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IBM 技術支援服務來簡化
IT 支援管理
透過適合您的多供應商 IT 環境的專家級單一來
源支援中心，來減少複雜性、降低成本並確保
可用性。

頁碼

簡化您與具專門知識的策略
夥伴之間的 IT 支援 OEM 和
供應商合約，以滿足您幾乎
所有的技術支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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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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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開放程式碼軟體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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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客戶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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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進行導覽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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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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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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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客戶心聲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1 簡介 - IT 支援環境

當您的公司開始採用新技術，您的
技術支援和維護模式也隨之呈指數

儲存空間

支援

供應商

供應商

成長，其中由數十家原始設備製造

19
20

供應商

供應商

商 (OEM) 和第三方維護提供者為他

IT 硬體

們的軟硬體產品提供服務。在資料
雲端

中心機房內管理眾多供應商，其複

供應商

安全防護

供應商

雜 性 已 變 成 後 勤 叢 林 (logistical
jungle)。即使中斷時間只有幾分鐘，
都可能會對供應鏈、生產力、財務
和品牌忠誠度造成重大衝擊。最好
的例子是 Ponemon Institute 的某
項研究發現，資料中心的平均中斷

供應商

網路功能

供應商

行動式
裝置

分析

成本為 740,357 美元，從 2010 年
迄今成長了 38%1。

供應商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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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的資料中心發生意外中斷時您
會打電話給誰？
立即聯絡 IBM - 我們可以提供協助

ATM

個人電腦

供應商

供應商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05 IBM 與眾不同

15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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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技術支援服務

02 IT 環境挑戰
現今企業所面對的技術支援環境，其
挑戰性更勝從前。在當今的混合雲和

複雜的 IT 環境 因為您採用多樣化

異質 IT 環境中，在支援長期商業方針

的基礎架構，IT 支援需要接觸並管

和需求方面，不斷演變成為新常態。

理眾多供應商。

技術支援必須隨著這些需求持續演進
與改變。對於 IT 環境及其所支援之面
向客戶資產的永續性而言，經過更新

缺乏內部資源 人員精簡會影響負責

與校準的支援策略至關重要。

管理資產庫存、適時安裝程式碼更新
和韌體更新，以及有效管理 IT 支援供

您的資料中心裡有多少供應商？

應商問題的人力水準。

預算問題
軟硬體支援被視為「非策略性」IT 支出。
將 IT 預算分配到策略提案，這會產生
重新評估技術支援成本與風險的壓力。

硬體老舊
如果想要保留資本或在更多的策略提案
中進行部署，則現有系統的使用時間將
會比原始規劃來得長。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持續的更新與修補 要迴避當更新項目
和修補程式保持最新即可避免發生的服
務中斷，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此外，不
論是缺乏工具，或有太多互相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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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 專用工具，都可能會增加解決問
題的複雜性。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05 IBM 與眾不同

15

內部的支援。

06 客戶心聲

19

IBM 所提供的功能都運用先進的支援管理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技術（包括 Watson、擴增實境、區塊鏈、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您資料中心的伺服器、儲存設備、網路功能、
安全防護裝置及軟體需要整合的支援服務模
式，以便您簡化多供應商資料中心與全公司

客戶洞察入口網站）和專用的技術資訊資料

支援的伺服器：IBM、Cisco、Dell/EMC、
Fujitsu、HPE、Lenovo、Sun/Oracle
支援的儲存設備：IBM、Dell/EMC、
Hitachi、HPE、NetApp、Sun/Oracle

網路功能： Cisco、Citrix、Juniper、
F5、Fortinet, Palo Alto、Checkpoint、
Riverbed、Brocade

庫進行強化，能夠應付特定的維護和支援問

此外，還支援第三方軟體，包括：

題，例如彙整事件分析、報告及主動監視。

– 主動支援 x86 (Windows)

請按一下這裡以收聽我們的隨選網路
研討會：「利用能夠幫您節省時間和
金錢的主動預防方法來簡化資料中心
支援」

– VMWare 的支援與訂閱
– 適用於開放程式碼生態系統的
綜合性支援解決方案

IBM 的 IT 支援人員已支援超過
30,000 個 IT 裝置，其中涵蓋各種
製造商。如果您在清單中沒看到您
的 IT 製造商，敬請提問。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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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高達 25%
的現行 IT 支援
管理支出3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IBM 產業解決方案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IBM 與商業及 IT 領導者合作開發領先業界的主動式作法，以便管理與維護跨多種產業的硬體裝

05 IBM 與眾不同

15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置和軟體。
透過我們廣泛的產業關係，我們可將您現有的 IT 支援管理合約整合至單一的 IBM 維護與支援合
約中，其中幾乎涵蓋您所有的 IT 環境。

我們的產業解決方案包括：

零售業技術支援解決方案

完整的 Zebra 產品服務

提供單一聯絡窗口主動維護，並支援您

如果您需要硬體和/或技術支援，IBM 是

店內的所有裝置、軟體及網路，藉此將

您可以信任的夥伴。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

系統中斷時間縮減到最短。

將會與您合作選擇並自訂符合您需要的硬
體，同時設計以生命週期做為基礎的支援
解決方案，讓您的設備保持運作不中斷。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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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IBM 在您有需要的時間和地方，提供主動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式與預防式支援：

05 IBM 與眾不同

15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生命週期維護
生命週期維護可讓客戶的維護服務和 IT
基礎架構透過彈性融資進行更新，並且以
主動遵循特定裝置類型生命週期的方式優
化。

商業價值：
– 延長您現有投資的有效期間，並藉由延
長維護保養來展延產品壽命
– 整合您 IT 生態系統中的 IT 供應商數目
– 減少裝置總擁有成本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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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的資本支出可藉由提升
IT 資產管理省下來2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保固與供應商管理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 利用我們的整合式全天候軟硬體服務，讓您的 IBM 和其他 OEM 系統保持運作不中斷；此

05 IBM 與眾不同

15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服務背後有 IBM 的產品專門知識、全球支援基礎架構、全球數以千計受過精良訓練的員
工，以及 Watson™ 認知運算功能當靠山。
– 透過適用於所有供應商、合約及 SLA 的單一問責窗口與發票，協助消除保固涵蓋範圍縫隙
– 協助確保保固終止裝置獲得支援，藉此避免技術技援出現縫隙
– 協調與管理多供應商合約承諾和活動（包括保固期間內及保固期間外）

商業價值：
從供應商管理角度
– 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供應商人力承諾管理
– 改善供應商控制
– 透過單一聯絡窗口減少支援互動次數
從保固管理角度
– 提升保固服務水準的品質
– 減少保固支出，同時加強保固測量指標
– 減少保固解決時間，改善保固合約管理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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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20%
- 減少花在管理供應商
關係的時間4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實施持續主動管理 IT 庫存和相關合約的流程，以便降低整體 IT 支出。獲得資產可見性，
協助降低資產

05 IBM 與眾不同

15

成本，消除支援曝險，並簡化財務和資本規劃。解答問題，例如：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庫存與資產管理

– 我擁有哪些裝置？
– 這些裝置位在哪裡？
– 裝置的涵蓋範圍和警示狀態為何？

商業價值：
– 積極消除支援曝險
– 協助減少 IT 資產的擁有成本
– 簡化財務規劃

變更管理
主動規劃複雜、正規和緊急變更的協調。
計劃控制；減少服務中斷並協調供應商與平台的變更。

商業價值：
– 能夠協調與規劃站台資源相關變更
– 實施符合成本效益的變更
– 施行標準方法和變更程序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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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20%
- 減少客戶花在硬體
支援的時間5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可用性管理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主動追蹤與規劃系統可用性，更充分地管理危機，協助減少花在處理故障的時間，透過資料

05 IBM 與眾不同

15

之前早一步防範。

06 客戶心聲

19

商業價值：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智慧延長運作時間，並且幫忙減少商業風險。進階預測分析和條件式支援有助於在事故發生

– 為客戶和 IT 支援供應商資產提供更充分的一般可用性問題洞察
– 縮短服務支援時間範圍，特別是重要的 IT 資產
– 降低系統失效的財務影響

自訂報告和發票
報告和發票自訂可讓客戶靈活定義 IT 服務相關報告選項，以簡化客戶 IT 服務與商業表現之
間關係的績效追蹤。

商業價值：
– 評估、重新定義、整合與分析客戶 IT 環境表現的相關資料
– 主持互動式檢討會議，以解釋績效資料並提出改善建議
– 連結客戶的 IT 相關報告與客戶的商業端報告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64%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的事件透過虛擬工程師
自動解決6

第 10 頁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05 IBM 與眾不同

15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軟硬體交付管理
管理異質多供應商 IT 環境之間的交付和關係。加快實施更正動作的應變速度，藉此協助
改善 IT 處理程序，以便 IT 人員能夠撥出時間從事其他優先業務。

商業價值：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 針對 IT 資產的實際軟硬體維護提供進行長期改善
– 為支援和管理提供單一聯絡窗口，以減少混淆和重疊動作

網路和安全防護支援
提供策略性支援方法，以減少管理多重支援供應商的複雜性，同時提高網路和安全防護
基礎架構的整體可用性。

商業價值：
– 針對您的網路和網路安全防護設備提供全天候維護解決方案與完整意見回饋
– 利用來自單一聯絡窗口的自動化遠端和現場技術支援，來減少管理多供應商的複雜性
– 使用分析演算法來預測失效，並在發生失效之前事先採取行動，藉此提供主動支援
– 提供單一的主要 OEM 更新項目（例如訂閱和修補程式、防火牆保護及軟體版本）
存取點，以協助保護網路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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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先進的網路和安全防護
OEM（包括 Cisco、Juniper、
F5、Palo Alto、CheckPoint、
Riverbed 等）建立夥伴關係，
並由 IBM 擔任您整體網路的
自選維護提供者，以便針對
主要修補程式、更新項目及
設備維護提供單一存取點。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多供應商軟體支援服務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綜合性的多供應商軟體支援解決方案可減少複雜性，並整合所有 IT 基礎架構的支援。

05 IBM 與眾不同

15

我們的多重產品系統等級技能（例如作業系統、硬體、Hypervisor 及中介軟體）使我們能夠
迅速有效地精準找出問題並解決複雜問題。我們提供：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 針對來自 Cisco、Microsoft、VMware、Docker 及 Nutanix 等供應商的軟體產品提供
全天候支援。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 訂閱與支援 Red Hat、SUSE 和 Ubuntu 的產品，包括虛擬化、容器、OpenStack、
SAP HANA 及軟體定義儲存。
– 針對超過 150 個開放程式碼軟體社群版提供企業級支援。
– 可能包含主動支援服務的加強型支援

商業價值：
– 提供單一支援來源，以減少成本和複雜性
– 支援幾乎任何平台上的數以百計軟體產品
– 利用領先業界的 NPS 提供快速的產業應變時間和解決速度
– 支援內容包括診斷與幾乎無限制地協助處理如何操作、使用方法、配置、安裝、產品
相容性及交互作業能力等問題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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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彈性且可自訂的服務選項，其中專注於主動和預測維護，以便在發生問題之前
早一步避開
– 我們與先進軟體供應商的結盟夥伴關係，使我們得以建置有助於客戶將效能、可用性
及選擇性最大化的客戶解決方案

01 簡介 IT 支援環境

03

02 IT 環境 挑戰

04

03 IBM 可以提供協助

05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
支援

13

05 IBM 與眾不同

15

06 客戶心聲

19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支援
適用於開放程式碼生態系統的綜合性支援解決方案
當採用開放程式碼軟體 (OSS) 的企業持續增加，基礎支援結構只會越來越複雜，而且橫跨眾多硬
體、軟體、應用程式供應商與開放程式碼社群。技術能力建基在數十年的 Linux 經驗和其他的開放
程式碼技術之上，IBM 可以簡化您的 OSS 支援。無論您使用社群版、商用產品、個別套件或複式
軟體堆疊，IBM 都可以支援您整個開放程式碼生態系統。

Linux 作業系統

商用 OSS

社群 OSS

– Linux 所有主要發行套件的訂閱與支援，

– 適用於大部分 Red Hat 和 SUSE 產品
的訂閱與支援

– 超過 150 個開放程式碼軟體社群版的
企業級支援

– 軟體定義儲存，包括 Red Hat Ceph、

– 取得產業專門知識，以及幾乎無限制
的協助，包括各式各樣的如何操作和
使用方法問題

其中包括 Red Hat、SUSE 及 Ubuntu
– 加強型 CentOS 支援
– 無與倫比的 IBM Z®、IBM Power® 及
OEM Intel 相關技能
– 在提供開放程式碼支援方面擁有 19 年
以上的經驗
– IBM 修復率達 99%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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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這裡以進一步瞭解開放程式碼

Red Hat Gluster 及 SUSE Enterprise
Storage
– SAP 應用程式的發行套件
– 適用於 IBM Z 平台的 Docker EE 支援

– 針對哪些 OSS 發行套件可以最佳化或
最適合您的特定專案取得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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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Jenkins、Elasticsearch (ELK)、Logastash、Apache Maven、Apache Spark、Ki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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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MongoDB、Apache Cassandra、PostgreSQL、Apache CouchDB、MariaDB

07 商標與注意事項

20

應用程式執行時期：OpenJDK、Node.js、PHP

IBM 技術支援服務

04 開放程式碼軟體支援
適用於開放程式碼生態系統的綜合性支援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支援超過 150 個最常用的開放程式碼套件，包括

應用程式伺服器：Apache httpServer、Apache Tomcat、Spring、Wordpress、NGINX
安全防護：OpenLDAP、OpenSSL、389DirectoryServer、OpenVPN
許多其他套件，包括：CentOS、Kubernetes、Docker、ActiveMQ、GitLab、Chef、
Puppet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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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以查看「IBM Cloud
開放程式碼支援」的受支援產
品清單

我們的支援供應項目遠超出
中斷/修正，我們是整體堆疊
專家，能夠協助您解決問題，
無論問題來自單一產品，或
源於多重開放程式碼套件之
間的複雜互動。
因此不論多艱難的問題都可
提出，我們的專家社群在這
裡隨時為您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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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與眾不同

後勤作業
選擇 IBM 等於選擇

靈活彈性
IBM 協同處理的 IT 基
礎架構支援方法專門設
計來提供更符合成本效

專門知識

在全球

專家級現場服務

130 個以上的國家

支援人員

獲得支援

200 種以上
產業認證，可支援

益的彈性解決方案，其

30,000 種以上

可根據您的特定商業需

的 IBM 和 OEM 產品，

經驗

要進行自訂。

每位人員平均擁有

IBM 是受信任的業界

14 年以上的

領導者，擁有前瞻性

資歷，他們已準備就
緒隨時可支援您的各
種需要。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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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種語言

進一步瞭解「IBM 交付
項目與眾不同」

思惟的方法與經驗，
可以支援客戶的商業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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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與眾不同

擴增遠端協助
行動式應用程式可讓現場技術支援
人員連接最高水準的技術專門知識，
以即時協助執行複雜診斷或修復請
按一下這裡以進一步瞭解

優點：
– 在正確的脈絡下顯示視覺化指示
– 提高第一次修復率，減少修復時間
和站台造訪次數
– 支援 IBM 負責維護的任何產品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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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洞察入口網站

Watson 代理程式協助

透過簡單易用的儀表板來提升您的

充分利用 IBM Research 的 Watson
技術，協助支援人員第一次就找到
正確答案，藉此幫忙客戶加速解決
問題。

IT 支援管理可見性、可用性及效率。

優點：
– 協助庫存追蹤/管理
– 讓您的團隊能夠洞察交付項目和產
品的效能表現
– 消除建立各式各樣統計報告的需要

優點：
– 縮短呼叫時間
– 縮短解決問題和系統中斷的時間
– 減少現場服務呼叫
– 減少中斷時間和人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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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 預測分析

區塊鏈

IBM Watson 的認知功能和預測分析可
讓您為客戶提供最大的效率和效益。

區塊鏈可以為整個技術支援系統的可
靠協同作業提供基礎，以便負責簡化、
標準化、自動化與驗證，從而減少人
為介入和錯誤，並增進可見性、可追
蹤性、可調整性及問責性。

Watson 可以處理來自數以百計 TSS 代
理程式的提問，然後立即分析已張貼
的支援解決方案，並依據比對先前修
復項目所產生的機率分數進行分級。
存取形成 Watson 知識庫的數以百計

優點：

IT 系統相關日誌檔、錯誤碼、支援文
件及其他技術資訊。

– 為帳目資料提供整體可見性

請按一下這裡以進一步瞭解

– 從人為驅動轉換成系統驅動流程

優點：

– 以安全透明的方式提供可靠的計
費和作業資料

– 將已排程的預防式支援轉變成智慧
型資料驅動動作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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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攔截元件退化以延長其壽命

– 簡化/自動化計費流程

簡易性

問責性

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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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BM 與眾不同
整合您多供應商 IT 環境的支援
目前

與 IBM 合作
選擇運用 IBM 健全的全球基礎架構來支
援您的 IT 需要，以前所未見的方式獲取

供應商數目

維修零件、技能、傑出支援及領先業界
的供應商聯盟：
– 遍佈全球的 585 個零件庫存位置，

呼叫數目（如果您有
問題）

其中涵蓋 30,000 種以上不同的產品
與服務

需要管理的合約數目

– 130 萬種 IBM 與非 IBM 零件庫存
– 可在 4 小時內將零件遞送給 99% 的

供應商數目

美國客戶

瞭解您如何立即開始整合至「IBM
您的內部團隊

IBM

技術支援服務」視景中。

成本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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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整性

節省高達 25%
的傳統 IT 支援
管理成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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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客戶心聲
Fortis Healthcare Ltd.

Volvo

在亞洲，IBM 與 Fortis Healthcare Ltd.

VECV 在獲得來自 IBM 的健全基礎架

續約，這家公司在印度、杜拜、模里西

構和數位工作區支援服務之後，簡化

斯和斯里蘭卡提供醫療服務，他們與

並改善其跨不同位置多供應商環境的

「IBM 技術支援服務」合作，以透過單

涵蓋面，同時加快問題解決速度、提

一精簡解決方案，協助整合在 25 個以上

高生產力、增進可用性，以及加強其

個別進行管理的 IT 系統上運作的 40 種

IT 作業的業務持續性。IBM 建立了

醫療設施。有了此多供應商支援服務解

整合式基礎架構服務支援合約，其中

決方案，Fortis 即可針對不斷成長且分

包括「IBM® 硬體保固與維護服務」

散各地的人力滿足其各種需要，同時降

以及一項「IBM 數位工作區服務」解

低成本並設定 IT 問題的優先順序，以便

決方案，以便 VECV 的多供應商 IT

其 16,000 名員工能夠永遠將病患放在

基礎架構的運作保持在巔峰。實作

第一順位。

IBM 解決方案後不僅強化一般使用者
體驗，還進一步提高生產力。

請按一下這裡以閱讀個案研討或下載
PDF。

若要進一步瞭解 IBM 技術支援服務，
請按一下這裡或聯絡 IBM 業務代表。

第 19 頁

請按一下這裡以閱讀個案研討或下載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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