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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對 VMware 產品及服務的支持與愛護。 

技術支援是 VMware 客戶完整體驗的關鍵要素。我們希望各位即使在採購及安裝本公司產品後一段時

間，仍舊可以從中獲得最大的優勢。我們全力解決每個問題，確保各位滿意。為了讓各位獲得最大的投

資報酬率，我們特地以支援方案套件來滿足各位的務務需求。 

本指南所含資訊在發布之際已盡可能確保準確，更新資訊會定期公布於下列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www.vmware.com/tw/support。若本文件與您和 VMware 簽訂的契約條款有不一致之處，以您和 

VMware 簽訂的契約條款為準。 
 
 
 
 
 
 

 

http://www.vmware.com/tw/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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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歡迎使用 VMware 全球技術支援服務 (GSS)。 

建立有效的支援關係 
有效的支援互動，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與 VMware GSS 技術支援工程師 (TSE) 雙方的專業技術知識、問題解決

能力以及溝通技巧。我們在 2012 年推出 My VMware，將先前散落在不同入口網站上的諸多功能整合在一起，集

中提供您所需要的資訊。 

本歡迎指南旨在協助您更有效地管理業務，提升您與 VMware 之間的支援互動效率。我們致力於提供產業一流的

世界級服務及支援，確保您的業務蒸蒸日上。 

為此，我們提供下列資訊，幫助您取得需要的 VMware 服務與支援：最佳做法、了解嚴重性等級、支援請求生命

週期、GSS 方案以及額外資訊。 

注意：如果您所使用的產品來自 VMware 新收購的公司，則本文件所述流程與準則可能不適用。這時請繼續遵照

這些公司當初提供給您的既有技術支援步驟，直到順利過渡到 VMware GSS 流程為止。 
 

最佳做法 
我們願意根據過去在虛擬化基礎架構及雲端運算方面支援客戶的經驗，與您分享一些建議及最佳做法，讓我們的支

援關係更為緊密、有效率。 

我們發現願意為系統管理員提供教育訓練的客戶，能夠更有效地發現技術問題徵兆，並與我們合作一同解決根本問

題。VMware Education Services 提供各種不同實施方案，從短期、免費影片到密集、實習、多天課程，應有盡有，

可以提供您的團隊各種必要知識與技術，讓您的 VMware 投資產生最大報酬。VMware 認證提供經實證的方法，

驗證和確認您團隊成員的知識、技能與憑證，確保他們可以正確部署及維護 VMware 虛擬化技術。如需深入瞭解

詳情，請造訪 VMware 訓練網站。 
 

事先規劃 

在部署本公司產品之前，建議詳閱 VMware 發行注意事項及其他與貴公司環境相關的技術文件， 其中特別需要注

意的主題是 Guest 作業系統的安裝、組態與執行。此外，我們也建議您審慎定義專案計畫內容，並納入充分的測

試時間及「危機因應」計畫，以確保系統管理員知道如何聯絡所有相關的廠商。若是更為複雜的基礎架構變更，

VMware 提供各種諮詢服務，協助您評估現有的系統與應用程式，並使用評估結果來規劃、建置與管理虛擬基礎 

架構。 
 
指派適當的資源 

公司指派負責部署 VMware 產品的人員，在安裝 VMware 軟體之前，必須熟悉環境中各項硬體、桌面平台、伺服

器、網路作業系統、儲存裝置與應用程式的安裝、操作及維護作業。許多安裝問題實際上都是協力廠商的元件與軟

體所引起。不管您是在實體機器還是在虛擬機上安裝，這些問題還是會存在。如果您需要協助，VMware 顧問將很

樂意為您的環境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進而開發解決方案，並且一次就幫您導入成功。 
 
  

http://mylearn.vmware.com/mgrreg/index.cfm?ui=www&amp;redirect=off
http://www.vmware.com/services/consulting/
http://mylearn.vmware.com/portals/consulting/?u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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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助式資源 

組織可充分善用網站上提供的 VMware 自助式工具。透過我們的支援資源頁面，您可以找到技術文件與知識庫解

決方案的連結，在我們的社群論壇與其他系統管理員就各項問題進行交流討論，瀏覽我們發表的白皮書、技術注意

事項與相容性指南等文件。 

• 您可以在附錄 A 找到可用的自助式資源。 
 

提供完整且準確的資訊 

對許多 VMware 產品而言，要準確且即時地解決問題，端賴準確且即時的資訊。如果虛擬機出現異常或當機情況，

請依照下列知識庫文章的說明，收集適當的記錄檔與系統資料：http://kb.vmware.com/kb/1008524。 
 

註冊您的產品 

某些 VMware 產品需要先註冊，才能將您的支援合約與正確的產品建立關聯。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產品註冊網站。 
 

客戶角色與責任 

My VMware 角色與責任 

貴組織若有固定聯絡窗口，與 VMware 就技術與支援合約問題進行密切聯繫，將可提高雙方合作效率。在專門管

理產品授權、支援與下載的 My VMware 網站上，我們針對每種合約定義了三種客戶聯絡人類型：進階使用者、採

購聯絡人和系統管理員。 
 
My VMware 可用的客戶角色 

進階使用者、採購聯絡人和系統管理員是您在 My VMware 環境中唯一合法的聯絡窗口角色。進階使用者與採購聯

絡人可以適當地指派及委派權限給其他 My VMware 使用者。 
 
進階使用者 

進階使用者可以代表某個帳戶來管理授權金鑰與使用者、新增與移除和帳戶使用者關聯的權限、新增或移除使用者，

以及重新指派進階使用者角色給其他使用者。每個帳戶只能有一個進階使用者，不過同一個人可以擔任多個帳戶的

進階使用者。 
 
採購聯絡人 

採購聯絡人可以代表特定帳戶管理授權金鑰與支援事項，以及委派與移除使用者權限。同一個人可以同時擔任進階

使用者與採購聯絡人。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upport-resources/
http://kb.vmware.com/kb/1008524
https://www.vmware.com/vmwarestore/newstore/product_register_login.jsp
http://www.vmware.com/my_vmware_faqs.html#12
http://www.vmware.com/my_vmware_faqs.htm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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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員 

系統管理員角色可讓 My VMware 使用者自行管理帳戶，無需 VMware 的協助。進階使用者、採購聯絡人或具有資

料夾層級角色管理權限的使用者，可將系統管理員角色指派給使用者， 資料夾層級現在新增一項可以指派給系統

管理員或其他資料夾使用者的權限 (檢視資料夾所含授權的相關訂單和合約)。 

其他所有人將被指定為「使用者」，並具有指派的權限。在 My VMware 中，資料夾可用來管理及組織產品授權金

鑰與支援相關資訊。依據預設，使用者至少會與一個資料夾關聯，並具有下載與該帳戶相關聯之產品的權限。其他

帳戶權限則可由進階使用者或採購聯絡人授予使用者。 
 
My VMware 可用的權限與權利 

進階使用者或採購聯絡人可就下列活動指派相關權限： 

• 依帳戶檢視與管理產品授權及支援詳細資料 

• 取得支援和提出支援請求 

• 檢視與管理評估 

• 檢視訂單與支援合約詳細資料 

• 建立資料夾以利整理授權金鑰 

• 針對授權金鑰管理與支援詳細資料，管理其使用者權利與權限 

• 請求支援合約的續約報價 
 
為某個帳戶指定進階使用者與採購聯絡人 

新客戶可在採購單上標明授權使用者，該使用者將成為新使用權限帳戶的進階使用者。 
 
進階使用者可重新指派其個人的角色 

進階使用者可將其在 My VMware 內的角色，重新指派給與其帳戶關聯的任何使用者。或者，進階使用者也可聯絡 

VMware 客戶服務中心尋求協助。 
 

尋找個人各個關聯帳戶的進階使用者與採購聯絡人 

造訪「帳戶摘要」網頁時，您的帳戶會顯示進階使用者與採購聯絡人資訊。這時您可以繼續使用自己的企業電子郵

件，直接聯絡該人。 
 
在您的帳戶中新增使用者 

如果您具有適當的權限，可在個人帳戶中新增任何使用者。所有現有的授權與支援管理員，乃至於任何已註冊使用

者，都會自動新增到該帳戶。 

http://www.vmware.com/files/pdf/myvmware/my-vmware-administrator-faq.pdf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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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外部的協力廠商可存取您的帳戶 

您可以授權協力廠商存取您的帳戶。除非協力廠商在 My VMware 正式上線之前已和您的帳戶建立關聯，否則 

VMware 不會主動授予協力廠商帳戶存取權限。 
 

VMware 支援角色與責任 
VMware 支援組織裡共有四種類型的支援專業人員。您需要瞭解可以聯絡的群組，以便更快速地解決問題。 
 
授權支援團隊 

需要我們協助排解關於 VMware 帳戶、產品授權或是支援合約的問題時，請與這些人聯絡。他們的責任包括 (但不

限於) 下列各項： 

• 解決帳戶問題 

• 釐清有關委派帳戶層級與資料夾層級權限的問題 

• 回答有關升級與降級的問題 

• 釐清授權合規問題 

• 解決產品授權問題 
 
客戶支援代表 

客戶支援代表 (CSR) 將在您透過電話提出支援請求時，提供協助。他們的責任包括 (但不限於) 下列各項： 

• 準確且詳盡地將您的支援請求項目記載到我們的追蹤系統 

• 提供您追蹤編號以便識別您的支援請求 

• 依據您的支援合約與問題嚴重性等級，設定適當的預期首次回應時間 
 

vCloud Air（之前稱為 vCloud Hybrid Service）的客戶成功團隊 

 
針對專用雲和虛擬私有雲客戶 – 客戶成功團隊 (CST) 將主動歡迎客戶使用服務，並協調各種入門程序活動。此

團隊也會與您合作，協助您充分利用服務，確保您在需要的時候能從 VMware 取得適當資源。此團隊的服務時間

如下：北美地區為上午 6 點至下午 6 點 PST/PDT，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則為上午 7 點至下午 7 點 GMT/GMT+1。 

 
針對 vCloud Air（之前稱為 vCloud Hybrid Service）災難復原客戶 – 我們提供訓練教材，協助進行入門

程序活動。客戶成功團隊的服務時間如下：北美地區為上午 6 點至下午 6 點 PST/PDT，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則

為上午 7 點至下午 7 點 GMT/GMT+1，確保您在需要的時候能從 VMware 取得適當資源。(前往下列網址深入瞭解：

https://www.vmware.com/tw/support/services/iaas-production.html#sthash.li7kCYx3.dpuf。)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iaas-production.html#sthash.li7kCYx3.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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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工程師 

我們將指派一位 TSE 負責處理您的支援請求。該名 TSE 是您的主要聯絡窗口，負責提供您技術支援及指導。他們

的責任包括 (但不限於) 下列各項： 

• 使用電子郵件或電話回覆支援請求 

• 重建您的技術環境，複製問題以利排除 

• 研究、識別與解決事件及後續問題 

• 與其他 VMware 部門合作解決問題 
 
 
 

瞭解技術支援嚴重性 

現場嚴重性定義 
嚴重性等級可用來衡量技術問題對您的系統或業務所產生的相對影響。準確定義嚴重性可確保即時回應，有助於 

VMware 瞭解問題的本質。 

嚴重性等級 1 代表您的生產線上伺服器或其他關鍵任務系統停擺，而且沒有立即可用的變通辦法。 

• 您的全部或絕大部分關鍵任務資料面臨重大損失或損毀風險。 

• 您遭受到極為重大的服務損失。 

• 業務運作因此嚴重中斷。 

• 嚴重性等級 1 支援的前提是，您必須具備專屬的可用資源，必要時可在合約規定的時間內立即投入並持續解決問題。 

嚴重性等級 2 代表主要功能受到嚴重影響。 

• 雖然長期生產力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但所有作業仍可於有限範圍內繼續運作。 

• 主要的里程碑受到影響。進行中及累加的安裝項目會受到影響。 

• 有可用的臨時變通辦法。 

嚴重性等級 3 是指軟體非關鍵部分功能喪失。 

• 某些元件可能會影響到運作，不過使用者可繼續使用該項軟體。 

• 初始安裝里程碑受到極小影響。 

嚴重性等級 4 是指一般使用問題。 

• 外觀問題，包括說明文件中的錯誤。 
 

軟體即服務 (SaaS) 嚴重性定義 
重大 (嚴重性等級 1) 代表所有使用者正受到某個重大的生產問題影響，包括系統無法提供服務與資料完整性問題，
且無可用的變通辦法。 

• 服務停擺或無法提供服務。 

• 軟體即服務基礎架構的關鍵環節無法使用或是無法存取，導致工作全面中斷或是業務嚴重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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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無限期當機或停擺，導致資源或回應出現不可接受或是無限期的延遲。 

• 資料損毀或遺失，必須從備份中還原。 

• 關鍵的記錄功能無法使用。 
 
客戶識別的嚴重性等級 1 問題若與服務中斷或停擺無關，則客戶必須具備專屬資源，可在合約規定的時間內立即投

入並持續解決問題。 

主要 (嚴重性等級 2) 是指主要功能受到影響，或是出現嚴重的效能低落情況。問題持續發生，而且影響到許多使
用者及/或主要功能。無可用的合理變通辦法。 

• 服務仍在運作，不過效能卻大幅降低，嚴重影響使用。 

• 無法提供軟體即服務的重要功能，且無可接受的變通辦法；不過，仍可在有限範圍內繼續運作。 

• 無法順利存取或聯絡特定非關鍵協力廠商應用程式或服務供應商。 

次要 (嚴重性等級 3) 是指影響部分使用者的系統效能問題或程式錯誤。有可用的短期變通辦法，但是無法持續 

使用。 

• 對部分或所有客戶而言，服務仍可運作但是部分效能降低，而且存在可接受的變通辦法或解決方案。 

• 非關鍵功能的問題。 

外觀 (嚴重性等級 4) 是指有關例行性技術問題的查詢；應用程式功能、導覽、安裝或組態資訊請求；或影響少數
使用者的程式錯誤。有可接受的變通辦法。 

• 不影響服務功能的輕微問題 

• 強化功能請求，或文件遺失或錯誤 

• 不影響服務遞送的輕微問題 
 

基礎架構即服務 (IaaS) 嚴重性定義 
重大 (IaaS 嚴重性等級 1) 代表所有使用者正受到某個重大的生產問題影響，包括系統無法提供服務與資料完整
性問題，且無可用的變通辦法。 

• 所有使用者正受到關鍵生產問題影響，包括服務無法使用與資料完整性問題，且無可用的變通辦法 

• 服務無限期當機或停擺，導致不可接受或是無限期的資源運用或回應延期 

• 客戶發現的嚴重性等級 1 問題若與服務中斷或停擺無關，則客戶必須具備專屬資源，可在合約規定的時間內立即投

入並持續解決問題，否則嚴重性將降至嚴重性等級 2。 

主要 (IaaS 嚴重性等級 2) 是指主要功能受到影響，或是出現嚴重的效能低落情況。問題持續發生，而且影響到
許多使用者及/或主要功能。無可用的合理變通辦法。 

• 主要功能受到影響，或是出現嚴重的效能低落情況。問題持續發生，而且影響到許多使用者及/或主要功能。無可

用的合理變通辦法。 

• 無法提供服務的重要功能，且無可接受的變通辦法；不過，仍可在有限範圍內繼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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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 (IaaS 嚴重性等級 3) 是指影響部分使用者的系統效能問題。有可用的短期變通辦法，但是無法持續 

使用。 

• 對部分或所有客戶而言，服務仍可運作但是部分效能降低，而且存在可接受的變通辦法或解決方案。 

• 非關鍵功能的問題。 

外觀 (IaaS 嚴重性等級 4) 是指有關例行性技術問題的查詢；服務功能資訊請求；影響少數使用者的程式錯誤。
有可接受的變通辦法。 

• 強化功能請求、有遺漏或錯誤的文件。 

支援請求生命週期 
無論您是透過電話或 My VMware 入口網站聯絡 VMware，系統都會立即記錄您的支援請求，並指派適當的人員 
處理。 

支援請求階段包括： 

• 建立您的基本資料 

• 收集資訊以協助排除問題 

• 提交支援請求 

• 與適當的 TSE 合作解決問題 

• 支援請求結案 
 
隨時更新您的帳戶與個人資料 

若要提出支援請求，您必須具有 My VMware 個人資料並妥善維護其中資訊。 

若要提出支援請求，您必須： 

• 具備有效的 My VMware 個人資料 

• 具有使用中的有效電子郵件地址 

• 連結至 My VMware 帳戶 

• 具有產品所在資料夾或單次事件支援請求帳戶中至少一個資料夾的支援請求提出權限 
 
 
確認將 VMware 列入您的安全清單，避免垃圾郵件篩選器拒絕 VMware 電子郵件。 

請聯絡您的進階使用者或系統管理員，確定他們在您購買產品之後，立即將您連結至正確的帳戶。此舉可在您的支
援請求處理過程中，大幅減少一些基本處理負擔，以便我們更快、更有效地回應您的支援請求。 
 
在您開始之前 

確定您已建立 My VMware 個人資料，且您的進階使用者或系統管理員已為您建立與正確帳戶之間的關聯，並指派
適當的權限： 

1. 前往 My VMware 網頁登入或是註冊。 

2. My VMware 提供帳戶的授權金鑰、支援請求、合約與其他資訊，全部置於同一畫面之中。 

3. 一旦建妥個人資料，且進階使用者或系統管理員也指派了帳戶資料夾的適當權限，您就能提出支援請求。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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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訊 
以下準則說明 VMware 診斷問題並快速記錄支援請求所需的資訊。在您聯絡 VMware 支援中心之前，請先收集好

相關的資訊。 
 
客戶編號 

客戶編號是基於技術支援目的，指派給每位客戶聯絡人的唯一 10 位數字識別碼。只有在使用者自行建立 VMware 

或 My VMware 個人資料，或不具 VMware 或 My VMware 個人資料的使用者下新訂單時，系統才會為這些使用者

建立客戶編號。每位客戶的客戶編號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像是身分證號碼一樣)。 

 
使用者可以使用客戶編號登入 My VMware、透過互動式語音回應系統 (IVR) 提出支援請求，或是在直接聯絡客戶

服務代表時使用。客戶編號會顯示在 My VMware 個人資料與支援請求表單中。 

每位客戶聯絡人 (每一位在 VMwware 建立帳戶的個人) 的客戶編號都是唯一的，請勿與他人共用。此外，當您致

電技術支援中心時，CSR 也會提供您這個編號。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客戶編號常見問題。 
 

組態 

排解與 VMware 產品相關問題時，可以多加利用系統、儲存裝置與/或網路組態圖與檔案。在檔案上準備好這些圖

表以便輕鬆上載到 VMware 支援中心，或是在裝置上執行適當的指令以便收集組態資訊，都有助於加速問題解決

的程序。 
 
記錄檔 

如果您所回報的問題是在安裝 VMware 產品時發生，手上有份記錄檔會很有幫助。請準備好提供 VMware 記錄檔，

以及 VMware 核心檔 (如果記錄顯示已經建立核心檔)。您可以將這些檔案附加到支援請求中。記錄檔的位置取決

於作業系統以及您所使用的 VMware 產品。如需特定語法說明，請參閱適當的 VMware Administrator 文件。如果

實體硬體已經當機，則來自硬體廠商的任何記錄檔也能幫得上忙。 
 
支援指令檔輸出 

如果某台虛擬機異常結束或當機，請重新開機並執行支援指令檔來收集所需的記錄檔與系統資訊。該指令檔的語法

與位置會因為 VMware 平台而有所差異。如需了解如何收集疑難排解資料提供技術支援中心參考，請參閱下列知

識庫文章：http://kb.vmware.com/kb/1008524。 
 

記錄最近的任何變更 

檢查您的虛擬基礎架構環境，查看最近是否有任何變更。無論是 Guest 作業系統、主機作業系統、網路、儲存裝

置還是應用程式的版本變更，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http://www.vmware.com/support/customer-number-faq.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customer-number-faq.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customer-number-faq.html
http://kb.vmware.com/kb/100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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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支援請求 
所有客戶都可透過我們的取得支援頁面或是電話與 VMware 支援中心聯絡。 

• vCenter Support Assistant – 取得建立和管理支援請求及上傳記錄的免費 VMware vCenter™ 外掛程式。 

• 線上提出支援請求 – 取得技術、授權或一般查詢協助。 

• 透過電話提出請求 – 所有客戶都可使用這套自動電話系統，請按照提示進行操作。 
 
使用 vCenter Support Assistant 建立和管理支援請求及上傳記錄 

vCenter Support Assistant 是 vCenter 的免費外掛程式，客戶只要具備任一支援合約或是購買支援事件就能使用。 

1. 請至以下網站下載 vCenter Support Assistant： 

http://www.vmware.com/tw/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upport-assistant/overview.html 

請參閱下列常見問題的指示執行安裝步驟：http://www.vmware.com/files/pdf/vcenter/VMware-vCenter-Support-
Assistant-faq.pdf 
 
 
 
 
 
 
 
 
 
 
 
 
 
 
 
 
 
 
 

2. 使用 My VMware 憑證登入，提出支援請求。 
 
 
 

3. 選擇建立新的支援請求，或修改現有請求。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get-help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upport-assistant/overview.html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get-help
https://www.vmware.com/tw/support/contacts/us_support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upport-assistant/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datacenter-virtualization/vcenter-support-assistant/overview.html
http://www.vmware.com/files/pdf/vcenter/VMware-vCenter-Support-Assistant-faq.pdf
http://www.vmware.com/files/pdf/vcenter/VMware-vCenter-Support-Assistant-f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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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建立新的支援請求，請選擇帳戶和產品。 
 
 

 
 

5. 在支援請求的問題描述畫面輸入問題。您會在「建議資源」(Suggested Resources) 區域看見相關的知識資料庫文

章清單。此份清單提供多種自助服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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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您仍需要提出支援請求，請填寫聯絡人和支援請求詳細資訊，以便建立新的支援請求。如此就能完成並提交新

的支援請求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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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傳支援請求的相關記錄檔。 
 

 
 
 
 
 

8. 填好支援請求表之後，系統就會指派一個支援請求號碼給您的請求。這時畫面會顯示支援請求號碼，並在一小時內

寄送確認電子郵件給您。與 VMware 聯絡溝通該特定問題時，請提供此支援請求號碼。如果您未在一個小時之內

接到回覆電子郵件，請寄信到客戶服務查詢。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contact-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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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提出支援請求 

所有具備支援合約或是購買支援事件的客戶，亦可選擇透過 My VMware 提出支援請求。 

1. 前往 My VMware 網頁， 登入並選取取得支援。

2. 在「技術」(Technical) 底下選擇需要支援的產品及其問題類別。(將滑鼠移至各問題類別上方，可以看到該問題類

別的說明。)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home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get-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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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曾為需要支援產品購買支援合約的帳戶。選取帳戶之後，就可選取需要支援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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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繼續」(Continue) 之後，「您的選擇」(Your Selections) 下方會針對您所選擇的產品和類別顯示最常見
的問題清單。如果這些建議都無法解決問題，請在「輸入問題相關詞彙」(Enter terms related to the issue) 視窗

輸入更多問題相關資訊及/或詞彙，以搜尋更多可能的解決方案。

5. 如果建議的資源無法解決您所遭遇的問題，按一下「建立支援請求」(Create Support Request)，向 VMware 技

術支援團隊開立支援請求。

6. 填妥必要欄位，提供更詳細的問題描述，並附上可用的組態、記錄和核心檔案 (視情況而定)。請使用藍色的驚嘆號

工具提示，取得必填欄位的相關說明以及要選取的數值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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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填好支援請求表之後，系統就會指派一個支援請求號碼給您的請求。這時畫面會顯示支援請求號碼，並在一小時內

寄送確認電子郵件給您。與 VMware 聯絡溝通該特定問題時，請提供此支援請求號碼。如果您未在一個小時之內

接到回覆電子郵件，請寄信到客戶服務查詢。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contact-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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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話提出支援請求 

當您撥打 VMware 技術支援中心專線時，互動式語音回應 (IVR) 系統會指示您選取合約項下的適當產品，並且選取

動作，例如詢問授權問題、追蹤現有的支援請求，或建立支援請求 (SR)：如果您選取「建立 SR」(create an SR) 

選項，請備妥您的客戶編號以便進入系統。完成所有步驟之後，系統會為您轉接到負責的 VMware 聯絡人。IVR 

系統具備語音辨識能力，您可以直接向 IVR 語音提示說出您的回應。 

授權支援中心團隊每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待命，回答您有關帳戶、支援合約與授權問題。 

客戶支援小組有專責人員 24 小時全年無休地即時記錄所有 VMware 產品的電話支援請求。 

如果所有人員都在忙線中 (這種情況很少見)，您可以選擇等候或是留言，我們將在稍後回電給您。留言時請盡可能

提供詳細資訊，包括： 

• 您的全名 

• 您的公司名稱 

• 您的客戶編號 

• 可聯絡到您的電話號碼，或是您的呼叫器號碼 (包含國際碼與區碼) 

• 支援請求號碼 (如果來電與目前已有的問題有關) 

• 簡單描述一下問題 

留言通常會在一小時內回覆。 

您向客服代表提出支援請求後，系統會為您的支援請求指派一個支援請求號碼。我們會在電話中直接告訴您這個號

碼，並在一小時內寄送一封電子郵件給您，確認已收到支援請求。與 VMware 聯絡溝通該特定問題時，請提供此

號碼。如果需要在支援請求新增其他額外資訊，請透過我們的線上支援入口網站進行。 

TSE 首次回應技術支援問題的時間，將遵守您的支援方案所訂的準則。TSE 會依據支援方案、偏好聯絡方式與所

購買的產品，決定使用電話或是透過電子郵件回覆您。 

客戶服務和授權問題的首次回應時間並不一定。因為大多數請求都需要深入研究才能解決，客戶服務代表或是授權

專員有時可能需要花上 72 小時才能回覆，不過 VMware 將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回覆。大多數查詢都可在 48 小

時內獲得回覆。 

如需英文以外語言客戶服務與技術支援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當地語言支援政策。 
 
支援請求向上提報流程 

如需支援請求向上提報程序的相關資訊，請詳閱「技術支援政策」(Technical Support Policies) 項下的支援請求向

上提報流程。 

如需向上提報支援請求的詳細說明，請造訪：https://www.vmware.com/tw/support/file-sr/escalation.html。 

您也可以在任何開啟的支援請求中，點選「行動」(Action) 標籤，透過 My VMware 提出向上提報請求。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support-requests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
https://www.vmware.com/tw/support/policies/language.html
https://www.vmware.com/tw/support/file-sr/escal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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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我們將為您的支援請求指派一名專責 TSE，全權負責解決您的問題，直到雙方同意問題已經解決，支援請求可以

結案為止。為了加快問題解決速度，我們可能不時將支援請求重新指派給另一位 TSE。如果需要重新指派您的支

援請求，我們將在第一時間通知您。 

我們指派的 TSE 會在問題解決過程，適時透過電子郵件或是電話與您聯絡。您的責任就是在支援合約規定的服務

時間內，指定適當的人員與可用的資源和 TSE 一起合作。TSE 會與您一起解決問題，採取必要的步驟先充分診斷

問題，然後找出解決方案。 

這過程包含 (但不限於) 下列步驟： 

• 要求您提供詳細資訊 

• 要求您安裝特定軟體與/或修補程式 

• 要求您提供系統特定的偵錯資料 (必要時，還會要求您執行相關測試以便產生這些資料) 

• 嘗試在 VMware 測試機器上重現問題 

• 要求您提供程式碼、資料或軟體協助重現問題 

• 配合我們的工程人員驗證軟體錯誤 

• 要求您實作並測試可避免該問題發生的變通辦法建議 

• 要求您召來網路、資料庫或其他特定技術管理員，協助排解疑難 

• 與您一起會商產品可能有問題的協力廠商軟體或硬體廠商 (例如，作業系統與資料庫廠商) 
 
檢視與更新開啟的支援請求 

您可以透過我們的檢視支援請求入口網站登入您的帳戶，檢視先前向 VMware 提出的支援請求狀態。您隨時可以

新增意見與/或上傳檔案到請求當中。大小 2GB 以內的檔案可以直接上傳到網站。超出此上限的檔案，請利用 

VMware 的 FTP 程序上傳。 如果您想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檔案，我們的系統最大可接受 10MB 的檔案。 
 

 

注意：如果支援請求的業務影響已改變，或是一開始並未記錄正確，您可以要求負責您的案例的 

TSE 直接提升支援請求的嚴重性等級，無需向上提報。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support-requests
http://kb.vmware.com/kb/10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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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錯誤或請求功能 
 
 
錯誤 (偵錯) 報告 

如果您認為您在 VMware 產品中發現錯誤，而且目前與我們的支援合約仍舊有效的話，請透過正常的支援請求程

序向 VMware 支援中心回報。 

如果您並無有效的支援合約，但是想要通知我們產品錯誤，請將問題張貼至 VMware 社群論壇的適當產品社群中。 

功能請求 

隨時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如果您對於如何改善或提升 VMware 軟體功能有任何建議，歡迎隨時透過 VMware 

網站的功能請求表提交建議。除非我們需要您提供更多資訊，否則您不會收到個別回覆。透過此表單提交的任何問

題將無法獲得任何技術支援，這點請您注意。 
 

支援請求結案 
您一旦確認確認已獲得解決辦法，或是 VMware 10 天之內連續聯絡您三次之後仍未收到回覆時，您的請求將自動結

案。如果問題無法解決，或是 VMware 決定不解決特定問題且已獲得您的同意與認可時，技術支援請求也會結案。 
 
客戶滿意度調查 

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衡量 VMware GSS 是否符合您的期望的唯一依據。您可以透過客戶滿意度調查，提供寶貴

的資訊給 VMware，這樣就能協助我們改善雙方的互動關係，並據此設計出符合您的需求的支援方案。 

支援請求結案之後，我們將透過電子郵件邀請函，請您填寫一份簡短的問卷來了解您的使用經驗。 

 
VMware 支援中心的主要電話號碼 
 

美國和加拿大：1-877-4VMWARE (1-877-486-9273) 或 1-650-475-5345 (選擇授權或技術支援) 

免付費國際電話號碼請參閱：http://www.vmware.com/support/phone_support.html 

具有美國聯邦政府技術支援權限的美國聯邦政府客戶，應透過美國聯邦政府技術支援專線電話提出支援請求。 

若要深入瞭解，請造訪美國聯邦政府技術支援中心網頁。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support
http://communities.vmware.com/home.jspa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policies/feature.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policies/closure.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hone_support.html
http://www.vmware.com/go/usfed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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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全球技術支援服務方案 
請參閱附錄 B：支援方案產品組合，取得其他支援選項的相關資訊與連結。 
 
關鍵任務支援 

關鍵任務支援是 VMware 生產作業支援的附屬項目，主要針對的是高度精密複雜的環境。關鍵任務支援可以彌補

技術支援客務經理之不足，提供經驗老到且積極主動的支援人員，協助客戶維持虛擬基礎架構永續運作。 
 
關鍵業務支援 

關鍵業務支援是 VMware 生產作業支援的附屬項目。我們針對每份關鍵業務支援合約，指派一名技術支援代表為六位

客戶支援管理員提供個人化的主動與被動式支援服務。這名技術支援代表將隨時支援您的 IT 團隊需求。 
 
生產作業支援 

生產作業支援是依據您的生產環境需求所設計。VMware 全球支援中心的人員全天候待命，提供您 VMware 產業

一流的虛擬化專業知識，並以多年的虛擬基礎架構產品支援經驗，因應客戶在實際環境遭遇的各種疑難。 
 
基礎支援 

基礎支援係針對在正常營業時間內需要支援的非關鍵應用程式與平台而設計。我們策略性地在全球各地設置支援中

心，致力在您所在地區為您提供快速高效率的服務。 
 
IaaS 生產作業支援 

VMware 基礎架構即服務生產作業支援旨在提供您所需要的支援。我們協助您充分利用服務，確保您在需要的時候

能從 VMware 取得適當資源。我們遍佈全球的支援中心全天候皆有人員駐守，隨時提供您精通私有雲和混合雲技

術的產業一流 TSE。 
 
SaaS 基礎支援 

VMware 軟體即服務基礎支援主要是提供您每天 12 小時每週 5 天的全球 SaaS 產品支援。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級

的全球支援，唯一的目標就是幫助您獲得成功。我們策略性地在全球各地設置支援中心，致力在您所在地區為您提

供快速高效率的服務。VMware 可處理軟體部署與維護作業，讓您專注在本業上。 
 
SaaS 生產作業支援 

VMware 軟體即服務生產作業支援是依據您的 SaaS 產品存取需求而設計。我們遍佈全球的支援中心全天候皆有人

員駐守，確保您隨時隨地透過網際網路從網頁瀏覽器存取產品。VMware 可處理軟體部署與維護作業，讓您專注在

本業上。 
 
美國聯邦政府技術支援 

VMware 美國聯邦政府技術支援係專為美國聯邦政府客戶提供，指派的 VMware TSE 均實際居住美國境內，並具

有美國公民身分。這些客戶只需透過 VMware 的授權政府經銷商，購買美國聯邦政府價目表/GSA 排程內列出的支

援與訂閱服務合約，而無須購買其他額外的支援合約。如需深入瞭解，請造訪美國聯邦政府技術支援網頁。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mission-critical.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produc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bcs.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production.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production.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basic.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iaas-produc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saas-basic.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saas-production.html
http://www.vmware.com/go/usfedsupport
http://www.vmware.com/go/usfedsupport
http://www.vmware.com/go/usfed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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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abric 開發人員支援 

此方案針對 VMware vFabric® 軟體的應用程式開發提供相關指示。VMware 將就部署案例的自動化或指令碼，或

是 Plug-In Development Kit (PDK) 及應用程式設計介面 (API) 的使用，提供相關指示。vFabric 開發人員支援還涵

蓋協助調整應用程式組態與效能，包括檢閱相關的應用程式碼片段 (如需這類協助的話)。 
 
vSphere 的 SDK 支援計畫 

VMware SDK 支援計畫讓您有機會獲得 VMware vSphere API 專家工程師的指導，加快協力廠商 VMware 

vSphere® 解決方案上市時程。這些專業人員不僅擁有多年的協力廠商解決方案經驗，同時也對 vSphere API 強大

但卻複雜的特性具有深入了解。VMware SDK 支援計畫將在您建立與測試自家及協力廠商應用程式時，提供完整

性檢查、最佳做法建議與變通辦法建議。 
 

額外的全球技術支援服務方案 
非營業時間支援 

擁有 VMware 基礎支援方案的客戶一旦碰到嚴重性等級 1 的問題，將可獲得非營業時間支援。此非營業時間支援

主要用來協助解決重大的生產停擺問題。目的在快速回應生產系統失敗並於合約時間以外出現的嚴重性等級 1 問題，

並由 TSE 協助讓系統重新上線。如需購買非營業時間支援的詳細資訊，請聯絡客戶支援中心。 

以下範例說明影響生產系統 (執行已發佈軟體) 的重大問題： 

• 您的全部或絕大部分關鍵任務資料面臨重大損失或損毀風險。 

• 您遭受到極為重大的服務損失。 

• 業務運作因此嚴重中斷。 
 
受指派負責該案例的 TSE 將持續解決問題，直到達成下列任一目標： 

• 生產線上伺服器重新恢復運作、支援請求結案或其嚴重性已經降低。 

• 已有可接受並可持續的變通辦法能讓伺服器正常運作至找到永久解決方案，且嚴重性已經降低。 

• 對生產線上伺服器的影響嚴重性已經降低。 

在此之後，支援請求將會結案，或者視需要恢復為在正常營業時間處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我們都會要求您確認

已經達到上述狀態。 

MENA 支援 

VMware 針對中東和北非 (MENA) 地區的嚴重性等級 2 問題，提供週六和週日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GMT 的支援，

因為在該地區這是許多國家的標準營業日。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vfabric-developer.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sdk.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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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版計畫支援 
Beta 版支援概觀 

VMware 會在產品的 Beta 期間提供 Beta 使用者自助式與網頁式支援。具有適當 Beta 產品支援使用權限的客戶，

可線上提交支援請求。您會收到系統自動發送的支援請求確認通知。使用電話提交的 Beta 版支援請求將被拒絕。

由於 Beta 版本理應不會在生產環境實作，再加上請求數量龐大，因此我們無法逐一回覆各項 Beta 版支援請求。

所有 Beta 版支援請求將於 Beta 版使用期限結束後自動視為結案。 

參與 Beta 版計畫 

VMware 提供公開與封閉 Beta 版計畫。如需參與公開 Beta 版計畫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VMware 社群。 

封閉 Beta 版計畫僅限受邀人士參加。VMware 會發出邀請函，內含存取封閉 Beta 版的相關指示。 

功能請求 

您也可以透過線上開立支援請求，提交 Beta 版的功能請求。我們會把您的功能請求轉寄給適當的開發團隊進行評

估。除非我們需要您提供更多資訊，否則您不會收到個別回覆。您提出的任何 VMware 軟體功能改善建議將成為 

VMware 的財產，我們有權將這類資訊用於 VMware 商業目的，不受任何限制。 

與偵錯相關的支援請求 

我們會將偵錯資訊轉寄給開發團隊進行評估。錯誤不一定會在正式生產版本發佈之前修正，端視問題的時效性與 

嚴重性而定。雖然支援請求會在 Beta 版使用期限結束時自動結案，但我們仍將視情況繼續追蹤與評估尚未解決的

錯誤。 

 

技術支援政策 
如需 VMware 技術支援政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連結：VMware 支援政策 

 

有關帳戶、支援合約與授權問題的更多資訊 
如果您任何關於 My VMware、支援聯絡人或產品授權的問題，請聯絡授權支援。請備妥所有訂單與合約資訊，以

便我們協助您解決問題。如果是授權問題，請提供下列資訊以利問題快速有效解決： 

• 帳戶編號與帳戶名稱 

• 採購聯絡人與進階使用者 

• 授權金鑰 

• 支援合約號碼與訂單編號 

如果您在線上提出支援請求，我們的授權專員將儘速回應您的問題。因為大多數請求都需要深入研究才能解決，我

們有時可能需要花上 72 小時才能回覆，不過我們將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回覆。大多數查詢都可在 48 小時內獲

得回覆。 

如需 VMware 支援與訂閱服務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條款與條件文件。 

http://communities.vmware.com/home.jspa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get-help
http://communities.vmware.com/community/beta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policies/index/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contacts/
https://www.vmware.com/files/pdf/support/support_terms_conditions.pdf
https://www.vmware.com/files/pdf/support/support_terms_conditions.pdf
https://www.vmware.com/files/pdf/support/support_terms_condi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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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VMware 自助式資源 
加入討論、提問或回答問題、加入群組等等。在我們的論壇尋找 VMware 產品的最新技術說明。這些選項包括： 
 
 

• 知識庫 – 在此可以找到諸多支援問題的解答 (亦透過 My VMware 入口網站和 My VMware 行動應用程式使用)。 

• 部落格 – 從技術支援中心取得最新情報，包括各種通知與最佳做法。 

• 支援中心第一手消息 – VMware 支援新聞、通知與公告 

• 知識庫摘要 – 每週新進知識庫文章的摘要 

• Twitter – 加入我們的 Twitter 粉絲專頁，取得即時的知識庫更新或是向我們尋求協助。 

• @vmwarecares – VMware 客戶專屬的秘書和客戶服務 

• @vmwarekb – VMware 知識經驗 (Knowledge Experience) 團隊的最新消息 

• Facebook – 取得 VMware 知識經驗 (Knowledge Experience) 團隊的最新消息。 

• KBTV on YouTube – 觀賞我們的頻道，取得逐步解說的技術步驟資訊與教育訓練課程。 

• VMware 社群 – 與其他 VMware 客戶及技術專家交流，討論產品、策略、規劃安全性等等議題。 

• Facebook – 在 Facebook 與 VMware 知識庫團隊建立聯繫。 

• 免費的線上指導影片：http://www.vmwarelearning.com/ 

• 可自訂進度的各種語言免費數位學習課程： 
http://mylearn.vmware.com/mgrReg/plan.cfm?plan=33369&ui=www_edu 
 
 

其他資源： 

• 產品支援中心 – 尋找說明文件、疑難排解指南、網路廣播與其他實用的產品支援資源。 

• 知識庫 – 在 VMware 知識庫上找到諸多支援問題的解答。 

• 說明文件 –尋找所有 VMware 產品版本的發行注意事項、手冊、指南與可用技術資源。 

• 技術文件 – 取得 VMware 目前所有發行產品的白皮書、技術說明、相容性指南與其他技術資訊。 

• 相容性指南 – 確認產品是否支援您的組態，並找出任何已知的系統、I/O、SAN 或備份相容性問題，以及了解哪些 

Guest 作業系統獲得支援。 

• 產品授權 – 取得有關產品授權的說明，或是造訪我們的授權管理入口網站。 

• 安全中心 – 隨時掌握所有 VMware 產品的最新安全性問題。訂閱後可隨時收到系統主動派發的安全性警示通知、

回報安全性問題，並取得安全性相關下載內容。 

• 支援工具 – 使用各項工具來協助管理支援請求與產品授權活動。 

• 開發人員資源 – 為想要將虛擬基礎架構服務納入專案計畫的開發人員提供相關資訊。 

• 使用者群組 (VMUG) – 參與 VMware 使用者論壇，分享最佳做法與經驗。 

• 通知 (選取訂閱標籤) – 註冊後可收到修補程式與維護版本通知。 

http://kb.vmware.com/
http://blogs.vmware.com/kb/
http://blogs.vmware.com/kbdigest/
http://twitter.com/vmwarecares
http://twitter.com/vmwarekb
http://www.youtube.com/user/VMwareKB
https://www.vmware.com/r/discussion_forums.html
https://www.facebook.com/vmwkb
http://www.vmwarelearning.com/
http://mylearn.vmware.com/mgrReg/plan.cfm?plan=33369&amp;ui=www_edu
http://www.vmware.com/support.html
http://kb.vmware.com/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pubs/
http://www.vmware.com/resources/techresources/
http://www.vmware.com/resources/guides.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licensing/
https://www.vmware.com/security/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tools/
http://www.vmware.com/support/developer/
http://www.myvmug.org/
https://my.vmware.com/group/vmware/profile?p_p_id=myProfilePortlet_WAR_itusermanagement&amp;p_p_lifecycle=0&amp;p_p_state=normal&amp;p_p_mode=view&amp;p_p_col_id=column-3&amp;p_p_col_count=1&amp;_myProfilePortlet_WAR_itusermanagement_action=communication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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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支援方案產品組合 
VMware 提供全球最大的虛擬化支援團隊，對於支援虛擬環境中的關鍵應用程式擁有豐富經驗。VMware GSS 提

供廣泛的支援選項來滿足您的需求。 

這些選項包括： 

• 基礎支援 – 適用於可接受標準營業日回應速度的測試、開發或評估環境，服務時間每天 12 小時，每週 5 天 

• 生產作業支援 – 適用於需要技術支援因應高嚴重性等級問題的生產階段或關鍵的測試環境，針對嚴重性等級 1 問

題提供一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支援 

• 關鍵業務支援 – 生產作業支援的附屬項目，為六位客戶聯絡人指派一名支援聯絡人 

• 關鍵任務支援 – 生產作業支援的附屬項目，可優先聯絡資深工程師，並享有主動式支援客戶管理 

• 基礎架構即服務 (IaaS) 生產作業支援 – 為 IaaS 提供一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全球支援 

• 軟體即服務 (SaaS) 生產作業支援 – 為 SaaS 產品提供一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全球支援 

• 軟體即服務 (SaaS) 基礎支援 – 為 SaaS 產品提供一天 12 小時、一週 5 天的非重大問題支援，為嚴重性等級 1 的

問題提供一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支援 

• 美國聯邦政府技術支援 – 由具有美國公民身分並居住美國境內的資深工程師提供支援 

• vFabric 開發人員支援 – vFabric 應用程式開發支援，每天 12 小時，每週 5 天 

• vSphere 適用的  SDK 支援計畫 – 簡化的 vSphere 應用程式開發支援，每天 12 小時，每週 5 天 

• 單次事件支援 – 一次、三次或五次的單次事件支援套件，每天 12 小時，每週 5 天 

• 免費支援 – VMware Workstation™ 與 VMware Fusion® 的電子郵件支援 

• 評估版 – 僅提供網頁自助服務 

• Beta 版 – 僅提供建議事項機制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VMware 支援選項網站。請造訪上述的個別產品網站，下載最新的產品規格說明。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basic.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production.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bcs.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mission-critical.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iaas-produc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saas-production.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saas-basic.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usfedsupport.html
https://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vfabric-developer.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sdk.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incident.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complimentary.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Evaluation.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Beta.html
http://www.vmware.com/support/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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