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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Dell 全球入口網站？   

全球入口網站是 Dell 的一站式全球採購中心。這個單一平台可讓您建立與管理全球訂

單，因此無論在世界何處使用都能獲得一致的採購體驗。 

 

 

Dell 全球入口網站有哪些功用？   

您可以使用 Dell 全球入口網站執行下列工作：  

• 存取全球所有國家/地區皆可使用、內容完全相同的單一通用目錄。  

• 快速輕鬆地自訂使用者存取權限，然後選擇您的首頁。  

• 存取特定國家/地區可用產品的完整 Dell 目錄。  

• 尋找具備全球通用標準的硬體、軟體與配件，並且在取得報價後購買。  

• 備妥並儲存系統組態以供日後購買。  

• 購買現有硬體的周邊設備。   

• 透過功能強大的報告功能追蹤您的訂單。   

 

入門   

本全球入口網站使用者指南將協助您簡化在世界各地向 Dell 採購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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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入口網站  

1.1 首次使用入口網站的使用者  

如果貴組織將您設定為 Dell 全球入口網站的使用者，

您便會收到系統自動發送的歡迎電子郵件，信中會提供

貴組織專屬的 Premier 頁面名稱、設定檔電子郵件地址

和臨時密碼。  

登入全球入口網站頁面，網址為：  

http://premier.dell.com (圖 1.1)   

• 按一下 [Premier Login] (Premier 登入)  

• 輸入您的設定檔電子郵件地址和系統提供的臨時

密碼。按一下 [Sign-in] (登入) (圖 1.2)。   

• 從下拉式方塊選擇帳戶/存取群組 (如適用)。按一下 

[Access Premier] (存取 Premier) (圖 1.3)。 

注意：您可能僅有一個存取群組，因此系統會直接將您

導向至登入頁面。  

 

1.2 再次使用入口網站的使用者  

登入全球入口網站頁面，網址為：  

http://premier.dell.com (圖 1.1)   

• 輸入您目前的電子郵件地址與密碼。按一下 

[Sign In] (登入)。 

如果您忘記密碼，請按一下 [Forgot Password] 

(忘記密碼) (圖 1.3)。   

• 從下拉式方塊選擇帳戶/存取群組 (如適用)。按一

下 [Access Premier] (存取 Premier)。   

 

Fig 1.1 

Fig 1.2 

Fig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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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忘記密碼   

輸入您的設定檔電子郵件地址，然後按一下 

[Continue] (繼續) (圖 1.4)。您很快就會收到電子郵

件。 

 

 

1.4 管理您的帳戶資訊   

進入全球入口網站頁面之後，使用者即可輕鬆管理

頁面及取得實用資訊。 

 

· 按一下導覽列頂端的 [Account] (帳戶) (圖 

1.5)。   

· [Page Settings] (頁面設定) 可讓您檢視您的 

Dell 客戶團隊，存取和管理貴公司地址、使用

者及 Dell 授權合作夥伴清單 (僅限管理員)。  

· [Orders & Invoices] (訂單與發票) 區段可讓您

存取報告、共用文件、報價單與訂單狀態。   

· 您可以透過 [Your Account] (您的帳戶) 區段自

訂設定檔。選取 [Personal Information] (個人

資訊) 以變更個人資料，或選取 [Change 

Password] (變更密碼) 以更新/變更或重設密

碼。  

 

注意：只有使用者才能變更其個人資訊或變更/重設

自己的密碼。  

Fig 1.4 

Fi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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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陸頁面  

2.1 國家/地區選擇工具  

位於頁面頂端的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 

選擇工具會表明選定國家/地區中可用的貨幣，並讓

您在系統結帳期間動態選擇當地選項預設值。  

 

2.2 我的工具   

[My Tools] (我的工具) 區段可讓您輕鬆存取最常使

用的功能。您可以從這裡快速擷取及管理您的報價

單、存取標準組態，以及查看全球訂單的狀態。只

要按一下藍色醒目提示的連結即可導覽至頁面上的

相應目的地。   

 

2.3 選購 Dell 產品   

[Shop Dell Products] (選購 Dell 產品) 區段可讓您查

看選定送貨國家/地區的系統目錄 (若已在頁面上啟

用)，當中會顯示您的標準組態，以及一系列完整的 

Dell 品牌系統。您也可以找到 Dell 顯示器、印表機

及投影機，並在 [Accessories and Peripherals] (配

件與周邊設備) 目錄購買相關商品。只要按一下任何

藍色醒目提示的連結，系統即會將您導向至相應的

產品。   

 

登入後會顯示全球入口網站首頁，您可以在這裡集中管理所有重要工作。您可輕鬆快速地存取最常使用

的功能。   

登陸頁面分成多個區段，可讓您直接存取各種頁面功能：  

Fi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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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零件選擇工具 (若已在頁面上啟用)  

 

易於使用的 [Parts Selector] (零件選擇工具) 區段可協助

您以有效率的方式尋找及購買與 Dell 系統相容的零件、

配件和耗材。只要按一下藍色醒目提示的連結，即可存

取特定的零件選擇工具。系統會在個別工具內要求您針

對要搜尋的零件提供更具體的相關資訊。  

 

2.5 焦點 (若已在頁面上啟用)  

[Spotlight] (焦點) 區段會提供產品、頁面功能及其他項

目的相關實用更新和最新消息。一般來說，按一下各連

結即可取得詳細資訊。  

 

2.6 需要協助嗎？   

[Need Help?] (需要協助嗎？) 區段提供了全球入口網站

大多數功能的相關詳細說明。只要按一下藍色醒目提示

的連結，即可擷取您感興趣的相應說明主題。  

 

 

2.7 選擇您的首頁  

如果系統已針對使用者個人化設定您的 Dell 全球入口網

站登陸頁面，您可將 [Quotes] (報價單) 或 [Standard 

Configurations] (標準組態) 設定為登陸頁面以自訂您的

頁面。如果您要選擇其中一種其他登陸頁面檢視，請開

啟想要的類別頁面 ([Quotes] (報價單) 或 [Standard 

Configurations] (標準組態)，然後選取頁面右上角的 

[Make this my Homepage] (將此設為我的首頁) 連結 

(圖 2.3)。若要回復為預設的首頁檢視，只要按一下右上

角的 [X] 即可(圖 2.4)。  

Fig 2.4 

Fig 2.3 

Fig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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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目錄  

3.1 全球標準組態  

[My Tools] (我的工具) 區段可讓您輕鬆存取全球標準

組態。[Standard Configurations] (標準組態) 是由 

Dell 客戶團隊運用可供選擇的選項 (升級/降級) 來專

為貴組織所客製化的 Dell 系統。  

標準組態會包含貴組織的已議價價格。   

3.2  完整系統目錄  

除了您的標準組態之外，如果貴公司已核准目錄訂

購，則登陸頁面的 [Shop Dell Products] (選購 Dell 

產品) 區段中就會將 Dell 的完整系統目錄顯示為個別

的索引標籤。   

• 選擇您想要訂購的產品群組、使用輔助導覽功

能縮小選擇範圍，然後加入購物車。  

• 依照全球標準結帳程序操作 (請參閱 5.3)。  

3.3 軟體與周邊設備 (S&P) 目錄  

根據您選取的送貨國家/地區，您將可在登陸頁面的 

[Shop Dell Products] (選購 Dell 產品) 區段看到 

[Software and Peripherals] (軟體與周邊設備) (若適

用)。此目錄包含不屬於您的全球標準組態的 S&P 商

品。   

• 選擇您想要訂購的產品群組、縮小選擇範圍，

然後加入購物車。  

• 依照全球標準結帳程序操作。  

 

開始採購之前，請在全球入口網站頁面頂端的選擇工具選取想要的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這

個位於頁面頂端的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 選擇工具會表明選定國家/地區中可用的貨幣，並讓

您在系統結帳期間動態選擇當地選項預設值。  

您目前已可在標準組態即將或已停止提

供時看到通知，如此便可更輕鬆地轉換

產品。  

Fig 3.1 

Fig 3.2 

每個國家/地區的產品/軟體供應情況可能不同。請與您的 

Dell 客戶團隊聯絡以取得進一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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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價單  

4.1 建立並儲存 eQuote   

• 視需要從全球標準組態、S&P 或系統目錄

選取產品。  

• 完成後請加入購物車 (請參閱 5.2)，然後

按一下 [Save as eQuote] (儲存為 

eQuote) (圖 4.1)。 

填寫所有必填欄位，以完成 eQuote (圖 4.2)。  

• 指定您的 eQuote 名稱。  

• 如果您需要以電子郵件將此 eQuote 傳送

給採購代理人和/或其他收件人，請填妥

適當的欄位。選定的授權購買人可在頁面

之外核准/購買 eQuote。  

• 如有需要，可輸入附註和說明 (選用)  

• 輸入訂單連絡資訊  

• 輸入送貨地址/帳單地址 (選用)，便可讓我

們計算運輸成本和其他適用的費用，而且

您之後下訂單時將可節省時間。  

• 您甚至可以選取運送和付款方式。  

• 接著按一下 [Save eQuote] (儲存 

eQuote)。您將收到包含已儲存 eQuote 

資訊的電子郵件通知，以供日後參考。  

eQuote 可讓使用者備妥訂單並儲存，以供日後購買。  

開始之前，請從全球入口網站頁面頂端的選擇工具選取想要的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這個

位於頁面頂端的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 選擇工具會表明選定國家/地區中可用的貨幣，並讓

您在系統結帳期間動態選擇當地選項預設值。   

Fig 4.2 

Fig 4.1 

如果貴組織已設定授權購買人，儲存 eQuote 

時即會顯示授權購買人姓名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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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擷取 eQuote  

有兩種方式可擷取 eQuote (圖 4.3)。您可以按一下

位於頂端導覽列下方的 [Quotes] (報價單) 連結，或

從首頁的 [My Tools] (我的工具) 區段檢視和擷取您

的 eQuote。系統隨即會顯示所有可用的 eQuote 清

單。  

• 尋找報價單的最快方式，是使用動態篩選搜尋

方塊。您可以依 eQuote 名稱、編號、建立者

或購買人搜尋以找到您的報價單。  

• 在 eQuote 清單中按一下 eQuote 編號。如果

您需要購買多份報價單中的產品，可以輕鬆選

取這些報價單，並按一下 [Purchase Selected] 

(購買所選項目)。  

• 若要變更數量，請按一下 eQuote 編號以開啟 

eQuote，調整數量，然後按一下 [Save new 

eQuote] (另存為新的 eQuote) 以儲存您的變

更。更新的組態將另存為新的 eQuote，並參

照新的 eQuote 編號。原始 eQuote 將不會變

更，而且會保留在您的清單中，直到過期或刪

除為止。   

• 準備好購買時，只要進行結帳即可。  

 

4.3 針對過期的 eQuote 重新取得報價  

如果 eQuote 是在最近 30 天內過期，則您仍可存取

該 eQuote。按一下 [Requote] (重新報價) (圖 

4.5)，便會立即將 eQuote 移至購物車並產生新的 

eQuote 編號。新的 eQuote 會反映商品供應情況與

現行價格的變化。  

Fig 4.3 

如果組態或組態的價格沒有任何變更，eQuote 的有效期即為 30 天。  

Fig 4.4 

Fig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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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購和訂購  

5.1.1 選購和訂購全球標準組態  

開啟 [Standard Configurations] (標準組態) 頁

面。  

現在您可以使用即時篩選搜尋方塊，快速尋找標

準組態。  

使用 [Quick Specs] (簡要規格)  連結檢視詳細的

組態  (圖 5.1)。   

在您要訂購的產品旁按一下 [Customise & Buy] 

(客製化與購買) 連結 (圖 5.1)。   

選擇您想要的選項。系統會根據出貨目的地的語

言和地區規格，自動為您預先選擇鍵盤配置、系

統軟體語言及電源線。您可以在 [More Actions] 

(更多動作) (圖 5.2) 底下檢視組態摘要、透過電

子郵件寄送及/或列印或儲存為 PDF。當您準備購

買時，只要按 [Add to Cart] (加入購物車) 即

可。  

 

5.1.2 從目錄選購和訂購   

選擇您想要訂購的產品群組、使用輔助導覽功能

縮小選擇範圍，然後自訂所選的組態。選擇您想

要的選項。當您準備購買時，只要按 [Add to 

Cart] (加入購物車) 即可。   

 

開始採購之前，請在全球入口網站頁面頂端的選擇工具選取想要的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  這

個位於頁面頂端的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 選擇工具會表明選定國家/地區中可用的貨幣，並讓您

在系統結帳期間動態選擇當地選項預設值。  

Fig 5.1 

Fig 5.2 

系統會根據出貨目的地的語言和地區規格，自動為您預先選擇鍵盤配置、系統軟體語言及

電源線。  

Fig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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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開始結帳   

• 確認連絡資訊。  

• 填寫必要的帳單和送貨資訊。

[Search] (搜尋) 欄位可讓您以簡單

明瞭的方式搜尋地址。選擇一個預

先產生的帳單地址 (如果沒有，請連

絡您當地的 Dell 銷售代表)。從您的

通訊錄選擇送貨地址或視需要新增

送貨地址。  

• 選擇運送方式   

• 使用下拉式選單選擇您的付款方

式。   

• 回答貿易法規遵循問題 (必填)。   

• 附加佐證文件 (選擇性)。  

• 在 [Review] (檢閱) 畫面中檢查訂單

資訊，並按一下 [Change] (變更) 連

結進行必要的變更。   

• 按一下綠色的 [Order and Confirm 

Payment] (訂購並確認付款) 按鈕，

將訂單送交 Dell。  

注意：您將會收到系統自動發送的 Dell 確

認訊息。  

 

Fig 5.5 

5.2 將商品加入購物車  

• 選取 [Add to Cart] (加入購物車) 

(圖 5.4)。   

• 視需要變更數量。   

• 檢查送貨國家/地區與貨幣是否正

確  

• 如果要下訂單，請按一下綠色的 

[Checkout] (結帳) 按鈕。您便會

前往安全結帳畫面(圖 5.5)。  

Fig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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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訊錄  

6.1 存取通訊錄   

• 前往位於全球入口網站頁面頂端的 

[Account] (帳戶)。  

• 選取 [Manage Addresses] (管理地址) 連

結。  

6.2 建立新的送貨地址   

如果先前沒有儲存任何地址，或需要送貨至其他地

址，您可以新增地址。   

• 選取核取方塊以指定地址類型 (送貨) – (圖 

6.2)。  

• 填寫必填的欄位並儲存。  

6.3 管理您的地址  

通訊錄 (圖 6.3) 可讓您存取已儲存的地址清單、瞭

解每個地址所套用的優先順序、釐清該地址為送貨

或帳單地址，並找出地址的最後修改時間。   

只要套用優先順序，即可將單一地址設為預設地

址。這個預設地址會於結帳期間預先填入。您可以

隨時變更地址的優先順序，該優先順序只會在您的

使用者設定檔中生效。  

 

您可使用動態搜尋方塊來尋找地址，或以升冪及/

或降冪順序輕鬆地為欄位排序。   

 

通訊錄可讓您自行管理世界各地的地址，而不必請求 Dell 協助。  

Fig 6.3 

Fig 6.1 

Fig 6.2 

系統會鎖定帳單地址。如果您需要新增/編輯/刪除帳單地址，請連絡

您的 Dell 客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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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ell Partner  

國家/地區訂購  

如果您選擇的國家/地區不是 Dell 直銷國家/地區，系統會提示您選取 Dell 授權合作夥伴。如果找不到特

定的合作夥伴，請連絡網站管理員或來信至 Global_Portal_Support@dell.com 以取得協助。  

Fig 7.2 

Fig 7.3 

7.1 選擇產品並送交 Dell 授權合作夥伴  

• 從頁面頂端的國家/地區選擇工具選取 [ship 

to country] (送貨國家/地區)。  

• 從下拉式方塊中選取 Dell 授權合作夥伴(圖 

7.1)。  

• 選取並自訂您感興趣的組態。系統會根據出

貨目的地的語言和地區規格，自動為您預先

選擇鍵盤配置、軟體語言及電源線。您可以

在組態配置工具中變更這些自動選取的項

目。   

• 選取 [Add to Cart] (加入購物車)。  

• 變更數量 (如有需要)，然後按一下 [Create 

Quote] (建立報價單) (圖 7.2)。  

• 填寫必要資訊，並按一下[Send to Partner] 

(送交合作夥伴) (圖 7.3)。  

 

系統隨即將電子郵件寄送給 Dell 授權合作夥伴，通

知其您已提交要求。系統會持續顯示這項要求，直

到過期為止。   

針對 Dell Partner 國家/地區提供的價格僅供參考。

合作夥伴將會以報價單的形式提供最終價格。  

Fig 7.1 

節省時間。請透過頁面頂端的 [Account] (帳戶) 索引標籤管理您最愛的 

Dell 授權合作夥伴清單。([More info] (更多資訊) 頁面 5)  

mailto:Global_Portal_Support@d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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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2  報價要求書 (RFQ)  

您將會收到一封內附要求編號的電子郵件。此外，

您的要求將會顯示於 [Quotes] (報價單) 頁面上。   

第一次提交要求時，狀態會顯示為 [Pending 

Partner Pricing] (待定合作夥伴價格) (圖 7.4)。   

當合作夥伴完成報價單時，即會上傳到頁面，並將

狀態變更為 [Price Updated] (價格已更新)。隨後，

系統會寄送電子郵件給您，通知您合作夥伴已完成

此動作。   

在 [My Tools] (我的工具) 底下存取 [Quote] (報價

單) 頁面，並查看其狀態是否已變更為 [Price 

Updated] (價格已更新)。  

 

7.3  要求訂單 (RFO)  

按一下報價單編號以檢視進一步資訊。如果您滿意

合作夥伴附加的最終報價單，請上傳您的訂購單/合

約確認，合作夥伴方可採取動作和要求訂單 (圖 

7.5)。  

系統會寄送電子郵件通知給合作夥伴，以完成與 

Dell 之間的訂單。  

授權合作夥伴下訂單時，系統便會自動更新要求的

狀態。您會收到現在已購買報價單所列商品的通知

(圖 7.6)。  

 

 

Fig 7.4 

Fig 7.5 

Fig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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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報告  

8.1 全球訂單狀態    

全球訂單狀態可讓您監控最近在世界各地下訂的直

銷國家/地區訂單，並且會顯示在全球入口網站、

當地 Premier 頁面，或是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經由 

Dell 銷售代表下訂的所有訂單。   

搜尋並找出您的訂單  

您可以在全球入口網站導覽列下方或 [Tools] (工

具) 區段下方的工具列上，按一下[Order Status] 

(訂單狀態) 連結([My Tools] (我的工具))，即可存

取訂單狀態 (圖 8.1)。  

您應該可以存取在過去兩 (2) 年內的所有全球訂

單，包含預生產、生產中、運送中、已送達或已取

消等狀態(圖 8.2)。  

「最新訂單」功能可讓您依照下列方式篩選及搜

尋：   

• 國家/地區  

• 客戶編號  

• 訂單狀態  

• 時間範圍 (過去 45 天、90 天，6 個月、1 年

及 2 年)  

• 訂單編號/訂購單編號  
 

每個國家/地區的詳細資料包括 Dell 購物 ID、說

明、預計交貨時間、訂單日期、Dell 訂單編號、訂

購單編號、狀態及其他動作。   
 

注意：您可以使用頁面上的 [Options] (選項) 按鈕

自訂這些欄位。一次僅可啟用七 (7) 個欄位，您必

須先取消選取某欄位，才能啟用其他欄位。   

 

列於特定清單內的使用者才可以取用報告。如需存取權限，請連絡您的網站管理員。  

Fig 8.1 

Fig 8.2 

Fig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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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訂單詳細資料與即時訂單追蹤  

• 按一下訂單編號上的連結，即可檢視訂單細節 

(圖 8.4)，包括但不限於訂單詳細資料、包裹追

蹤資訊及動作 (列印、檢視裝箱單、回報錯誤

商品...)。  

• 當您的訂單已出貨時，按一下追蹤編號即會將

您導引至貨運業者的網頁，以便您追蹤訂單。   
 

匯出、訂閱或取消訂閱  
 

您可以使用 [Select an action] (選擇動作) 下拉式

功能表執行下列操作：   

• [Export all] (全部匯出) – 選擇此動作，您便能

將訂單下載為 Excel 文件。  

• [Subscribe to selected] (訂閱所選訂單) – 您

可以選擇一或多份尚未取消、尚未出貨或尚未

送達的訂單，並進行訂閱。您可以編輯匯出結

果，還能登錄電子郵件地址，以便接收任何所

列訂單之狀態 (已出貨或訂單延遲) 的電子郵件

通知。   

• [Unsubscribe] (取消訂閱) – 您可以取消訂閱

先前曾訂閱的訂單。  
 

8.2 購買記錄和保固報告   

購買記錄會提供連續 15 個月內的趨勢資料，讓您

更深入瞭解全球各地區購買和消費的商品。服務合

約 (保固) 報告可讓您預先進行資產規劃，並提供記

錄讓您找出已過保固期的資產。   
 

• 前往 [Account] (帳戶) 頁面，然後選取 [View 

and Share Reports] (檢視及共用報告)。  

• 選擇所需的報告。  

• 填寫必要欄位 (帳戶、產品、區域、國家/地

區與貨幣)  

• 按一下右上角的 [View Report] (檢視報告) 

以存取圖形格式的報告 (圖 8.6)。  

• 選取 [Summary View] (摘要檢視) 以存取報

告的詳細資料，並篩選或匯出為 Excel。若要

匯出，請選擇 [Select a Format] (選取格

式)，然後視需要開啟或儲存 Excel 文件。   

Fig 8.4 

Fig 8.6 

此報告會顯示透過全球入口網站、當地 

Premier 頁面，或是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

經由 Dell 銷售代表下訂的所有訂單。  

Fig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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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發票開立情況   

搜尋美洲地區或亞太與日本地區的發票  

• 依序按一下頁面頂端的 [Account] (帳戶)、

[View and Share Reports] (檢視及共用報

告)，然後檢視 Premier 發票報告。   

• 使用各種篩選條件搜尋發票，然後按一下 

[Search] (搜尋)。此外，亦可下載為 Excel(圖 

8.7)。  

 

搜尋 EMEA* 地區的發票   

• 按一下頁面頂端的 [Account] (帳戶)，選取 

[View and Share Reports] (檢視及共用報

告)，然後檢視「我的財務發票」報告。填寫

必要資訊以以取得您未付和已付發票的概覽。  

 

 

*歐洲、中東及非洲  

 

 

 

Fig 8.7 

Fig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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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取權限管理  

 

 

 

Fig 9.1 

管理角色和存取群組  

您可以透過 Dell 全球入口網站分配存取群組和角

色。這可讓您根據使用者的角色和職責，管理使用

者可在全球入口網站上看見的內容以及執行的動

作。使用者可以是多個存取群組中具備不同或相同

角色的成員。   

只有指定的使用者管理員可以指派使用者給群組中

的角色。    

 

9.1 管理使用者   

管理全球入口網站頁面的使用者、邀請新使用者、

管理角色，以及搜尋使用者：  

• 前往位於頁面頂端的 [Account] (帳戶) (圖 

9.1)。  

• 如果您具備管理員使用者的角色，便會看到 

[Manage Users] (管理使用者) 區段。  

在此畫面中，您可以新增使用者、複製現有的使用

者、上傳使用者、下載您自己的使用者清單，以及

移除使用者。  

•  您隨時都能套用篩選條件來縮小搜尋範圍。   

• 如果有新的使用者要存取 Premier 頁面，請

輸入新使用者的電子郵件，然後按一下 [Add 

User] (新增使用者)。  

• 為這位新使用者選取適用的存取群組與角色 

(圖 9.2)。  

• 按一下 [Save and Send Email to User] (儲

存並寄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  

 

當您開始使用全球入口網站後，Dell 會要求您至少為每個存取群組指定一位使用者管理員，以便管理全球

入口網站頁面的使用者存取權限，以及處理貴公司的使用者需求。  

Fig 9.2 

選取存取群組與角色，以決定此使用者可在全球

入口網站上看見的內容以及執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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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選取角色和存取群組   

 

在大部分的組織中，使用者會有一般存取群組和報告/管理存取群組。Dell 通常會關閉「一般存取」類別中

的報告，僅允許「管理」存取群組的成員取用這些報告。但是，客戶亦可自行選擇要讓每個存取群組取用

哪些報告。   

 

您可以指定不同的角色，並決定您的同事可在 Premier 中執行的動作。使用者角色分成下列三種主要類

別：買家、購買人及管理員。  

 

• 買家 (Shopper) 無法下訂單，但是可以瀏覽、儲存 eQuote，以及檢視自己的 eQuote。   

• 網站 eQuote 買家 (Site eQuote Shopper) 可執行的動作和買家相同，但可檢視所有使用者儲存於頁

面上的 eQuote。   

• 買家 (無價格) (Shopper-no-price) 使用者可執行的動作和買家相同，但是沒有檢視價格的存取權

限。   

• 購買人 (Buyer) 可以下訂單、儲存 eQuote，以及檢視和購買自己的 eQuote 商品。   

• eQuote 購買人 (eQuote buyer) 可執行購買人適用的動作，還可檢視和購買相同存取群組中其他使

用者儲存的 eQuote 商品。   

• 網站 eQuote 購買人 (Site eQuote buyer) 可執行購買人適用的動作，還可檢視和購買所有存取群組

中所有使用者在頁面上儲存的 eQuote 商品。   

• 使用者管理員 (User Administrators) 可以如同 eQuote 購買人一樣下訂單，此外還可以邀請、撤銷或

編輯相同存取群組中的使用者。  

 

只有指定的管理員可以指派角色給存取群組中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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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球客戶團隊  

 

 

 

Fig 10.1 Dell 客戶團隊  

直接從全球入口網站頁面寄送電子郵件給 Dell 代

表。  

前往 [Account] (帳戶)，選取 [Dell Contacts] (Dell 

連絡人) (圖 10.1)。  

此區段提供全球 Dell 團隊的連絡資訊。「一般連絡

人」是您的主要連絡窗口，其中包含公司總部的 

Dell 客戶團隊、計劃經理及 Premier 業務經理。請

使用下拉式篩選條件尋找當地的 Dell 代表。  

需要協助？   請寄送電子郵件至：global_portal_support@dell.com 

mailto:global_portal_support@d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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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實用資源  

全球入口網站影片庫  

所有使用者皆可觀看訓練影片。請造訪 Dell 全球入口網站影片庫並觀看短片，以有效率的方式深入瞭解我

們的全球通用平台。  

 

 

 

 

 

 

需要協助？   請寄送電子郵件至：global_portal_support@dell.com 

http://www.dell.com/learn/us/en/04/global-portal-video-library
mailto:global_portal_support@de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