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NTRIC PLMTM 關鍵優勢確保  
P.E NATION 一手掌握飛速成長 

運動服飾品牌憑藉單一資料源更快達成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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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觀點而言，PLM 與我們
的 ERP 系統及部分自動化流程
同步連結，替我們節省了大量的
資料輸入時間。這意味著團隊可
以重新投入在產品本身，這也是 

P.E NATION 的最終目標。

“

“ 

挑戰

 + 產能逐漸不足，難以管理持續遞增的 SKU 
與不斷擴張的產品範圍

 + 在辦公室以外地點存取檔案或工作，效率
都很低落

 + 團隊必須處理多筆試算表，縮限了投入產
品本身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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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雖小，成長卻迅速，SKU 數量也
驟增 — 我們開始在不同類別裡增列
產品並拓展版圖，經營的各種痛點也
逐漸浮現。」

儘 管 公 司 無 懼 疫 情，造 就 了 卓 越 的 成 長 幅 度，P. E 
Nation 營運主管 Mark Rogers 仍舊對於同時處理不同
資料來源而疲於奔命的過往狀況，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然而，不過是歷經了幾個月的洗禮，這些挫敗感就已經
因為 Centric PLM™ 的出現而消失無影蹤。團隊現在開
始運用單一資料源，統一管理所有產品相關資料，包括
技術規格，從而實現立即行動，提升整體經營效率。

運動與街頭服飾的碰撞
P.E Nation 總部位於澳洲雪梨，係由健身與時尚企業
家 Pip Edwards 與 Claire Tregoning 共同創立，針對
時尚運動休閒與運動服飾市場提供了多樣的的嶄新產
品類別。

近年來的 P.E Nation 則在國內外市場迅速成長，持續維
持全球領先地位，公司服飾種類持續擴張，並曾數度與 
Speedo 或 H&M 等全球知名品牌合作，締造各種佳績。
然而，為了跟上快速的成長步調，他們開始意識到，今後
必須迅速行動，簡化工作方式，最佳化整體流程的效率
與靈活性。

PLM — 勢在必行的下一步 
Mark 解釋道：「沒有單一資料源，就無法第一時間知道
該在哪裡取得所需資訊，構成莫大的妨礙。此外偶爾也
會出現款式編號輸入錯誤，或尚未更新某些資訊等狀
況。事業規模越大，試算表的載入速度就越慢，徒增作
業期間的困擾。為了隨需擴張營運，我們需要把所有資
訊集中在同一個地方，因此 PLM 是我們必然要採取的
下一步。」 

於是乎 P.E Nation 選擇了 Centric Software 的 產品
生命週期管理 (PLM) 解決方案。Centric Software 提
供最創新的企業級解決方案，能協助這些公司規劃、設
計、開發、採購與銷售產品，達成策略與營運上的數位
轉型目標。



成果

 + 單一資料源。避免出現資料錯誤或資
訊遺失

 + 團隊的工作速度更迅速，也有充裕時
間投入產品本身

 + 供應商入口網站促成更快、更一致的
資訊交流

 + PLM/ERP 整合，減少生產過程中輸
入資料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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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服務
Mark 表示：「我們檢視了許多不同的 PLM 解決方案，
最終還是選擇了 Centric，因為這個選項對我們來說最
為合理務實。P.E Nation 團隊的工作方式係以創意火花
見長，因此 Adobe Illustrator 和 Centric PLM™ 的連結
互通，確保了設計團隊能在 Illustrator 當中直接建立款
式，並傳送至 PLM 搜集意見回饋。Mark 解釋：「如此一
來，所有資訊就能集中在同一處，包含技術規格、產品規
格和成本估算等等，讓事情變得更容易。

易於使用的介面、整體可用性，還可以從系統自動產生
報告，簡直整合了所有的需求。」

即刻見效 
Mark 說：「我原本並不預期這麼快就能看到效率上升。
團隊同仁給我的回應也非常正面，有些人甚至在期限前
提前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們親眼見證了新系統有多簡
單好用，也發現完成工作的速度空前迅速便捷。」

「Centric 最美好的強項，在於它的雲端基礎，即使承辦
人不在辦公室現場，也能照常使用系統。先前的疫情就
是典型的證據，就算是一口氣封城五天，我們該做的工
作也不會停擺，我們絕不因此停止前進。」

效率與準確度 
「未 來 的 幾 個 月 內，我 認 為 我 們 的 效 率 還 能 更 顯 著

提升，不只是款式的設計加速，核准作業也會更有效
率。Centric PLM™ 直接連線銷售工具，因此任一款式
的產品一旦經過銷售人員核准，就會直接進入他們的系
統，這項功能方便極了，令人驚艷。未來將可預先避免大
量的錯誤，或資訊漏誤所造成的麻煩與負擔。」

P.E Nation 將其供應商與 Centric PLM™ 整合，造就最
大的協作效率，節省時間、確保準確度。

「比起原本一封一封寄送電子郵件，今後可以直接從系
統取得資訊。複雜過頭而必須等上半小時才能更新的龐
大估算成本試算表，再也不會因為曠日廢時的檔案讀
取，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關於 P.E Nation (www.pe-nation.com)

P.E NATION 係由 Pip Edwards 與 Claire Tregoning 於澳洲雪梨所創立。

自 2016 年 3 月誕生以來，品牌從起初的街頭運動風產品，擴展至機能型運動服飾、90 年代懷舊街頭風
服飾、功能型滑雪裝備、配件、時尚丹寧服飾等，大幅開拓了品牌麾下的產品陣容。P.E NATION 持續以閃
電般的速度向前邁進，在 2019 年繼續擴大產品類別、推出獨家精粹系列，合作對象涵蓋了諸多的全球
提案以及意氣相投的品牌。

因應全球各地轉型邁向步調快速的新生活，P.E NATION 呼應了多面向運動服裝的普遍需求，就此應運
而生。女性將運動服飾作為日常穿著的生活潮流，顯現了市場與消費者需求的實際差距，突顯了時尚運
動服的市場潛力：以設計為導向，且符合全球流行趨勢的運動服裝，綻放精選的季度色彩，以及周到的身
形選擇，以時尚的方式設計和製作，同時兼顧專業運動服飾的關鍵機能與技術特性。將這一點同時結合
獨特且經典的美學概念，即具有高識別度且不容錯認的特點，加上品牌的明確願景和精神，就得以在這
樣的新穎基礎之上，建立並打造最能吸引消費民眾，同時靈活經營的運動服品牌，在全球運動休閒市場
投下了震撼彈，以獨特姿態活躍於國際舞台。

P.E NATION 以高品質的設計與的產出為其理念，提供時尚前衛、舒適時髦的單品，確保顧客每次走出工
作室都能將自信風格與品味宣言穿上街。品牌所追求的團結精神與社群力量，鼓勵更多女性積極探索自
身的熱忱和才華，並以設計成果讚頌著積極、活躍、大無畏的生活方式。P.E NATION.最能適應都會步調
快速生活的機能街頭服飾，無時刻展現卓越性能。

關於 CENTRIC SOFTWARE (www.centricsoftware.com)

Centric Software 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矽谷，專為時尚業、零售業、鞋業、奢華精品、戶外休閒業和包
含化妝品、保養品和餐飲在內的消費性商品產業等眾多知名品牌提供數位轉型平台。Centric 的旗艦產
品 Centric 8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 平台提供企業級的商品規劃、產品開發、採購、品質與當季新品
管理功能，能滿足變動快速的消費產業需求。Centric SMB 能為新興品牌提供創新的 PLM 技術與關鍵
的產業知識。Centric Visual Innovation Platform (VIP) 提供最新完全視覺化且數位化的協作與決策體
驗，其中包含可轉型內部採購作業並將零售價值提升到最高的 Centric Buying Board，以及可激發創意
和改良產品概念的 Centric Concept Board。所有 Centric 創新技術皆能縮短上市時程、帶動產品創新，
同時降低成本。

Centric Software 的主要控股公司為 Dassault Systèmes (巴黎 Euronext 代碼：#13065，DSY.PA)，該集
團在 3D 設計軟體、3D Digital Mock Up 與 PLM 解決方案領域之專業與實績均已領先全球。

Centric Software 多次贏得產業獎項與肯定，包括在 2013、2015 和 2016 年榮獲 Red Herring 選入全球
百強企業。此外，Centric 也曾在 2012、2016、2018 和 2021 年榮膺 Frost & Sullivan 頒發的卓越企業獎。

www.centric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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