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消除軟體訂閱入門障礙並提高價值

變得更容易
使用自動化軟體



「一定有更好
的辦法！」

身為全球汽車供應商的工程經理，Ingrid 
的任務是對於需要購買軟體的專案舉證支
出的理由。

現在是晚上 7 點，她還在為向管理階層報
告做準備。對於這類財務承諾，她想要確
保做到面面俱到。

她坐下來思考與軟體購買有關的複雜性。
只要有更好的方式，一切就迎刃而解。

事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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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id 嘆了口氣…  
 
「還有許多未解決
的問題。」

接下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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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id 的思緒充滿了未解決的問題：

隨著預算削減，要如何才能獲得大額資
本支出的核准？

如果不能界定專案的全部範圍，我們是否
能夠使軟體要求與不斷變化的需求同步？

如何確保合適的人員可以獲得工作所需
的功能？

隨著人員的不斷變化，要如何管理我需
要的授權數量和類型？

如何確保現在購買的軟體是從現在開始
的幾年內最新的版本？

如果我在專案的過程中需要技術協助怎
麼辦？



Ingrid 認為「我不想要擔心購買、管理和升級的問
題。為什麼我不能像在家一樣訂閱軟體？」然後… 
她有了一個發現。

就像 Microsoft Office、Norton Antivirus 和 Adobe 一
樣，Rockwell Automation 現在提供軟體訂閱的服務。
她以為她的發現太遲，直到她得知這是工業自動化市
場的新產品。

與 Ingrid 一樣，如果您需要將軟體用於即將推出的專
案和價值選項，獲得靈活性、可擴展性、使用而不占
有、現金流的可預測性、自訂、易於分發和好評… 
請往下讀。

現在就來仔細瞧瞧
不超出預算

善用投資

改變是好事

這是夥伴關係，不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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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擴展 簡單啟動加速達成投
資回報

成本比例 彈性的 
重新堆疊

在電腦上研究選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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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出預算
您知道嗎？
透過轉向訂閱模式，一家大型消費品公司能夠節省原本要花費在
軟體所有權的支出資金，來資助分析專案。

加速達成投資回報，藉由減少前期資金，將更多時間用
於自訂、測量和優化實現

利用真正透明化的合作夥伴關係評估軟體、
業務需求和支援評估

獲得最新的軟體更新、功能和增強功能，無
需額外費用獲得

將成本化為遞增的小筆金額，以便其他專案有更多資
源可以運用降低

降低成本， 
加速達成投資回報

獲得完整的軟體功能，而無需大量的前期所有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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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您的業務需求為基礎自訂軟體套件自訂

您的軟體只需要按一下即可啟動啟動

依據工作角色和職責分配和管理軟體
分配 

和管理

善用投資 

緊密的 
使用者體驗

一家全球汽車公司根據實際使用情況將 700 名使用
者合併為 110 個授權。

您知道嗎？



根據不斷改變的需求調整授權使用規模調整

只需要部分成本便可輕鬆新增或刪除授權新增或 
刪除

即使訂閱變更 (或中止)，也能保留初期投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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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好事！

可見度和
透明度

不再 
過度採購

專案範圍的變化是我們都必須面對的現實情況。 
透過在過程中節省的成本來獲得好評！

一家食品飲料製造商擴建 14 處工廠，營運範圍遍及  
8 個國家，使用 3 種貨幣，同時減少了重複和浪費的成本。

您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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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可以使用最新版軟體存取

每個訂閱都將提供支援支援

可透過自助服務或與主題專家透過線上或電話交談
獲得支援靈活

這是夥伴關係， 
不是交易

不再過度
採購

 易於部署

運用電子軟體交付消除對實體介質的需求，
減少垃圾掩埋場的固體廢棄物。

您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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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進行 
就像數數一樣簡單！

訂閱非常簡單！
1.  造訪我們的軟體入口網站或

2.  聯絡您當地的經銷商

造訪軟體入口網站1
2
3

將您需要的軟體新增到購物車

進行付款並開始使用您的軟體

一家製造商訂閱軟
體，消除全球 90 個
站點管理員的軟體管

理工作流程。

軟體入口網站提供有關簡化軟體購買的建議，並建議免費產品。
您知道嗎？

https://commerce.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en/USD/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ales-partners/overview.page?pagetitle=Authorized-Distributors&docid=cb1d8e627809201ede0587adf2015fa6
https://commerce.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en/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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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訂閱如何實現
Ingrid 的簡報獲得了成功的效果，並且為她的管理團隊展現
理想的業務成果。

運用電子軟體交付消除對實體介質的需求，減少垃圾掩埋場的
固體廢棄物。

您知道嗎？

這將為其他專案籌得
更多資金

降低成本，加速達成投資
回報，並達到現金流可預

測性？！

我們可以在沒有大量投
資的情況下更靈活地獲

得額外資源

結束



軟體分發和啟動很快就能完成！

我的團隊隨時可以獲得最新版軟體並在需要時獲得支援

一切都很順利！

我再也不需要為軟體的大筆資本支出舉證理由！

訂閱軟體如何讓您 
事半功倍
在 Ingrid 的管理階層核准這類軟體獲取方法幾個月後， 
她在思考她的團隊已經出現的變化。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我們的軟體入口網站或 
聯絡您當地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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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erce.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en/USD/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ales-partners/overview.page?pagetitle=Authorized-Distributors&docid=cb1d8e627809201ede0587adf2015f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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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well Automation, Inc. （NYSE:ROK）是全球最大的產業自動化公司，為客戶帶來更高的生產力並提升世界的延續性。放眼世界，我們的旗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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