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成功案例

臺灣港務高雄分公司採用 VMware Horizon View
打造高效安全的 BYOD 辦公環境
讓國際級的港灣營運順暢，對臺灣的經濟發展與貿易活動而言
產業

非常重要，特別是管理年吞吐量達 35,000 艘次的臺灣第一大

政府單位

港；臺灣港務公司隸屬於交通部，前身為專營港口管理的港務局，

公司總部
台灣 高雄市

轄下臺灣各大港口：基隆、台中、高雄與花蓮四大商港合併成
立公司，其中規模最龐大的就是高雄港務分公司 ( 高港 )，負責
高雄商港區域建設與經營管理，並提供海運運輸服務與觀光開

網站

www.khb.gov.tw
主要成果

• 讓平板電腦等多種作業系統的行
動裝置，輕鬆執行內部行政系
統，實現行動辦公的願景。

發等業務內容
高雄港於民國 57 年就開始資訊化，民國

101 年轉型為港務公司後，主管機關透過

導致營運效率因此而打了折扣。

公司化將臺灣各大港務單位整合，充分運

VMware 解決方案

用各種共通資源與資訊，包含與港務息息

為了解決前面提到的各種問題，臺灣港務

相關的港棧資訊系統，也會逐步整合，而

公司高雄分公司資訊處經理葉彥志著手評

• 利用雲端桌面提供差旅人員登入

港務公司轄下的資訊系統均由各分公司資

估各類解決方案，最後在鼎盛資科的協助

內部公文系統審閱文章，縮短
決策處理時程，提升行政作業
效率。

訊部門協調負責，彼此之間定期交流，若

下， 完 成 VMware Horizon View 的 測 試

有資訊系統導入成功的案例，也會透過總

與導入作業，透過雲端桌面的技術，發揮

公司分享，將經驗複製到其他分公司上。

BYOD 在企業內的效益，逐步實現行動辦

• 將 VMware Horizon View 結合
Thin Client，簡化 PC 管理流程，
並大幅降低設備用電量。

• 利用雲端桌面讓外點辦公室連至
機房啟動業務系統，降低網路
專線頻寬用量，同時提升作業
品質。

公室的願景；而雲端桌面也能提供差旅人

遭遇挑戰

員連回公司內審閱公文，連結內部系統，

操作便利的平板電腦，讓高港許多同仁，

加快各項業務決策的速度。

開始購買這類行動裝置來應用，BYOD 的
現象開始在內部發酵，許多中高階主管也
期待能以平板電腦來處理公務，然而這些
裝置內的系統多以 iOS 與 Android 為主，
無法啟動內部管理系統，甚至連報表、公
文等文件檔都無法閱讀，雖然有行動便利
的優點，卻無法達到行動辦公的目標。

「利用 VMware Horizon View，不需要煩
惱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內的系統差異，只
要安裝連線程式，就能安全且輕易進入公
司內部系統，操作各類例行工作。」葉彥
志經理表示：「透過雲端桌面連線，平板
電腦內即便沒有公務資料，只要有連線程
式與權限，就能讓設備內可用的資料與工

導 入 之 VMWARE 產 品

除了前述的問題，由於高港組織龐大且營

作 PC 同步，獲得所有工作上所需的資料，

• VMware vSphere

運範圍廣，內部業務運作上非常仰賴公文

對出差的同仁來說，相較於以前用筆電得

• VMware Horizon View

線上簽核系統，不過高階的主管常出差，

要事先複製資料，或是透過網路下載，開

期間如有公文需要批核，得仰賴代理人協

啟會議所需檔案，平板搭配 View 讓工作

助，但有不少公文的批核權無法由代理人

彈性與靈活性更佳，資料運用也更加安

經手，如遇到出差時間長達一、兩星期之

全。」

時，各項業務的裁決與審核就會受到耽擱，

差旅同仁遇到的問題，還包含了公文簽核

VMWARE 成功案例
的 部 分， 採 用 VMware Horizon View 能

葉彥志經理指出，VMware Horizon View

「導入 VMware Horizon View 雲

讓他們利用網際網路連至雲端桌面，開啟

在後端的管理機制與 VMware vSphere 同

端桌面，讓員工能以平板電腦等

公文系統來審閱各類公文，讓主管們出差

樣 採 用 VMware vCenterServer， 也 具 有

多元的行動裝置，啟動內部行政

在外，也能調閱公文來檢閱，加速各種業

快照與範本製作等功能，也被高雄港務應

系統，建立行動辦公室強化工作

務處理效率。葉彥志經理指出，公文系統

用在電腦教室管理上。「由於教育訓練需

效率；遠端桌面也能提供絕佳的
管道，讓差旅主管檢閱公文。」
臺灣港務公司
高雄分公司資訊處經理
葉彥志

分成檢閱與簽核兩部分，簽核需要的驗證

求，高港有自己的電腦教室，但每個講師

系統尚在整合測試階段，而檢閱部分已經

習慣使用的系統與軟體版本均有不同，例

完成，主管們出差在外可事先閱讀公文，

如微軟 Office 系統或 AutoCAD，對維護

透過代理人就能直接授權處理，幾乎 50%

團隊來說是個困擾，而雲端桌面因具有虛

以上的公文都能適用，大幅減輕公文堆積

擬主機 ThinApp 的特性，在維護上就能減

壓力，對高港的行政效能也提升許多。

輕許多工作負擔。」

除 了 差 旅 人 員 能 利 用 VMware Horizon

View 解決公文審閱問題，也能充分降低
外點單位的頻寬需求，降低 IT 營運成本。
高雄港管轄的港口還包含了台南安平港、
嘉義布袋港，以及澎湖的馬公港，各營運
處辦公室若要接收或傳送夾帶大型附件的
公文時，得要花費很多頻寬，升級成本所
費不貲， 不升 級又 影 響日 常作 業， 改用

View 雲端桌面讓各營運處辦公室登入處
理公文，公文系統實際傳輸改由內網間交

未來展望與發展
VMware Horizon View 帶給高港多元的應
用方式，且在許多面向都產生不少效益，
甚至讓幾位不諳 IT 的高階主管，主動諮詢
各類資訊應用，因此資訊處也計畫逐步擴
大雲端桌面應用範疇，持續強化各種資訊
服務，同時依循總公司政策，陸續完成 IT
集中化控管計畫，讓各式資訊系統更加便
利、有效率又符合資訊安全。

換，廣域網路僅會用掉檢視雲端桌面的頻
寬，不必升級專線頻寬就能克服傳輸瓶頸。
高 港 也 利 用 VMware Horizon View 搭 配

Thin Client 精 簡 型 電 腦， 取 代 部 分 PC，
一方面能簡化資訊單位的維護工作，同時
也能降低終端電腦的用電量至原本的十分
之一。葉彥志經理提及，用戶電腦上最麻
煩的就是資料保存的問題，許多同仁並沒
有定期備份資料的觀念，當硬碟損毀時，
資訊單位就得花費許多時間在「拯救資
料」，而雲端桌面搭配 Thin Client 之作法，
資料全部集中於伺服器端，因有妥善的備
份機制，不用擔心工作環境內的資料因意
外而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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