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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世代持續 
創新、成長茁壯

邁向 IT 即服務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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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飛快的業務處理速度營運

更迅速提供新產品與服務。更貼近客戶。讓作業日趨行動化的員工有更高的

生產力。您的業務面臨空前的極大創新壓力。但是您現有的 IT 基礎架構是

否有足夠的能力協助您朝著業務目標邁進？ 

隨著我們進入行動裝置 — 雲端世代，您的 IT 模式必須能夠容納更多的使

用者、應用程式和資料。IDC 指出，要提供第三個平台，專門用於支援 IT 
成長與創新 1，並超越大型主機與主從式架構的範圍，必須在雲端運算、社

交、行動裝置與巨量資料等多項技術上進行投資。這也代表必須針對您的 
IT 營運做出根本改變，以實現在任何裝置上隨時隨地自助服務存取資訊與

應用程式的能力。

給予 IT 控制權，藉此授權使用者

IT 即服務 (ITaaS) 會授權您的客戶、員工與整個 IT 組織。將 IT 遞送個人化的同時，IT 即服務也會盡量減

少技術間接費用、訓練與不必要的處理，並實現最大的 IT 靈活性、彈性、回應能力與控制力。IT 即服務

讓您的 IT 團隊能夠不再忙於應付永無止境的需求，並開始積極主動地配合處理業務。擔任策略服務中介角

色的 IT 因此能夠更有效地滿足需求，並協助推動競爭優勢。但是您如何才能提高商業靈活性和營收，又不

會增加成本？ 

推動業務發展 
VMware 首創的虛擬化是雲端運算的基礎，讓企業能夠持續創新、成長茁壯，同時節省數十億美元的成本。

由於 VMware® 虛擬化與自動化軟體跨越整個資料中心擴充到虛擬工作區，所以我們能夠徹底簡化 IT 支援

您獨特業務目標的過程。

VMware 基礎架構是全球一些規模最大且成效最佳的私有雲、公有雲和混合雲環境的基礎。有超過 
500,000 名客戶信賴 VMware 軟體能夠協助他們降低成本，大幅提高靈活性，同時維持對其 IT 環境的掌

控力，並大幅提高業務成果。而且，VMware 解決方案實現了提供高效率、穩定且安全的 IT 即服務的能力，

可在任何應用程式或雲端內提供，並透過業界最多元的合作夥伴商業網路提供，不需犧牲任何選擇。

展開您的 VMware 歷程 >

1 IDC，《IDC 2013 年預測：在第三平台上競爭。 》(IDC Predictions 2013: Competing on the 3rd Platform)，Frank Gens，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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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IT 即服務的歷程 
當您的組織採用 VMware 與範圍廣泛的 VMware 合作夥伴網路提供的軟體時，便展開了這

段歷程，從傳統的 IT 基礎架構逐步進化為更靈活、更有效率的虛擬化雲端運算環境。在整個 
VMware 歷程中，您將可從您的 IT 投資實現更符合策略目標的更大價值。

企業在展開這段歷程時，一般先進行基礎架構虛擬化，以整合投資並減少成本。許多企業接著會

將關鍵業務應用程式虛擬化，並採行這項策略，運用自動化與較高程度的管理，讓虛擬化超越運

算平台擴充到其他基礎架構，包括儲存裝置、網路與安全性。這些努力將會降低營運成本，並提

高服務品質。但是唯有在虛擬化真正全面實行時，您的公司才能終究實現 IT 即服務的完整價值。

隨著企業通過這段歷程的不同階段，將從虛擬化獲得更高的投資報酬率 (ROI)。2 

提供 IT 即服務的企業由於透過與同業完全不同的方式營運，所以能夠獲取重大優勢。3   

信心十足地邁向未來 >

對正朝著提供 IT 即服務邁

進的組織而言，三階段式 
IT 歷程所代表的投資回收

價值。

2  《IT 演進：現在與未來 – 對 VMware 2013 年邁向 IT 即服務的歷程滿意度調查之所見》(IT Evolution: Today and Tomorrow – Insights from 
the VMware 2013 Journey to IT as a Service Survey)，2013 年 8 月。

3  出處同上。

第一階段
節省資金支出 / 
整合

第二階段
節省營運支出服
務品質功能提升
可靠性

第三階段
靈活性 / 自動化

IT 產能

業務產能

IT 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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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實證的基礎上建構  
十多年前 VMware 推出 VMware vSphere® 虛擬化平台，協助企業降低 IT 複雜度與成本。現

在 VMware 在富比世「最具創新力企業」排行榜上名列第三。4 由於 VMware 與 VMware 合
作夥伴的技術提供更輕鬆快速佈建應用程式與資源的能力，因此可提高 IT 與商業靈活性。兩者

透過軟體提供彈性的運算、儲存與網路資源集區，藉此提高 IT 控制力。也排除了營運效率不佳

的問題，讓您的組織終於能夠將現有的 IT 資源從維護專案抽出，並重新分配給有助於拓展業務

的創新。

然而，仰賴技術的每個人都知道，改變永不間斷。正因此，VMware 與範圍廣泛的 VMware 合作

夥伴網路提供一套務實且循序漸進的方式，加快 IT 在行動裝置 – 雲端世代的作業速度。VMware 
與 VMware 商業網路已跨越資料中心擴充到虛擬工作區，而且不斷朝著以下極待達成的 IT 目標

邁進：

 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 — 利用開放式架構方式將伺服器虛擬化的成本與營運效益擴充到所有資

料中心基礎架構，包括運算、網路、安全性與儲存；並且採用自動化，讓 IT 能夠與業務同步

邁進

  混合雲 — 提供一套通用的管理、協調流程、網路與安全性模式，可將資料中心順暢地擴充到

雲端，並支援現有與新一代應用程式，以提高靈活性

 機動性 — 為需要隨身使用多種裝置的使用者提供支援的組織，帶來虛擬化的自由運用、彈性作

業與管理優勢

VMware 提供完整的雲端解決方案，包含了協助企業建立、操作、管理雲端環境並配置人員所需

的技術、服務與指引。

持續發展 IT 並實現 IT 即服務的提供 >

4  富比世，《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The World's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2013 年 8 月 14 日。

《財星》雜誌百大企業與

中小型組織選用全方位的 

VMware 虛擬化、自動化

與管理解決方案，做為其內

部 IT 即服務與雲端基礎架

構不同性質集區的基礎，因

為 VMware 解決方案能夠

簡化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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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 IT 基礎架構：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

若您的組織已透過伺服器虛擬化順利節省成本，試想將虛擬運算擴充到所有應用程式、儲存與網

路，將能獲取的更多優勢。當您使用 VMware 與大規模的 VMware 商業網路進行虛擬化時，將

可獲得實現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所需的架構、技術與服務。

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的所有基礎架構皆已虛擬化，並以服務的形式提供。

擴充虛擬運算，以提高靈活性
不論是私有雲、公有雲或混合雲，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都是最理想的架構，將虛擬化與自動化的

強大功能擴充到所有資料中心服務，包括儲存、網路與安全性，提供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靈活性

與控制力。在這個環境中，每個重要任務應用程式、資料庫、巨量資料應用程式與實體伺服器

都被虛擬基礎架構所取代。VMware vCloud® Suite 與 VMware vSphere® with Operations 
Management™ 是將運算擴充到所有應用程式最理想的虛擬化平台。

進行儲存方式轉型，以降低成本並提高效能
但是應用程式需要有資料，而資料需要儲存，正因此 VMware 與領先業界的儲存技術合作夥伴

目前提供軟體定義的儲存專用的三大元件基礎架構。此架構包含一個原則導向控制平台，讓 IT 
可針對每個虛擬機的容量、效能與可用性需求訂定原則，並在虛擬化基礎架構的其他部分執行這

些原則。也包含資料平台的虛擬化功能，讓 IT 能夠抽取並集中相關儲存基礎架構不同性質的功

能，並在軟體導向的控制平台上顯示這些功能。最後，還包含以應用程式為中心的資料服務虛擬

化功能，這類服務一向與硬體陣列緊密連結，因此能夠提供多樣的虛擬化資料服務組合。

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架構為 

VMware 首創，並獲得業界與

分析師一致肯定為突破性創舉，

幫助企業在現在與未來實現任

何應用程式與硬體的自動化基

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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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DC，《2012 年全球各廠商的雲端系統管理軟體營收》(Worldwide Cloud Systems Management Software 2012 Vendor Shares)，
Mary Johnston Turner，2013 年 6 月。

VMware® Virtual SAN™ 提供的環境使用本機儲存裝置與快閃技術來擴展虛擬管理程式，以集

中運算與儲存功能，做為新的融合式基礎架構資料儲存層。此軟體也包含原則與虛擬化層的密切

整合，而且具有回復力。高效能 Virtual SAN 會善用虛擬機內的本機儲存裝置與本機讀取 / 寫入

快取功能，以降低成本並提高儲存效能，尤其是必須仰賴虛擬桌面基礎架構、分公司連線能力與

第 3 層儲存裝置的企業。

進行網路虛擬化，以提升速度與效率
一旦儲存能力能夠配合應用程式要求，您便可開始進行網路虛擬化，授權您的客戶與員工，以提

升速度與效率。您可以將網路功能從基礎硬體抽離，免卻實體網路基礎架構的工作負載，讓 IT 
人員不再需要進行速度緩慢且容易出錯的佈建流程。透過軟體定義的模式，您將可以進行網路轉

型，讓網路與計畫整合，完全自動化，並幫助提高 IT 靈活性。

VMware NSX™ 專為支援任何應用程式、雲端管理系統、虛擬管理程式與網路硬體所建構。如

同 VMware® ESX® 徹底改變運算方式，NSX 也正徹底改變網路作業與運算方式。利用 NSX 進
行網路虛擬化，您將可透過不中斷的方式加速進行應用程式部署，降低資金支出與營運成本，完

成網路轉型。

進行自動化，以針對創新重新部署資源
這套未來資料中心的關鍵在於自動化的 IT 作業管理。傳統的 IT 管理產生孤立的資訊與基礎架構

貯倉；自動化雲端管理則提供可操作的控制面板檢視。IT 因此能夠更良好地管理安全性、合規與

風險，同時創造業務價值。VMware 與 VMware 合作夥伴所提供的自動化管理解決方案能夠支

援更多的虛擬機與事件，以及與功能強大的原則導向工具更加複雜的互動。這些解決方案能夠簡

化橫跨實體基礎架構、多種虛擬環境與多種雲端的 IT 管理，讓 IT 組織能夠從單純的實行者轉型

為公司內部的策略合作夥伴。VMware 解決方案促進自動化與 IT 管理提升的深度與廣度無與倫

比，讓 IT 有機會真正在整個組織中介服務。IDC 的最新報告指出，VMware 是雲端管理的第一

把交椅。5

透過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您的公司能夠帶著所有的應用程式躍進未來。可將控制力從截然不同

的作業系統收回，並交回到 IT 手中。最大的優點是，您可以選擇最適合您組織的虛擬化途徑，

讓您在邁向 IT 即服務的歷程中獲取最多優勢。

「VMware 私有雲所帶來

的彈性與延展性，幫助我

們加速提供關鍵業務應用

程式與服務，進而滿足業

務需求。我們在 VMware 
雲端管理的投資，幫助

我們簡化及自動化雲端

管理作業。這項功能強

大的組合代表 Columbia 
Sportswear 能夠較以往

更快速地回應業務與市場

商機。」 

Fred Pond，Columbia 
Sportswear 副總裁兼資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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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您業務目標的兩條途徑 
不論您的組織遵循哪條途徑，VMware 都為您提供必要的經實證解決方案，以重新定義您的 IT 基礎架構與邁向 IT 即服務的歷程。

途徑 雲端運算 虛擬化擴充

目標組織 選擇完全採用雲端運算的組織。 希望從 IT 產能逐漸獲取成果的組織。

優勢 部署能夠支援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的完整 VMware 解決

方案，以擴大成效。

提供自助服務存取雲端服務與自動化佈建的能力，以提高 
IT 回應能力。

提供所有應用程式的最佳 SLA，以確保災難復原保護，

以及所有工作負載的運作和符合法規。

簡化與自動化 IT 管理，包括雲端服務佈建、雲端作業管

理與雲端業務管理。

並達到虛擬化擴充的所有優勢 ( 詳見右欄 )。

部署 vSphere with Operations Management，
加速獲得成效，並加倍節省 vSphere 的 IT 成本。

容量利用率提高 40%。6 

整合率提高 37%。7 

解決方案 私有雲的建構從 vCloud Suite 開始，此軟體包含建構與

操作私有雲所需的一切重要元件：基礎架構、管理、網路

與安全性。接著部署 NSX 與 Virtual SAN with vCloud 
Suite，更進一步邁向您組織的 IT 即服務目標。這些解決

方案提供您一切必要元件，以開放式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

架構為基礎建構、執行並維護一套完整的雲端解決方案。

新一代的 VMware 虛擬化平台旗艦產品 vSphere 
with Operations Management 新增了容量規

劃、運作狀況監控與警示功能。這些功能讓使用

者能夠洞察 vSphere 的運作狀況，回收未用的

容量，適當規劃虛擬機的規模，提高利用率與整

合率。信心十足地調整出最佳容量並擴充虛擬環

境，同時獲得工作負載的能見度，以提升可用性

與效能。

若您希望利用公有雲來提高 IT 與商業靈活性，可以 VMware 提供的混合雲解決方案將您的資料中心順暢地擴充到雲端。

6  Management Insights。《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的優勢：量化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對於 vSphere 客戶的遞增價值》Sonia She�eld、Jack Mandelbaum，
2012 年 9 月

7  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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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混合雲

使用者與高階主管選擇不透過 IT 而自行向第三方雲端服務提供商購買隨選服務時，您公司的整

體成本與風險可能會增加。選用一套經實證的混合雲服務，您的組織將能有效地銜接業務與 IT 
主管們在期望上的差距，並加快實現價值的時間。

VMware 與超過 250 家 VMware vCloud® 服務提供商的雲端服務，讓您可在現場及外點之間

順暢地轉移應用程式，完全不需擔心應用程式相容性或其他雲端服務往往連帶的服務提供商鎖定

問題。可獲得混合雲的可攜性與相容性優勢，又不會減損安全性、可靠性與效能。而且這項相容

性有助於保障您對 IT 資源與技能的現有投資，進而降低成本與風險。

VMware vCloud® Hybrid Service™ 建立在 vSphere 之上，並以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架構為基

礎，支援現有與第三方應用程式，以及全新的應用程式開發。這套服務已在全球特定市場推出，

是導入混合雲最快最好的途徑，因為它讓您能夠利用您已有的工具與流程，順暢快速地將您的資

料中心擴充到雲端。完全不需要重寫程式碼或變更現有的應用程式。vCloud Hybrid Service 帶
您進入效率的新境界，支援隨時隨地的應用程式部署以及跨雲端的應用程式管理。透過 vCloud 
Hybrid Service，您將可減少成本高昂的佈建投入時間，縮短上市時間，並增加創新，進而更快

速地將可帶來營收的服務推到市場。

由於這套服務會從您組織的私有雲擴充到公有雲，因此滿足了混合雲的四大要件：

  通用管理與協調流程平台 — 佈建、管理與部署應用程式專用的單一虛擬管理介面讓企業使用

者能夠輕鬆靈活地存取 IT 服務，完全不需變更 IT 的作業模式。

  統一的網路架構 — 可在您的私有雲與公有雲之間順暢地轉移或匯整工作負載，因此可避免對 
DNS 組態或 IP 位址進行耗時的變更。

  通用安全性模式 — 跨雲端的全面保護可降低「穿透」多道防火牆或 DMZ 這類入侵帶來的風險。

  只要撥打一通支援來電 — 單一聯絡窗口隨時支援您的工作負載，不論執行地點，因此可以節省

時間，並減少讓 IT 頭疼的麻煩。

不論您選擇 VMware 或 VMware vCloud 服務提供商的雲端服務，VMware 的混合雲導入方式

都將使您的 IT 組織重拾掌控力，重振多種提供商所提供服務的主要中介地位。當您的 IT 人員保

有降低企業風險所需的掌控力的同時，您可以賦予您的使用者自由選擇的能力。

「vCloud Hybrid 
Service 將提供可輕鬆轉

換到生產作業的絕佳最新

測試環境。」 

Colby Cousens，美國麻州 
Melrose 市政府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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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員工不受裝置限制

在行動裝置 - 雲端世代，您現有的 IT 基礎架構必須跟著進步，才能支援最新與未來的需求。正

因此，VMware 與 VMware 合作夥伴提供的終端用戶運算解決方案專門因應管理 PC 及筆記型

電腦與相繼出現的行動裝置所衍生的成本與複雜度。

在 PC 及筆記型電腦時代，使用者一般只存取儲存在桌上型電腦上的應用程式與資料；IT 傳統上

只需專注在桌面平台的實體安全性與網路存取。現在使用者處於享有多種裝置的行動作業環境。

他們工作時也攜帶自有裝置，包括行動電話、平板電腦與筆記型電腦，因此為 IT 帶來了新的挑戰。

VMware® Horizon™ Suite 是一套安全的行動企業平台，允許您的 IT 團隊授權公司的使用者。

這套平台支援攜帶自有裝置 (BYOD) 機動性與虛擬工作區這兩項計畫，讓 IT 能夠在使用者需要

時提供使用者所需的服務。

Horizon Suite 是一套全面性行動工作的平台。

選用 Horizon Suite 軟體，您的公司將有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隨需求讓使用者與自己的資料、

應用程式與桌面平台連線，不分裝置類型，且包括公司和個人自有的裝置。這套軟體幫助您滿足

日益增加的行動人力資源需求，又不會減損 IT 掌控力與安全性。而且 Horizon Suite 還能將孤

立的基礎架構儲存系統轉成安全的管理服務，藉此簡化 IT 作業。

架構您的策略 >

「與其將遠端上班的方式

視為例外，Jaguar Land 
Rover 的成功代表在設

計系統與原則時假設每位

員工都具有機動性，使用

多種個人裝置，並同時透

過本地與全球網路連線。

VMware Horizon Suite 
正位居這項能力的核心。

這將大幅提升我們全球員

工的協同合作與生產力。」 

Gordon McMullan，Jaguar Land 
Rover Automotive 代理技術長兼
資訊技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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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際經驗中受惠 
不論您是剛開始使用虛擬化，或是正在擴充您的虛擬化版圖，VMware 專業服務都將協助您找出 
VMware 領先業界的解決方案與技術所帶來獨一無二的契機。廣泛的 VMware 服務社群包含了 
VMware 專業服務以及精選的服務提供合作夥伴。我們的顧問群均擁有廣泛的實務經驗，並結合

了無與倫比的虛擬化與雲端運算專業知識。這些技能將幫助您的 IT 組織因應 IT 即服務的技術、

人員、流程與財務層面，為 IT 與您的業務帶來正面、實質且重大的成果。

VMware 專業服務組合包含以下能力：

  Accelerate 諮詢服務使用基準測試與財務模型分析以及深入的觀點，協助找出轉型的契機，

並設定可執行的 IT 策略與藍圖，以支援您的業務目標。

 技術諮詢服務能建立、擴充或增強雲端環境，並發揮 VMware 技術、流程與組織的最佳效能，

以提供正面實質的成果，同時轉移實務知識，讓您的團隊自行滿足需求。

 技術支援服務經理持續協助客戶改善策略與戰略，隨著時間進行變革，同時在 VMware 內部

針對客戶的需求提供支援，並且協助改善 VMware 專案的客戶支援。

  教育訓練服務和認證計畫協助組織建立所需的技能、信心與經驗，藉此管理其 IT 版圖。

繼續您的虛擬化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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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VMware 解決方案來改變遊戲規則 

只需建立在您現有的 VMware 基礎上，您的組織便能加快 IT 作業

速度並達成 IT 即服務目標。利用開放式軟體定義的架構方式進行所

有資料中心基礎架構的虛擬化。提供混合雲，不必在私有雲或公有雲

提供商之間做選擇。而且可以善用虛擬化的優勢，授權 IT 以及您攜

帶多種裝置的行動客戶與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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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 VMware ？
經客戶實證的解決方案提供最低的整體擁有成本 (TCO) — vSphere 與 vCloud 是業界最受信

賴的虛擬化與雲端運算平台。有超過 500,000 名客戶，包括名列《財星》雜誌 500 大企業、 
《財星》雜誌全球百大企業的客戶與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都使用 VMware 的技術與服務。此外，

多項研究證實，利用 VMware 進行虛擬化的整體擁有成本 (TCO) 低於其他解決方案。

專為整體資料中心虛擬化所設計的多種解決方案提供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 透過伺服器虛擬化與

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這套方式，VMware 將整個資料中心的 IT 作業轉移到虛擬桌面，並讓這些

作業發揮業界中無與倫比的最佳效能。您現在可虛擬化、自動化並管理任何應用程式與桌面平台，

甚至整個 IT 基礎架構，包括伺服器、儲存裝置、網路與安全性，以增加業務價值，同時降低風險。

實現更大的 IT 靈活性，並具備完全的安全性、可靠性與掌控力 — VMware 與 VMware 合作夥

伴網路提供的軟體讓您能夠透過可靠的方式將您的私有雲擴充為混合雲，而且無需更新作業系統。

專用 VMware 平台針對行動工作區的所有裝置提供順暢、穩定與安全的操作經驗，我們的解決

方案銜接了業務與 IT 需求之間的差距，讓 IT 成為全公司的策略服務中介部門。

串連願景與目標 — VMware 了解您處於混合式作業環境，因此提供支援，以滿足您必須建構一

套包含多個不同性質平台的基礎架構的需求。由於我們目前處於多種雲端的環境，VMware 與 
VMware 合作夥伴的解決方案讓您能夠依自己的選擇隨處執行任何工作負載。我們獨家提供專為

私有雲、公有雲與混合雲運算所設計的軟體組合，以滿足您隨處執行任何應用程式、雲端與工作

負載的需求。

與 VMware 共同徹底簡化 IT。為 IT 與您公司的使用者進行虛擬化並予以授權。並讓 IT 即服務

為您的 IT 組織空出時間，以成為更大的創新驅動力：為您的公司創造帶來營收的新服務與新契

機，並更進一步擴大策略差異化。

如需深入了解，請造訪 http://www.vmware.com/tw

http://www.vmwa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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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超越預期的成果

身為我們公司產品的首要使用者，VMware 致力於將我們公司內部 IT 部門所學到的經驗應用在

虛擬化與雲端管理技術上，以克服業務上的挑戰。公司內部有十多個團隊持續從我們的私有雲受

惠，成功達到更大的靈活性並降低成本。以下舉出其中一個實例。

VMware IT 將私有雲內的應用程式佈建自動化
為了因應業務應用程式開發人員不斷降低的滿意度與生產力，VMware 應用程式作業團隊 
(AppOps) 使用一套以軟體定義的資料中心架構為基礎的私有雲，將整個軟體開發生命週期內的

佈建作業自動化。要達到成效必須仰賴主管層級的支持與投資，以推動架構與作業轉型。IT 從傳

統的資料中心環境轉換到私有雲，並部署了雲端管理與自動化能力，以佈建複雜的叢集與多步驟

工作流程。IT 也將「人工操作轉到中介軟體」的手動流程轉換成依照藍圖進行佈建的端對端自動

化流程。

這套私有雲解決方案提供了以下重大優勢： 

•  將應用程式環境佈建時間從平均 4 週縮減為 36 個小時；持續邁向縮減為 24 個小時的最終 
目標

• 將 600 名開發人員的生產力提高達 20%

•  處理能力與服務品質雙雙提高，現在 AppOps 團隊對所有專案請求都是有求必應

• 每年為公司節省 600 萬美元的基礎架構與營運成本

•  由於依照藍圖的佈建確保了同樣的輸出結果，因此也提高了執行個體的品質

重點速覽
公司 IT 為了更靈活滿足業務需求所做的投資，也帶來了成本降低與服務品質提高的成效。

「透過這項能力，我們成功將我們的服務提供模式 
轉為真正靈活的模式。」

Job Simon，VMware IT 策略與架構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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