲得所需的資源，充滿自信地迎接現在以及今後的挑
戰。



關於Epicor
Epicor Software推動業務增長。我們為製造、分銷、零售和服務業的客戶提供靈活及特別針
對各類行業需求而設計的軟件。累 積了超過 40 年經驗，Epicor對客戶獨特業務流程和操作
要求有深入的了解，並將這些經驗融會我們提供的每一個雲端，主機 托管或辦公室預置版方
案。基於我們對客戶業務的了解，Epicor的解決方案可應付業務的複雜性，並能同時帶動公
司增長。有 效的方案可協助企業節省時間精力，提高效率並提升盈利能力。如欲了解更多詳
情，可聯絡Epicor或瀏覽www.epicor.com。

全球總部
804 Las Cimas Parkway
Austin, TX 78746
USA
免費電話：	 +1.888.448.2636
直線：	 +1.512.328.2300
傳真：	 +1.512.278.5590

香港
香港尖沙咀
廣東道33號中港城第二座
1806-08A室
電話:		 +852	2563	9930
傳真:		 +852	2565	8599

台灣
(郵政編號:	11047)
台灣台北巿
信義區松智路1號11樓
電話:					+886	2	8729	2185
													+886	2	8729	2186
傳真:					+886	2	8729	2333

亞洲
238A	Thomson	Road	#23-06
Novena	Square	Tower	A
Singapore	307684
Singapore
電話：		 +65.6333.8121
傳真：		 +65.6333.8131

本檔案中所述內容僅供參考，Epicor有權根據需要對其進行變更而無需預先通知。Epicor軟件公司不對隨附相關資訊提供任何保證，陳述或擔保，並依法明確拒絕承擔任何有關暗示性擔保
責任，如對於某一特殊用途的適合性，適銷性，品質滿意性或技能和當心合理性。Epicor認為本檔案及其所含內容，包括其中明示的觀點，日期和其中表述的功能內容，於出版日期(2017
年4月)之時均屬真確。應按照有關最終用戶許可協定規定要求使用任何Epicor 軟件，Epicor 人員應按照有關標準服務條款和條件履行任何諮詢服務。利用其他Epicor軟件或第三方產品運用
本檔案中描述的解決方案可能要求購買該等其他產品使用許可。Epicor、iScala和EPICOR商標及相關業務, 非軟件, 是Epicor軟件公司在美國、其他國家和/或歐盟地區的注冊商標。版權所
有 2017 Epicor軟件公司。 

請聯絡我們以取得更多關於Epicor產品和服務的資訊
 +852 2563 9930 (香港)    asiamarketing@epicor.com    www.epicor.com/hongkong

      +886 2 8729 2185 (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