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Oracle PartnerNetwork
讓貴公司脫穎而出
實現專業化、獲得 Oracle 認可、
受到客戶青睞。

加入 Oracle PartnerNetwork 讓您的企業
脫穎而出、與客戶保持聯繫，並獲得企業
IT 產業最全面的雲端服務、軟體與硬體
產品體系
憑藉 Oracle PartnerNetwork (OPN)，Oracle 正從根本上轉變其夥伴開發業務的方式。
OPN 讓會員得以存取夥伴限定的訓練、資源、Go-To-Market 工具與支援服務。這些寶
貴的權益可讓夥伴參與獎勵及認可其特殊專業能力的方案。透過 OPN 而脫穎而出有助
於夥伴提高營收與客戶滿意度。只要充分運用 OPN 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就有機會開啟
全新的商機並為客戶創造更多價值。

無與倫比的產品體系
Oracle 為其夥伴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實現全世界最完整且完
善的一系列應用軟體、資料庫、伺服器、儲存裝置和雲端技術，以增強現代化業務。
事實：OPN 提供會員開發、銷售與建
置領先市場且最具吸引力的產品體系，
而這點在其中包含幾乎每個產業頂尖組
織的 Oracle 大型客戶群上可以獲得
驗證。

廣大的客戶群
透過全球超過 420,000 萬名客戶與 Oracle 的廣大產品體系，不管是附帶銷售還是
交叉銷售商機，都獨領業界風騷。

極具吸引力的通路經濟優勢
開發、銷售、整合或是導入 Oracle 產品及解決方案的企業，都能藉由各種衍生的高價值
銷售商機與利潤極高的服務機會來獲得好處。除了標準的經銷利潤之外，OPN 激勵方案
對於高度配合政策且專注在特定經銷或推薦業務領域的夥伴提供了極為豐厚的獎勵。

Oracle PartnerNetwork
實現專業化、獲得 Oracle 認可、受到客戶青睞。抓住此難得的機會並立即加入。

1

利用 ORACLE PARTNERNETWORK 讓貴公司脫穎而出

簡化作為：讓流程更簡單、產品更有價值
Oracle PartnerNetwork 讓 Oracle 夥伴得以參與最能符合其商業模式的商業等級。所
有夥伴都可以選擇等級，以及和 Oralce 的互動類型。夥伴們可以選擇成為深度了解特
定解決方案領域的專家，或是提供一系列解決方案。透過 OPN，所有選項都將獲得認
可與獎勵。

白金級
夥伴商務中心—全球據
點，隨時關懷

白金級會員是 OPN 方案最高等級。為符合資格，夥伴至少必須取得 5 項符合條件的專
業化、Oracle Exastack Ready 應用軟體或「Oracle 驗證的整合」。白金級 OPN 會員
所擁有的廣泛產品及技術專業能力將獲得認可，並可獲得獨家的促銷與活動支援服務。

一旦您成為銀級或更高等級的會
員，就能享有 Oracle 夥伴商務中心
的各項權益：
» 全球超過 1,000 位專屬的夥伴業
務顧問隨時提供諮詢服務
» 可聯絡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布
達佩斯、邦加羅爾與北京的全球
客服中心並獲得服務
» 以 24 種語言提供的全天
候支援服務
» 電子郵件、電話與聊天支援

金級
金級 Oracle 會員有資格開發、銷售及建置完整的 Oracle 產品與解決方案堆疊。金級資
格是大多數夥伴選擇加入的等級，同時也是夥伴進入專業化和其他方案門檻的第一個等
級，例如 Oracle Cloud 傑出建置人員方案。這些夥伴藉由運用此等級所提供的廣泛訓
練、銷售與行銷資源來發展自身的專業能力。

銀級
銀級夥伴可以透過 Oracle 一鍵式訂購方案、基礎架構即服務 (IaaS)、平台即服務
(PaaS)，乃至於特定硬體產品 (例如 Oracle Database Appliance) 來經銷並開發產品。透
過經濟實惠又方便擴充的方式，夥伴可以輕鬆地加入 OPN 取得銀級會員資格，快速提高
競爭力並在 Oracle 的協助之下拓展業務。

增值分銷商
增值分銷商可以透過我們的增值分銷商授權加值配銷商 (VAD) 方案，經銷一鍵式訂購方
案中的特定 Oracle 產品。增值分銷商不需要簽署 Oracle 夥伴合約，也不用支付 OPN
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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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夥伴承諾與專業能力
Oracle 正式承認夥伴在發展特定 Oracle 產品與解決方案的特定專業能力上，所投入的時
間與資源。我們致力於為三大主要族群創造價值：我們的夥伴社群、我們的終端使用
者，以及我們的 Oracle 內部銷售人員。OPN 為夥伴們提供了許多提高競爭力的方式，
協助他們獲得這三大領域的客戶認可。

專業化
金級或更高等級的 OPN 會員可以取得專業化資格，後者藉由檢定夥伴們在特定專業能力
領域與商業上的成功等級來決定授予的認證等級。專業化等級相當繁多，而夥伴可以從
Oracle 不斷增加的產品體系中，選擇想要的專業化。
取得特定指定資格的夥伴可獲得的

傑出的 Cloud 建置

好處

Oracle Cloud 傑出建置人員 (CEI) 方案認可在 Oracle SaaS Cloud 建置期間，展示專業
取得專業化、Oracle Cloud 傑出建
置人員、Oracle Cloud MSP、 OPN
Cloud 指定資格、Oracle Exastack
Optimized 或驗證的整合資格的
Oracle 夥伴，都有資格獲得更多福
利，包括 (但不限於)：

能力、專案成功以及客戶滿意度的 OPN 會員。這個動態方案獎勵企業在限定的地理範
圍內建置特定雲端服務模組時，經過證明且持續的卓越效能。達到 CEI 狀態是進一步的
市場差異化、認可、高價值 OPN 效益以及更深入了解 Oracle 空前未有的機會。

Oracle Cloud 管理式服務供應商

» 藉由對 Oracle 產品的深入專業

具備實證技巧、工具與流程，懂得如何在 Oracle Cloud Platform 上建置、部署、執行與

知識，獲得 Oracle 內部人員的

管理 Oracle 及非 Oracle 工作負載的 OPN 會員，可取得 Oracle Cloud 管理式服務供應

最高認可

商 (MSP) 方案的資格。此方案可讓會員針對在 Oracle PaaS 和 IaaS 上執行的工作負

» OPN 解決方案型錄內的優先順序

載，提供完整的管理式服務解決方案。

安排
» 專屬的品牌

OPN Cloud 方案
一組創新的階層式指定資格讓 OPN 方案等級更加完整，並提供各種階層的認可與累進福
利。這些階層的資格，是根據在 Oracle Cloud 解決方案中展現卓越表現的關鍵雲端專屬
績效指標來評定。

賦予客戶更多能力
由於 Oracle 夥伴遍佈全球，總數超過 25,000 名，Oracle 客戶需要簡便有效率的方式來
幫助他們針對提案或是持續進行的 IT 計畫，尋找、評估並比較可能適合所需的夥伴。藉
由讓整個流程更為簡化與直覺，OPN 讓整個銷售週期更加快速完成，以更有效的方式快
速為客戶找到合適的夥伴，進行加速 Oracle 解決方案的成功部署。無論客戶想要的是企
業應用軟體的協助，或是特定垂直市場的解決方案，OPN 都能幫助他們找到具備正確見
解與知識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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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寶貴的資源
培訓
OPN 會員藉由下列各種教育訓練機會與廣泛的訓練選擇來打造自己的專業能力：
» 存取 OPN 能力中心，這裡提供免費的線上訓練工具與角色型的導引式學習路徑，
協助個人藉由各種職能發展 (例如，銷售、售前、支援與導入) 成為 Oracle 專家
» 享有 Cloud 學習的訂閱折扣
事實：Oracle 致力於與其夥伴開展合作。
我們的夥伴為 Oracle 貢獻了 40% 左 右的

» Oracle University 實況或實況虛擬課程折扣

Oracle 解決方案型錄

營收，並佔 Oracle 交易量的 80% 之 多。

Oracle 已經建立起一套偏好系統，能夠幫助我們的客戶快速找到具備所需專業能力的合
適夥伴。解決方案型錄是一個由 Oracle 託管的線上目錄，全球的客戶、潛在客戶以及
Oracle 員工，都可以在此目錄中即時存取各項 OPN 會員解決方案與服務。

Oracle 品牌
OPN 會員可透過在各種行銷資料 (包括文宣、網站、廣告、信紙、名片和看板) 上使用
OPN 標誌，利用 Oracle 品牌的影響力。個別方案的差異化產品具備特定的品牌，可針
對夥伴獨特的專業技能產生認可。

開發與展示授權
Oracle 會員可免費存取 Oracle 技術軟體授權，以便用於開發和示範。此外，OPN 會
員有資格存取 Oracle 應用軟體的整合與展示授權。

展示環境存取
Oracle 展示服務依據要求之環境的可用情況，為符合條件的 OPN 會員提供了展示環
境，讓夥伴能夠發揮 Oracle 產品帶來的競爭性優勢。

立即開始使用 Oracle PartnerNetwork
立刻開始。請造訪 oracle.com/partner 並前往「與 Oracle 合作 > 立刻行動」以獲得詳
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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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orporation 全球總部

全球查詢服務

500 Oracle Parkway

電話：+1.650.506.7000

Redwood Shores, CA 94065, USA

傳真：+1.650.506.7200

與我們聯絡

blogs.oracle.com/oraclepartners
facebook.com/oracle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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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致力於開發保護環境的實務作法與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