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
BusinessObjects™
Analytics Portfolio
數位企業的新世代
分析⼯具

勢在必⾏的數位趨勢
數位經濟是由資料所驅動
在數位經濟中，企業致勝的關鍵就是能夠即時提供他們的員⼯、合作夥伴
以及顧客最相關的資訊；這些資訊能夠回答他們⼼中的疑惑、了解他們企
業的營運模式，以及鎖定新的商機。
然⽽，僅有少數員⼯能透過⼯具獲得實質幫助，所以上述的願景在⼤多數
的企業中並未全然實現。此外，下列四點也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 :

• 未經整合的企業資訊系統與分析⼯具，可能導致更⾼的整合成本、潛
在錯誤的發⽣；無法時時更新的陳舊資訊，以⾄於延遲決策速度。
• ⼯具的佈建及應⽤上有許多困難及挑戰，造成商務⼈⼠無法獲得洞察
並採取⾏動。
• 單點解決⽅案能⼒有限，更導致數據孤島的問題發⽣，並且讓企業產
⽣不必要的複雜與負擔。
• ⼤多數的分析⼯具只能夠研究歷史資料，無法提供前瞻性的資訊以規
劃及分析未來。這個後知後覺的思維使決策在預測未來及採取⾏動上
窒礙難⾏。

『⼤家公認的分析⼯具領導者，
SAP的 SAP®BusinessObjects™
Cloud為業界標準版本。 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 為⼀
雲端平台，其⼀站式的設計 專為
商務⼈⼠使⽤。』
Bernd Leukert
執⾏董事會成員, 產品及創新, SAP SE SAPPHIRE NOW 2016

消費者期望的分析⼯具
已和過去不同
數位經濟以及千禧世代勞動⼒的崛起，⼈們想要的比以前更多了，⽽SAP聽到了
⼤家的訴求。唯有SAP的解決⽅案能夠同時回應商務⼈⼠及使⽤者的需求:⼀個
能夠輕易上⼿的分析⼯具。此外，對於資訊部⾨或是資訊⻑⽽⾔，SAP無疑是⼀
個能夠做到端對端監控、同時兼顧安全性、可擴充性、便於管理的可信賴的企業
解決⽅案。
透過與 SAP結盟，企業可以重新構思他們在分析⼯具的策略佈局，同時，利⽤
下⾯三個重要的準則重新定義他們的企業：

1. 瞭解

3. 轉型

瞭解
企業讓每位客⼾能：
•
•
•

存取任何或是所有的資訊
確保⾃⾏存取資訊安全性
獲得更深入、即時的洞察

2. 簡化

提供以下特性的解決⽅
案以簡化企業版圖：

轉型未來，並同時：

• 容易使⽤
• 容易了解
• 容易管理

• 資料視覺化呈現結果
• 預測新的商機
• 規劃新的策略

SAP® BusinessObjects™
分析⼯具概覽
SAP BusinessObjects Analytics 組件是⼀個全⽅位的現
代化分析⼯具。不論您的企業規模或是產業型態為何；就地
部署(on-premise)及雲端相輔相成之下，讓您隨時隨地皆
能分析資訊。這些解決⽅案幫助使⽤者更能夠了解它們的企
業，以規劃及預測未來；同時，還能夠化繁為簡並且在數位
世代執⾏轉型。SAP 加入新的⾏動、預測、資料視覺化與
⼤數據分析能⼒，⼀氣呵成的分析⼯具組合及⽅案，以繼續
保持領先地位，並為客⼾提供在整個組織中傳遞業務價值和
創新的分析解決⽅案。

『SAP Digital Boardroom 提供商務⼈⼠⼀個⼀致且可
信賴的企業視⾓。更重要的是，業務指標的評比不論是在企
業的⾼層，或是任何業務線、部⾨的細部功能，皆能有效地
深入探討及衡量。此款基於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平台建立的應⽤程式，旨在幫助企業領導者在制定策
略性及綜觀營運的決策時，能夠透過⼀個三⽅互聯的觸控螢
幕，留下印象深刻的觸控體驗，制定出具說服⼒的決策。』

IDC White Paper, sponsored by SAP, Cloud Business Analytics:
A Step Closer to Pervasive Adoption of Decision Support Services, Dan Vesset, May 2016

SAP BusinessObjects 分析⼯具
此分析⼯具最主要的三個特⾊為：

探索 > 規劃 > 預測 > 監控

SAP
BusinessObjects
Enterprise

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

SAP
Digital Boardroom

應⽤程式與外部資料

包含 SAP 商務套件及 SAP S/4HANA

SAP® BusinessObjects™ Enterprise 解決⽅案 為市場領導的就地部署 (onpremise) 分析⼯具解決⽅案，為企業⻑期倚賴使⽤的全⾯性整合平台。此解決⽅案
能接露資訊的真實價值，提供更明智的決策選擇以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並迎向轉
型。在持續不斷創新的路上，SAP 升級所有分析⼯具的功能讓企業能夠更靈活地優
化企業流程，亦是在數位經濟世代中必備的條件。
SAP® BusinessObjects™ 雲端解決⽅案 是⼀個⽤於決策的全新且單⼀體驗的解決⽅
案。相較於未經整合的解決⽅案，SAP® BusinessObjects™ 雲端解決⽅案的單⼀ 性
及⽬標導向讓每個⼈都可以探索、想像、規劃及預測。不論您是在客⼾⾯前或是 在
董事會議上，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 提供商務⼈⼠完整全新的體驗，並且 能
及時將洞察化為⾏動。有別於傳統的解決⽅案，SAP® BusinessObjects™ 為⼀ 集所
有分散的營運流程如：數據模組、報導、資料視覺化與預測等於⼀⾝的分析⼯
具，不僅能給予使⽤者直觀的體驗，還能實現從商業營運到核⼼系統將即時洞察化
為⾏動的可能。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 其中⼀個關鍵元素是 SAP®
BusinessObjects™ Roambi® Web 應⽤程式，其能夠在任何⾏動裝置上傳遞令⼈
驚豔的視覺化體驗，讓商務⼈⼠不論是在企業內外，都能夠探索與分享資訊。
SAP Digital Boardroom 透過即時的使⽤者體驗，橫跨與會者、地點及裝置，為董
事會議與商務會議帶來活⼒。建立於 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 的基礎，其與
SAP S/4HANA®、其他應⽤程式及資料庫連結；並與公司最重要的商務指標連
結，以在數位經濟中進⾏監控、模擬及變⾰。完全⾃動化的商務智慧能⼒能夠改善
報導資訊的速度及品質，同時也能即時同步資訊；經理⼈藉由即時深入企業營運資
訊，舉凡銷售額、銷售管道、⽑利、流動率及商業模式驅動等，以預測企業未來的
發展。
SAP Digital Boardroom 提供⼀致的企業流程視⾓，包含所有的業務流程，並在所
有⾏動裝置上都能存取；如此⼀來，可以減少簡報或是資料導向的會議時間，同時
也能降低後勤單位到處蒐集資料所需耗費的成本；以及那句萬年名⾔：『我晚點再
告訴你。』

SAP BusinessObjects 分析⼯具
差異化優勢?
1. ⾰命性的決策⽅式
• 從基層到⾼階單位，⽤靈活、即時和資料導向的⽅式橫跨所有業務範圍做決策
• 具備所有分析⼯具應有的功能，舉凡資料探勘、視覺化呈現、預測分析、 規劃與
報導等，皆在您的掌握中
• 運⽤內建的智慧模型預測功能辨識容易輕忽的細節，無須仰賴資料專家
• 在任何裝置上都能傳送客製化、直觀且引⼈入勝的資訊
• 做好迎向未來趨勢 (物聯網及⼤數據分析) 的準備

2. 可信任的資料探勘
• 處理並同步整合企業全球及在地化資料
• 藉由⼀個企業內部協同合作的⾼度視⾓，最佳化團隊合作及降低錯誤發⽣
• 建立⼀個結合就地部署及雲端資料的端對端⽅案，無須移動或複製就地部署
SAP HANA® 平台資訊到雲端
• 與 SAP S/4HANA、SAP Business Warehouse (SAP BW) 應⽤程式、SAP HANA
以及其他 SAP 就地部署及雲端應⽤程式相容，加速價值創造時間

3. ⽤⼀個更快、更具規模並且安全無虞的平台來簡化企業
• 妥善運⽤並擴充您在 SAP 既有的投資⽅案，您可以從⼀個供應商取得所有您需要
的資源，穩妥地在可負擔範圍內隨著您的企業成⻑⽽擴充
• 提升⽤⼾⾃⾏探索，互聯局部和特定區域的資料庫，讓 IT ⼈員成為可信賴的策
略資訊專案顧問
• 透過隨⼿可得的分析⼯具降低資訊來源錯誤的機率，不論是在雲端、就地部
署，或是兩者
• 運⽤單⼀、⾼效率的即時平台做線上交易處理，以及線上分析處理，避免資料超
市的擴散

價值主張

使⽤ SAP BusinessObjects 解決⽅案的企業可以在以下

四個⾯向獲得價值:

•

滿⾜所有分析⼯具需求的單⼀策略夥伴

•

35%營業收入增加來⾃於更加可靠的資訊來源決策

•

給予所有利害關係⼈單⼀資訊來源的業務透明度，不論何

•

減少25–30% 的客⼾流失，並增加 60%的顧客參與度

•

因即時分析⽽減少主要流程 15–40%的花費

•

100% 優化偵錯率

•

提⾼三年期投資案的 ROI，給予 100% 約定的報酬率

時、何地或是在任何裝置上
•
•

具備同時模擬與執⾏的能⼒
全⾯性、現代化的就地部署及雲端分析⼯具功能

•

消費者等級的使⽤者體驗，直覺式設計節省員⼯訓練時間

•

分析⼯具在全公司的使⽤率增加 300%

•

減少 80–90% ⽤於建置報表或是專案模板的時間

•

降低查詢報表時間，提⾼ 40–80% 主要業務的效率

•

規劃時間縮短了30–50%

策略規劃
效益

商業流程
效益

員⼯作業
效益

資訊科技
效益

Benefits are based on SAP BusinessObjects Analytics customer proof points or conservative outside-in benefit estimates.
As each enterprise is at a different level of maturity, our recommendation is to work with you to determine the value proposition for your enterprise.

•

80% 以上的資料能夠即時更新，⼗倍速完成資料存取、轉置、
載入、並⾃動⽣成報表

•

90% 的標準格式報表能夠⾃動產⽣

•

降低 15–25% IT ⽀援尋求次數

•

降低 30% IT 資源耗費及成本

•

減少 20–30% 訓練 IT ⼈員簡化流程之學習成本

聽聽我們的
顧客
傳達價值

Grupo Merza

德碩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即時洞察財務表現：
預先洞察/ 雙周洞察

⾼度顧客滿意度：
準時及符合預算

為全球的諮詢專案提
供清晰的洞察

優化採取⾏動的能⼒
降低延遲

根據過往表現資訊做
分析以在未來降低風
險的發⽣

對專案和風險以數位
化資料進⾏分析以檢
視風險發⽣機率

增加分析資
料的時間

德碩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是⼀家位於⽇
本的全球領導 IT顧問公司。⾃從其在⽇本第⼀
次的成功經歷後，相較於五年前的規模成⻑了
兩倍。持續不斷擴張的德碩，⽬標成為⼀家全
球性的跨國顧問公司；其致⼒尋求全球及跨國
專案曝光機會、財務規劃、精準預測及風險評
估等。⾝為SAP 的⻑期事業夥伴，同時也是顧
客之⼀的德碩，選擇了 SAP BusinessObjects
雲端解決⽅案以及 SAP Digital Boardroom 為
與其發展⽬標⼀致的雲端解決⽅案。這兩個解
決⽅案可以幫助德碩達成以上所述之⽬標，同
時，也能為他們幫既有的客⼾提供創新的解決
⽅案

40–70%
更快的資料處理與報表產⽣速度
，歸功於 SAP HANA
使⽤單⼀的計分卡，在顧客付款
時與SAP® BusinessObjects™ 預
測分析⼯具裡的顧客信⽤度核對

Grupo Merza 為墨⻄哥在雜貨、飲品、藥品及更多
零售產品所仰賴的零售業巨⼈。 運⽤SAP HANA 平
台、SAP BusinessObjects Lumira 軟體、SAP
Sales Insights 零售業分析應⽤程式及SAP
BusinessObjects 預測分析軟體, Grupo Merza 的快
速洞察能⼒使其能更加了解如何驅動顧客、銷貨，以
及提⾼淨利率

在沒有顧問服務下僅花費四周時
間部署 SAP BusinessObjects
Lumira

“有了來⾃ SAP的分析⼯具, Grupo Merza 現在變成⼀間以資料驅動為導向的公
司。在更容易取得的資料及更深入的銷售洞察下，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們
的顧客是誰，以及它們想要的是什麼”
“資訊科技與德碩的成⻑息息相關。我們⽬前正處在導入 SAP S/4HANA階段中
間，並且期待⼀個更快能夠獲取資料及更好的風險預測⽅式。我們⼀直不斷的在
尋求最好的創新解決⽅案，同時也希望能將這些⽅案導入給我們的客⼾。”

Alfonso Cedillo
CIO | Grupo Merza

Toshinori Iwasawa
總裁兼 CEO | 德碩國際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xaro

mBank

400%

250%

在非抵押貸款產品
增加的命中率

在儲蓄型產品增加
的命中率

200%
增加的保險產品命
中率

⾏銷活動回應比率
的極速提⾼

四百五⼗萬名顧客仰賴 mBank S.A. 以滿⾜他們
財務上的需求。mBank秉持著＂最短時間滿⾜顧
客需求＂的理念，崛起成為波蘭最⼤的網路銀⾏
及第四⼤的零售銀⾏。為了維持其不斷的成
功，mBank 需要能夠預測顧客未來需求的能
⼒，準確地解讀並且提供顧客個⼈化的體驗。這
也是 mBank使⽤ SAP BusinessObjects 預測分
析軟體的主因，藉由能夠在資料中應⽤分析模型
分析， mBank 現在可以取得即時洞察以設計最能
打動顧客、最相關的⾏銷活動給特定消費者，從
⽽贏得了客⼾關係管理。

90%
透過 SAP 風險管理應
⽤程式增加風險可視化
程度

20%
的成本因為更有效益
的風險管理及資源配
置⽽減少

10%

透過使⽤ SAP流程管
理應⽤程式降低的查
核成本

100%

Exxaro 將其業務流程與策略規劃、永續發
展、風險管理、審計查核及績效管理結合，以
確保其向更廣泛的利益相關⼈傳遞策略。
這些都要拜 SAP BusinessObjects 分析⼯具
的強⼤功能所賜。
Exxaro 的整合計畫巧妙地運⽤了SAP Risk
Management 應⽤程式，有效管理未可預⾒
之風險，確保策略之穩健與彈性。

整合策略規劃、永續
發展、風險管理、審
計查核及績效管理

⼀千萬 ZAR(南非幣)

(相當於80 萬美⾦) 在⼀年之內，透過SAP Process
Control 應⽤程式的導入⽽節省的預期⽀出
“SAP BusinessObjects Predictive Analytics 幫助 mBank 辨識每個顧客的既有偏
好，以及發掘未來消費⾏為；讓⾏銷⼈員得以執⾏最有效率的⾏銷活動。現在，我們
可以與我們的顧客進⾏更有效的溝通，也增加我們對於個別顧客的了解。
Bartosz Witorzenc
策略規劃經理 | mBank

“SAP 的公司治理、風險控管、合規審查以及企業營運管理分析解決⽅案，讓
我們在公司不同階層中保持透明及可信度。如此⼀來，我們更容易得到⾼層
的⽀持， 也增加了我們營運的效率。”
Saret Van Loggerenberg
風險控管及合規審查經理 | Exxaro Resources Limited

開始您的 SAP 之旅

了解 新世代雲端分析⼯具可以提供什麼給您的企業，閱讀這

份來⾃ IDC 的研究報告獲得更多分析與洞察。

「面對商務分析工具的購買者、使用者及導入者的最大挑戰就
是遷移到雲端解決方案。事實上，IDC 預期未來五年企業花費
在雲端分析工具的金額，將會成長得比花在就地部署解決方案
上還要多出五倍。閱讀以下五個給您企業做考量的關鍵建議」
IDC ⽩⽪書,由 SAP 贊助, Cloud Business Analytics: A Step Closer to
Pervasive Adoption of Decision Support Services, Dan Vesset, May
2016
http://www.sap.com/idc-cloud-analytics

試⽤ 以下 SAP 領先市場的解決⽅案
SAP® BusinessObjects™ Lumira: 為企業⽤⼾量⾝打造
的⾃助式資料視覺化體驗

運⽤ 商業智慧 (BI) 衡量公司營運策略，取得客製化
的建議報告，以了解企業如何持續保持前進
商業智慧 (BI) ⼀直以來都是企業資訊⻑在投資⽅案
選擇的第⼀順位。⼀個有效率的商業智慧⽅案可以讓
您的IT和業務單位雙贏，⽽⼀個好的策略則包含與商
業夥伴結盟、業務需求形式化以及提供⼀個全⾯
的、策略性BI解決⽅案；同時，能和企業營運共享⽬
標，並提供計畫結果。點擊以下連結開始您的評估：
https://sap-bi-strategy-assessment.com

建立 您的資訊策略，透過以下快速的線上⾃我評
估檢視您的資料控管狀況：

http://infogovtool.sap.com

www.saplumira.com

SAP BusinessObjects Cloud: 集各種分析⼯具功能於⼀
⾝，包含商業智慧、資料探勘及可視化、規劃與預測。其為
⼀個單⼀的、容易操作的以雲端為基礎的解決⽅案。
www.sap.com/reimagineanalytics

聯繫 您的SAP 團隊。與專家洽詢或是聯絡可以提
供資訊給您的⼈以了解更多，或是造訪以下網址：
https://www.sap.com/taiwan/index.html

為何選擇 SAP?
SAP BusinessObjects 分析⼯具是顧客最正確的選擇,
因為只有SAP 做得到以下這些事:
在分析⼯具市場中帶領超過 65,000 個顧客。使⽤者深信 SAP 擁有無與倫比
的專業知識，更能夠提供經驗證的⽅法及解決⽅案

•

提供所有顧客所需的分析⼯具 ( 資料探勘、資料視覺化、 規劃、預測及監控)
給予使⽤者更好的決策能⼒，並且簡化公司每個部⾨的營運模式，就連 IT部⾨
也能化繁為簡

•

•

在各種裝置 (電腦、平板或是⼿機)、雲端及就地部署皆能使⽤。給予使⽤者⽅
便的選擇，同時也讓企業⾃⾏選擇其部署位置

•

無論您的組織規模⼤⼩為何，其提供絕佳的功能表現、規模擴充及整合SAP與
其他系統紀錄，讓您能即時「化洞察為⾏動」

•

提供⼀致的資料來源、確保資料安全傳輸，讓使⽤者確信這些資料

在數位世代中成功的唯⼀關鍵就是當企業開始挖掘新的⽅法運⽤資料提
供更好的顧客服務，建立新的商業模式，以及向所有利害關係⼈傳遞價
值。SAP BusinessObjects Analytics 為新世代傳遞價值分析⼯具的基
礎，⽽ SAP 是新數位經濟世代中，幫助企業轉型、優化的好夥伴。

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

撥打 SAP 專線: 0800-885-989#600

•

線上洽談: https://goo.gl/2FPeMK

•

寄信給我們: saptwmarketing@sap.com

•

加入粉絲⾴: https://goo.gl/EAjYTF

•

YouTube 頻道: https://goo.gl/Zi0Bm4v

DISCLAIMER May 2016. The information in the brochure is proprietary to SAP. The brochure is not subject to any agreement with SAP. SAP has no obligation to pursue any course
outl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or any related document, or to develop or release any functionality mentioned therein. All directions and functionality in this brochure are all subject to
change by SAP at anytime for any reason without notice. The information 1) is not a commitment, promise or legal obligation to deliver any material, code or functionality. 2) is provided
without a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3)
is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and, may not be incorporated into a contract. SAP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errors or omissions in this brochure, expect if such damages were caused
by SAP’s intentional or gross negligence. All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subject to various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hat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expectations. Readers are cautioned not to place undue reliance on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nd they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in making purchasing deci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