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menos Multifonds
投資會計

透過單個全球平台轉換您的投資和基金會計活動， 
該平台獨特地結合可解釋人工智慧  
(Explainable-AI, XAI) 和高度自動化的成熟工作流程， 
以提高可擴展性和效率，同時降低營運風險。

Multifonds 為世界領先的基金管理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和保險公司提供支援， 
提供功能性、可擴展性和靈活性， 
以滿足投資者和資產管理產業目前和未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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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全球 15 大基金管理公司中的 9 間公司

保障 10 萬億美元資產

涵蓋超過 30,000 個基金

覆蓋逾 30 個國家/地區

積累 25 年的優良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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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領先機構都將為其全球客戶群管理、服務和評估資產的重任託
付給 Multifonds。Multifonds 在單一平台上支援傳統基金和另類基金，並為
跨多個司法管轄區的所有集合工具和基金結構結合關鍵資產服務、頭寸保
持、估值和會計功能。

其整合的總帳和投資分類帳以動態、靈活、即時的投資記錄簿 (Investment 
Book of Record, IBOR) 的形式為中間辦公室功能提供支援，並提供強大、高
度可擴展的基金會計引擎，以促進基金和投資組合估值和資產淨值計算。

高度成熟的工作流程、生產控制和採用 XAI 的例外管理功能從根本上改善
基金營運的效率，提升關鍵指標和比率，提供增強的客戶服務，並讓組織
能夠快速回應市場變化和需求。

Temenos Multifonds 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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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優勢

透過增強自動化提高營運效率

將分散的系統合併到單個高度可擴展的平台上

解鎖營運資料，為客戶提供深入解析

利用基於雲端的可解釋人工智慧 (XAI) 進行例外管理

透過多資產、多司法管轄區支援來推動客戶創新

分享市場領先的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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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工作流程和例外驅動處理
工作流程和基於例外的功能可以從根本上提高

基金運作的效率，讓使用者在滿足緊迫的資產

淨值和發行期限的同時提高自身的效率和服務

品質。

可解釋人工智慧 (XAI)
進一步提高手動例外審查的自動化程度，如自

動識別誤報，提供完全透明且通俗易懂的人工

解釋，告知為什麼做出某個 XAI 決策以及為什

麼會發生例外。 讓寶貴的資源能夠更好地專注

於真正的例外情況和保證及時交付，並為應對

「黑天鵝效應」做好萬全準備。

完全整合的 IBOR 和 ABOR
靈活、即時的投資會計引擎具有整合的投資記

錄簿 (IBOR) 和會計記錄簿 (Accounting Book of 

Record, ABOR) 視圖，可每天向中間辦公室和後

台提供支援和服務，包括多個和/或臨時估值和

資產淨值。

存取資料
借助可直接或透過 REST API 存取的即時資料市

集和靈活的商業智慧報告工具，客戶和其他利

益相關者可以檢視營運資料以提升他們的數位

體驗。

廣泛的資產覆蓋和多司法管轄區
透過合併分散的傳統系統來支援客戶推出新產

品和進入新市場，在單個全球平台上提供多資

產、多司法轄區的支援，涵蓋廣泛的基金結構

和基金需求。

與客戶一起成長
Multifonds 能夠隨著您的業務增長而擴展，在需

要時以您偏好的方式處理增加的處理量並縮短

處理時間。

智慧報告
輕鬆存取多種格式的可自訂報告，以加快調查

差異的工作，並快速回應不斷變化的監管要求

和客戶請求。



About Temenos
Temenos AG (SIX: TEMN) is the world’s leader in banking software. Over 3,000 banks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41 of the top 50 banks, rely on Temenos 
to process both the daily transactions and client interactions of more than 500 million banking customers. Temenos offers cloud-native, cloud-agnostic and 
AI-driven front office, core banking, payments and fund administration software enabling banks to deliver frictionless, omnichannel customer experiences and 
gain operational excellence. 

Temenos software is proven to enable its top-performing clients to achieve cost-income ratios of 26.8% half the industry average and returns on equity of 
29%, three times the industry average. These clients also invest 51% of their IT budget on growth and innovation versus maintenance, which is double the 
industry average, proving the banks’ IT investment is adding tangible value to their busines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temen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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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聯繫
如需詳細瞭解 Multifonds，請聯繫我們。 
temen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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