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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最適合
中型企業 
的服務
且價格合理



我們已經步入隨需應變的世界，客戶也開始要求隨需應變的服務：不僅要有一對一的協

助、創新的產品和新穎的服務，所有服務還必須能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供應。

此際，您該如何站在時代的尖端，並保持優異的競爭力？

讓 IBM 全球服務事業部和 IBM 事業夥伴來協助您。與 IBM 合作，您必能提供客戶過之而

無不及的服務。想要增強生產力、提升效率，與上下游的合作夥伴合作愉快？想讓公司

運作更靈活、更有彈性，更迅速地因應市場變化及突發威脅？「IBM 隨需應變的業務」 
(On Demand Business) 能幫您達成這些目標！

隨需應變的捷徑

要轉型為隨需應變的企業，資訊科技是最佳配備。然而時至今日，許多中型企業內部卻

仍存在著諸多不利的技術條件。您的產品和解決方案或許能提供您所需要的功能，但若

要調整其規模，或進行建置及正式上線，卻必須耗用大量的技能與資源，其開銷之大，

往往令中型企業傷透腦筋。

因此，IBM 特別開發了一系列服務，提供中型企業所需的 IT 能力。這套不斷成長的服

務，不僅能為您節省不少時間與金錢，還能讓您的企業更有效率、產能更高。

更棒的是，本產品每一項服務皆各司其職，逐步協助您蛻變為隨需應變的企業。更精確

地說，不論您選擇自行管理您的 IT 環境，或決定由 IBM 和 IBM 事業夥伴來協助您，亦或

全權委託 IBM 來代管，我們的服務都能讓您企業的營運更集中、更彈性靈活、反應更快

且更加安全。不論您的選擇為何，IBM 都將提供物超所值的服務，讓您以合理的價格，

輕鬆購得符合您企業的特定需求。

探索最適合您的服務組合

至今，IBM 全球服務事業部已帶領數千家中型企業，以最穩健的步伐邁向隨需應變企業

之路，現在就加入我們的行列吧！請瀏覽下列各項服務，或請您的 IBM 業務代表或 IBM 
事業夥伴為您詳細解說。也歡迎您造訪我們的網站：

IGS 
www-8.ibm.com/services/tw/index.html

中小企業活動 
www-8.ibm.com/tw/gsmb/g/index.html



企業要想維持競爭優勢、創造獲利，除了必須時時掌握訂單、營運及現金流向外，還要替每位客戶量身訂做其所需

的服務。要達到此一境界，企業資源規劃 (ERP) 與客戶關係管理 (CRM) 勢不可少。今天，IBM 全球服務事業部和 

IBM 事業夥伴就以領先業界的 ERP 和 CRM，協助中型企業輕鬆建置並方便管理。

讓您的業務系統及價值鏈 
發揮最大效益

Improving productivity 

SAP、Oracle、PeopleSoft 套裝程式的導入

採用優質 ISV 商業應用程式，競逐商場無往不利

ERP 和 CRM 等套裝商業應用程式，誠然能為企業帶來諸多利益，但其所要求的技術和投資，卻往往超過一般中

型企業的能力。我們能協助您建置穩定的應用程式環境，建置服務水準明確的程序，讓您能更有效地預估，甚至

降低套裝應用程式導入過程的不必要成本。

• IBM 具備產業和流程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豐富的成功經驗

• 快速導入，創造 IT 價值及加速投資報酬的回饋

• 依據您的需求和預算，打造最適合的專案規模

• 確保全公司資料的整合及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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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ySAP All-in-One Industry Solutions

現買現用的 SAP 技術解決方案，讓您收立竿見影之效

IBM mySAP All-in-One Industry Solutions 功能完善，能較以往省卻高達 30% 的時間，並降低約 40% 的成本，

但所建置的 SAP 絕對沒有因而縮水。事實上，我們是參考了許多產業範本，才開發出此一高延伸性且預先配置

好的單一資料庫系統。IBM mySAP All-in-One Industry Solutions 內含預先配置的商業流程、針對個別產業設定

的流程配置、說明文件、測試情境，以及各解決方案的使用者訓練課程。如今，我們已推出二十多套適用於不

同產業的解決方案，能滿足絕大多數的企業需求。每個解決方案都經過嚴格的認證流程，以確保其全面、實惠

及可延伸的特性。

• 運用 IBM 和 SAP 的產業最佳實務及 IBM 全面的產業知識，大幅縮短建置時間

• 套裝解決方案價格固定，降低部署風險

• 根據各企業需求，決定其 IT 基礎架構的規模及配置，以利解決方案的部署；另可選購 IBM 的解決方案代管及

管理服務

• 提供功能健全的 mySAP 系統，其中包括下列模組：

– 規劃和排程

– 物料管理

– 生產發行

– 存貨管理

– 產品製造

– 銷售訂單管理

– 配銷和帳務

– 倉儲管理

– 財務會計（法規和管理）

– 品質保證和控管

• 時時延伸功能及效能，滿足企業成長之需

• 可隨時依您的需求來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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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管理服務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 Package and Custom)

控制應用程式管理經費，提升服務水準

IBM 應用程式管理服務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 Package and Custom) 提供 CMMI L5 等級的技

能，以符合您的程式管理和維護。我們的系統極為彈性靈活，無論您需要少數應用程式的初級服務，或是全套

完整的應用程式組合管理服務，我們都能為您量身訂做。此外，我們也以專業的開發程式及能力，不斷改善我

們卓越的流程和方法，來提供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 支援業界領先的 ISV 套裝應用程式（如 SAP）以及企業自訂和現有的應用程式

• 降低總擁有成本，同時提升效能和可用性

• 多元化的標準（時數和固定費率）和創新計價方法

• 提供 IBM 全球的技術和產業知識

ERP 最佳化服務

以現有的 ERP 系統來降低成本、創造價值
您是否花費鉅資購買 ERP 軟體，卻不見投資報酬或商業流程有所改進？那麼，您一定需要我們的專業協助。IBM 

ERP Optimization Services 的諮詢服務，能發掘您現有投資的獲利潛能。此一解決方案旨在協助您深入探討您現

有的 ERP，以期帶動投資報酬、降低擁有總成本、實現具體的商業利益。

• 降低營運成本（例如採購支出、間接勞工成本/人數、系統支援成本和授權成本）、流動資本及存貨量

• 提升客服品質

• 有助於加強資料品質和資訊即時性

• 調整系統和效能評量指標，使其更切合業務需求和管理目標

• 發揮套裝系統的功能，免去自訂之累

讓您的業務系統及價值鏈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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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bel CRM OnDemand

隨需應變服務讓您輕鬆做好客戶關係管理

Siebel CRM OnDemand 乃 Siebel Systems 和 IBM 通力之作，為全新的客戶關係管理解決方案。Siebel CRM 

OnDemand 在隨需應變時代裡應運而生，其配置和使用方法跟網站大同小異。此一網際網路公用程式具備極高

的可用性，公司可以由小型 CRM 專案著手，本產品可即時上線、快速部署，更能隨需求變化而不斷延伸。

• 創新的 CRM 解決方案，簡單、快速、聰明，且每人每月價格極為實惠

• 可提供市場頂尖的銷售、行銷和服務能力

• 內建精密的分析工具

• 改善客戶關係，提升客戶滿意度

• 提供簡單的管理和全面的支援

RFID（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利用 RFID 技術取得競爭優勢

RFID 乃繼條碼之後的一大創新，能真正達到智慧型供應鏈的整合。許多中型企業都以為，只有像 Wal-Mart 和

美國國防部這種大型客戶，才會用到 RFID 技術。但事實上，已有許多產業先驅開始在利用這項技術，來贏取競

爭優勢。無論您的 RFID 策略僅是為了遵規，或是希望能在商場上脫穎而出，IBM 全球服務事業部都能為您定義

符合需求的解決方案，並加以部署和管理，以滿足您的業務和產業需求。

• 降低貨運成本和存貨量，改進內部作業

• 提升客戶滿意度

• 提高生產力、減少流動資本、發揮最佳產能利用和搜尋，進而實現更高的資產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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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巨輪越轉越快，客戶也日益嚴苛，市場瞬息萬變，競爭更是無處不在。此際，惟有彈性靈活才是成功的關鍵，

您的 IT 也一樣。而 IBM 的隨需應變服務，就是要讓中型企業能買到自己目前最需要的產品，並在往後能以最簡便實

惠的方式，隨需調整規模。

讓企業保持靈活身段

主機管理服務

以中等價位享受企業級專屬代管服務

IBM Managed Hosting 解決方案能為成長中的公司，提供企業級的效能和服務，同時降低成本與風險。讓 IBM 
為您管理 Managed Hosting 服務所提供的基礎架構，您就能全心投入您的核心業務。我們有多種高彈性、高延

伸性的套裝解決方案供您選擇，小自單機伺服器，大至數十台伺服器組成的複雜環境，我們都能加速並簡化您

的部署。您還可以選購多層防火牆和負載平衡等企業級服務，如此就能在網路上，以旗鼓相當的能力和效能，

與大型對手一較長短。IBM 模組化、可延伸的設計原則，不僅能讓您隨需輕鬆地新增資源或代管服務，也讓 IBM 
或 IBM 事業夥伴得以依個別客戶需求，量身訂做適合的解決方案。

• 提供多種彈性選擇：伺服器擁有權、作業系統、伺服器配置和代管服務

• 以低價提供高級服務，協助您提升效能、保護資料

• 身經百戰的建置流程，可加速部署，縮短產品上市時間

• 有助於降低風險，抑制不斷上升的內部基礎架構管理成本

• 線上存取和現場支援，提供全天候監控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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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管理服務─虛擬伺服器服務

使用者付費
要隨時保持系統的最佳效能，企業勢必得耗費鉅資來維持一個大多數時間會閒置不用的基礎架構。IBM 虛擬伺服 

器服務能以各種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也就是以虛擬伺服器來取代或輔助實體伺服器，以滿足您的最高延伸

性需求。除了供 IBM ^® zSeries® 系統使用的 Linux® 虛擬服務產品之外，IBM 也可隨需提供虛擬的 

xSeries®、pSeries® 或 iSeries™ 系統資源。公司需求增加時，處理容量也會隨之增加。虛擬基礎架構的延伸性

極高，可以維持一貫的效能和可用性。分割技術能維持解決方案的高度安全性，您的應用程式在邏輯上會獨立

存在，在實體上也會與其他程式或 IBM 其他客戶的系統相隔離。您將全權掌控您的應用程式和商業流程，IBM 
則負責監控其所在的基礎架構。

• 價格較專屬主機低，可壓低 IT 成本

• 將功能和應用程式整合於少數伺服器上，進一步降低成本

• 提供升級服務，避免架構過時

• 確時掌握支出與現行業務需求間的關係，改進現金流量

• 協助您重新調度資金，將資源用在更有經濟價值的地方

主機管理服務─遠端資料中心服務選項

主機不出門，享盡代管益處
有了 IBM Managed Hosting - Services Anywhere，您再也不必為了獲得先進的服務，而將現有設施全數搬到

供應商廠房去。IBM 的管理服務乃透過網路傳遞，供您親自取用 IBM 專業知識及貴公司亟需的 IT 技能。您仍

能全權掌控主機環境，來支援公司重要的專屬 Web 應用程式，您的伺服器也不必搬到十萬八千里遠。此一 IBM 

Express Portfolio 解決方案極適合擁有 1 至 80 台伺服器的中型企業。

• 提供最適合您企業需求和預算的服務選項

• 有助於提升貴公司 IT 資源的成本效益和使用率

• 不論您是面臨需求日增的挑戰，還是苦於達不到可用性和效能目標，本產品都能提供必要資源，來強化您的

主機功能

• 可隨時視企業需求的變化，迅速提供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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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科技提高員工生產力，對公司影響至深。IBM 能整合您的資訊、流程和人力，強化員工的生產力和技能。

增強生產力

桌面系統管理服務 (Desktop Management Services)

使用者高滿意度的時代來臨，我們提供一致且全面的支援、管理和保護使用者環境，能保障
並提升您的投資報酬
將複雜的使用者環境託付給 IBM，您就能專心致力管理核心業務。IBM Desktop Management Services 可按使

用人數並按月計費，即可將桌上型和筆記型電腦軟硬體及服務，提供給使用者。我們的服務包括：資產管理、

技術客服中心 (User Help Desk)、病毒掃描、桌面資料備份…等，拜模組化服務之賜，您只需支付您所選取的

服務。

• 提供安全、可靠，又能迅速順應業務需求變化的使用者環境管理

• 降低使用者端的資訊總支出

• 提升使用者生產力

• 加速執行技術的佈建及軟體的更新

• 使用者可直接取得 IBM 技術客服中心的協助，大幅減少您 IT 人員的負荷

• 一價到底依使用者計價收費方式，使預算管理更為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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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Express Portfolio
設計及價格能滿足中型企業的需求

您也可以成為隨需應變企業̶不必再尋尋覓覓、猶豫不決。IBM 已經為中型企業設計、開 
發出適合的解決方案，且價格合理。您可以迅速取得、安裝並管理 IBM Express Portfolio 
的硬體、中介軟體、服務和租賃設備，不但成本效益高，且報酬回收快。IBM Express 

Portfolio 彈性靈活的 IT 基礎架構操作簡便，可迅速回應客戶要求，讓您輕鬆又迅速地保

持在領先地位。

企業培訓服務 (Enterprise Learning Integration Services)

賦予員工最先進、最具競爭力的技能，從 IT 到方案管理，從行銷業務到高階經理人培養，
IBM 的企業培訓服務為您一一實現
員工培訓，乃企業競爭力之所繫。有了 IBM 企業培訓服務，您便能輕鬆付費參加頂級的課堂訓練、技術座談和

線上學習課程。IBM 的課程本來就已物超所值，但透過 IBM 企業培訓服務，您還能享有進一步的專業諮詢。您

如果需要培養、保持或最佳化員工的 IT 技能，並培訓大量員工，此經濟實惠的方案最適合您。

• 提供上千種公開訓練課程、座談會和技術學習計畫

• 在軟硬體的佈建或整合期間，以 IT 訓練來支援關鍵任務程式和方案的推展

• 提供彈性、實惠的訓練計畫，提升員工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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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 IT 基礎架構的效能和可靠性發揮到極致，企業一定要時時提高警覺、掌握最精密的工具和最先進的專業技術知

識。但如果您的資源已不敷需求使用，您就很難顧及這些要件了。而 IBM 服務，正好可以彌補您在技能、工具和資

源上的不足。

打造最佳化的 IT 基礎架構

資料和儲存最佳化服務

確保使用者可以在需要時，即時取得資訊
當今企業需要的資訊和資料愈來愈多，堆積的資料量愈來愈龐大，專精於資料儲存和管理的人才卻愈來愈少，

致使企業難以部署極具競爭力的業務方案。IBM 擁有豐富的儲存經驗和最佳實務知識，能建立最具成本效益的

解決方案，協助您因應公司面臨的資料儲存和管理挑戰。我們擁有專業人員和智慧資本全球網路，可以隨時隨

地提供您所需要的技能和經驗。IBM 資料和儲存軟硬體產品，加上完整的資料和儲存最佳化服務組合，必能協

助您在需要時獲得資訊並做最佳利用。

• 提供 IT 生命週期所需的各項協助，包括建議您如何設計和部署一套可擴充、可靠且高效率的資料儲存基

礎架構

• 協助因應目前和未來的基礎架構需求

• 協助運用現有儲存資產，並部署新的網路儲存體技術（例如儲存虛擬化），以期進一步降低管理成本

• IBM 並提供儲存設備委外服務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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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諮詢、運作和管理服務

以業經實證且安全的工具來管理您的網路
企業的競爭力，已愈來愈依賴有線和無線網路資源。而中型企業最關切的，莫過於網路完整性、可用性、可擴

充性和技能。為此，IBM 發展了一個安全、可擴充且計價彈性的解決方案，來管理您的網路基礎架構，避免您

的系統因中斷而導致收入損失、客戶不滿。IBM 的隨需應變網路管理服務，不但具有可擴充性，且能依您的特

殊需求來自訂，讓您能隨時增添防火牆、虛擬私人網路 (VPN)、IP 電話、語音傳輸 (VoIP)、掌上型裝置選項和

資料/語音/影像整合網路等新技術。

• 透過主動監控和管理來提升網路效能和可用性

• 能回應動態的業務需求，降低總擁有成本

• 使用業經實證、且安全的工具和方法來管理網路資源

• 提供彈性的開放式解決方案，迅速獲得網路投資的潛在報酬

• 協助您瞭解各種現有技術的特性及其間的差異，以便您根據特定業務需求及量化業務目標，來挑選裝置、建

置解決方案

• 有助於加速新網路技術的建置，爭取成本和競爭優勢

基礎架構和系統管理服務

掌握未來商機，有效管理 IT 基礎架構和系統
今天，中型企業要成功，其 IT 基礎架構一定要安全可靠、可擴充，並具備高可用性。IBM 全方位的服務，可

以幫您獲致最滿意的 IT 投資效益，並改善其效能以達可用性目標，同時避免代價昂貴的失誤。我們擁有專業知

識、有效的方法和工具，足以協助您管理您的 IT 投資，改善營運績效，達成業務目標。我們甚至還能依據您的

需求和預算來打造最恰當的服務。

• 針對您的 IT 基礎架構和系統，提供最佳化管理

• 協助調整 IT 基礎架構和系統管理策略，以利您達成業務目標

• 為中型企業量身訂做可擴充的整合型解決方案，以提升基礎架構的可靠度、可用性和安全性

• 協助移轉技術給您的 IT 人員，加強系統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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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服務

設計您專屬的服務計畫，讓您的系統永續運作
伺服器、系統和應用軟體等 IT 設備，需要您的照顧與關注。您的 IT 員工也需要。無論您是在安裝或系統移轉

等短期專案上需要額外協助，或是需要每日的例行操作支援來維持正常運轉，IBM 和 IBM 事業夥伴都能隨時

協助您善用現有的伺服器環境，並從中獲得最大的效益。更棒的是，您還可以從 IBM 最受青睞的技術支援服務

中，選擇最適合您的服務方案。這些技術支援服務有多項都已預先配置好，購置方便，定價合理，最適合中型

企業。

• 精確地提供貴公司 IT 人員所需的支援等級，以保持系統順利運轉；我們的作業服務價格實惠，選擇眾多，彈

性極大；我們有 IBM 和非 IBM 軟硬體，有電話及線上支援，還有使用者型及平台型購買計畫，任君挑選

• 新硬體和軟體啟用時，可以由我們的人員協助您設計、安裝和設定新伺服器硬體和軟體

• 協助辨識並防止資料移轉可能產生的問題，避免當機和資訊遺失造成重大損失

• 利用 IBM 可靠的流程以及經驗豐富的 IT 專家和移置廠商團隊，輕鬆遷移 IT 環境

• 以不斷電系統 (UPS) 和 Surge-protection 解決方案，保護您的系統免受停電損害

維護服務

不同廠牌的硬體維護，您只需記得一個名字：IBM
硬體維護是系統能否正常運轉的關鍵。IBM 提供了完善的硬體維護和保固服務，期能在保固期間和保固期屆滿

後，妥善保護您的多供應商環境。您可以將尚在保固期間的機器升級，也可以在期滿時延長機器的保固期限。

我們隨時都有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完整的零件網路和彈性的服務選項，來滿足您不同的業務需求，協助您的業

務成長。

• 各種硬體保固和服務水準/範圍維護選項，包含零件維護和人力資源，有全年無休的當日服務、一週五天的當

日服務、次營業日服務及送修服務

• 產品涵蓋來自 IBM 及其他逾 25 家先進製造商，包括 Cisco、Dell、Sun、Bull Systems、NCR 和 EMC
• 以單一合約及單一聯絡點，簡化您多供應商環境的維護合約管理工作

為您打造最佳化的 IT 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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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乃 IT 流程的核心議題之一，與 IT 環境的永續運轉同樣重要。這個道理企業皆知，但不知從何下手。對抗攻擊、

安全入侵或系統故障的技術固然日新月異，威脅的演進卻更是突飛猛進。不知如何是好嗎？找 IBM 就對了。

強化 IT 安全性和可靠度

IBM 資訊安全服務

保護您的系統和資料

IT 安全性已成為一項複雜而昂貴的挑戰。而網際網路的連結，又使這個議題較幾年前更為棘手。除此之外，商

業和電腦環境的快速變遷，更增添了許多難以預防的新風險。公司除了得努力跟上技術演進的腳步外，新的安

全威脅、網路的動態結構和快速成長、保持員工競爭能力等，都是嚴峻的考驗。IBM 提供中型企業內容豐富、

彈性靈活的安全服務選項組合，協助您建構一個安全且符合您業務需求的 IT 環境。

企業資安現況健診與架構規劃服務：IBM 期許企業能以有系統地了解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及潛在危機。針對資安

風險評估與差異分析、了解業務目標及需求、企業整體資安架構規劃與設計三方面，整合從業務面及技術面之

需求，作一全盤的設計，作為未來企業之實行方針。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導入：建立企業資安管理制度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應用在資安風

險評估與差異分析、資安政策與管理辦法制訂、BS7799 資安管理系統建置、BS7799 / CNS 17800 輔佐認證服

務，以具備世界級之制度化與標準化之資安管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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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身份與權限管理系統建置服務：目的在於整合並集中統一管理各系統上之身份帳號之管理與權限管理，而

控管原則規劃、企業內帳號資源管理整合、集中控管並強化 UNIX 安全及稽核、單一登入機制設計等服務，其

集中式之管理，能讓管理者掌控所有帳號分佈情形，並掌握帳號資源的管理流程與成效，提高自動化程度。

資訊安全基礎建設整體規劃與建置服務：IBM 為強化及佈署基礎安全建設，而有弱點評估 / 滲透測試、系統安

全強化設定 (Hardening)、入侵偵測 / 防禦系統 IDS/IPS 規劃、內容安全 (Content Security)、防毒及垃圾郵件 
(Virus/SPAM)、電腦資安管理 (Security Policy Enforcement) 等服務，在面對已知的資安威脅時，能有效地預防與

管理。

安全監控中心代管服務：IBM 的資安監控中心設計規劃、基礎監控機制建置、委外監控服務、郵件安全代管、

系統弱點管理服務、資安諮詢等服務，期許企業能集中、即時並有系統地掌控資訊安全。

持續營運及災難備援服務：目的在於期使企業能有災難應變計劃並保持業務持續營運，其中涵括業務衝擊分析 
(BIA)、資訊系統災害備援策略研討、資訊系統復原計劃、資訊復原程序與步驟的設計、IBM 管理的業務持續計

劃等服務，以完整又經濟的方式，管理並維護電子商業的資訊備援功能。

強化 IT 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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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郵件攔截服務

病毒郵件攔截服務將可成為電子郵件進入貴公司資訊系統前的第一道防線
其設計的目的是：透過一套全面性的服務，在電子郵件到達您的網路之前，先行掃描及監視您的電子郵件，

協助您降低網際網路電子郵件通訊中既有的風險。

• 我們提供三項服務，可攔截及處理以下狀況郵件

– 含有病毒

– 垃圾信件

– 色情圖片

利用 IBM 病毒郵件攔截服務，您可以：

• 擁有乾淨的電子郵件信箱，沒有病毒、垃圾信件

• 在病毒入侵時能夠提供即時保護，而不會有任何安全上的漏洞

• 使網路遠離電子郵件的威脅，節省頻寬和儲存設備

• 由 IBM 負責處理基礎架構和更新項目，來控制服務配置

• 享受總擁有成本低、以及可根據使用狀況預估成本所帶來的好處

• 省下硬體、軟體或更新項目的成本

• 獲得全球 24 小時全年無休威脅監視及回應的服務和支援

• 利用人工智慧和自我學習引擎的持續更新，以防禦動態產生且持續發展的威脅

• 擁有可信賴的 IBM 服務中心和事故管理回應小組

異地資料零落差

IBM 推出異地資料零落差服務，針對資料同步解決方案適用機器，幫助您解決電子資料不易回補之問題，並大

幅縮短因災變而產生的業務中斷時間。

磁帶加密即時分儲

幫助您的機密資料傳送過程萬無一失，IBM 提供主中心資料經 HW 加密器，以專線傳遞到 IBM e-Center，專

用之 Key 才能解碼回存。其中，專線減少人為介入，加密確保資料不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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