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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然有序的整合式平台，
結合企業所需的高度穩定及敏捷性，
全速推動商業創新及價值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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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資料驅動的智慧及商業創新
在現今「數位經濟」時代，迅速因應市場趨勢的創新能力，已成
為企業經營成敗的關鍵要素。儘管企業握有大量資料，分散的 IT
環境和僵化結構，經常導致資料的安全防護與管理效能不彰，最
後陷於滯礙難行，無法充分發揮資料價值來探索新商機。

多樣的資料和存取困難是降低企業靈敏性的主要原因，而
離散的資料來源更使得創新速度更加緩慢。資料蔓延導致
整合管理困難、安全性及隱私權的風險日趨嚴重，不僅削
弱企業的核心能力，也讓 IT 部門和商務使用者感到心力
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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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產品與服務的商業化、通路分銷、行銷和銷售，乃
至客戶體驗，各種業務情境都需要資料和應用程式的支
援，若是缺少可用且值得信賴的資料，或是分析與共享這
些資料的敏捷應用程式，將導致企業流程中既有的珍貴價
值付諸流水。
如何解套現代企業身陷的資料困境？核心在於妥善管理資
料、穩固安全防護，並以可靠的資料來確保關鍵營運流程
的穩定性，同時具備彈性架構，靈敏推動創新，因應市場
變化迅速聰明地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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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整合式數位平台勢在必行
「智慧企業」將運用單一解決方案，突破複雜的資料架構困境，
打造出強大而穩定的營運環境，同時必須掌握資料與系統架構的
靈敏度，迅速建構高價值的創新產品，這正是 SAP 數位平台的專
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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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相信，任何企業都需要可靠的智慧資料，才能迅速
靈巧地因應市場變化。SAP 數位平台將成為智慧企業的
基礎與後盾，協助企業發揮自身寶貴的經驗和資料價值，
掌握獨特優勢。
SAP 數位平台能運用各種格式來源的資料，即時建立實
用的智慧洞察，還能迅速開發、整合及擴充企業應用程
式。其功能強大的秘訣，在於整合建構全方位的資料管理
系統，藉此即時掌握價值，並透過雲端架構的應用程式開
發環境，即時滿足市場需求，帶給使用者個人化的數位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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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敏捷與穩定，創造最大價值
SAP 數位平台扎根於數十年的豐富產業知識及專業能力，運用劃
時代的資料管理套件以及敏捷的平台即服務，實現資料、分析、
應用程式及資料流程管理的全方位整合。

SAP Cloud Platform 是一款強大且靈活的敏捷平台，運
用資料管理基礎提供必要的即服務元件和開發工具，支援
快速建構智慧應用程式。此平台還可利用數千個現成應用
程式擴展現有的就地部署及雲端投資，這些應用程式利用
可靠的業務資料，確保企業敏捷因應瞬息萬變的商業市
場。

SAP 數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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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ANA Data Management Suite 將所有類型的資料
與多向資訊流整併為即時檢視，讓企業可在單一平台上統
籌管理可靠資料。此外，SAP 套件還能藉由存取及流程
控制、資料隱私權加密、遮罩與匿名化功能，協助貴公司
保障資料的安全性和隱私權，進而打造治理完善的穩固資
料架構。

敏捷靈活

高度穩定

敏捷的雲端應用程式
開發環境

穩定的整合式資料
管理系統

SAP Cloud Platform

SAP HANA Data Management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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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標準的多雲端靈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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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數位平台透過開放式標準的多雲架構環境，提供完整的部署
彈性及管控能力，無論任何商業化的雲端基礎架構，例如 SAP 或
Amazon Web Services、 Microsoft Azure 或 Google Cloud
Platform 等超大型雲端供應商，抑或是私有雲供應商，例如 IBM
或 Atos，皆可展現實用價值。

SAP 數位平台結合敏捷雲端與彈性架構，能讓資料、個
體及查詢不受分散架構的限制，並跨越本地、公共及多個
私人雲端，避免受制於單一供應商，保持架構靈活性，並
節省營運成本。
Kubernetes 與 Cloud Foundry 的相容性，可讓新的
應用程式輕鬆運用 SAP 數位平台雲端服務，現有的
就地部署應用程式，則能藉由容器技術 (Container
Technology) 輕鬆轉移至雲端。在 SAP 數位平台中開發
的應用程式，也能重新部署至其他雲端基礎架構，讓企業
充分掌握彈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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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然有序的整合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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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企業位於數位轉型中的哪一階段，高度整
合的數位平台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礎。SAP
數位平台紮根於數十年的產業專業知識，協助
企業奠定強大的系統架構，統整可靠資料，建
構應用程式開發環境，並提供敏捷商務必備的
智慧技術，為企業持續不斷的創新及數位升級
注入驅動力。

SAP 數位平台

SAP HANA Data Management Suite
...for reliable and connected intelligent data that
adapts to any hybrid and multi-clou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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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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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Cloud Platform
…to consume, analyze and share the trusted
data within the SAP Digital Platform.
as-a-service
components

one
integrated
platform

extend and
personalize current
applications

create new
applications

SAP 數位平台

目標

解決方案

效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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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因應市場趨勢的創新能力已成為企業經營成敗的關
鍵要素。儘管企業握有海量資料，但分散的 IT 環境和僵
化結構，經常導致資料的安全防護與管理效能不彰，最
後陷於滯礙難行，無法充分發揮資料價值。SAP 數位平
台為企業提供完善整合的解決方案，可兼顧營運穩定性
和最佳靈活度，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及智慧資本。

• 掌握 SAP Cloud Platform 即服務創造的靈敏度，
以可靠的資料推動創新，並透過 SAP HANA Data
Management Suite 提供的新一代資料管理服務，保
持企業營運的高度穩定性
• 在單一平台上即時收集整併所有類型的資料，讓企業
統整內部及外部架構的各類資訊

• 建立並維護整合、安全的資料管理系統，以可靠的資
料鞏固營運穩定性

• 提升客戶服務品質，打造現代化企業流程，在單一平
台上快速建立智慧、兼容行動裝置的應用程式，締造
市場競爭力

• 運用可靠的業務資料快速建立智慧應用程式，幫助企
業靈敏反應，有效因應快速變動的市場需求

• 採用開放式標準的多雲架構環境，完全掌握部署及監
控自由

解決方案

瞭解更多

使用整合式平台支援混合式及多雲架構，提供安全的資
料管理，以及整合式數位技術和工具，讓企業建立並擴
充強大而創新的應用程式。

若要深入瞭解，請立即與您的 SAP 客戶代表聯絡，或造
訪我們的網站。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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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產品諮詢專線：0800-885-989
線上專員洽談：https://goo.gl/2aA1Ed
加入粉絲⾴：https://goo.gl/EAjYTF
觀賞影⾳頻道：https://goo.gl/Ajjn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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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 SAP SE 或 SAP 關係企業的明確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出於任何目的複製或傳輸本出版物的任何部
分。
此處所包含資訊如有變更，恕不提前通知。SAP SE 與其經銷商所販售之部份軟體產品包含其他軟體供應商
的專有軟體元件。國家產品規格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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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材料由 SAP SE 或 SAP 關係企業僅出於參考目的提供，不存在任何類型的聲明或保固，並且 SAP 或其
關係企業不應對材料中的錯誤或疏漏負責。對於 SAP 或 SAP 關係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唯一保固，詳載於此
類產品和服務隨附之明確保固聲明中（若有）。在此提供的任何資料不可推斷為附加保固條款。
特別是，SAP SE 或其關係企業無義務從事本文件或任何簡報所述之相關業務過程，或開發或發佈本文提
及的任何功能。本文件或任何相關的簡報以及 SAP SE 或其關係企業的策略或未來可能的開發、產品及/或
平台指示和功能都可能發生變更，並可能由 SAP SE 或其關係企業在不通知的情況下隨時出於任何理由進
行變更。本文中的資訊不構成提供任何資料、程式碼或功能的保證、承諾或義務。所有前瞻性陳述都可能
經歷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造成實際結果與預期存在重大差別。讀者須注意，不應過度依賴這些前瞻性陳
述，不得依賴它們進行採購決策。
本文中提及的 SAP 及其他 SAP 產品和服務以及其各自的標誌為位於德國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SAP SE（或
SAP 關係企業）的商標或註冊商標。此處所提及之所有其他產品與服務名稱皆為其相對應公司的商標。
如需瞭解其他商標資訊和通知，請參閱 https://www.sap.com/taiwan/about/legal/tradema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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