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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天心資訊 

一、 公司簡介 
天心資訊創立於 1980 年代，初期以提供「CPA(會計師專業稅務軟體)」、「FAS 2000 
DOS 版 ERP 系統」為主，順應資訊日趨發展，逐步衍生至今推出「Sunlike ERP」、

「Online ERP」、「T-Boss ERP 行動商務」……等符合企業所需的資訊管理系統，

期許在 ERP 運用的專業領域中，天心能夠協助企業發展產業優勢，降低營運成本

與提升經營績效，更能在 ERP 產業結合優秀人才正確的管理方法以及先進的技術，

讓此產業帶動整體市場蓬勃的發展。 
（網址：http://attn.eastasia.cloudapp.azure.com/Attn/About.aspx） 
二、 產品介紹 
(一) 天心 Sunlike ERP─會計總帳系統 
總帳系統是一個整合的帳務系統，提供了包括建帳、日常會計憑證、記帳、查帳

及帳簿管理等功能。它是以原始業務單據為基礎完成會計傳票和帳目處理。 
總帳系統以傳票處理為核心，同時可以進行各類帳簿的報表查詢。報表系統不僅

能提供準確及時的帳務資訊，也能靈活地滿足不同組織形式特殊的會計需求，如

多貨幣轉換、多會計制度、多稅務處理、集團報表合併及特定的報表需求處理，

突破了傳統帳務管理系統限制科目設置等缺陷。 
總帳系統與 Sunlike 系統的其它模組有著緊密的聯繫，如果使用者未使用其它模

組，則它所起到的是一個帳務管理的功能，一切業務均是以帳戶發生額的形式來

體現，無法做到資料的追蹤。如果使用者同時使用其他模組，它能夠自動接受其

他業務系統生成的傳票，與其他業務系統實現無縫銜接，形成一個連貫的管理鏈，

讓使用者能即時掌控企業的庫存成本、帳款、製造成本、薪資成本，同時實現了

資料的追蹤；與審核流程的整合，成為獨一無二的財務-辦公自動化系統。 
（網址：

http://attn.eastasia.cloudapp.azure.com/Attn/BM_Sunlike.aspx#Sun_funds01） 
(二) 天心 Sunlike ERP─票據+銀行存款系統 
在票據銀行系統中，票據變動處理主要是處理應收及應付票據的托收、兌現、撤

票、作廢、貼現、轉付、退票、註銷、呆帳、質押、押票、還票、修改等動作，

各種處理嚴格按照會計的處理流程和方法來進行，並且能夠自動生成傳票與總帳

系統整合。 
企業為了方便經營，在不同的銀行中設立自己的收支帳戶或在同一銀行裡開設多

個帳戶，對於單個銀行帳戶而言，它會處理日常的現金、銀行支票、本票、匯票、

應收票據、應付票據等，這些資金票據的收支也會引起銀行帳戶資金的變化，同

時企業直接支付的某些費用和企業各銀行帳戶之間的調拔資金也會引起銀行帳

戶資金的變化，銀行系統能夠詳細記錄銀行帳戶的每筆資金流動，同時能自動輸

出帳戶資金餘額。 
（網址：



2 
 

http://attn.eastasia.cloudapp.azure.com/Attn/BM_Sunlike.aspx#Sun_funds01） 
(三) 天心 Sunlike ERP─應收/應付系統 
在企業的實際經營活動中，企業與其它單位和個人發生的應收/付帳款往往是比

較頻繁的，收款工作量大，拖欠款情況也時有發生，因此收付帳款的管理是一項

相當繁雜的工作。收/付帳款系統可以説明企業管理好應收/付款項，及時收回欠

款，並有效的計畫和控制資金的使用，從而使企業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收付款

系統與進銷存系統有緊密的關聯性，凡發生的進銷貨，均可通過“立帳”記入本

系統，才能進行帳款的沖銷，動態追蹤整個帳款的變化過程，從而進一步地掌控

資金的運用。 
系統還可追蹤客戶的收付款/拖欠款情況，及時地提供客戶的信用資訊，同時系

統還提供靈活的應收付帳齡分析功能。在應收付帳款系統中的收付款類別靈活多

樣，提供單客戶/多客戶收款及單廠商/多廠商付款，在收/付款業務處理過程中，

對收/付款同時提供了多種不同的處理方式，供使用者選擇。多幣制的管理貫穿

系統的始終，主要功能有幣種的設置，本位幣的選擇，不同幣種之間的換算，使

用外幣進行採購銷貨交易，用外幣核銷應收應付款等。 
（網址：

http://attn.eastasia.cloudapp.azure.com/Attn/BM_Sunlike.aspx#Sun_funds01） 
三、 適用產業/規模/方向 
適用於各種類型的工業企業、商品流通業、工程業、事業科研單位、社會團體等

各行業。 
四、 產品價格 
親洽經辦業務莊小芳，聯絡電話：02-8768-3638。 
五、 試用版 
有，但無對外公開，如會員有需要可自行聯絡負責人員莊小芳小姐，公司會派遣

專人協助。 
六、 聯絡窗口 
填寫諮詢表格 http://attn.eastasia.cloudapp.azure.com/Attn/Requisition.aspx 
或致電 02-8768-3200 天心台北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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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中資訊 

一、 公司簡介 
文中自民國七十四年成立以來，即從事商用軟體的設計開發、並提供教育訓練售

後服務，初期系以專案設計的方式，開發各行業別的系統軟體，從中對各行各業

的實務特性、管理需求累積相當豐厚的經驗，為日後套裝化、行業別應用軟體系

統為研發主體奠定穩固的根基。 
（網址：https://www.winton.com.tw/product-milestones） 
二、 產品介紹 
(一) MERP 管理布政使─會計總帳系統 
輸入傳票分錄後，自動過帳編表，簡化人工登帳繁瑣的作業流程，降低人為可能

發生的錯誤，提供報表可直接查回傳票明細功能，大大提升會計人員的作效率。 
 提供符合新修正商業會計法會計項目，後續可彈性自行新增、修改、刪除。 
 提供期中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傳票過帳無需過帳即可產出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試算表等財務報表。 
 提供「現金流量表」(間接法)，可靈活運用自行設定公式，提供「現金流量

表」、「現金流量比較表」報表。 
 提供「未攤銷費用」管理功能及「未攤銷費用明細表」、系統自動產生沖銷

傳票。 
 可處理多公司，多年度，多部門，多專案同時處理財務稅務帳。 
 會計項目可依公司、部門、專案設定『預算作業』，超出預算可設定提醒或

拒絕存檔，並提供實支預算比較表。 
 提供客戶自行組織會計項目的『大分類』設定。 
 提供傳票審核與覆核功能，有效管理帳務資料安全性。 
 對預收/預付，暫收/暫付等會計項目，可另連檔案做單號立帳/沖帳作業，

並可查詢立帳與沖帳的明細勾稽，並提供立帳/沖帳明細表及對照表。 
 分類帳、日記帳提供跨年度查詢資料功能。 
 使用文中版會計項目輸入傳票可依需求選擇看 GAAP(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或者 IFRS(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網址： https://www.winton.com.tw/merp-2/merp-tr01/868-merp-191） 
(二) MERP 管理布政使─收付帳款管理系統 
針對客戶的應收帳款與廠商的應付帳款統一管理，可由前端進銷存模組自動產生

對應的應收、付帳款，沖帳完畢可拋轉相關傳票，簡化會計人員重工作業。 
 進出貨時即自動產生帳款資料，並可連接總帳切傳票。 
 收付時輸入客戶代號，即自動顯示該客戶所有的帳款明細。 
 收付帳款時可單筆沖款，可快速沖款，並可追帳款之進銷單據。 
 收付作業可轉切傳票回總帳資料。 
 隨時可多人查詢帳款明細表，依客戶別/帳號別設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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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依客戶別快速查詢未收帳款明細表，期間帳款勾稽表。 
 可做帳齡分析報表，隨時可依日期/客戶/收款人列印收款明細及統計。 
 收付款資料可依收別、日期、客戶廠商、收付價、傳票號碼快速查詢。 
（網址：https://www.winton.com.tw/merp-2/merp-tr02/884-merp-186） 
(三) MERP 管理布政使─銀行票據系統 
可由登打傳票聯結應收付票據，或由收付款聯結應收付票據功能，提供列支票套

版功能，於票據到期時可批次拋轉相關資訊產生會計傳票。 
 各銀行帳號之支票簿管理，勾稽開立狀況。 
 銀行收付作業，可依實際狀況入帳/取款/轉帳，並產生傳票分錄至總帳。 
 管理各收/付支票之來龍去脈，可依客戶/到期日/收票日查詢。 
 可指定應收/付票據兌現，可更改實際兌現日，並產生傳票至總帳資料。 
 提供庫存票/託收/貼現/撤票/退票/客票/作廢/押票管理功能。 
（網址：https://www.winton.com.tw/merp-2/merp-in02/891-merp-180） 
(四) MERP 管理布政使─發票管理系統 
提供進項、銷項、二收銀憑證輸入完成 401 申報書作業，可結合媒體申報透過網

路上傳申報相關資料。 
 進/銷項發票可逐筆登錄，計算稅額。 
 發票字軌，統一編號，自動檢查有無登錄錯誤。 
 進項重覆申報俱勾稽功能。 
 可媒體申報，發票章直接掃瞄列印。 
 可列印 401 申報書/發票明細表/進項封面/繳款書/零稅率清單。 
 具直接扣抵稅處理功能。 
（網址：https://www.winton.com.tw/merp-2/merp-tx01/1054-merp-103） 
三、 適用產業/規模/方向 
製造業、買賣業、服務業、營建業、餐飲業、記帳業、醫療業、財團法人、學校。 
四、 產品價格 
 會計總帳系統：$31,500 
 收付帳款管理系統：$21,000 
 銀行票據系統：$21,000 
 發票管理系統：$31,500 
五、 試用版 
無。 
六、 聯絡窗口 
文中客服專區 https://member.winton.com.tw/VipService/Contact/Index#index 
或致電台北總公司 02-2509-0167 分機 2610-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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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正航資訊 

一、 公司簡介 
1990 至今，正航資訊持續強化軟體技術，名列國內套裝軟體翹楚之優異成就，

服務深及個人消費者、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大型企業等領域。同時秉持產品標

準化、套裝化、服務化之軟體行銷理念，透過多樣化的產品功能與優越的服務能

力，為每種不同型態的企業，提供更精簡、更靈活、更強大的資訊能力，並且創

造企業最高經營效能。累計到 2006 年 2 月止，透過正航資訊系列軟體每天協助

超過 60,000 家企業處理繁鎖的企業資訊，無時無刻參與中小企業的資訊脈動。 
（網址：https://www.chi.com.tw/about_chi.html） 
二、 產品介紹 
(一) 正航三號─訂單管理系統 
 報價：可依客戶自訂售價政策，每項產品均提供 26 種產品描述，適合不固

定描述的報價 
 訂購：隨單提供客戶歷史交易明細、產品交易明細單據利潤分析，資訊齊備。 
 採購：可直接納入客戶訂單進行詢價後直接進行採購，亦可納入客戶訂單進

行採購需求估算、系統將依產品採購策略、廠商交易狀況自動產生採購建

議，供決策參考。 
 存量：全面整合訂單、生產、採購、存貨資訊，讓倉管人員隨時掌握最新存

貨流量狀況，做好存貨適中化管理。 
(二) 正航三號─庫存管理系統 
 完整交易：可處理銷進貨、銷進退、批開發票、資產費用、調整調撥及借還

等事項，提供多種憑證列印格式，實用性大。 
 出貨管制：針對授信額度、存量不足及銷售單價作出貨管制，銷貨毛利、帳

款可查。 
 存貨管理：適用母件零件採買、母件組合調整及分批盤點存貨需求。提供各

類庫存表、盤點清冊、呆滯分析及借貨跟催表。 
 績效分析：提供客戶、廠商、產品、業務、部門、公司多維交叉分析，涵蓋

所有交易明細、排行、各月統計、圖表、責任績效比較 
(三) 正航三號─帳款管理系統 
 收／付款管理：統合系統中所有帳款資料，提供收付款單據管理，可依實際

的需求與財務帳結合。 
 收入／費用管理：提供收入／費用的單據管理，可依實際需求與財務帳結合。 
 帳款作業：適用現銷、現購、賒銷、賒購及現金、信用卡、電匯、票據等收

付款等交易方式。 
 日常報表：各類帳款明細、統計、回收、帳齡、跟催、超限統計及分析表。 
(四) 正航三號─財務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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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家多幣別公司帳務：可處理 99 家公司多幣別財務帳，依會計科目設定核

算幣別及常用摘要。可由其他管理的單據轉入自動產生傳票、傳票覆核及歸

檔功能、浮動編碼設定。 
 銀行帳戶管理：設定開戶銀行、存提款及轉帳單、應收付票據流程作業、票

據批次託收及兌現作業並產生多幣別銀行對帳單、客戶廠商票額及票齡統計 
 各種日常報表：日記帳、現金簿、總分類及明細分類帳、試算表、收入/費

用統計分析、傳票一覽表、銀行對帳、應收付票據明細、票額超限未兌報表

等。 
 財務報表：多部門及專案損益、資產負債表、多期及單期損益表、兩期資產

負債表、營業成本表。 
 特殊功能：部門及專案預算設定、超額預警、預算實際比較表、收入費用分

攤設定、收入費用各月統計比重分析、立沖帳功能、短期資金預估功能。 
三、 適用產業/規模/方向 
個人消費者、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大型企業。 
四、 產品價格 
 正航三號─訂單管理系統（一人版）：$6,400 
 正航三號─庫存管理系統（一人版）：$27,200 
 正航三號─帳款管理系統（一人版）：$6,400 
 正航三號─財務管理系統（一人版）：$27,200 
 顧問師到府輔導費用：2500 未稅/hr 
五、 試用版 
有，但無對外公開，如會員有需要可自行聯絡負責人員簡瑞雯小姐或廖玉琪小姐，

公司會派遣專人協助。 
六、 聯絡窗口 
ERP 專案業務一部 聯絡電話：02-7720-9699 
承辦人員 1：簡瑞雯 分機 616，行動電話：0915-731-799 
承辦人員 2：廖玉琪 分機 527，行動電話：0911-5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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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奇勝資訊 

一、 公司簡介 
奇勝於民國 75 年 9 月完成第一套稅務會計軟體的開發工作，至今已超過 27 年。

會計師事務所客戶超過 400 家，近 1000 位會計師的使用見證，記帳士事務所更

是超過 3000 家，專業備受肯定。 
奇勝系統 ERP 導入成本最低，成果迅速顯示，感謝國內超過 200 家的企業採用。

擁有軟體開發 27 年以上經驗，完整的流程、人性化操作介面及彈性的設計內外

帳處理經驗豐富而獨到，系統導入最專業，絕非市面一般軟體所能成就。貼心提

供專業的跟隨服務，隨時隨地為企業解決問題。 
（網址：http://www.hserp.tw/J25/index.php/about） 
二、 產品介紹 
公司版會計總帳系統 
 可修改傳票號碼、日期及傳票種類 
 輸入能與進銷存、帳款、固定資產，雙向連結 
 快速勾稽，亦可直接從報表連結傳票修改 
 可設定應收應付帳款、票據自動沖轉 
 可檢查進銷存是否異常 
 各式帳冊、報表之套表列印或空白報表紙列印,亦可轉出檔案 
三、 適用產業/規模/方向 
中小企業。 
四、 產品價格 
$63,000。 
五、 試用版 
有，但無對外公開，如會員有需要可自行聯絡負責人員廖于瑛小姐，公司會派遣

專人協助。 
六、 聯絡窗口 
廖于瑛 02-2257-7401 分機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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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凌越資訊 

一、 公司簡介 
凌越資訊自 1993 年成立以來，始終朝著「促進軟體研發、便利客戶使用」的方

向而努力，持續進化提供 DOS→WINDOWS →WEB 介面 ERP，以企業ｅ化的專業

顧問角色， 伴隨企業共同成長，全方位提供 ERP 整合解決方案：【ERP、進銷存、

製造、會計、貿易、人資差勤、發票管理、業務管理、維修客服、BPM、EIP、

Flow、POS、網路開店/架站/行銷】，冀能以「凌駕群雄、越野縱橫」的雄心壯志，

協助輔導客戶也能在其同業中達成此一目標。 
（網址：http://www.lyserp.com/LyWebsite/lyabout/lyAbout_00.htm） 
二、 產品介紹 
(一)財務會計軟體系統 
【凌越 ERP】財務會計軟體系統，具備【會計傳票、財務報表、財務預算、專案

管理、資金預估、出納管理、固定資產管理】，亦可【即時整合企業各據點財務

會計營運】， 藉由會計軟體系統全方位管理角度，輕鬆處理日常會計傳票作業及

出納收支作業，加強財務會計工作效率，減輕人力負擔，並可提昇會計帳務的準

確性。【凌越 ERP】財務會計軟體系統，可搭配應用【IPO & 上市櫃財務報表、IFRS
合併財務報表、EAS 會計準則會計科目轉換】，以制度健全周延的會計管理，為

企業用戶提供最完善的高效能會計軟體系統模組，多角度提供中英文全方位財務

報表/年度報表/財務比較報表，成為各類型企業財務會計軟體應用首選。 
（網址： http://www.lyserp.com/LyWebsite/lyProduct/Product-ACT_01.htm） 
(二)凌越【進銷存軟體】產品介紹 
【凌越 ERP】進銷存系統軟體，全方位提供 ERP 進銷存【訂單、訂單訂金、銷貨、

請購、採購、進貨、驗貨、庫存管理】，以高效能的 ERP 進銷存軟體應用，減化

企業用戶的管理運作時間，提昇營運管理的效率，協助企業用戶輕鬆落實進銷貨

庫存管理。 
【凌越 ERP】進銷存系統軟體，完善規劃 ERP 健全應用功能，具備【多公司/多

部門/多幣別/多倉庫存管理、繁體/簡體系統操作介面管理、庫存帳面量/可用量/
調整量管理、商品單位/輔助單位/數量轉換管理、適時適量採購管理、盤點管理】，

全方位落實進銷貨/出入庫/倉庫庫存量監控機制，是企業不可或缺的進銷存管理

軟體。 
（網址：http://www.lyserp.com/LyWebsite/lyProduct/Product-STK_01.htm） 
(三)凌越【電子發票系統】產品介紹 
凌越資訊【電子發票全方位解決方案】，可輕鬆開立(列印)電子發票、接收、上傳

作廢及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發票，可接受共通性載具、電子發票捐贈、對

獎作業 ，解決營業單位繁忙的每日交易【電子發票】作業，如有任何【電子發

票】相關需求，請填寫下方的需求表，或洽詢全台凌越據點。 
（網址：http://www.lyserp.com/LyWebsite/lySolution/Solution_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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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用產業/規模/方向 
 財務會計軟體系統：適合集團/多據點/兩岸三地/中大型/中型/中小型企業‧ 
 進銷存軟體：適用集團/多據點/兩岸三地/中型/中大企業、連鎖企業、百貨

零售業、批發商、禮品文具、日用品、電子、電腦門市、衛浴、廚具、機械、

五金、儀器、電機、食品…等所有買賣流通業。 
 電子發票系統：適用集團/多據點/兩岸三地/中型/中大企業、連鎖企業、百

貨零售業、批發商、禮品文具、日用品、電子、電腦門市、衛浴、廚具、機

械、五金、儀器、電機、食品…等所有買賣流通業。 
四、 產品價格 
填寫詢價表格 http://www.lyserp.com/LyWebsite/lyConnect/lyConnect_02.htm 
或致電 02-2511-8500 台北總公司詢問。 
五、 試用版 
無，但若會員有需要可自行聯絡負責人員都先生（連絡電話：0928233062），公

司會派遣專人協助。 
六、 聯絡窗口 

http://www.lyserp.com/LyWebsite/lyConnect/lyConnect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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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鼎新電腦 

一、 公司簡介 
鼎新電腦 1982 年在台灣成立，而隨 60 至 70 年代，全球製造業板塊由歐、日遷

移至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在製造業蓬勃發展的契機裡，經 80 年代末近

10 年的耕耘，鼎新佔有台灣超過 70%的市場份額，成就台灣軟體產業領導龍頭

的地位。 
在智慧製造、工業 4.0，智能流通、零售 4.0、新零售與互聯網的大趨勢下，為所

有企業帶來了新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若要發展就需要轉型升

級。面對這樣的轉型升級大潮，鼎新也不斷都在求變，深入行業別與規模別的經

營，專注製造業和流通業，提供客戶合乎需求的整體整合解決方案，專注客戶的

應用價值，強化客戶的經營績效，協助客戶持續獲得管理效益，藉由數位轉型引

領客戶創新商業模式變革，實現數位應用價值。 
（網址：https://www.digiwin.com/tw/aboutdsc.html） 
二、 產品介紹 
(一) Smart ERP─財務管理系統 
SmartERP 財務管理系統，從應收到應付、銀行帳款、成本計算、薪資處理、折

舊計算到會計總帳，結算財務帳、現金流量控制、預算成本控制、嚴謹內稽內控、

利潤中心管理模式運作，乃至多公司別帳款處理，皆可為中小企業經營健康與否

呈現關鍵性指標，以利企業掌握正確經營成果。 
(二) Cosmos ERP─財務管理系統 
『鼎新 Cosmos ERP』配銷管理相關系統完整的解決方案，是一套以稽控導向，

完全能夠提供買賣流通業內部合理運作，並容易獲取資料的財務管理系統，是買

賣流通業面臨多變環境時最佳的解決方案。 
 利潤中心管理，可單一或合併不同事業體財務報表。 
 自動化收/付款管理，提供多幣別管理。 
 預算管理，可模擬預計之損益情況。 
 多幣別銀行資金管理解決方案。 
 媒體申報，減少紙上作業與無謂資料輸入。 
 票據管理完整資訊，便利追查，並提供銀行融資管理。 
 自動切轉傳票分錄，確保資料一致性。 
三、 適用產業/規模/方向 
流通業、買賣業、製造業、中小企業、中大型企業。 
四、 產品價格 
填寫諮詢表格 https://www.digiwin.com/tw/contact/eform.html 
或親洽服務人員 張慧萍 07-3958591 分機 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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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試用版 
無，但若會員有需要可自行聯絡負責人員張慧萍小姐，公司會派遣專人協助。另，

鼎新電腦亦備有「A1 鼎新商務雲」可供試用，有興趣的會員可到網站自行下載

即可。 
六、 聯絡窗口 
市場行銷 張慧萍（聯絡電話 07-3958591 分機 7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