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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您是 Salesforce.com 的新用戶還是老客戶，都希望能從 Salesforce 解決方案獲取最高的價值。成功的資源、

支援與訓練的正確組合，將可為您提供高投資報酬率、高使用者採用率及高企業目標達成率。為了讓您現在及

未來運用 Salesforce 獲得最大成功，請把握 Premier 服務提供的優惠機會：Premier Success Plan 與 Premier+ 

Success Plan。 

Premier Success Plan 
獲得成功：Premier Success Plan 可將您與資源連結，進而運用 Salesforce 獲得及擴展成功。我們的說明網站與 

Premier 工具套件提供了最佳的實作、範本、視訊及其他更多功能。我們會評定使用者採用率的標準，並主動

提供改善建議。我們的發行計劃可以協助您採用新功能，將 Salesforce 解決方案的效率發揮到極致。如果您有 

200 個以上的 CRM 授權，將會有專屬的成功資源為您提供個人化的指導，幫助您達成

企業目標。  

取得支援：您需要協助時，Premier Success Plan 可讓您快速存取最高級的技術資源。

全年無休快速回應提供支援，協助您迅速解決問題。您建立自訂應用程式時，無論遭

遇使用方法的問題、技術性的問題，還是需要開發人員支援，我們都能為您提供快速、

專業的答案。 

獲得訓練：Premier Success Plan 可讓您輕鬆地訓練所有人使用 Salesforce。我們提供超

過 100 種以上的互動式自主學習線上課程，可讓您的整個團隊（管理人員、開發人員、

一般使用者等）適時快速學會所需的專業知識。我們廣泛的課程目錄涵蓋多數熱門教室課程的完整線上版本，

例如「管理基本知識」。   

不確定您需要哪一種訓練嗎？Premier Success Plan 包含訓練方案範本以及角色型學習路徑，可為您提供指導。

想要自訂課程嗎？我們提供的許多課程皆可讓您自行新增螢幕截圖及內容，讓您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教學。  

Premier Success Plan 包括： 

 Success 服務：可加快使用及採用速度的最佳作法與發行計劃，加上能夠提供個人化審查與建議的專屬資

源（超過 200 位 CRM 使用者），可提升企業的價值。 

 不間斷的支援協助：24 小時全年無休免費電話與線上建立個案，可優先存取我們的支援團隊，以及針對

重大問題提供的快速 1 小時初次回應。 

 開發人員支援：與錯誤相關的疑難排解與程式碼審查，協助您在 Force.com 上建置應用程式。 

 廣泛的訓練：所有角色皆可無限存取 100 種以上線上訓練課程。 

 可自訂的訓練範本：腳本和底稿等課程內容可下載進行自訂，以您慣用的格式進行教學。 

Premier Success Plan 能提高使用者採用率及企業生產力。 

Premier+ Success Plan 
您擁有遠大的抱負，希望能將貴公司轉型為雲端營運公司。雖然 Salesforce 應用程式的使用與設定真的非常簡

便，但若能由 Salesforce 專家合作夥伴協助您維護解決方案，您的成功必定能更上一層樓。我們的 Premier+ 

Success Plan 除了涵蓋 Premier Success Plan 的所有優點外，還具有下列特色： 

 實作後管理服務：在您的初次實作之後，我們提供 100 位以上的管理服務人員，為您進行不間斷的應用

程式維護（完整清單請參閱「附錄」）。 

 存取管理團隊：您的內部  Salesforce 管理人員將與我們通過驗證的專家團隊一起合作，更新您的 

Salesforce 組態。 

Premier+ Success Plan 並非實作服務，然而您可以放心將一切交給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由他們協助維護您的

應用程式，讓您能夠專注於策略目標。 

Standard Success Plan 
所有 Salesforce 產品都涵蓋標準等級的客戶支援及線上資源存取權限。Standard Success Plan 可在營業時間內提

供支援，於 2 個工作天的初始回應時間內給予回應。您也可以隨時存取我們的標準線上資源，包括「說明」，

您可以在「說明」中找到「開始使用」訓練課程、提交支援個案，以及瀏覽說明文件及知識庫。 

Premier Success Plans 

取得 Premier Success 

一般而言，參加過 Premier Success Plan 者的

客戶採用率約高 57%，流程自動化程度約高 

130%，使用商業分析的頻率約高 140%，總

的來說，投資報酬率 (ROI) 約可提高 80%。 



 

 

 

Success Plan 內容比較 

Success Plan 

特色 Standard Premier Premier+ 

支援初次回應時間（視個案嚴重性等級而定1） 2 個工作天2 

1 級嚴重性：1 小時3 

2 級嚴重性：2 小時3 

3 級嚴重性：4 小時4 

4 級嚴重性：8 小時4 

1 級嚴重性：1 小時3 

2 級嚴重性：2 小時3 

3 級嚴重性：4 小時4 

4 級嚴重性：8 小時4 

線上存取標準成功資源：說明、知識庫、「開始使

用」訓練    

存取 Premier 成功資源：Premier 工具套件、使用

者採用率及發行計劃    

全年無休的免付費電話支援    

Premier 開發人員支援    

Premier 線上訓練目錄（超過 100 種課程）    

可自訂的訓練範本    

專屬的成功資源5    

Salesforce 解決方案更新管理服務6    
1嚴重性等級定義： 

 1 級嚴重性：重大 – 對所有使用者產生影響的生產問題 • 系統故障 • 資料完整性問題  

 2 級嚴重性：緊急 – 對許多使用者產生影響的常態性問題 • 主要功能受影響 • 效能大幅降級  

 3 級嚴重性：高 – 系統效能問題或對部分而非所有使用者產生影響的程式錯誤 

 4 級嚴重性：中 – 與例行技術問題相關的查詢 • 有關應用程式功能、導覽、安裝或組態的資訊索取 
2例假日除外。 
3
1 與 2 級嚴重性全年無休的服務含週末及例假日。 

4
3 級和 4 級的目標回應時間僅以當地營業時間為準，不含週末及例假日。 

5須訂購 200 位以上的完整 Salesforce CRM 使用者，或 Premier 年費總金額達 50,000 美元以上，才能指定 Premier 成功資源。  
6完整清單請參閱「附錄」。 

 

可訂購  Enterprise Edition 或  Professional Edition 的  Premier Success Plan。Premier+ Success Plan 隨附於 

Salesforce CRM 及 Force.com Unlimited Edition，亦可另購 Enterprise Edition 和 Professional Edition。如需瞭解
最適合您的 Success Plan，請與 salesforce.com 業務主管聯絡。 

Premier 開發人員支援 

Premier Success Plan 與 Premier+ Success Plan 都涵括 Premier 開發人員支援，他們會就如何使用 Force.com 獲得

成功提供最佳作法的建議，並協助疑難排解您可能遇到的 Salesforce 錯誤訊息。  

例如，若開發人員需要處理 Salesforce CRM 資料並透過 Salesforce UI 呈現該資料，我們的專家就會針對表格、

欄位及功能提供特定建議。處理 Force.com 程式碼時，這項建議很重要，因為在處理此類程式碼時，開發人員

必須特別注意在多租用戶環境下執行應用程式的特定管理員限制與特性。 

Premier 開發人員支援包括：  

 有關建立 Force.com 程式碼 (APEX) 與 Force.com 頁面 (Visualforce) 的最佳作法建議。 

 Salesforce 錯誤訊息疑難排解與例外狀況處理。 

 深度程式碼分析、偵錯及建議（最多 200 行）。 

 存取我們的互動式開發人員社群：Developer Force。 

Premier Developer Support 特色 

特色 Premier 開發人員支援  
Force.com 程式碼 (Apex) 與  

Force.com 頁面 (Visualforce) 
• 管理員限制說明 

• Salesforce 錯誤訊息疑難排解 

• Force.com 類別與觸發程序的錯誤相關程式碼審查（最多 200 行） 

• Force.com 程式碼與 Force.com 頁面最佳作法及建議 

Web 服務 API • Salesforce 錯誤訊息疑難排解 

• SOAP 訊息擷取與審查 

• Web 服務 API 最佳作法與建議 

Salesforce.com 支援的開發人員 • Salesforce 錯誤訊息疑難排解 

http://developer.force.com/


 

 

工具組（AJAX、Force.com 

Migration、Force.com IDE 等） 

• 工具組最佳作法與建議 

 



 

  
 

詳詳細資訊 

請與業務主管聯絡，深入瞭解我們如何

協助您加速實現 CRM 成功。 

 

 

公司總部 

The Landmark @ One Market 

Suite 300 

San Francisco, CA, 94105 

United States 

1-800-NO-SOFTWARE 

www.salesforce.com 
 

全球辦事處 

拉丁美洲：         +1-415-536-4606 

日本：         +81-3-5785-8201 

亞太地區：         +65-6302-5700 

EMEA：         +4121-695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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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Premier+ Success Plan 管理服務 

管理分類/作業 管理作業說明  管理分類/作業 管理作業說明 
自訂  通訊範本 

使用者
1
 建立、更新與停用使用者  HTML 表頭範本 建立 HTML 表頭範本

4
 

入口網站使用者 1
 建立、更新與停用入口網站使用者  電子郵件範本 建立電子郵件範本 

角色 建立與更新角色及角色階層  報價單範本 建立與更新報價單範本 

設定檔 建立與更新設定檔  資料 

公開群組 建立與更新公開群組  大量傳輸記錄 1
 客戶以 CSV 檔案格式提供的大量

傳輸記錄 

自訂物件 建立與更新自訂物件  大量刪除記錄
1
 客戶以 CSV 檔案格式提供的大量

刪除記錄 

標準物件 更新標準物件  大量建立記錄 1
 客戶以 CSV 檔案格式提供的大量

建立記錄 

自訂欄位 建立與更新自訂欄位  大量更新記錄
1
 客戶以 CSV 檔案格式提供的大量

更新記錄 

頁面配置 2
 建立與更新頁面配置   安全性 

記錄類型 建立與更新記錄類型  共用規則 建立與更新共用規則 

自訂按鈕與連結 3
 建立與更新自訂按鈕及連結  欄位協助工具 建立與更新欄位協助工具 

清單檢視 建立與更新清單檢視  密碼原則 管理密碼原則 

佇列 建立與更新佇列  工作階段設定 管理工作階段設定 

指派角色 建立與更新指派角色  IP 範圍 新增與更新 IP 範圍 

自動回應規則 建立與更新自動回應規則  公司 

升級規則 建立與更新升級規則  貨幣 管理貨幣 

支援/商機設定 更新設定  會計年度 建立與更新會計年度 

管理團隊（帳戶/銷售/個

案） 

建立與更新使用者記錄團隊  營業時間 建立與更新營業時間 

價目表 建立與更新價目表  生產力與協作 

工作流程規則/作業/警示/欄

位更新 

建立與更新工作流程規則、作業、警

示，以及欄位更新 

 建立內容 建立與更新內容工作區 

批准程序 建立與更新工作流程批准程序  將使用者新增至工作區 將使用者新增至工作區 

報告 視需要協助建立與修改報告  Chatter 摘要設定（整個

組織） 

建立與更新 Chatter 摘要設定 

顯示面板 視需要建立與更新顯示面板  Chatter 群組 1
 將使用者新增至 Chatter 群組 

分析快照 視需要建立與更新分析快照  搜尋設定 建立與更新搜尋設定 

自訂報告類型 建立與更新自訂報告類型  構想設定 建立與更新構想設定 

驗證規則 視需要協助建立與修改驗證規則  答案設定 建立與更新答案設定 

公式欄位 視需要協助建立與修改公式欄位  行動 

摘要公式欄位 視需要協助建立與修改摘要公式欄位  行動組態 建立與更新行動組態 

翻譯工作台 建立與更新翻譯    

預測階層 更新預測階層    

領域    

領域階層 建立與更新領域階層    

領域規則 建立與更新領域規則    

使用者領域指派方式 1
 建立與更新使用者領域指派方式    

 

管理服務包括初次實作 Salesforce、資料移轉、資料管理或操作（取消複製、合併、清理）、從一個組織/物件複製到另一個組織／物件、流動、

AppExchange 安裝／解除安裝／自訂、VLOOKUP 與自訂程式碼。  

 
1客戶以 Salesforce 指定的 CSV 格式提供資料。 
2不含自訂程式碼。 
3不含使用 Force.com 頁面 (Visualforce)、JavaScrip 或透過 URL 傳遞的參數。 
4包含建立範本；客戶提供的 HTML 電子郵件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