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顧問服務

協助企業創新. 蛻變. 領先

Helping organizations innovate, transform, and lead

Consulting

前瞻與創新

為企業提升價值 與客戶共同成長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提供從策略與營運管理、人才資本管理至
科技服務，運用Deloitte全球知識庫資源及方法論，提供企
業各層面的解決方案，並協助企業將數據分析應用到不同領
域，將營運的議題轉變為未來市場差異化發展的機會，企業
管理更精實、因應競爭與挑戰的能力更堅強，讓企業應因快
速成長、發展以及轉型過程中的各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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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d Operations

策略與營運管理服務

集團結帳與合併報表管理
突破集團決策資訊產出流程的瓶頸
正確、及時、攸關及透明的財務資訊，不僅提供管理階層決策的依據，
更是所有利害關係人評量公司營運、治理的指標。完整結帳循環包含交
易、結帳、合併及報表四大部分。優化的實施必須整體評估並整合人員
能力、政策、流程、科技各面向，以強化財務資訊的品質、減少錯誤及
人工處理，改善流程運作促進公司治理及遵循，以及提升營運效率。隨
著台灣採用IFRSs，合併報表已經成為與國際接軌的主流報表，轉投資
績效資訊的回饋，更是集團管理不可或缺的分析面向。
【服務項目】
＞財務功能診斷與轉型 | 集團結帳與合併報表流程優化解決方案 | 集團合併報表系統
或Cloud解決方案導入服務

計畫、預算、預測管理
全面預算管理引領企業先行於市場變化最前端
全面預算管理的精神在於跳脫過去靜態規劃的預算控管，動態地與企業
策略方向、營運計畫連結，著重分析與及時反饋提供營運決策調整。藉
由預測的實行，多情境的模擬未來的可能變化，延伸企業對於未來環境
前景的掌握，及早進行資源配置與戰略佈署。
【服務項目】
＞預算、預測管理制度及流程設計 | 滾動預測（Rolling Forecast）、模擬分析
（What-If Simulation）模型設計 | 預算、預測管理系統或Cloud解決方案導入服務

Technology

科技服務
商業智慧BI系統導入
不僅是工具，更是整合企業決策資訊的智慧平台
成功商業智慧（BI）專案的關鍵在於是否能真正協助管理者，快速洞悉現
況並據以擬定決策，而非僅在於呈現或是歷史資料的匯整而已。因此勤業
眾信更強調管理需求的整合、組織運作、流程剖析、維運機制且能切合不
同層級使用者的習慣；並配合企業資訊架構提出各類型商業智慧工具的優
劣分析及應用建議，為客戶在商業智慧系統導入時提供更多元的思考面向
，也才能真正發揮預期效益。
【服務項目】
＞管理報告與績管指標設計 | 企業績效管理系統評選與建置服務 | 資料整合流程規劃 |
商業智慧系統或Cloud解決方案導入服務

雲端ERP系統導入
整合式的企業資訊系統
根據Gartner研究報告顯示，2018年亞太地區會有40%的企業預計將陸續
採用雲端解決方案。雲端解決方案與傳統ERP系統的主要差異，不僅在於
總持有成本的降低，其軟硬體的維運方式及隨租即用的特性，將帶給企業
於不同發展階段時的決策彈性，也使企業更可專注於更有價值的關鍵業務
上。
【服務項目】
＞Oracle、NetSuite Cloud ERP系統導入服務 | Cloud解決方案整體流程診斷與規劃

客戶關係管理CRM系統導入
成為數位時代的領導企業
勤業眾信協助客戶透過銷售、行銷、服務能力的轉型，精準了解至每個客
戶使用的接觸點、通路，並且利用大量的內外部的資料與分析，打造堅強
的顧客關係，並以Salesforce.com為平台，實踐最適化的客戶關係管理策
略，提供卓越的 "點對點" 管理諮詢服務。
【服務項目】
＞Salesforce.com系統導入服務 | 客戶關係管理策略（CRM Strategy）| 售後服務優
化（Service Eﬀectiveness）| 銷售服務優化（Sales Eﬀ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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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服務

數據分析服務
發現潛在之營運商機或風險，提升獲利／降低損失
企業的經營策略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錯誤的策略可能導致營收的大
幅衰退，甚而帶來巨額的損失，正確的策略則可能為企業帶來新的榮
景，因此企業經營者必須在同時考量時效性與準確性的狀況下，以可
得之資訊完成營運策略之制定。勤業眾信對於各產業之營運數據皆有
豐富的分析經驗，對於各系統間數據的串接與整合分析、海量資料
（Big Data）、資料採礦（Data Mining）、建模分析（Modeling）
等，已發展成熟之方法論與執行手法，可協助企業準確地分析內部營
運數據，並可透過結合可得之外部資訊強化分析能量，進而發現新的
洞見，針對數據分析結果擬定新的策略方向。
【服務項目】
＞顧客與成長數據分析 | 財務數據分析 | 供應鏈數據分析 | 人力資本數據分析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服務團隊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協助企業因應快速成長發展與轉型過程中的各項

挑戰。如需進一步資訊，請與下列管理顧問服務的專家聯絡：

鄭 興 執行副總經理 Benson Cheng
bensonhcheng@deloitte.com.tw

胥傳沛 副總經理 Chwanpei Shiu
cshiu@deloitte.com.tw

李威陞 協理 Carson Lee
carsonwlee@deloitte.com.tw
朝中瑾 協理 Jessie Chao

jessiecchao@deloitte.com.tw

黃志豪 協理 Casper Huang
cashuang@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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