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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去幾個月關乎存亡，一點也不為過。 
 
截至 4 月初，已有 90 多個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尋求紓困。1

儘管所有企業都感受到艱困經濟環境的影響，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承擔相

同的壓力。小型企業尤其脆弱。 
 
因為手頭現金和資源較少，在這場危機中您比大企業更加脆弱。但相對

地，您也比較靈活。這代表您實施變更和復甦的速度也比較快。在艱難時

期，需要確實是發明之母，這次疫情也不例外。由於傳統的經營模式失去

作用，各行各業的小型企業都開始自我改造，而許多企業靠技術實現這個

目標。 
 
小型企業佔公司總數的 90%，全球就業人口的 50% 以上。2您是我們社

群的棟梁；只要您茁壯，我們都會跟著茁壯。因此，我們製作了這份彈性

指南（其中包含產業深入剖析、實用資源和創新案例），讓您能夠度過這

場危機，並調整業務結構，以實現未來成長。危機造就偉大的領導者，而

這場危機更是近年來罕見。何不讓它成為與眾不同的復甦催化劑呢？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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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說
「危機」包含
兩層涵義，
危險和機會。

― 約翰·甘迺迪

您的復甦之路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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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業再創新 

 
膽小之人不適合經營小型企業，
唯有秉持勇敢、耐心和堅持不懈
精神，努力克服困境者始得為之。

01

― 佚名



有 72% 的小型企業主表示，疫情很可能
對其經營模式產生永久性的影響。

3

 
 
義大利一家新創眼鏡製造商無力承擔迫在眉睫的間接成本。中國一家服

飾店在三個月的禁令後重新開張，卻又面臨無法轉移當季存貨的窘境。

美國一家餐廳老闆讓數十名員工休假，又在三間分店中關了兩間，才勉強

維持收支平衡。 
 
全球有上百萬家小型企業受新冠肺炎影響而苦苦掙扎，這只是其中幾個

案例。像您這樣的小型企業可以推動工作機會成長，讓經濟更具競爭力，

但是由於現金流有限、需求銳減以及額外成本迫在眉睫，許多小型企業

無法在這場危機中倖存。這是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也是個具備空前

機會的時代。您現在採取的行動將決定您在危機趨緩後的位置。

72%

經濟衰退固然會帶來裁員、企業倒閉和金融風暴等困境，但也經常造就

有遠見的企業家和新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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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是您最重要的夥伴之一？ 
技術。



全球一些最成功的公司是在技術的推動
下誕生的。 
 
2008 年的金融危機期間，有 180 萬家小型企業倒閉。4 但也造就了某些
企業。Warby Parker 是一家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零售和電子商務企業，創

辦人利用技術使公司蓬勃發展。Netflix、Wipro 和國家地理等公司也採取

相同的策略，重新塑造自己，以便在經濟衰退中求生存，在競爭中保持領

先，最終成為成功的企業。 
 
世界各國和市場正面臨當前經濟危機的不同階段。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

有許多國家仍在面對疫情「升溫」的衝擊，而有些國家（如義大利）已開

始審慎地計劃重新開放。疫情期間傳出許多小型企業的故事：或是運用

技術來修正路線、面對挑戰，並不斷創新；或是利用技術，配合需求的步

調發展，並大規模拓展業務。 
 
要重新改造小型企業，您需要適應目前的環境、克服挑戰並採用實際可

行的解決方案，讓您不只能度過這場危機，還能在危機結束後持續茁壯

成長。

讓我們深入瞭解。



沒有風， 
就划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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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諺語

適應並克服



超過 
十分之八 

的小型企業表示，使

用新技術是企業生存
和成長的關鍵。5

要克服前方的巨大挑戰絕非易事，
而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內，適應能力將
至關重要。 
 
與同儕和專家保持聯繫，可以幫助您瞭解其他人採用的解決方案，如此一

來，您就能快速適應，果斷應對混亂局勢。 
 
除了削減成本和尋求財務援助外，許多小型企業還迅速採用了平常需要

花費數個月才能投入使用的技術。將近 90% 的
企業認為購買這些技術對於企業的生存至關

重要。6 
 
但是，適應新的數位化現況，並不表示您必須耗
盡資源購置所有可用的數位技術。

90%

艱困時期能孕育偉大，同時也會產生許多雜音。有關如何度過這場危機的資訊，可能讓您應接不暇。但您的首要考量應該是企業的
存續。在有足夠的現金支付薪資、租金和存貨之餘，再來考慮採用新工具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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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artner 的最新研究，將近 75% 的組織8 計劃讓部

分員工永久轉為遠端工作。根據《全球職場分析》(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疫情結束之後，全球工作者中有 
30%9 每週將至少在家工作數天。 
 
遠端工作依然是商務環境中的主流，但是如果沒有適當

的工具，員工效率變差、生產力降低，資安也會受到影

響。連線不穩定、無法連線或通話中斷等種種困擾，導致

部分遠端團隊成員「投機取巧」，湊和使用一系列安全性

有疑慮的檔案共用和協作工具。 
 
除了需要能讓團隊成員良好工作的數位工具外，組織還需

要能讓成員之間順暢協作的工具。當今的員工有 80% 的
時間花在開會、通話和電子郵件上。10 整合式技術（例如更

智慧的協作工具、改善的會議平台，以及更可靠的通話資

源）能讓團隊協作更有效率，同時個人也能發揮專長做出

貢獻。 
 
要創造更具包容性的團隊體驗，您選擇的技術應整合到

現有工具中，以簡化採用流程。平台應該透過雲端連接，

以實現全球一致性和存取的便利性。解決方案需要提供

有助於加快協作的環境，以及可靠、安全且符合規範的工

具，並消弭影響生產力的衝突點。 
 
根據全美小型企業協會（National Small Business 
Association，NSBA）對 980 多家美國小型企業的調

查，3 月至 4 月間，遠端工作的員工及其企業主人數增

加了一倍11，一般認為這個趨勢將會持續下去。Second 
Harvest 就是這種情況。

要快速推動創新並提升業務成效，
有三個必要條件：

1 為遠端工作者提供強大功能

75%

30%

80%

10,000+% 

從 2 月到 3 月，LinkedIn Learning 的「遠端工
作基礎」線上課程成長了 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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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

https://nsba.biz/wp-content/uploads/2020/04/COVID-19-Relief-Survey-2020.pdf
https://nsba.biz/wp-content/uploads/2020/04/COVID-19-Relief-Survey-2020.pdf


案例研究

Second Harvest 
 

在疫情爆發前，Second Harvest 在矽谷的 200 名員工全都在辦公室工作。現在有
超過 50% 的員工在家遠端工作。過去大多數的員工（包括 IT 主管）不相信他們可以
有效率地在家工作，因為他們的工作需要大量面對面的互動。為了成功轉換為遠端工作
模式，Second Harvest 的 IT 部門必須為員工提供足夠的資源，從部署筆記型電腦到升
級防火牆和 VPN 授權。 

 

疫情開始後，Second Harvest 的資安威脅較上一個年度大幅增加。對 Second Harvest 

團隊而言，具備能減輕網路威脅所必要的資安解決方案非常寶貴，這讓他們能專注於使命，
也就是確保社區擁有賴以維生的足夠食物。 

 

詳情請參閱我們提供的電子書《幫助小型企業堅持到底的技術》。

觀看這支影片，瞭解 7 個遠端工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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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dam/m/digital/elq-cmcglobal/OCA/Assets/SMB/TBJ-Help-your-small-business-stay-the-course-ebook.pdf?oid=ebkoth021844
https://video.cisco.com/video/6155137335001
https://www.cisco.com/c/en_id/solutions/small-business.html
https://www.cisco.com/c/en_id/solutions/small-business.html


2 安全的電子商務平台

疫情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方式，小型企業的應對方式是透過網路提

供產品和服務。12 與去年同期相比，電子商務訂單成長了 54%13。根

據 Shopify 調查，線上商店能取代實體店面銷售量的 94%。14 為了

提供卓越的線上客戶體驗，您可以從為企業選擇合適的電子商務平台

開始。評估各種選項時請納入以下考量：

速度：頁面載入時間從一秒增加到五秒時，客戶離開的可

能性會提高 90%。16 為避免消費者被競爭對手搶走，您

的電子商務網站的載入時間應少於三秒。17

法規遵循：如果您的企業傳輸或儲存持卡人資料，就需要

確保您的電子商務網站符合 PCI 法規遵循要求。SaaS 
或基於雲端的電子商務供應商將可為您處理 PCI。

供應鏈：超過 40% 的零售商預期產品會因為新冠肺炎

而供應延遲，另有 40% 的零售商預期存貨短缺。18 找一

個針對電子商務和最後一分鐘、最後一哩路的運輸進行

最佳化的平台。

AI 與自動化：為回頭客創造順暢的體驗，區隔不同的客

群，並評估客戶終身價值，以更精準地鎖定對象和個人化

數位行銷。19

可靠性：停機會對您的營收和商譽造成不良影響。網路中

斷時，您的業務也會停擺。這可能相當於每小時損失數百

甚至數千美元的營收。找一個能在 99.99% 的時間內正

常運作的平台。

將近四分之一 
的消費者表示，在未來至
少六個月內，沒辦法安心
到購物中心購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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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ol.com/the-blueprint/ecommerce-platforms/


Karameller 糖果店 
 

2015 年 Louise Schonberg 在溫哥華開了一家小型糖果店 Karameller。這家店
很快成為當地瑞典僑民的文化和社區聚會場所。

儘管早已建立了電子商務網站，但 Schonberg 遲遲未能在網站上投入心力，導致她在
疫情爆發後被迫關店。

幸運的是，為她建置線上店面的團隊為網站配備了 Wi-Fi、視訊和 DNS 安全性。這些工具
讓她得以迅速將業務重心轉移到線上銷售。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Karameller 在 2020 年 

4 月依然達到最高單月銷售額，平均算來，線上訂單量是店內購買量的三倍。 

 

透過提供路邊取貨、手寫筆記和專人遞送服務，Schonberg 不僅保住了業務，還繼續發
揮其填補文化隔閡的功能，與溫哥華的瑞典社區保持聯繫。

案例研究

藉由安全的電子商務平台，總部
位於溫哥華的 Karameller 得以
重新打造商業模式，在全球疫情

當中仍能持續大幅成長。



3 強健的網路安全網路

隨著業務成長而擴展的網路，讓您可以按照需要來增加新功能。設計網路

時將可靠性和備援列入考量，有助於提供您所需的業務持續性，以便快速

地從意外事件中復原。這也能幫助您保護品牌的專有資訊與商譽。 
 
 
 

 
 
談到網路安全，許多小型企業認為自己規模太小，不至於淪為目標。實際

情況是，近年來網路犯罪的重心已經轉向小型企業。20 在 2019 年，有 
78% 的小型企業遭到網路攻擊。21 然而，網路安全並沒有一體適用的方

案。首先，您必須瞭解哪些系統對營運至關重要。對於零售商而言，最為

重要的可能是銷售點系統；對於其他企業而言，則可能是電子郵件。透過

這種方式找到關鍵的基礎設施，就可以清楚掌握要從哪裡開始網路安全

計劃。 
 
幸運的是，採取強健的防禦措施並不代表您必須購置市場上所有的解決

方案。花時間瞭解您的小型企業有何需求，並與合適的技術合作夥伴合

作，為您客製化符合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就能讓您建構更有效率的基

礎設施。這就是紐卡索旅館度假村能在新冠肺炎爆發時迅速採取行動的

原因。

詳情請參閱如何建立小型企業網路。

75% 的小型企業缺少解決 IT 資安問題
的人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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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mall-business/resource-center/networking/how-to-set-up-a-network.html


案例研究

小型企業資安資源
• 查看五種能讓企業成長茁壯的網路安全工具。 
• 進一步瞭解小型企業資安資源。 
• 取得思科 2020 年《身處小型企業世界，資安不可輕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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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卡索旅館度假村 
 

紐卡索旅館度假村在美國和加拿大經營 20 多家屢獲殊榮的高檔旅館。IT 和網
路安全副總裁 Alan Zaccario 一手管理日常的 IT 和資安功能。最近該公司在考
慮到災難應對和業務持續性，而更新了資安措施。Zaccario 表示，在關鍵時刻，我們
格外需要這些更新。他解釋：「我們在得知疫情的規模後，得以在數小時內將公司
業務轉移到異地的居家辦公室。」自從購置思科資安以來，該公司不僅讓員工安全
轉換為遠端工作，還將被入侵系統在網路上的時間從幾天縮短到幾個小時。

https://engage2demand.cisco.com/LP=19895?ccid=cc001540&oid=ifgsc020403
https://www.cisco.com/c/en_id/solutions/small-business/security.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security/2020-smb-cybersecurity-series-may-2020.pdf?CCID=cc000160&DTID=odicdc000140&OID=rptsc021237


利用正確的資源 

03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遠。

― 非洲諺語



與這場疫情相關的財務挑戰，迫使小型企業必須尋求可靠資源的援助，

以便在危機期間和危機之後維持財務穩定。以下是一些實用的財務資源。 
 
• Cisco Capital 小型企業融資 

• 新冠肺炎美國與加拿大財務援助資源 

• 新冠肺炎小型企業貸款與補助金計畫 

• 受新冠肺炎影響的女性與少數族裔企業主的財務資源 

• 各州小型企業財務援助計畫 

• 加拿大小型企業的財務支援

財務資源

從商業計劃和融資到行銷和技術，世界
各地的組織都在創造商機，並為小型企
業帶來更高的價值。 
 
在重新改造企業的同時，請記得，您不必獨自面對這場危機。您可以考

慮與整個供應鏈中的合作夥伴和供應商展開非傳統的協同合作，並尋求

如下列出的組織，為美國和加拿大小型企業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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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buy/payment-solutions/solutions/small-business.html
https://www.archerpoint.com/blog/Posts/covid-19-financial-assistance-resources-us-and-canadian-businesses-use-now
https://www.forbes.com/sites/advisor/2020/04/10/list-of-coronavirus-covid-19-small-business-loan-and-grant-programs/#53c0e2eecc4b
https://www.cnbc.com/2020/05/19/financial-resources-for-women-and-minority-business-owners-affected-by-covid-19.html
https://www.zenefits.com/workest/the-big-list-of-covid-19-financial-assistance-programs-for-small-businesses-by-state/
https://www.freshbooks.com/blog/covid-19-canada


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各項措施來支援小型企業主，每天都在推陳出新。隨

時掌握最新資料，瞭解如何在政府機構以及銀行等重要組織的協助下管

理成本。

• 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 
• 全美小型企業協會 
• 加拿大：影響力女性 (Women of Influence) 
• 加拿大 Constant Contact

政府/組織資源 

產業資源

也許新冠肺炎促成的正面發展之一，就是大型組織齊心協力為小型組織

提供資源和支援。以下是一些值得關注的資源。

• Stand for Small：由美國運通 (American Express) 帶領超過 40 家公

司支持小型企業的聯盟。這個入口網站是整合領導品牌相關優勢和資

源的集中式數位平台。

• Open We Stand：GoDaddy 與志同道合的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提

供資源來幫助小型企業繼續營運，即使實體店面不再開放。

• 思科新冠肺炎資源：思科提供解決方案、技術、秘訣和資源，協助小型企

業社群提升營運績效，並讓您維持安全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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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ba.gov/page/coronavirus-covid-19-small-business-guidance-loan-resources
https://nsba.biz/
https://www.womenofinfluence.ca/
https://blogs.constantcontact.com/canadian-business-services/
https://www.standfors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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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m/en_us/covid19.html


法律限制和政府資源的相關資訊變動可能很快，並且非常複雜。如果您

想瞭解新冠肺炎疫情對您的小型企業的影響以及未來的發展，以下法律

資源可能會有所幫助。

•NFIB 法律中心：全美獨立企業聯盟 (NFIB) 努力為小型企業爭取法律

權益，並為全美小型企業主提供法律資源。

•Institute for Justice：IJ 企業家診所 (The IJ Clinic on 
Entrepreneurship) 為低收入企業家免費提供法律援助、支援和宣導，並

訓練下一代律師成為企業家得力且富創意的辯護律師。

法律資源

從免費的線上課程和串流活動，到職涯規劃和志工名額，LinkedIn 致力

於提供專為小型企業設計的各種資源。

• LinkedIn Learning 
• LinkedIn 行銷解決方案部落格 
• LinkedIn「小型企業，大趨勢」電子報 
• LinkedIn 小型企業專區頁面 
• LinkedIn 新冠肺炎資源中心

LinkedIn 資源
請造訪思科小型企業資源中心，瞭解最新資源

如何幫助您的組織成長。 
 

只要掌握用於推動創新和提升業務成效的工具
和技術，以及支援小型企業的產業資源，您就
可以開始放眼未來。接下來介紹如何打造專為

企業成長而設計的彈性商業模式。

立即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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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fib.com/foundations/legal-center/
https://ij.org/ij-clinic-on-entrepreneurship/information-for-local-businesses-covid-19-outbreak/
https://learning.linkedin.com/blog/linkedin-learning-resources/free-courses-to-help-small-businesses-navigate-the-challenges-of
https://business.linkedin.com/marketing-solutions/blog
https://www.linkedin.com/newsletters/big-trends-in-small-biz-6529049308724105216/
https://www.linkedin.com/showcase/linkedin-for-small-business/
https://about.linkedin.com/coronavirus-resource-hub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mall-business/resource-center.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mall-business/resource-center.html


跌倒七次，就要爬起來八次。

04

― 日本諺語

面對未來的靈活性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全球小型企業放棄數
位轉型的長期計劃。 
 
基本上，他們在一夕之間將遠端工作者安排到位，並為團隊提供工具和技

術。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儘管大多數國家和企業仍處於危機管理

模式，有些企業已經在探索如何將這些「最後一分鐘的蛻變」轉化為長期

的解決方案，讓自己在危機過後仍具備成長潛力。 
 
您是個充滿遠見的人。身為小型企業主，您可能已經在運籌帷幄，規劃下

一步的動向。以下三種可行方法，供您在未來打造更具彈性的業務模式。 
 
制訂業務持續性計劃 (BCP) 
在 BCP 中概述發生無預警的中斷或災難時，該如何維持關鍵營運。請記

住，大多數可能干擾業務效率的事件都近在咫尺：重大氣候事件引發斷

電、管線破裂，導致您的辦公室淹水；附近火災事故導致當地道路關閉；

或是網路罪犯攻擊您的基礎設施。您應該在 BCP 中針對流程、資產、人

力資源、業務合作夥伴以及其他可能受影響的業務層面，擬訂意外事件應

變計劃。災難復原計劃是整個 BCP 的關鍵要素，其中應包括對於網路、

電腦、伺服器和行動裝置等 IT 中斷的處理策略。

「令人難以置信的正面效應
不斷湧現，在在展現數位轉型

的潛力。」23

―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文章

以下為幫助您快速入門的免費範本。

https://www.smartsheet.com/business-continuity-templates


想知道更多獨道見解，
請線上觀看 LinkedIn 
Learning 小型企業的社
群媒體行銷課程。使用社
群媒體可以讓您的品牌
變得人性化，讓您的企業
在競爭對手之中脫穎而
出，並與您的受眾建立信
任關係。 
 
參閱成為精明社群媒體
行銷人員的五個秘訣。

秒 以下為幫助您快速入門的秘訣：

善用社群媒體的力量 
社群媒體是非常有效的行銷管道，非常適合用來接觸您的目標受眾，強化客戶關係以及分享重要產業資訊。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您要如何使用社群

媒體來擴大影響範圍並促進業務成長？

策略性地使用主題標籤 

使用主題標籤的動態消息可以增加您品牌的曝光率。最多可以將三個主題標籤與您的 LinkedIn 公司頁面

建立關聯，讓您可以從品牌的角度做出回應和評論，提高公司對廣泛受眾的知名度。找出三到五個您企業

最關注的主題標籤，並將其新增到您的社群貼文當中，使更多受眾看到您的內容。

善用既有網路 

邀請人脈來關注您的公司頁面。您還可以將重要的公司貼文內容通知員工，以擴大內部影響力和參與

度。讓員工和忠實客戶成為品牌擁護者，代表您分享公司的社群貼文。

透過付費廣告散播內容 

相較於只使用自然生成的社群媒體廣告，付費社群媒體廣告可讓您吸引到更廣泛的潛在客群。此外，還可讓您透

過職稱、職能、產業等來鎖定特定的受眾。您不需要廣告背景或充沛資金，就能設置有效的廣告，並開始開發新的

潛在客戶。加強推廣、贊助和宣傳所有社群媒體個人資料中參與度最高的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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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learning/social-media-marketing-for-small-business/welcome
https://www.linkedin.com/learning/social-media-marketing-for-small-business/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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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思科策劃的小型企業產品組合。

LinkedIn Learning 
見證了小型企業技能發展的大
幅成長，從戰略思維和遠端工作
等「軟技能」，到 Excel 等基本
知識。24

學習新技能 
研究和成功案例證明，終身學習對企業成功至關重要，也是企業家精神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技術、新行銷技巧、法規或系統異動，都需要您透過

自我成長來學習。做好終身學習和自學的準備是企業成功的關鍵。25 

 
像您這樣的小型企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擊最大。持續學習能幫助

您提高管理、銷售、行銷、財務和自助技能。除了社群媒體行銷課程外，

LinkedIn Learning 也提供許多其他免費課程，幫助您應對當今經濟的

挑戰。 
 
如果您正在尋找其他資源和支援，思科的小型企業資源中心可幫助您與

世界各地的同儕和產業專家聯繫，讓您隨時掌握最新資源和解決方案，以

推動您的企業向前邁進。討論產品藍圖、影響產品走向、參與搶先試用、

獲得建議，以及分享您對於思科技術的專業知識。 
 
在這場危機中，您一直努力不懈地面對未知挑戰，並確保企業安全營運。

這一路上，您學到了不少知識。現在，是時候運用您所學到的知識以及正

確的技術，來建立更強大、更具彈性的企業了。McKinsey 在最近一篇文

章26 中提道：「這個機會不容錯過」，並指出已經努力提升競爭力的人會表

現得更好，並且做好萬全的準備來面對挑戰和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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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遠端工作工具
 連接雲端的平台

 無線網路

 虛擬會議

 可靠的 IP 電話系統

 受保護的檔案共用

 虛擬協作工作空間

 工作場所監控，確保社交距

離/員工安全

 VPN、終端和 DNS 防護

電子商務工具
 付款與資訊安全

 網路付款服務供應商

 法規遵循可視性

 健全的分析

 可擴充的硬體

小型企業復原清單 
在邁向全面復原的過程中，請找尋能簡化工作並使您的小型企業實現

規模成長的整合工具和技術。

業務持續性計劃元素
 災難復原計劃

 意外事件應變計劃，包括：

 • 流程

 • 資產

 • 人力資源

 • 業務合作夥伴

 處理以下 IT 中斷的策略：

 • 網路

 • 電腦

 • 伺服器

 • 行動裝置

準備好開始了嗎？
思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網路已經準備就緒，幫助您安全地建

立連線、運算和協作，讓您可以專注於最重要的事情上，集中火

力拓展您的業務。進一步瞭解思科專為小型企業設計的產品
組合。

障礙和機會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經濟衰退期間，公司花錢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為了復原。在這個時

刻，小企業更要有大想法。有了合適的合作夥伴、安全機制、以及

完整的解決方案，您才能做好萬全準備，運用這些工具和技術在

任何環境下拓展業務。在開始擬訂企業復原計畫時，請找專為

小型企業設計，可滿足您對網路、資安、協作、雲端和網路連線

需求的解決方案。我們列了一張清單作為您的搜尋指南。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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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網路工具
 防火牆

 DNS 防護

 終端防護

 VPN 防護

 密碼保護或使用者身分識別

 雲端型資安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mall-business/solutions.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mall-business/solutions.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mall-business/solutions.html


前往專為小型企業設計的思科頁面 cisco.com/go/small

Twitter: https://twitter.com/CiscoSmallBiz

LinkedIn: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 
small-business/solutions.html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iscoSmallBusiness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cisco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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