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成功案例

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以 VMware Horizon View
導入桌面雲，IT 管理工作以一擋百
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推動並成立的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
產業

業基金會，主要的宗旨是要傳承並推廣原住民文化，以自主、

財團法人基金會

多元與國際化等理念深耕，並透過電視節目製播彰顯文化價值，

位置

讓更多人認識、了解、關懷原住民文化，同時也讓原住民族人

台灣台北

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信心，也讓台灣因原住民文化而感到驕傲，
並進一步讓所有人對全球原住民文化有著更深層的認知。

解決方案
以VMware Horizon View雲端
桌面系統，搭配Thin Client精簡
型電腦來翻新辦公室電腦架構，
透過集中式管理架構，大幅提升
辦公室電腦維護效率。

【單位介紹】
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推動並成立的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主要的宗旨是
要傳承並推廣原住民文化，以自主、多元與國際化等理念深耕，並透過電視節目製播彰
顯文化價值，讓更多人認識、了解、關懷原住民文化，同時也讓原住民族人對自己的文
化產生信心，也讓台灣因原住民文化而感到驕傲，並進一步讓所有人對全球原住民文化

成果
單位內的個人電腦數量接近 160
台，全部僅仰賴一位同仁負責維
護，再加上網路維護與應用程式
管理，在人力調配上相當吃緊；
以VMware Horizon View雲端
桌面系統，搭配Thin Client精簡
型電腦來翻新辦公室電腦架構，
透過集中式管理架構，大幅提升
辦公室電腦維護效率。
加強用戶端設備的資源管理，包
含硬體、應用程式與I/O裝置等，
都能透過管理介面清楚掌握。

有著更深層的認知。
原住民文化基金會內的資訊團隊，包含媒體推廣與節目製播的業務，將 IT 管理整合數位
內容製作與傳播，如用戶端電腦維護、內部網路、製片器材管理、數位片庫保存等業務，
近來資訊團隊也積極開發網路、行動串流媒體，透過更多元的管道，將各種原民文化相
關的高畫質頻道，傳播到全台各地。

【遭遇挑戰】

【VMware 解決方案】

善用人力資源，讓最多設備或系統被妥善

為了要打造出有高效率管理的個人作業環

管理，這是許多 IT 單位要克服的挑戰，財

境，張益山經理尋找、評估各種解決方案，

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暨原住民

最後決定以 VMware Horizon View 雲端桌

電視台製作工程與資訊部經理張益山指

面系統，搭配 Thin Client 精簡型電腦來翻

出，單位內的個人電腦數量接近 160 台，

新辦公室電腦架構，透過集中式管理架構，

全部僅仰賴一位同仁負責維護，再加上網

大幅提升辦公室電腦維護效率。

路維護與應用程式管理，在人力調配上相
當吃緊，當辦公室內有多台電腦同時需要
維護時，MIS 人員就會分身乏術，結果就
是讓設備長時間停擺的風險增加，不僅影
響內部工作效率，資訊部門規劃創新應用
的能力也會降低，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基
金會內的 PC 主要分成影片製作相關與 OA
辦公室操作等兩種設備，每種機器的管理
方式都不盡相同，若想要建立自動化的管
理方式，也必須能兼容多種不同系統與需
求，才能讓使用者擁有最佳的工作環境。」

「以 VMware Horizon View 建立的架構下，
很多維護與除錯工作在自己的位子上就能
完成，MIS 人員協助使用者解決電腦操作
上的問題時，速度加快很多。」張益山經
理表示：「以往使用者回報系統有狀況時，
負責同仁就必須親自到場了解狀況，即使
是系統參數調整這類較簡易也能快速解決
的問題，還是得花費許多時間到場維護，
而導入 Horizon View 之後，管理人員只要
在自己的電腦上登入管理畫面，就能直接
協助調整系統環境，縮短處理時間，對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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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來說，被打斷的時間大幅縮減，能避

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以 VMware

免手邊工作難以銜接；對使用者而言，系

【未來展望與發展】
人力資源較少時，IT 管理就更仰賴自動化，

Horizon View 導 入 桌 面 雲，

統可以更快恢復到正常，讓雙方彼此都能

IT 管 理 工 作 以 一 擋 百「 導 入

長期保持在最有效率的工作狀態中。

且逐步訂立時間表執行。在導入 VMware

VMware Horizon View 建 立 雲

在新的 VMware Horizon View 架構下，使

Horizon View 的時候，MIS 團隊也曾測試

端 桌 面， 搭 配 Thin Client 打 造

用者端的設備從一個標準個人電腦主機，

VMware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精簡型電腦架構，讓用戶端設備

搖身一變成小型的 Thin Client 設備，使用

Suite，裡面自動化部署、管理的工具對 IT

在管理、維護與升級等作業流程

者的桌面或腳邊有更多空間可以運用，使

管理非常有幫助，因此在接下來的系統升

更加簡化，大幅提升 MIS 的工作

用的電力相對省了很多，透過雲端桌面瀏

級規劃中，原住民文化基金會也將它納入

效率，讓資訊單位用最少的人力，

覽片庫內的 HD 高畫質影片也不會延遲，

未來計畫中，期待後續可以再次提升 IT 管

確保單位內所有用戶端設備保持

而更重要的是，設備變得更容易維護，相

理的工作效率。

在最佳狀態。」

較於以往得要先判定故障原因，再花時間

現 階 段 原 住 民 文 化 基 金 會 佈 署 VMware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暨原住民
電視台 製作工程與資訊部經理 張益山

另外尋找零件替換，Horizon View 搭配精
簡型電腦只要直接替換整台機器，省下很
多維護時間與人力成本，而且設備故障並

因此張益山經理不斷構思新的架構，並

Horizon View 的 設 備， 以 一 般 辦 公 室 OA
用途為主，而影片製作等高影像處理應
用尚未納入，為了讓這類設備也能納入

不會影響伺服器內的系統運行，只要重新

Horizon View 雲端桌面中，資訊部門也在

連線登入，依然可以回到原本的作業環境

考慮採用伺服器搭配 GPU 強化影像處理能

導入產品

中，使用者絲毫不受到任何影響。

• VMware vSphere

張 益 山 經 理 認 為， 導 入 VMware Horizon

處理能力，製作出更多 HD 高畫質且內容

• VMware Horizon View

View 的另一大優點，就是能透過管理介面

豐富的節目，進一步朝原住民文化推廣的

集中監控系統資源，管制每個雲端桌面與

目標邁進。

經銷商
知能系統整合

力，讓這些雲端桌面擁有與工作站同級的

整體的資源配置，特別是在應用程式管理
與網路、USB 等 I/O 裝置管理。「早期的電
腦架構不具備集中管理功能，很難掌握每
台 PC 上安裝了哪些軟體、有沒有上網更
新系統等；利用 Horizon View 能快速了解
每台雲端桌面的狀況，也能針對個別電腦
設定，例如開放部分電腦 USB 存取權限，
讓使用者的作業環境更符合工作需求。」
為何會選擇 VMware Horizon View 來建立
雲端桌面？張益山經理表示，「口碑」是
原住民文化基金會決議採用 Horizon View
的原因。「雲端虛擬化的議題很早就曾耳
聞，而最早接觸到的方案就是由 VMware
提出來的，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技術一
定更成熟；加上 IT 圈內的朋友對 VMware
虛擬化技術也都一致推崇，知能系統協助
測試的結果也都非常順利，讓 VMware 贏
得團隊所有人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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