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支援服務

為何選擇
應商

作為您的技術支援供

主動積極滿足您在運算世代的

需求

為何選擇

作為您的技術支援供應商

重點特色

這類事件無可避免，因為所有系統終究在某個時間點會發生
故障。系統發生故障中斷服務時，企業不僅僅損失時間與金錢。
其對於商機、商譽與客戶滿意度的影響會讓您的企業傷透腦筋。
如果沒有適切的技術支援專家與服務等級，您可能會疲於解決
事件問題而無法專注於您的業務目標。

提供以下優勢：
• 前瞻思維的創新服務企業協助您消弭業務風險
• 擁有傲視全球的基礎架構提昇

可用性

• 享有多元彈性的客製化服務滿足您的需求
• 能順利獲得所需的援助
• 單一聯絡窗口簡化繁雜作業滿足您的

需求

• 獲得正向的投資報酬率與卓越效能
我們身處於網路連線全年無休的世界，
系統跟業務營運
環環相扣；即便是短暫的服務中斷都可能對生產力、商譽與
財務造成莫大影響。新興技術如雲端、行動、分析與設全
打造更彈性與回應迅速的企業模式，隨之而來卻是日益惡化
的風險。
當您的企業邁入認知世代，可程式化運算技術與認知技術
例如
能夠協助您提昇競爭力更上一層樓，
但風險更為嚴峻。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所引發的骨牌
效應會造成業務中斷、效能低落、停機與喪失生產力。
業務中斷亦會造成龐大損失。
研究指出系統中斷所造成
的損失依企業組織規模而亦，每小時平均損失介於
美金 。

同時也發現

％

的

半小時系統中斷事件會嚴重波及生產力對於業務影響甚鉅 。

適切的技術支援服務能協助您解決此難題，但其需要具備哪些
要素？例如，支援服務可以在您未察覺之下，發現潛在問題並
從遠端修復。適切的技術支援也可以找出潛在問題並代替您與
技術人員討論主動修復問題。理想狀況下您無需撥打電話諮詢。
如果您需要現場支援，便希望技術人員可以迅速應對找出問題
並解決之，並降低問題復發的機率。您也會希望能夠按照自己
的需求與預算打造屬於自己的服務。
要獲得上述支援等級是一場硬戰，尤其您需要在高
可用性
與支援成本之間取得平衡點。如果仰賴內部資源管理您的技術
支援會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資源與費用，您便無法專注於核心
業務。管理多服務供應商會惡化您企業的風險，因為您無法
有效取得支援、管理多份合約與帳務，所獲得的服務。提供
高品質技術支援的供應商能為您的企業組織增加價值，協助您
客服挑戰而非僅減少成本。

技術支援服務

• 提供遠端支援與自動化

領先產業的技術支援供應商應能提供下列優勢：

控制

功能協助您快速解決問題並

基礎架構支援與維護的人力成本

• 深入了解您的業務需求並能夠提出應對之道

• 主動式監控與事件通知協助您專注於業務

• 針對您的需求與預算提供彈性的服務選擇

• 即時在正確的地點進行零件替換

• 以單一聯絡窗口提供全球一致的服務，不論是簡單的問題
修復或是端對端支援功能，所以企業每一個據點都能獲得
立即專業支援。

• 具有口碑的作法與支援流程
• 應變可用性事件或重大管理變更所衍生出的意外業務挑戰
• 證明委外支援例如遠端支援工具與人員以及合約、保固與
資產庫存管理，可以達到節省成本的功效。

• 其專業技術應該領先全球業界，提供基礎架構廣度能力，
以及多平台與多供應商的深度技術。
• 提供迅速、可用與可靠的支援

模組化支援服務可以優化您今後的支援作業
值得信賴的
支援顧問

持續支援

 單一聯絡窗口

客戶價值

 整合式硬體與軟體支援
 硬體保固

 主動式硬體與軟體支援

 軟體支援

 延長服務時數與優先回覆

 多供應商管理支援
 可用性管理
 客製化支援

 遠端支援
 網頁型自助式服務

托管支援
進階支援
支援

基本

主動式

預防式

為何選擇

作為您的技術支援供應商

即時針對您的需求提供支援。
運用認知
支援解決客戶問題 技術支援能解決以下疑惑 「為何
發生事故？」「我要如何修復？」

前瞻性思維協助消弭業務風險
身為產業龍頭不僅僅能針對系統故障佐以協助。我們
座全球研究實驗室與
座軟硬體研發實驗室持續研發
全新方法來協助您減少系統中斷時間。

藉由
庫的步驟。

省略繁雜的問題偵查與決定查詢哪些

資料

他們如今只需要輸入英文問問題，
便會反饋一些解答並
按照信心度排列。我們的技術人員只要運用
找出問題的

傲視產業同儕，業務創新引領未
來，持續為客戶與全球人類帶來差異
性價值。
總裁暨

，

前瞻性思維與豐富的技術支援經驗能協助您管理變更與解決
問題。我們的客戶仰賴

專家支援其

系統。事實上我們每天協助管理
以及

軟體問題交易。

與多供應商

個硬體問題交易，
走過近百年歷史，幾乎經歷

過所有
問題。所以我們持續投資技術、工具、基礎架構
與流程來提供世界頂級支援。

速度提昇了

，並提供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僅僅提昇客服中心的生產力」，
資訊與分析主任
如是說。「我們拋去過往
派遣工程師去更換零件的作業，如今可以找到可以遠端部署的
微程式碼或修復韌體，便能省下零件、人力與差旅時間。更重要
的是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電話解決客戶問題，他們便能更快速回復
營運，這樣也可以提昇客戶滿意度。」
我們的彈性自動化功能可以應變與適應
我們的「虛擬工程師」解決了
減少了
分鐘。

環境多變的情況。例如，
的事件，事件持續時間平均

是一座高效率認知引擎能即時匯集
大量資料來源，從中挖掘洞察還能隨著經驗
累積知識與信心。

技術支援服務

事件，問題就已經解決了。因為系統遠端傳送修補程式到

能有效整合供應商。
提供無與倫
比的可擴充性與多多元的服務。

您的設備。倘若無法提供遠端修復，
會派遣
人員並在他們抵達現場之前提供問題洞察。

• 穩健的零件庫存與物流：一旦系統故障，您最不希望就是

全球支援物流資深主任

需要等上好幾天才能替換零件。您只要選擇

擁有傲視全球的基礎架構提昇

可用性

是否有企業能夠承擔設備故障的風險？答案是沒有任何一家。
所以我們採用主動式實作提供技術支援與維修來減少甚至在
事件發生前就能消弭事件，進而能協助您節省時間與成長。
透過主動式實作遠端解決

軟體問題，而首通電話

的硬體問題解決率達
。卓越的支援基礎架構
協助我們提供準確高效的服務：
• 高階監控、診斷與電訪工具協助減少
高階

技術

獨家專利工具提供主動式

問題：我們使用
小時監控、診斷與

就能享有

市場上無可比擬的
與多供應商機器零件，總計
個
零件庫存點能協助您快速解決問題。我們平均一天交付約
件零件給全球的客戶。
技術人員可以從兼具深廣度的倉儲取得零件來支援
我們客戶。自動化追蹤地點、軟體貨幣等級、微程式碼
等級以及對應
已維修的機器，我們盡最大努力在您
需要零件之際不論天涯海角使命必達。我們針對硬體提供
許多服務等級，例如現場支援、當天修復的零件更換與
回廠維修或是零件運算選擇。
雖非貨運公司仍然可以
控制零件的送抵時間與方式。您可以無後顧之憂安心仰賴
可靠的服務與交付。

修 復 問 題。 其中一 項 工 具 是
，我們將其安裝在所有
我們在

伺服器上，

• 世界級的能力：如果您遇到問題或需要變更管理，便需要

維修合約規範下無需負擔額外費用 。其提供

技術人員立即到現場協助處理。
技術支援合約的規範
下，您可以享有技術人員現場服務。上千名身經百戰的

小時機器問題監控例如零件故障與自動回電
功能以便安全地上傳錯誤日誌。您可以將
此工具視為硬體檢查的「明燈」。您通常還沒有發現故障

合格技術人員供您諮詢。
您享有一致的產業級支援。

的持續性技術教育需求確保

為何選擇

作為您的技術支援供應商

• 涵蓋全球範圍的服務其他廠商只在大型都會區提供服務，

客製化服務滿足您的需求
不論您需要基本的
產品支援或是針對
或非
產品提出穩健服務需求，我們可以提供客製化的軟硬體支援
方案。我們提供頗具特色的軟硬體、解決方案支援與托管
維修解決方案。

服務一向是

的註冊商標。

卻能將服務延伸至全球範圍。我們提供

多種語言

服務，支援客戶遍及
國。我們同時提供現場服務以及
即時電子監控、診斷與遠端維修。
• 多方支援管道：
除了投資
等遠端支援功能，我們
也購買了多元化工具協助您不分晝夜隨時回報問題。您可以
使用這些資源檢查您企業組織中某一個事業據點的電訪
狀態與歷史紀錄。

單一聯絡窗口滿足您的

需求

尋求外部技術支援服務是減輕您的工作負擔而非反效果。但管理
多個支援供應商與合約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有違簽訂支援合約
提供
小時回應迅速的支援服務，針對客戶需求與
預算提供客製支援合約、帳務選項以及其他服務層面事務。
我們還可以針對您的特殊需求與預算考量為您量身設計解決
方案。
首先會深入了解您的業務需求，設計客製化服務
計畫並依據您的需求變更與突發狀況調整計畫。

的美意。
維修合約為所有
與代工產品支援提供單一
責任窗口。我們協助您簡化支援業務，您得以專注於核心業務。
不僅提供端對端支援功能，我們的解決方案能滿足您的
支援需求。您可以從

獲得：

• 先進的多供應商專才：我們豐富的多供應商環境支援經驗

順利獲得所需的援助
如果技術支援供應商無法立即趕到您的企業現場，服務品質

是
出類拔萃的關鍵。我們與最優秀的
供應商開發
出領先業界的主動式軟硬體管理與維護實作，可以提供

便會大打折扣。

跨產業與區域的服務。我們與

事業版圖遍及全球，電訪工具與多元化

援助管道協助我們立即回應您的需求。

能交付：

間業界龍頭合作 ，透過

供應商提供客戶製造商資源例如零件與微程式碼。
透過
深厚的業界關係協助您將現有多供應商資源合約整合成
一份

合約，提供

與非

的支援與維修服務。

技術支援服務

•

系統優質服務：有誰比
製造商？

還要了解

系統的

僅培訓自家公司員工加入支援與維修

系統的服務團隊，他們可以取得

全球研究團隊與

軟硬體研發實驗室的資源。僅
員工可以使用
獨家專利的監控與診斷工具、解決方案資料庫、研發實驗
室與核准零件等資源。
• 滿足您所有需求：
身為全球數一數二的
服務企業，
我們為上百個產業提供獨領風騷的解決方案服務。不論是
程式開發創新伺服器與資料中心、設計網路與雲端預算
環境，或是提供企業應變能力諮詢，
的夥伴滿足您所有

個案研究：
獎肯定

獲得

支援提昇成效並獲

需求
每個月平均會有
客服電話，因而需要高專業、
回應迅速的第三方維修供應商來支援其北美的產品與客戶。
副總裁
娓娓道來
其艱辛挑戰：「我們必須重新調整客服這一環節的作業。客戶
十分不滿意支援服務，我們成本也高居不下而且耗費大量內部
人力管理過多的供應商。」

是您值得託付
解決方案

需求。

在四個月內培訓了

名

獲得正向的投資報酬率與卓越效能

技術人員，其績效超過

整個商業環境氛圍對預算踟躕不前，希望用最少的資源取得

這麼短時間內將多供應商支援環境移轉到

最多的成效，似乎無法在高
可用性與支援成本之間取得
平衡點。所以您必須慎選技術資源供應商，其提供的服務
不僅能節流，也能協助您的企業提昇效能與整體價值。根據

無縫接軌的移轉服務獲得
肯定，為其團隊頒發獎勵勉勵在如此複雜服務移轉作業中有此
卓越的表現。

目前支援環境與委外支援比例，

服務等級協議。

成功地在

共享服務環境。

的解決方案能為客戶省下

成本 。然後我們不僅僅滿足於節省成本。
致力
於提昇您的設備使用壽命、企業應變能力、創新與長期成長。

優點
提供客戶所需的豐富功能且品質滿意的支援服務，跟先前
多供應商服務團隊相比，

協助

的服務等級維持在
現場技術人員執行

省下

成本。

以上，每年北美約有

件修補程式。

為何選擇

？

是您值得託付的全球企業領袖，具有前瞻性實作擁有
百年以上的客戶系統支援服務經驗。
是滿足您

穩健的基礎架構

需求的後盾，提供您取得無與倫比的零件、

技術、卓越支援與領先產業的供應商同盟關係。
的
基礎架構與有口碑的實作方法能協助您隨時隨地應付目前的
挑戰以及未來的商機，並符合您的成本效益。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松仁路 號 樓
年

更多資訊
如需進一步瞭解
您的
網站：

行銷代表或「

，請聯絡
事業夥伴」，您亦可造訪下列

月

、
標誌、
以及
是
公司在
世界各司法轄區所註冊之商標。其他產品及服務名稱各屬
或其他
公司的商標。
最新的商標清單，請造訪
網站的 「版權及商標
資訊」：
本文件中提及的內容在發表當時保持最新狀態，
隨時可能變更其
內容。文中提及的所有產品與服務並非在
事業營運涵蓋的每個國家
或地區中均有提供。
所引用的客戶範例為說明用途。實際的績效會因不同的配置與作業狀況
而異。
此文件所提供的資訊係依「現況」提供本出版品，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
之保證，也不提供不違反規定或條款。
產品依相關合約條款之規定
提供保證。

支援平台一覽：
如需更多
解決方案，請造訪
導入

之後，客戶所省下的成本。

愛護環境，敬請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