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mini Street 獨立
第三方企業軟體產
品支援服務

支援服務方案的特色

Rimini Street 獨立第三方企業軟體支援服務不同於軟體原廠為您提供的
支援。本支援服務更為優質、全方位、客製化而且回應速度更快。相較於
原廠支援，您目前的軟體版本能享有更長久的全面支援，因此可以根據
自身需求決定何時升級。

以這些差異為基礎，Rimini Street 建立了全新的軟體支援服務類別。我們
目睹許多公司獲得的服務遠遠不及所付出的成本。他們被迫升級軟體，
卻無法獲取同等的商業價值，只為了跟上原廠的支援時間表。

我們的做法完全不同。我們支援模式的設計理念是：運作這些功能強
大、成熟且穩定的軟體應用程式，已證實能持續帶來價值；穩定的軟體
應用程式以及這些程式的客製化至關重要，是讓您以想要的方式經營業
務不可或缺的環節。因此，我們能同時為原廠的基礎應用程式、資料庫
以及您的客製化項目提供支援服務。

但我們不以此自滿。我們匯集擁有 10 年以上實務經驗的專業工程師，組
成全球性團隊，並能在數分鐘之內提供支援，全然顛覆您所熟悉的客戶
支援服務體驗。有鑑於這份熱情，我們開發全面性的支援功能及服務組
合，用以支援您的業務系統並使其順利運作，讓您的員工更能專注於創
新。無論是安全性、您技術堆疊之間的互用性、整合、修正錯誤、性能、
升級、稅務、法律與法規遵循以及其他各方面問題，我們都能為您妥善
處理。

	� 您的 Rimini Street 團隊

	� 回應迅速的支援與溝通

	� 您的支援涵蓋範圍

	� 內含服務

	� 持續改善

	� 活化資金與資源以尋求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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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主要支援工程師 (PSE)

Rimini Street 強調全方位服務而非自助服務。
您將獲派一位指定的當地主要支援工程師 
(PSE)，也是您持續支援服務的主要聯絡窗
口。PSE 平均擁有 15 年以上的經驗，並有功
能及技術專家團隊為支援後盾，可以為您解
決企業軟體遭遇的任何問題。

	� 直接獲得專業的技術支援。
	� 與深知您環境與營運需求的當地支援工
程師合作。
	� 由經驗豐富的工程師提供支援，他們將與
您直接合作，除軟體情況外，還了解您的
業務流程。

專業工程師

Rimini Street 支援工程師對您的應用及技術
擁有至少 10 年以上的相關經驗，與 PSE 以及
精心規劃的團隊協力合作，快速準確地回應
您的問題，並提供穩健可靠的解決方案。

	� 體驗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專責解決問題的
威力。
	� 您的要求都有人妥善應對，您無須擔心。
	� 全球頂尖的工程技術人才，24 小時全年
無休 (含假日) 提供協助，讓您掌握優勢。

客戶管理

根據 Rimini Street 年度支援協議，每位客戶都
能獲得經驗豐富的客戶經理團隊提供協助。
Rimini Street 客戶經理會在導入服務過程與客
戶關係期間發揮角色功能，確保能夠順利移
轉至 Rimini Street，並協助您在現有軟體投資
上取得最大回報。
Rimini  Street 客戶經理著重客戶滿意度，	
負責維護客戶關係，並在新服務上線後介紹
給客戶。

	� 針對非技術性問題，包括策略、業務、合約
或案件升級相關問題等，Rimini Street 提
供便利的單一聯絡窗口。
	� 獲得專家級的指導，引領您成功檢視複雜
的系統策略，並延長您成熟技術平台的使
用壽命。
	� 了解您策略目標，讓個人化的服務更為完
備、助長您的優勢。

關鍵問題保證 10 分鐘內回應

Rimini Street 支援服務保證客戶在提交優先
等級 1 (P1)的關鍵問題後 10 分鐘內，便能收
到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回應。優先等級 1 (P1) 問
題的實際平均回應時間不到 3 分鐘，優先等
級 2 (P2) 問題則不到 5 分鐘。
此外，負責回應的工程師通常已與您的非生
產環境建立遠端連線，在處理案件之初即可
減少不必要的時間浪費。

	� 更快回應，加速解決問題。
	� 受惠於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即時回應。
	� 獲得更快速的回應，減少系統及人力資
源的停機時間。

經常通報更新

根據服務層級協議 (SLA)，我們承諾將經常、
主動與您溝通，讓您充分了解各項步驟。
我們的流程規定，P1 案件必須每隔 2 個小
時向您發送問題更新，P2 案件在工作時間
內每隔 4 個小時發送一次，P3 案件則是每  
5 個工作日發送一次。

	� 隨時掌握未決問題的現況。
	� 您儘管放心如常營運；我們會持續告知您
問題解決的最新進展。
	� 您不必再耗費時間與精力追蹤問題。

	� 您的 Rimini Street 
團隊

	� 回應迅速的支援
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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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用程式及資料庫的問題解決方案與錯誤修正

原廠通常將修補程式與更新檔以及數百個
無關的修正檔打包在一起，迫使您必須安裝
並測試所有內含的修補程式，只為部署您唯
一需要的一個修補。Rimini Street 支援服務
可免去這種營業成本與風險。由經驗豐富的
工程師開發直接解決特定問題的修正檔，	
讓您可以快速部署所需的修正檔。

	� 不必對隨附的修補程式與更新檔進行回
歸測試，縮短重啟生產系統的時間。
	� 降低隨附修補程式與更新檔導致新問題
的可能性。
	� 減少因為安裝隨附修補程式與修正檔而
必須進行無謂測試的情況。

為您的客製化解決問題、修正錯誤

Rimini Street 提供客製化支援且不額外收
費。相對地，軟體原廠通常不會在標準支援
方案中納入客製化支援。這種現象讓您不
得不雇用外部顧問或增加內部資源，來支
援關鍵的客製化程式碼。相較之下，Rimini 
Street 工程師會解決問題並開發修正檔，即
使是您的客製化程式碼也不例外。

	� 獲得您所需、但原廠從不提供的客製化	
支援。
	� 縮短解決客製化程式碼問題的時間。
	� 節省時間並由我們經驗豐富的工程師與 

QA 團隊進行單元測試，再利用在您非生
產環境中建置及測試的 Rimini Street 修正
檔，發布至生產環境。

提供全年無休、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的支援

Rimini Street 的全球支持團隊人員齊備，
全年無休、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隨時待
命。
優先等級 1 (關鍵問題) 的支援採用「跟著太
陽」模式，在當日結束時無縫地將案件移交
下一班次的工程師。
優先等級 2 的支援可以採用「跟著太陽」模
式，也可以在您指定的時區或其他時區提
供，以滿足您的業務需求。

	� 緊急問題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我們隨時
待命，提供及時協助。
	� 您隨時可以求助我們經驗豐富的人力與
資源，立即解決問題。

全球支援涵蓋範圍

Rimini Street 獨立第三方企業軟體支援服務
範圍涵蓋全球各地。至今接受 Rimini Street 
支援服務的客戶，經營範圍已遍及 119 個國
家。
我們在美國、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英國、
法國、德國、以色列、印度、南韓、新加坡、
馬來西亞、台灣、日本、澳洲與紐西蘭都有
全職的資深支援工程師。
全年無休提供多語種的支援服務，包括英
文、巴西葡萄牙文、法文、德文、中文、韓文
與日文。

	� 任何時候都能獲得及時協助。
	� 以熟悉的語言溝通提高效率。

	� 您的支援涵蓋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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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稅務、法律與法規更新

涉及全球薪資、會計、固定資產及供應鏈管
理的軟體應用程式，所適用之費率與政府
法規經常改變。Rimini Street 支援服務能為
應用程式更新提供最新的全球稅務、法律
與法規變更，對確保業務營運永遠精確且
合乎法規至關重要。

	� 維持呈報合規。
	� 我們提供近 200 個國家的法規變更更新，
讓您安心。
	� 無論您的軟體使用多久、版本為何，都可
以獲得更新。
	� 遵守各個國家與司法管轄區的法規遵循
期限。

本地化支援

多個特定國家的本地化會提高全球系统建
置與管理的困難。Rimini Street 支援工程師
能在國家的層級，為軟體配置、流程、語言
與法規遵循等問題提供支援。

	� 讓您所有的業務據點有效且高效率地營
運。
	� 無論您在何處經營業務，都能遵守當地規
範。

配置、設定與流程協助

面對瞬息萬變的業務運作方式，客戶需要快
速及有效因應。Rimini Street 工程師擁有平
均 15 年的軟體與業務流程經驗，可以提供
最佳的實務及軟體配置建議。

	� 完全掌握您軟體應用程式可提供的全部
選項。從實務經驗豐富的支援工程師那裡
汲取知識。
	� 實施由數千次軟體應用程式及環境配置
經驗開發而成的最佳實務。

升級與移轉支援

當您準備升級時，Rimini Street 工程師會提
供解決方案，因應升級、工具版本發布或移
轉期間可能發生的問題。

	� 根據業務需求啟動新功能，以擴展初期軟
體投資的範圍與價值。
	� 按照您的計畫升級，而非軟體原廠的時間
表。
	� 實施與您業務關係重大的升級，進而增加
收入或節省支出。

操作支援服務

Rimini Street 工程師提供全方位支援，範圍
涵蓋建置與部署、配置、安全性、基礎架
構、平台、資料庫與變革管理等問題。此
外，Rimini Street 工程師也會提供最佳的營
運實務建議，讓您的系統如常運作並降低
營運成本。

	� 藉由屢獲殊榮的全球支援團隊提供服務，
您可以高枕無憂地推動系統與基礎架構
的建置及維護工作。
	� 讓您的應用程式與技術維持最高效能。
	� 減少停機時間。
	� 優化營運成本。



互用性分析與支援

互用性支援包括：因應潛在性基礎架構變
更的策略性準則、新平台認證的驗證協助，
以及解決互用性衝突的能力。Rimini Street 
支援工程師可以診斷互用性問題並建議解
決方案。

	� 在您的企業軟體投資上取得最大回報。
	� 方便與其他軟體及硬體廠商協同作業。
	� 避免廠商之間互推責任。
	� 不要讓單一應用程式的相容性模型成為
阻礙，讓您無法在企業內部推動其他應用
程式。

效能支援

Rimini Street 專家了解技術堆疊如何影響應用
程式與資料庫效能的細微之處，並提供調校
與指引，讓應用程式能順利運作。

	� 不須增加硬體支出，便能最大化企業應用
程式的效能。
	� 獲得資料庫調校協助。

裝置與使用者介面支援

涉及網頁瀏覽器與行動裝置的變更通常會導
致 ERP 應用程式的可用性問題。 Rimini Street 
專家知道如何深度挖掘困難的可用性問題，
讓您的商業流程就算使用動態技術堆疊也能
夠順暢執行。
即使是涉及廠房設備之類的裝置問題，包括
條碼掃描器、印表機、平板電腦與電話，也能
獲得全面性的支援。

	� 讓整體營運在所有地點、裝置上順暢無
阻。
	� 讓您的系統各部分維持連線及高效能狀
態，使流量與成果最佳化。

針對您現有的應用程式版本提供至少 15 年的支援

在 Rimini Street 獨立第三方企業軟體支援服
務下，可以確保您功能強大且穩定的軟體
版本再運行 15 年或更久，即使是基於特殊
需求而經客製化的版本也沒問題。

	� 消除成本高昂的強迫升級，唯有在您覺得
升級有正面價值時才升級。
	� 提高企業應用程式的投資報酬；獨立支援
可以增加您初期軟體投資的價值。
	� 就算原廠不再支援您的應用程式版本，您
仍能持續收到稅務、法律與法規遵循的更
新。

軟體存檔服務

您的原廠授權及維護合約可讓您存取與存
檔軟體版本，直至維護合約失效為止。
Rimini Street 可以提供存檔指引與通過 ISO 
認證的流程，協助您保有投資。我們為您存
檔劃定範圍，包括合適的版本升級、更新、
修復程式與文件。經授權版本存檔後，雖然
目前不需要，但您將來便能根據逐漸發展的
業務需求，升級或變更硬體平台。

	� 以軟體存檔，保護您的原始投資以及升級
權利。
	� 按照您的時程表升級，而非原廠的時間
表。
	� 獲取您維護投資的全部價值。

	� 內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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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Rimini Street 諮詢服務提供聚焦式的有價值
商機，讓您可以參與互動式網路研討會，並
與專家及同業廣泛討論各類主題。

	� 了解更多新產品、解決方案與策略，以協
助您最大化及拓展現有企業軟體投資的
價值。
	� 與同業及業界專家交流，分享最佳實務。

客戶滿意度方案

Rimini Street 有系統地蒐集您的意見，藉此衡
量服務品質、推動流程改善並監控客戶滿意
度，以確保我們的創新計畫能夠展現非凡成
果。
您團隊在結案時提交的意見回饋，對全球支
援團隊而言有著莫大助益 — 所有案例中大
約 30% 至 40% 會給予意見回饋。

您提供的意見可以直接推動：

	� 服務體驗的持續改善。
	� 新的服務與功能。
	� 流程的改善工作，藉此更快速地回應並提
供問題解決方案。

支援績效團隊

Rimini Street 設有專屬團隊，負責監控人員及
流程的績效，同時開發自動化與流程改善，
持續為我們締造好還要更好的支援服務與
客戶體驗。
想讓屢獲殊榮的全球支援服務年年更上層
樓，並非易事，但這就是支援績效團隊每日
奉行的使命。

	� 您享有的支援服務體驗不只優異，而且日
益卓越。

人工智慧 (AI) 支援平台

Rimini Street 的 AI 支援平台包括不斷「學習」
如何將資訊加速轉變為可執行觀點的應用
程式。我們申請專利中的平台與應用程式，
可說是第三方企業軟體支援產業中推出的第
一個人工智慧架構。我們期望藉此帶來更出
色的支援服務體驗以及更優異的成果。

	� 能夠綜合考量語言與經驗、時區等多項因
素，為個案選派最合適的工程師。
	� 強化 Rimini Street 珍視的人際關係，不同
於聊天機器人等原廠驅動的自動化，只為
管理支援詢問並取代人際交流。
	� 根據數千個案例的分析結果，問題解決速
度平均能提高 23%。

	� 持續改善



您可以節省高達 90% 的年度維護成本

Rimini Street 支援服務可以讓您立即節省年
度維護費用，未來還能享有可預測、低成本
的支援模式。與您的軟體原廠相比，回應迅
速的Rimini Street 獨立支援服務，可以立即節
省 50% 的年度費用。
消除強迫升級、減少或消除客製化支援與自
助支援的成本，還能節省更多費用 (總計達 
75% 至 90%)。

	� 避免軟體原廠在延長支援與持續支援上
持續提高 10% 至 20% 的費用。
	� 避免按照原廠支援時間表執行成本高昂
的升級。
	� 讓支援客製化也包含在支援方案中。
	� 您可以倚賴在世界各地提供全天候服務
的 Rimini Street 專家，減輕自助支援的負
擔。
	� 掌握並輕鬆預測您的實際支援支出。
	� 將您節省下來的成本改用於執行創新的
業務驅動發展藍圖以及增值專案，而非受
制於原廠主導的發展藍圖。

	� 活化資金與資源
以尋求創新

放眼業界，Rimini Street 提供的支援服務無可匹敵。這完全是設計使
然；我們「專為支援而打造」™。Rimini Street匯集頂尖人才，並以服務
導向的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為後盾，締造出能為您實現最佳業務成果
的世界一流服務。

交由 Rimini Street 全方位支援服務監控您的系統，您不必再為維持日
常營運而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從此能將預算與團隊人才集中在業務
成長及競爭所需要的顛覆性創新。

© 2020 Rimini Street, Inc.保留一切權利。「Rimini Street」是 Rimini Street,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Rimini Street、Rimini Street 標誌及其組合，以及標示 TM 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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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ini Street, Inc.（那斯達克股票代碼：RMNI）是企業軟體產品和服務的
全球供應商，也是 Oracle 和 SAP 軟體產品的第三方支援供應商的領導品
牌，以及 Salesforce® 的合作夥伴。公司提供優質、回應迅速和整合式應
用程式管理和支援服務，使企業軟體授權用戶可節省高額成本、騰出資
源進行創新，並達成更亮眼的業務成果。全球 Fortune 500 大企業、中等
企業、公共部門及來自各行各業的其他組織，都將 Rimini Street 視為值得
信賴的企業軟體產品和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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