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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山林機構採用 VMware 虛擬化和雲端架構解決方
案建立私有雲，機房資源使用效率大幅提升
成立於 1986 年，甲山林主要的營業項目包含住商大樓興建、房
產業

產出售業務、室內裝潢，以及土地仲介等，隨著經營團隊調整，

房地產業

愛山林於 2013 年加入甲山林機構中，公司名稱也由原本的金尚

位置

昌正式更名為愛山林建設，旗下業務也增加營建開發，結合甲

台灣台北

山林機構內開發、營建，與行銷等一條龍的服務，協助居住戶
獲得良好住宅、品味生活的居住願景。

解決方案
採用VMware vSphere虛擬化軟
體，以 VMware 虛擬化技術集中
並有效使用運算資源，大幅壓縮
機房密度，提升底層系統的被管
理性，並利用VMware vSphere
HA建立高可靠架構，輕鬆讓IT服
務的停機時間大幅降低。
成果
原本一個服務就得採用一個實體
主機的環境下，包含磁碟陣列與
儲存設備，機房只能運行 10 多個
資訊系統；轉移到 vSphere 虛擬
平台後，機櫃足足清出了一半空
間。為Exchange Server與IIS
架設軟體式HA架構，輕鬆為各種
內外系統打造高可靠服務品質。
可動態調整每個虛擬機器上的資
源，確保每項服務效能保持在最
佳狀態，若有新資源需求時也能
快速備齊。

【單位介紹】
成立於 1986 年，甲山林主要的營業項目包含住商大樓興建、房產出售業務、室內裝潢，
以及土地仲介等，隨著經營團隊調整，愛山林於 2013 年加入甲山林機構中，公司名稱也
由原本的金尚昌正式更名為愛山林建設，旗下業務也增加營建開發，結合甲山林機構內
開發、營建，與行銷等一條龍的服務，協助居住戶獲得良好住宅、品味生活的居住願景。
身為營建類產業，愛山林的資訊化腳步相對其他產業較晚一些，甲山林機構愛山林建設
總經理張境在表示，資訊單位主要負責的工作內容，需維護日常資訊服務保持在最佳狀態，
並開發與成本計算與工程管理等系統，同時透過各種 IT 技術來簡化流程，提升內部事務
運作效率，讓內部的資訊實力，轉化為對外營收的競爭力。

【遭遇挑戰】

【VMware 解決方案】

機房空間嚴重不足是愛山林在資訊營運上

經 IT 團隊討論與偉立資訊實測後，愛山

最急迫的挑戰。張境在總經理指出，隨著

林決定採用 VMware vSphere 虛擬化軟體，

資訊服務不斷增加，原本的機櫃空間早已

以 VMware 虛擬化技術集中並有效使用運

不敷使用。「對營建產業來說，樓地板面

算資源，大幅壓縮機房密度，提升底層系

積也屬於重要的資產，加上早期規劃並沒

統 的 被 管 理 性， 並 利 用 VMware vSphere

有預留太多空間，當服務不斷擴增，機櫃

HA 建立高可靠架構，輕鬆讓 IT 服務的停

內擺滿設備後，無法再增加伺服器或儲存

機時間大幅降低。

設備，如果要增加新的 IT 服務，或是將儲
存設備升級等也變的相當困難。」

「VMware vSphere 能 將 多 種 IT 系 統 整 合
到少數實體主機的特性，及時化解機櫃空

資訊團隊遭遇的另一大問題，來自於系統

間不足的難題。」張境在總經理指出：「原

還原時間太長，倘若遇到硬體故障需要還

本一個服務就得採用一個實體主機的環境

原系統時，先不談硬體購置所花費的時間，

下，包含磁碟陣列與儲存設備，機房只能

僅就系統重建、資料庫還原等步驟，就得

運行 10 多個資訊系統；轉移到 vSphere 虛

花費近 1 天的時間來處理，過程中服務會

擬平台後，機櫃足足清出了一半空間，實

完全無法運作，其中如郵件伺服器、成本

體設備數減少，不但有了更多機櫃空間，

估算系統等停擺時，也代表著工作進度必

資訊團隊後續維護也更加有效率。」

須往後延，對營建業龐大的投資額來看，
銀行的利息也是相當驚人的營運成本。

甲 山 林 於 2010 年 導 入 VMware vSphere，
同時建立 HA 高可靠架構後，硬體故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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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停機情形就不再發生了，公司內各

「 運 用 VMware vSphere HA 可 讓

類服務品質與穩定性大幅提升，以內部估

資訊系統的穩定度大幅提升，消

價與付款系統、外部的專案配對系統為

弭硬體異常導致服務中斷的問題，

例，都是採用網頁式的資訊服務，將 IIS

確保資訊服務能發揮應有的功效，

納入 VMware 高可靠架構中，就未曾出現

縮短內部作業時程，有效為愛山

中斷問題；而攸關營運的電子郵件系統

林建設降低內部營運成本，減輕
營建專案龐大資金的利息負擔」
- 甲山林機構愛山林建設總經理張境在

Exchange Server，在 VMware HA 架構下，
不需複雜的叢集設定，只要管理介面勾選
完畢，就能完成高可靠系統建置。
在虛擬環境中，系統資源在調度上也變得
更加容易，以前面提及的 IIS 或 Exchange
Server 為例，當使用者人數增加，或是網
站服務變多需要更多資源時，就能透過
VMware vCenter Server 彈性增加記憶體等

導入產品

資源給這些系統，確保網站回應速度在最

• VMware vSphere

佳狀態。此外，如果有新系統要測試或上

• VMware vCenter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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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vCenter Server 也能以系統範本的方式，
快速建立對應的系統環境，整個過程不用
1 天就能完成，包含外部據點建立新的資

【未來展望與發展】
近來行動化應用蓬勃發展，不少房產業者
開發應用程式供顧客使用，愛山林在前端
發展各類服務系統，正評估透過 VMware
Horizon View，讓工程人員在建案現場能
用平板電腦來巡視工地，借助雲端桌面的
技術將資料庫內的建築藍圖傳到行動裝置
上，能藉此來取代厚厚的紙本圖稿，使得
工程驗收巡視將更輕鬆有效率。
導 入 VMware vSphere 的 效 益 非 常 顯 著，
張境在總經理認為，借助愛山林的成功經
驗，可以幫助機構內的其他事業群的資訊
系統轉移到雲端虛擬化環境，未來也可以
參考其他企業機構，將轄下所有 IT 資源
整合，建構機構式的大型私有雲系統，供
各個事業群應用，藉此降低總體 IT 維運成
本，各事業群也能節省資訊系統維護時的
開銷，將有助於提升整體年度營收。

訊系統時，也是將既有線上系統製作為範
本，然後移轉到外點機房，相較於原本得
花 1 星期購置硬體設備，虛擬化伺服器之
後，不只讓 IT 維運更有效率，也讓甲山林
的內外服務能在更短時間內發揮應有的效
益。
容易管理、參考資源豐富，是愛山林選擇
以 VMware vSphere 為虛擬平台的重要參
考。張境在總經理表示，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管理介面中，會充分顯示各種系
統資源狀態，當有系統狀態異常時，也會
協助主動發送警報通知，強化資訊團隊掌
控 IT 狀態，若有遇到相關整合問題時，網
路上也有許多參考資源，並有眾多專業課
程與研討會可以參加，偉立資訊也會提供
許多技術支援，讓員工有更多管道可以提
升雲端知識，有助於協助甲山林以及整個
機構的資訊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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