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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健集团

瑞健集团通过Epicor ERP实现信息一体化，优化全球业务运作
公司概览
XX 地点：台湾、中国、瑞典及美国
XX 行业：医疗器械及设备制造
XX 地点分部数：4
XX 网站：www.shl-group.com

成功亮点
挑战
XX 在业务涉及三大洲、三个国家及三种语言

的情况下，成功结合全球研发团队及亚洲
生产线，力求在企业内达至精准的数据整
合，同时在集团整个组织上下各岗位实现
更有效及更透明的信息交流

解决方案
XX Epicor ERP

收益
XX 实现跨区域信息上的快速交流及数据整合
XX 业务运作效率提高
XX 管理层更能掌握决策上所需的信息
XX 企业竞争力提高

瑞健集团 (Scandinavian Health Ltd.) 由瑞典企业家Roger Samuelsson于1989
年创立，目标以西方管理模式在亚洲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生产中心。如
今，在全球制药及生物科技领域，瑞健集团已成为医疗器械及设备的OEM/
ODM领导制造商。
瑞健集团拥有广阔的产品线，包括软性结构类医疗产品、医疗气垫床、
医疗床、脑神经手术器具、工业设备和医疗用吊升设备等，主要客户为北
美、欧洲及亚洲的著名品牌。
集团旗下共有四家子公司，分别从事不同的业务。SHL Medical从事高科
技药品注射系统生产；SHL Healthcare从事家庭及医院护理器材生产；SHL
Technology从事医疗器材和工业制造；SHL Pharma则从事终端组装及产品
标识/包装等服务。目前，集团生产中心主要分布在大中华地区，在台湾拥
有8家厂房，另外1家在中国内地，还有1家在美国，主要为自动化生产，
人手操作十分精简，集团总员工人数约为2,600人。

业务运营上的挑战
在三片不同的大陆上经营业务，面对美国、瑞典及大中华地区三个不同国
家的商业文化上的差异，对于任何机构而言都是一项挑战。对于瑞健集团
而言，要成功并有效地结合全球研发团队及亚洲的高效率生产线，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当中牵涉到多个业务运营层面，例如物流、资源管理、会
计、通讯、及最核心的环节 – 集团各部门之间的精密数据整合及分配。

瑞健集团

瑞健集团的众多客户当中，有不少对于集团在亚洲的生产中

作。作为单一的供应商，Epicor有能力为客户在全球不同区

心十分赞叹，包括生产环境的洁净程度，以及产品品质之

域的运作点提供支持。通过这种方式，客户不仅可以节省时

高水平；事实上，集团拥有良好的品质监控制度，贯彻FDA

间，还能减少与不同组织打交道所产生的麻烦。

21CFR Part 820及ISO13485等国际品质规范。为了对产品品质
方面的坚持，集团必须确保其医疗产品符合不断提高的国际

瑞健集团顺利的系統实施

标准；而这必须建立在全球各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基础上，

对于像瑞健集团这种规模的企业来说，采用新ERP系统的初

彻底地排除所有因沟通不良而导致的错误。然而集团坦言这

期，难免需要一段时间让员工适应新的系统。瑞健集团的管

并非易事，尤其是以往，当每个部门各自使用不同的业务系

理层亦坦言他们本来并期望采用新系统的初期可以顺畅；无

统时，令集团难以确保信息传递的效率及准确性。

论管理层和员工都需要一段时间，一步一步地适应和学习新

以电子邮件作为一个例子，虽然它被视为快速而准确的沟通
方式，但套用于瑞健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便很可能造成信
息延误。假如有一位客户向集团查询在台湾的生产状况，根
据以往的经验，负责人员要先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至台湾的部

系统操作。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安装 Epicor ERP 的实施过程
比想像中简单和顺畅，完全超出本来的预期。集团目前已经
在瑞典、中国内地和台湾都安装了Epicor ERP，并打算下一步
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安装。

门，并等待台湾把相关的数据传回，然后才能解答客户的查

Epicor 全面而快捷的技术支持，令实施新ERP系统的过程更加

询。电子邮件往来虽然快捷，但不同地域有时差问题，过了

畅顺。瑞健集团发现，每次他们要联络 Epicor寻求技术支持，

办公时间的话，就要客户等上一天才能获得答案。所以瑞健

无论是在欧洲抑或亚洲，Epicor 的回应基本上都是即时而直接

集团需要的是一个让信息变得高度透明化的系统。

的；在瑞典有说瑞典语的人员提供服务，在中国内地和台湾

理想的解決方案

亦有说普通话的人员支援。

集团管理层认为，有需要设立一个统一的优质系统，让内部

掌握即时运营狀況

信息（包括财务、人力、生产、资源）变得更加透明，从而

瑞健集团在使用 Epicor ERP 系统之后，很快便体会到其独特之

让集团不同地点的同事，都能在同一信息背景下沟通。对管

处；直接而言，那就是 Epicor ERP 将很多其他不同的企业资源

理层而言，这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集团的经营，从而最快最

管理功能内置在系统中。如今国际化的企业，不只需要财务

好地作出决策。对于这个系统，管理层归纳出几项要求；第

管理系统，他们还需要分销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客户

一，ERP供应商必须是国际化公司，以配合集团在多个地方

关系管理系统、以及APS、MES、BI等。而Epicor正好将这些不

拥有业务，因此供应商亦需要具备国际化的技术支援能力。

同的管理模块都内置到ERP系统中，这样的好处是只需更新一

第二，系统的语言兼容性，可以支持英语、中文、瑞典语的

次系统，就能更新里面所有的模块。

操作。第三，是系统对不同商业软件的整合性和融合性，这
对于像瑞健这一类国际运营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视的
范畴。

系统一经投入运作，便立即为瑞健集团带来前所未有的效
益。新系统将集团内部的运营数据信息化，使管理层能迅速
掌握最新的运营信息。举例而言，管理人员可以在自己的电

瑞健集团于是邀请了10家ERP供应商进行评估，之后从中挑选

子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电话）查看各个

了3家进入次轮筛选，而根据各项评分准则，最终Epicor脱颖

生产中心的运作情况以及生产成本，即时就能给客户解答和

而出。瑞健集团强调，Epicor 的综合性评分显然是位居众多供

报价，能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应商之首，而当中特别欣赏的一个要点就是 Epicor直接地向客
户提供系统；相比之下，其他国际品牌大多只是透过不同地
区的合作伙伴去提供产品和服务。以瑞健集团在多个地区都
有运营的情况为例，若最终选择了其他品牌，便要分别向该
品牌于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购买相关系统，而往后的售后服
务亦由这些合作伙伴分别提供。由于集团深信，简单而直接
的支援服务才能切实地符合其业务上的需要，所以最终选择
了 Epicor ERP。
Epicor了解瑞健集团的运作点分布于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希望与跨不同区域的不同供应商进行合

Epicor 对于其 ERP系统信心十足，其内置业务流程管理 (BPM)
功能，能全面配合瑞健集团的行业特性需求，用户可自定义
工作流 (Workflow)，在日常运作中的各关键环节设定所需的
审批流程 (Approval) 或电子签署 (Electronic Signature) 等。
同时，Epicor服务连接器 (Service Connect) 能为瑞健集团提
供最大程度的自动化功能，如与其合作伙伴进行数据互换
等，免除人手出错。更重要的是由于医疗器械行业对品质的
严格要求，Epicor ERP的企业品质管理功能可有效协助瑞健
集团执行最高水平的品质监控程序，确保其产品达至国际认
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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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少Epicor 的客户亦与瑞健集团有些许相近之处。集
团内有多家公司、在多个地方拥有运作点、生产过程涉及多

全球化的实施，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瑞健集团断言， Epicor ERP 的成功实施，其主要的因素除了

种货币和材料，同时拥有广阔的业务增长前景。

Epicor 的国际化背景外，更重要的是 Epicor 能够配合并支持我
们在多个地区的业务。

利用Epicor多站点功能，可以将贸易过程中牵涉的所有信息
自动化，无需重复输入如采购订单、采购询价、装货单等资

由于集团内部的信息（包括财务、人力资源、生产线及原材

料，节省时间之余亦可避免输入出错，这对于像瑞健集团一

料等各方面的数据）的透明度达至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各岗

类的国际性公司非常有帮助。

位的人员都可以凭借精确的资料来进行团队沟通及协作。而

集团表示下一步的计划是将 Epicor ERP 的应用推广至位于美

且，管理层亦可以凭借有效的运营监控，掌握精确的实时数

国的分公司，完成 ERP 系统的一体化，把Epicor的功能用好用

据，从而为集团的运营作出更快更明智的决策。

尽，发挥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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