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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服務 

Rimini Street 專屬的稅務、法律與法規實務，可協助各種規模
的組織保持更新其應用程式的最新狀態並確保其合規。Rimini 
Street確保會立即識別、驗證、明確適用範圍、編碼、測試、
並在自訂封裝最新的更新後交付予您。 

為了做到這點，Rimini Street與全球的地方、州、省和國家 
政府機關，以及所有主要的稅務與法規服務單位合作。 
本公司獨特的方法，為您的組織帶來了高品質的交付項目， 
以及業界中最快速的「立法到施行（legislature-to-liveSM）」	
更新交付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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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0+
經驗豐富

這是從 2005 年開始 Rimini Street
已交付的關鍵任務稅務、法律與法
規更新數量。Rimini Street 團隊是
業界中最有經驗的團隊。

Rimini Street 使命必達

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的開發與提供是
Rimini Street獲獎的企業軟體支援方案的
標準內容。Rimini Street稅務、法律與法規
更新服務的主要功能包括：

	― 經驗豐富的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團隊。 
Rimini Street有歷史悠久且以往的記錄
證明能將正確的關鍵任務更新，提供給
全球各地的企業軟體客戶。

	― 個性化的更新套件。所有的 Rimini Street
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都是針對您的特
定部署而量身打造。透過這個著重於品
質與個性化的服務，您將只會接收到適
用於您獨特系統環境的更新。

	― 即時交付。因為有「薪資」這樣複雜的模	
組，所以企業組織通常難以在很短的時
間範圍內，跟上不斷變更的腳步。Rimini 
Street 不僅為客戶交付高品質的更新，  
平均來說，更能比軟體廠商早好幾天交
付更新。

為組織貢獻價值

Rimini Street為您的年度支援費用提供更
高的價值，更能提供遠超過軟體廠商支援
方案的顯著優勢。透過 Rimini Street，您
可以：

	― 符合法規以因應不斷變更的稅務、法律
與法規需求。

	― 信賴經過實證的稅務、法律與法規報告
的正確性、完整性與時效性，并得力于
擁有 Rimini Street 高階服務、世界級稅
務研究組織和通過 ISO 9001:2015認證
的針對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的開
發和交付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 節省費用。與 ERP 廠商的支援相比，可
節省百分之 50的年度支援費用。

	― 發揮目前在穩定的 ERP 版本上所做的巨
額投資的最大效益，因為 Rimini Street
提供持續十五年以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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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廣度與深度	
薪資、人力資源、福利、退休金、應付帳款、資產管理和其他
應用系統，均需要高品質且即時的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以
符合地方、州、省和國家轄區的法規。Rimini	Street 已建立了
研究、開發與客戶服務組織，專供因應這些需求的解決方案。

Rimini	Street 為各種規模的公司提供量身訂做的稅務、法律
與法規更新，從中小型企業到員工多達 100,000人的全球企業
都包括在內。

本公司是您在全球最新稅務、法律和 
法規諮詢上，唯一值得信賴的權威

Rimini	Street 已定義和建立完整與嚴謹
的流程，專供企業軟體客戶尋源及交付稅
務、法律與法規的更新。

本公司長年累積的專業知識，以及龐大並
不斷演進的稅務、法律與法規變更的專有
資料庫典藏，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Rimini Street 交付的稅務、法律與法規 
更新類別 

人力資源變更

– 人力資本和報告
– 時間和人力
– 社會保障
– 醫療保險
– 薪資
– 福利
– 退休金管理
– 扣繳率
– 年終報告
–  退伍軍人就業和培訓服務 (VETS) 和 
公平就業機會 (EEO) 報告

– 病患保護與平價照顧法案 (PPACA) 支援
– 其他

交易稅務變更

– 銷售與使用稅
– 貨物與服務稅
– 地方營業稅
– 增值稅
– 關稅
– 租稅
– 其他

財務法規變更

– 1099
– 資產管理
– 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 (FASB) 報告
–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 報告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
–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GAAP)
– 行政報告
– 財務與資金管理
– 氣候變遷稅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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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ini Street 支援的語言

阿拉伯文、中文（國語）、英文、法文、	
德文、希伯來文、北印度語、義大利文、
日文、挪威文、葡萄牙語、俄文、西班牙文、	
瑞典文、坦米爾文、越南文

200
全球範疇 

Rimini Street提供將近 200個國
家/地區的全球稅務、法律與法
規的更新能力。

全球範疇	
全球各地針對所得稅、交易稅以及財務會計、報告與合規性的
法規、標準與法令，每一天都不斷地在變動。Rimini	Street可
協助您做好準備並回應各種狀況	——	包含週期性更新、特定
法規與政策變更，以及像是新的 IFRS會計標準等重大轉變。	

Rimini Street 支援的系統

–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racle)
– JD Edwards World (Oracle)
– PeopleSoft (Oracle)
– Oracle E-Business Suite
– SAP

提供這些應用程式適用的更新

– 應付帳款
– 資產管理
– 福利
– 補助金
– 人力資源
– 薪資*

–	退休金

* 特定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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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和方法 
Rimini Street 交付給您的各個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已經進
行過完整的識別、驗證、明確適用範圍、編碼與品質測試程序。
Rimini Street的方法（請參閱首頁）運用了最先進的技術	—— 
例如所有稅務、法律與法規來源變更的專利資料庫典藏	——
專門設計以確保效率、存取性與真實性。

稅務、法律與法規研究

Rimini Street隨時掌握全球成千上萬的稅
務、法律與法規轄區的動態。為了確保能
識別所有的全球變更以進行檢閱與分析，
Rimini Street 比較及驗證來自數百個值
得信任的來源資料。 

沒有單一的稅務、法律與法規資料來源
能提供確保完整適用範圍與正確性所需
的資訊，比較多個來源是絕對必要的。因
此，為了確保其研究與交付項目的正確性，
Rimini Street 利用了獨特的三重檢查方
法，其中包含直接的政府驗證、使用主要
的法規研究報告服務，以及包含重要的全
球會計與法律事務所的第三方來源。 

會計與法律合作夥伴

Rimini Street與國內外專家合作，再三檢
查其稅務、法律與法規範圍的真實性與分
析案件。 

我們的專家陣容包括：
– 兩間最具名望的會計事務所
– 兩間全球性頂尖法律事務所
– 國際財務主管協會
– 英國薪資專業人員特許協會

此外，Rimini Street也是美國稅務律師
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ection 
on Taxation）、美國薪資協會（American 
Payroll Association）、 澳 洲 薪 資 協 會	
（Australian Payroll Association）、加拿大	
薪資協會（Canadian Payroll Association）、
租稅委員會政策機構（Tax Council Policy  
Institute）、租稅執行機構（Tax Executives  
Institute）與薪資專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ayroll Specialists）的成員。

ISO 9001:2015 認證

Rimini Street通過 ISO 9001:2015認證，是
企業軟體支持服務的全球供應商，服務內
容包括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的開發
與交付。ISO認證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助於
確保已交付更新的品質和一致性。

ISO 認證是公司對開發和執行最優質流程
承諾的一部分，可確保客戶穩定一致地獲
得反應機敏快速的高品質服務。 

9001:2015
對品質流程的信任

Rimini Street 研究與交付全球稅務與
法規更新的精確流程符合 ISO EN ISO 
9001:2015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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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ini Street持續地研究與分析數
千個不斷變更的稅務、法律與法規
需求 —— 然後根據這些需求建立、
封裝並交付更新。 

這是高度專業的作業，由專門的	
資源團隊利用已實證有效的方法來
執行。

1. 收集與驗證 

Rimini Street 全心投入的國家研究員
(CRS)特別著重在識別與驗證全球的稅務、
法律與法規變更。CRS使用三級尋源與驗
證程序：

― 原始來源。實施法律或法規的原始政府
或法規實體。

― 第二級來源。第三方資訊來源，例如資
源服務與法規警示服務與網站。

― 第三級來源。頂級全球性稅務、會計與
法律事務所的國內專家。

每一個法定、已驗證的變更都會註記在一
份「變更附註」內，並轉送至「功能分析與
適用範圍確認」。

2. 功能分析與適用範圍確認

Rimini Street 會審視各個法規與法定變更
的範圍，以判斷客戶所使用的各種應用程
式（例如，薪資、資產、退休金與收益）需
要進行何種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這需
要完整地了解稅務與法規變更如何影響所
有的計算、追蹤與報告需求。 

如果經過 Rimini Street 的企業分析師判
斷，某項變更需要我們支援的廠商 /應用
程式 /版本組合進行軟體更新，我們便會
將詳細規格核發給開發部門。

3. 開發與測試

― 每一個 Rimini Street 開發專案從頭到
尾都是使用其專案管理工具與方法。方
法是由 Rimini Street 工程師專門設計來
管理高度複雜的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
開發流程，其中包含數千個相互關聯的
程式碼物件。

― 我們的應用程式碼開發計劃有賴於對複
雜程式碼變更的深度了解與知識，而這
是成功整合稅務、法律與法規變更的必
要條件。

― 開發包含嚴格的測試與品質保證程序。

4. 交付與交付後支援

― 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可能包括稅率表、
其他資料、及 /或其他應用程式碼的變
更。更新也會包含任何支援新稅務、法
律與法規處理程式碼變更所需的必要基
礎程式碼應用程式修正。

― Rimini Street 會提供變更物件的詳細的
安裝指示、版本資訊與物件指引，以協
助加快您的測試與移轉至正式作業環境
的速度。

― Rimini Street 交付的各個更新都是針對
各客戶的特定實作與環境量身訂做的。 
您只會獲得您所需的更新。

― 支援並不會在交付您的更新後停止。
Rimini	Street 提供 24	 小時全天無休、
保證在 15 分鐘內對關鍵緊迫性問題做
出回應，以及為每位客戶指派一位資深
的首席支援工程師，以在您實作稅務、
法律與法規更新而遭遇任何問題時，適
時提供協助。

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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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中最具經驗的團隊	
Rimini Street 集結了全球頂尖的資深稅務專家、法律規範	
合規性專家、客戶支援專家、ERP工程師與客服人員，能成為
您最堅實的後盾。

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

Rimini Street 的管理團隊經驗豐富，堪
稱企業軟體支援方面最富實戰能力的團
隊。公司管理團隊的成員們都曾在 Oracle、
SAP、PeopleSoft、JD Edwards 與 Siebel
等擔任過資深行政職務並職責廣泛，從全
球客戶支援政策與交付、新產品的開發、
到實作與升級等都包括在內。

Rimini Street 管理團隊的成員們平均都
有提供企業軟體產品支援超過十年以上
的經驗，且其中許多人都是獨立支援服務
的革命先鋒。

世界級稅務專家

Rimini Street的領導階層包含極富經驗的
稅務專家、執業會計師 (CPA)、執業薪資
專業人員 (CPP)、律師與專員，他們擁有
國際稅務、法律與法規的專業知識，以及
在全世界最受尊崇與最具聲望的財務服務
與諮詢機構的資深服務經驗。 

在公司內部注入這樣深入的知識與經驗，
不但是 Rimini Street 支援服務的一大創
新，也會成為您的優勢。

研究專家、ERP 工程師與客服人員

所有支援客戶的 Rimini Street人員都有
豐富的經驗與知識，具有即時與正確地
交付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的過往記錄。	
許多 Rimini Street的員工先前都曾任職
於軟體廠商的稅務、法律與法規支援團隊。	
公司已根據產品線組織研究、開發與 
QA 團隊，特別著重 於 PeopleSoft、JD 
Edwards、Oracle E-Business Suite 和
SAP 環境。Rimini Street 工程師們都是
頂級的專家，在其技術領域中極富經驗與	
創造力。

百分之	50%
節省成本

與您的 ERP廠商支援相比，節省了	
百分之 50 的年度支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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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成功實例 

Rimini Street 客戶將其全球稅務、
法律與法規專業知識視為世界級
企業軟體支援中不可或缺的元件。 

Color Spot Nurseries  
首席資訊官 
私營企業

「	Rimini Street 的 SAP 稅 務 引
擎針對 SAP薪資計算提供了高
於 BSI的優秀解決方案。由於
Rimini Street提供了僅用於適
合我們系統的客製化稅務、法
律與法規更新，我們得以縮減
了內部支援的規模。」

Greg Clore 
資訊技術副總裁， 
Dave & Buster’s  
總收入 6.9 億美元

「	Rimini Street 透過卓越的文
件與快速回應的支援，不斷地
交付時程超前且品質優異的美
國與加拿大稅務和法規更新。
Rimini Street 團隊在建立和
支援稅務與法規更新方面擁有
廣泛的經驗，而我們必須仰賴
Rimini Street支援本公司的關
鍵任務 PeopleSoft 應用程式。
我們對於從 Rimini Street一
方支援方案所獲得的整體回應
能力和高品質支援感到非常滿
意。」

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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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億
心安

每個月，企業藉由 Rimini Street 
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服務，成功
完成的交易美元價值。

Rimini Street優勢 

Rimini	Street	是一家為全球企業、包括財富	500	強、全球	100	
強企業、中型市場企業與公共部門組織提供優質的企業獨立
軟體支援服務商。

您享有的優勢包括： 

節省成本。與您的 ERP廠商支援相比，節
省了百分之 50的年度支援費用。

最高投資報酬率。在您目前穩定的 ERP版
本所做的實質投資上取得最高投資報酬率。

超快速回應服務。Rimini	Street	為每位客
戶指派區域性的「首席支援工程師」，並提
供 24 小時全天候、保證在 15 分鐘內回應
的超快速支援服務。

新一代支援方案。廠商支援 Rimini Street
支援服務包括非一般標準廠商支援方案中
交付的標準服務 一 例如自訂、互通性與效
能調校的支援。

個性化服務模式。Rimini Street提供個性
化服務，而非「通用」方法。例如，利用我
們的自訂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您只會
接收到您特定實作所需的更新。

全球覆蓋與範疇。Rimini Street為全球的
運營提供了支援，並提供將近 200個國家/
地區的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的更新能力。

符合法規。以因應不斷變更的稅務、法律
需求您可以信賴經過驗證的稅務、法律與
法規更新的正確性、完整性與時效性。

豐富的執行管理經驗。在企業軟體支援方
案及全球稅務與合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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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Rimini Street, Inc.

Rimini	Street	是企業軟體產品及服務全球供應商，也
是	Oracle	和	SAP	產品的頂尖獨立支援供應商。自	2005	年起，
本公司憑藉著創新、出色的計劃重新詮釋了企業支援服務的定
義，也讓	IBM、Microsoft、Oracle、SAP	及其他企業軟體廠商的
被授權人省下高達	90%	的總支援成本。客戶可以繼續使用目
前所用的軟體版本，期限至少	15	年，無需進行任何不必要的升
級。財星五百大	(Fortune	500)	企業、中型市場和公家機關及各
行各業的其他企業都選擇	Rimini	Street	做為他們所信賴的獨
立支援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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