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問題

產品規格說明

VMware Horizon Suite

讓使用者能夠自由操作，又能保有 IT 控制權

一般

解決現今的 IT 及商務挑戰

問：VMware Horizon™ Suite 是什麼？

問：Horizon Suite 能 為 我 的 使 用 者 以 及 IT 組 織 提 供 哪 些
效益？

答：VMware Horizon Suite 是一組能為企業組織提供完整使用
者運算 (EUC) 解決方案的產品。Horizon Suite 可讓 IT 管理
員最佳化其目前的 EUC 環境，同時為使用者提供新功能。

答：Horizon Suite 為使用者提供 Horizon Workspace 便利性，
也就是可以從任何裝置隨處存取的統一使用者工作區。

IT 管理員能以較少的複雜性及風險獲得更多的管理控制能
力及彈性。使用者則能獲得更完善及更具生產力的體驗。

Horizon Workspace 能提供自助服務、可自訂 的企業應
用程式儲存，以及安全的資料共用工具以進行協同作業。

其綜合的成果就是能解決今日及明日的商務挑戰且更具競

同時，本套件也提供簡化的 IT 管理、對使用者活動的能
見度、管理以及加強的 IT 控制能力。使用者能獲得簡單、

爭力的企業組織。Horizon Suite 包括：
• VMware Horizon View™ — 簡化桌面平台的管理、安全
性及控制，同時能跨任何網路從任何裝置提供高效能的
桌面平台服務體驗。
• VMware Horizon Mirage™ — 能為 IT 提供集中化管理實
體桌面平台的優勢，並確保各地連線或離線使用者的桌
面平台可用性。
• VMware Horizon Workspace™ — 提供集中化的 IT 管理
及安全的彙總工作區，以便從任何行動裝置或電腦存取

安全的登入使用體驗。如此可以降低安全性風險、降低客
服中心問題，並大幅降低裝置、應用程式和資料管理的擁
有成本。
問：Horizon Suite 如何提供對 Windows 桌面平台及應用程式
的存取？
答：Horizon Suite 包括 Horizon View、Horizon Mirage 和 VMware
Fusion® Professional。您可以使用集中管理選項，為任何
服務類型的工作者提供對桌面平台和應用程式的存取能

桌面平台、應用程式和資料，可簡化使用者體驗，同時

力。如此就能更為容易地保護、新增或移除桌面平台資產，

降低管理成本。

並能提供隨處存取這些資產的彈性。IT 能取得將適當的

問：如何知道 Horizon Suite 是否適合我？
答：Horizon Suite 適用於想要將其使用者資產 ( 像是作業系
統、應用程式及資料 ) 從運算貯倉轉換成集中式 IT 管理服
務的企業組織。
問：此套件所要解決的首要商務挑戰是什麼？
答：本套件是為解決其挑戰而追求下列能力的組織所設計：
• 為使用者提供簡單卻彈性化的桌面平台服務
• 降低風險並增加桌面平台的可用性
• 消除對於集中管理實體電腦的憂慮
• 低廉的裝置管理成本
• 請考慮公司的攜帶自有裝置 (BYOD) 計畫
• 降低 IT 消費化的相關風險及成本，像是未經授權的資料
共用、惡意雲端應用程式或複雜的 IT 管理
• 實施 Windows 移轉策略，以達成最佳的長期使用者授權
及使用情況

Windows 環境提供給適當工作者所需要的控制能力。
問：Horizon Suite 是否能協助管理使用者及使用情況？
答：可以。系統管理員可以依使用者、群組和角色啟用存取，
並產生全盤報告，以決定誰可以使用應用程式、應用程
式的使用量及位置。如此可以簡化管理、改善應用程式
存取的安全性，並協助組織最佳化授權購買。
問：我的組織目前使用許多軟體即服務 (SaaS) 應用程式，而
我正面臨著加入更多這類程式的壓力。我如何管理應用
程式的增加？
答：Horizon Suite 正是為了解決這項挑戰所設計。其身分存取
管理 (IAM) 技術套用與您的企業目錄服務連結的單一聯合
雲端身分，以統一每個應用程式所使用的眾多使用者身分。
它可以增加您的軟體即服務 (SaaS) 和網路應用程式的安
全性，並簡化使用者登入體驗。您可以從預先定義的認證
軟體即服務 (SaaS) 應用程式清單選擇，或利用 VMware
Horizon 管理工具上傳您自己的軟體即服務 (SaaS) 或網
路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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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有些使用者必須同時在私有雲和公有雲工作，這會
增加 IT 團隊的安全性問題。Horizon Suite 該如何為我解
決這個問題？
答：Horizon Suite 能彌補私有雲及公有雲之間的落差，讓您維
持高安全性層級。現在您可以控制哪些使用者能同時存取
私有雲及公有雲中的哪些應用程式和資料。例如，只要按
下滑鼠按鈕，您就可以確保移除使用者的應用程式和資

價格、套裝產品和授權
問：如何取得價格及訂購的資訊？
答：Horizon Suite 採取每位使用者計價的永久授權形式，
並透過 VMware 經銷商或業務代表提供。如需更多資
訊，請前往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desktop_
virtualization/horizon-suite/overview.html。

料共用存取權。這也可以消除對於複雜搜尋流程、安全性
稽核和法規遵守的推測。
問：我的 IT 資源已經延伸。Horizon Suite 在實作時會有多
困難？
答：您只要在以 VMware vSphere® 為基礎的虛擬應用裝置上部
署 Horizon Suite，就可以在幾天內補足解決方案，而不需
要如其他解決方案花費數週或數個月的時間。Horizon Suite
同時適用於現場及私有雲設定，部署十分快速且簡單。
問：本 產 品 與 Citrix 的 Enterprise Cloud Gateway 相 比 較，
結果如何？
答：它們的某些基本元件是相似的。但 Horizon Suite 是一套
真正跨平台的產品，能對桌面平台、資料和應用程式全
盤套用身分、原則及行動內容。其成效就是能夠降低管
理複雜性、提供更佳的 IT 控制能力和使用者體驗。
問：Horizon Suite 如何協助管理行動裝置？
答：Horizon Suite 能藉由使用與員工智慧型手機上的個人環境
分離的集中企業身分，讓企業安全地自訂化及管理員工
的公司工作區。這種方式能讓個人和企業資產真正分離。
這套雙重個人資料解決方案能為企業資料提供更高的安
全性，同時降低實施攜帶自有裝置計畫時侵害個人隱私權
的責任。
問：Horizon Mobile 和 Horizon Application Manager 有何改變？
答：兩項產品皆已不再以單點產品提供一般銷售。但 Horizon
Suite 隨附 VMware Horizon Workspace 以及一些全新和更
新的技術，能為企業組織提供較以往更大的彈性和更高的
價值。
問：若 我 目 前 已 有 Horizon Mobile 或 Horizon Application
Manager 該怎麼辦？
答：請洽詢您的 VMware 業務代表以瞭解您是否符合 Horizon
升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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