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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Inc. 提升效率、控制能力，並獲得有效管理
費用支出的方式
SAP Concur 能加速報帳處理、改善法規遵循性，並能讓員工使用更簡易的
提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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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公司名稱

公司規模  

VMware, Inc.

全球 30,000 名員工

解決方案  

地點

–
–
–
–
–
–
–
–
–
–
–
–

加州帕羅奧圖市 (Palo Alto)

客戶網頁服務
Company Bill Statements
Concur® Detect by AppZen
Concur® Expense
Concur® TripLink
Consultative Intelligence
ExpenseIt
紙本收據處理
永久測試環境
專業差旅(間接費用)
收據稽核
服務管理

選擇 SAP Concur 和 VMware 能帶來什麼優勢?

VMware 管理層需要一種更靈活性高而主動的方
式來管理並監控費用支出，同時不會讓費用流程
對員工造成更多使用上的困難。SAP Concur 解
決方案能提供全方位的功能：為公司提供所需的
透明度、整合及自動化功能，並讓全球員工能透
過簡化的行動流程來提交報帳申請。

產級

科技

關於 VMWARE
VMware 成立於 1998 年，是全球雲端基礎設施和企業行動性方面的領導者，提供的軟體能推動世
上複雜數位基礎設施。VMware 的雲端、應用程式現代化、網路、安全性和數位辦公室服務等，讓
客戶在任何裝置上都能提供所有應用程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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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革新費用管理功能，並使其達到自動化
VMware 以革新所有產業而聞名，能為組織提供在數位世界中競爭所需的顛覆性技術。這個全
球創新者不負眾望地持續為内部流程尋求革新及最佳化，以提升效率、可擴展性，並提供制定
策略性決策所需的分析見解。
這能推動公司領導者開始尋求更有效率、更透明的方式來管理員工開支。
「我們員工用來提交報帳申請的舊式系統，使用者介面很複雜。他們必須先登入 VPN，經過很多
步驟，再貼上掃描的收據後才能完成流程，」VMware 財務系統和解決方案主任 Reema
Mukherjee 說明。「而在提交後，這份費用支出報告必須透過不同機制整合，因此到應付帳款
(AP) 部門時，批核進度十分緩慢。如果員工在申請時出了錯，或少提供一項資訊，AP 部門必須
發還至審核管理部門，這又會增加完成流程所需的時間。」

稽核作業由人工進行，所以每個季度只由 150,000 份費用支出報告中隨機抽樣審查。這會讓檢
查是否遵循法規的作業變得困難，更重要的是，這也造成公司領導階層無法即時掌握全球的支
出情形。

「我們想更清楚掌握支出情況，並更有效率地遵循
法規。VMware 是一間持續發展中的公司，因此更
需要好好審核預算，並清楚掌握這些資金的使用方
式。」
VMware 會計營運資深主任 Brian Dela P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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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自動化及整合的費用流程
在對候選供應商進行全面的評估後，一款解決方案脫穎而出。
VMware 的財務系統與解決方案副總裁 Sirisha Dasu 表示：
「當我們了解到 SAP Concur 的功能、自動化，以及它如何讓我
們的員工輕鬆完成費用報告，真的是正中下懷。」
在印度試行成功後的三個星期，VMware 開始在全球採用
SAP Concur。後端辦公室、使用者和管理階層也都很快發現
其好處。
「使用 Concur 非常方便，我們的員工非常愛用，尤其是一直出
差的銷售人員，」Dasu 表示。「他們在機場使用行動裝置，
花幾分鐘就能提交費用報告。在採用 SAP Concur 之前，員工
必須使用桌上型電腦才能前往提交，所以必須等回到辦公室才
能作業。」
現在，出差員工能用手機拍下收據的照片，並直接傳送到合適
的費用分類下。
Mukherjee 表示:「我們的使用者之後再也不必擔心收據的保
存，因為只要拍下照片、提交費用報告，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方法既直觀又簡單，和一站式服務一樣。他們可以在差旅
系統預訂機票和酒店，等出差回來後，一切都能在 SAP Concur
上完成。」

大家都變得更有效率，VMware 員工可以節省處理行政作業
的時間，而有更多時間專注在對公司有益的工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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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方案整合
VMware 同時推出與 SAP Concur 整合的信用卡方案，如此一來，員工使用公司信用卡的費用，都能自
動計入費用報告下的正確項目，這種功能前所未有。Dasu 表示：「這個流程原本是我們在管理上的大
麻煩，現在 SAP Concur 圓滿解決了。」 「這為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優勢，因為所有的費用支出，包括信
用卡支出，現在幾乎都能即時處理。」
由 AI 驅動的自動化稽核
SAP Concur 也讓 VMware 的後端流程轉變，使用 AI 不僅能節省之前人工作業的時間，還能為公司領
導者提供分析所需的全球費用支出資料，以及進行預算管理所需的資料。
Dela Pena 說明:「SAP Concur 的工具確實能讓我們擴展費用報告的稽核範圍，以更有效監控法規遵循
性、檢查費用分類，並為業務提供有意義的分析和深度資訊。」
現在可以不必由人工檢查費用報告的抽樣，流程都已自動化，能使用 AI 和機器學習迅速審核收到的每
項報帳需求。任何系統標示為有疑義的案件，都會轉交給會計團隊進行審核。
Dela Pena 表示:「擁有這項工具以大幅推動效率、生產力，並達成 100% 法規遵循性的審查，對我們
而言非常重要，而 SAP Concur 為我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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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更多功能來最大化價值
在全球隆重推行 SAP Concur 後，VMware 財務
主管開始收集員工對其他職能部門的回饋意見，
進而提高流程效率。

Dyre 表示：「我們目前正在使用 Concur 與
SAP 之間的檔案式整合，費用會每日傳送至
SAP 以進行付款處理及會計作業。」 「我們還
在考慮實施原生整合，藉由一整天更頻繁地傳送
費用支出資料，讓付款流程更快速。這還能透過
更全面的整合來改善錯誤問題，並近乎即時地在
雙方系統之間建立起雙向通訊。」

「最初我們還沒實施 Concur 全部功能，」
VMware 的財務系統與解決方案分析主管 Suraj
Dyre 表示。「試用後，員工表示希望有的新功
能，SAP Concur 都能馬上提供。」

組織正針對 Concur Drive 進行評估，以實現更
自動化、更準確的里程追蹤。

其中，員工增加與會者餐費的方式，就是一個不
錯的範例。

Dyre 說明:「對大多數公司而言，里程報銷是一
大項費用支出。「我們相信 Concur Drive 能讓
我們更有效控管這方面的作業。」

「我們實行的時候，設定的解決方案必須要由人工
新增與會者的名字。所以，如果有 10 名員工共
進團隊午餐，申請報帳的人就必須輸入所有姓
名，」Dyre 說明。「我們在選擇解決方案時，
發現 Concur 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可以使
用 Excel 試算表來匯入與會者。使用者也可以選
擇將會議邀請轉發給 Concur系統，工具能協助
自動建立費用項目。所以，當他們提交餐費的信
用卡收據時，與會者的姓名都已經匯入了。」

簡化的流程 可衡量的成果

本文撰寫時，Dyre 和團隊正在與 SAP Concur
顧問合作，以擴展已全面整合的系統。

•

現在費用報告完成付款的流程快了 6 至 8 天

•

以往，員工提交費用報告需要花費 20 分鐘，
現在只需花三分鐘

•

員工滿意度從而提高了 75%

•

AP 部門的人工作業自動化後，節省了 8,000
個全職員工的工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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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管、高度效率 及更滿意的使用者
在使用 SAP Concur 前，VMware 的 AP 團隊提
交費用報告到付款需要花 10 到 11 天。

解決方案。現在，使用者能透過簡化的行動方
式，隨時隨地建立並提交報帳申請。

「現在，費用能在 3 到 4 天內完成付款。所以，
在周轉方面產生了大幅的改善。」 「我們員工一
定有發現這種成效。」

「使用者表示，他們以前要花 20 分鐘完成費用報
告。使用 SAP Concur 之後，他們不用 3 分鐘就
能完成。」 「考量到我們擁有超過 30,000 名員
工，就能了解改這對改善生產可能帶來的極大影
響。」

同時，組織將之前由人工進行的稽核流程自動
化，從而節省了約 8,000個小時的工作時數，讓
寶貴的員工能花時間從事價值更高的工作之上。

使用者滿意度也增加了 75%。

提升掌控力與監管力

提升法規遵循性

如同現今所有企業，控管握費用對 VMware 而
言非常重要。

除了提交時能自動標記有懷疑的費用，實際上
SAP Concur 也有助於 VMware 在前端推動法
規遵循。

「SAP Concur 能讓我們更瞭解員工出差時如何運
用資金。」Dela Pena 表示。「因為我們之前是
以抽樣為基礎進行稽核，所以無法查看所有案
件。SAP Concur 幫助我們解決了困難，從而能
為企業領導者提供有意義的資料，以利他們做出
更佳的決策，查看員工的行為，並徹底推動責任
感。」

Dyre 表示：「我們能夠建立預防的控管機制，
來防止收據金額不符、或違反政策時提交的費
用。」 我們也能清楚掌控並透過分析找出重複
的違規者，傳送電子郵件通知他們所犯錯誤，像
是使用公司信用卡支付其個人費用，來讓他們改
變行為。」

改善使用者體驗

這些措施都能改善法規遵循性。

不僅是 VMware 後端辦公室和管理系統受惠於
SAP Con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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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合作關係
VMware 財務主管決定使用 SAP Concur 的原因很多。首先，他們很高興能取得業界一流的技術，為其
處理其業務問題。
Dela Pena 表示：「我會建議正在考慮投資 SAP 基礎架構和解決方案的人，把它們和其他公司的產品比
較看看。」 「我認為 SAP 更有效率。開始為産品生態系統中整合所有這些功能時，會得到更穩健的分
析結果，因為一切都自然地整合在一起。所以，想要點選或查看某個項目時，能更加輕鬆地取得更多資
料，因為這些資料都在同一平台上，而不是隨意從不同平台擷取而拼湊在一起的。」
另外，能提供持續支援與服務也是不可劃缺的。
「SAP Concur 能提供大量資訊，我們認為這些解決方案能為員工和後端業務帶來很高的價值。作為一間
為軟體公司，我們一直在尋找方法來為客戶創造更高的效率及更多的價值，」Mukherjee 表示。「與我
們合作的 Concur 客戶專員及團隊都非常優秀，協助我們輕鬆地達到目標。對我們而言，這種合作關係
非常棒。」
相信未來幾年也都一定能繼續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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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

SAP Concur 與 SAP 和其他後
台系統整合，徹底實現端到端
工作流程。

擴展性

VMware 正持續擴展業務中，
其中包括收購不同企業。
VMware 輕鬆讓其下新組織採
用 SAP Concur，都沒有出現任
何問題。

關於 SAP Concur
SAP® Concur® 解决方案可簡化費用報銷、差旅和
廠商費用管理，並提供更高的能見度和控管力。這些領
先的創新解决方案在這 20 年來，藉由提供
省時的工具、連接的費用資料，以及各個客戶及應用程
式之間的動態生態系統，從而使客戶成功保持領先地
位。易於使用及商務就緒的 SAP Concur 解決方案，能
釋出有效洞見分析，來協助企業降低業務的複雜性，並
清楚查看費用支出，以利主動進行管理。如需更多資
訊，請前往concur.tw。

可見度

現在，管理階層能清楚掌握
全球費用支出，而非事後才得
知，因此能做出快速、以資料
為基礎的預算及策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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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瞭解詳情，請前往 www.concur.tw
CS VMWARE 繁體中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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