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造無限可能 

當今世界，軟體創造了無限可能，各企業不斷進行自我改造，從

而提供更出色的客戶經驗。

傳統業務模式將無法滿足未來業務需求，而且任何行業都會受到

這種變化的影響。為了持續保持競爭力，您必須重新思考您的商

業戰略，否則即面臨淘汰的風險。從管理多雲環境到擁抱未來的

數位化工作空間，數位化轉型之旅中的每一步都將幫助您實現未

來的新可能。

VMware 已協助許多客戶大步邁進，並提供能達成組織改造的解

決方案。在本成功案例集中，是我們在亞太及台灣地區的一些卓

越案例：

從澳洲的澳盛銀行，使其行員現在能夠提供絕佳的行動裝置客戶

體驗，到協助馬來西亞郵電局建設靈活、穩固的智能城市通信基

礎架構；在台灣，我們也協助了國內各產業菁英，以企業雲端及

行動化解決方案，打造更便利、更敏捷、集中化控管，以及更安

全的IT環境。

我們將向您介紹如何透過合適的解決方案，將面臨的挑戰轉變為

機遇。希望這些成功案例能夠像激勵我們一樣給您帶來啟發。

VMWARE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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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客戶運用下列其中一項或多項 IT 策略要務，順利完

成其數位化轉型並實現諸多業務成果。

．資料中心現代化改造與公有雲整合

．建構數位工作區

．企業資安轉型

IT 策略要務



資料中心現代化改造 
與公有雲整合 
企業日益數位化，VMware 可協助客戶進行資料中心現代化改造

以達到全新境界的靈活性並支援快速創新。我們領先業界的軟體

定義資料中心技術，讓企業能夠因應不斷改變的需求，並且輕鬆

延伸至公有雲。

而透過 VMware，IT 部門不但可以建置同級最佳的私有雲、輕

鬆延伸至公有雲，而且還能在任何雲端上執行、管理、連接和保

護任何應用程式的安全。我們領先業界的整合式架構和解決方案

同時提供了自由度與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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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   藥品製造業  總部  台灣 桃園市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vSphere
• VMware vSAN

VMware vSAN可建置於標準 x86伺服器和元件上，同時不受儲存硬體
品牌限制，其具備低風險、低總持有成本，可保護現有的 IT 投資，未來還
能夠彈性擴充，自然能協助台耀化學因應未來發展的種種需求。」

—台耀化學資訊部 經理 林千斐

於 1995 年以委託研發實驗室形式成立的台耀化學，挾其強大的研發實力及厚實的品質系統，逐漸在
生技製藥業展露頭角，並於 2000 年踏入原料藥生產的領域。目前已有多項原料藥及防曬系列活性
成份產品行銷全球。並擁有 ISO 認證，且已成功通過台灣衛生署，歐盟、德國、美國及日本等國的 
GMP 查廠認證。在現行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cGMP (Current 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 的要求
下，不斷地進行設備更新與落實法規，以期產品符合國際標準之餘，進一步獲得更多國際大廠的產品

及代工業務。

業務需求

台耀化學每年都得接受來自世界主要衛生單位的官方查廠，如美國 FDA、歐盟 EDQM與台灣 FDA 
等，且屢次都通過相當嚴格的審核。儘管公司整體資安防護制度相當完善，但是在全球資安事件持續

爆發的狀況下，台耀化學一直存有居安思危的概念，亟盼透過更完善的保護措施，將潛在企業營運風

險降至最低。

此外，由於製程開發、路徑優化是藥廠的重要核心競爭力，所以台耀化學早已匯集製程化學家與工程

師，組成堅實的 cGMP 化學合成經驗的專業知識團隊，透過設立產品品質管理實驗室的方式，提供
客戶多樣化的客製化服務，並同時確保產品品質的穩定性。

為此，營運團隊決定將產品品質管理實驗室 （QC LAB） 的資訊架構，轉移到資安防護等級更高的
資料中心，此舉除讓資訊部面臨管理上的新挑戰，更衍生出機房空間即將不敷使用的困擾。在審慎思

考之後，資訊部決定引進主機虛擬化架構，以便兼顧降低伺服器維護成本、滿足新專案的營運需求。

成果

「

減少實體伺服器數量 大幅增加日後儲存硬體擴充彈性

有助於 cGMP 電腦系統查核，
與合作夥伴維持緊密合作

台耀化學

持續落實 CGMP
法規要求的
核心平台

請上網觀看完整案例內容



 產業   高科技製造業  總部  臺灣 新竹市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NSX
•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我們致力讓科技惠及每個人，希望透過聯發科技的技術讓所有人都能迅速

地與世界連結，拓展和實現目標。未來，我們將持續與 VMware軟體定義
資料中心的創新技術，攜手前進，激發 IT更多潛力，跨接無限可能。」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協理 劉錫麟

透過不斷的創新與前瞻技術，並以具備高度整合的晶片設計方案，聯發科技一直是領先全球的 IC設
計公司。進入萬物皆聯網的物聯網時代，聯發科技不斷地協助全球開發者設計、開發出相關的裝置、

應用與服務，期望能更快速回應市場需求。

業務需求

未來的世界，速度決定一切；而具備安全、彈性、可擴充的 IT架構，則是支撐前端業務快速回應的
重要基石。聯發科技與 VMware專業服務團隊共同合作，打造專屬的 IaaS自助門戶，納管約 1,200
台業務虛擬機，概括整體 90%的 IT業務系統，以完全自助服務型式，隨時依使用者需求調整並提供
所需的服務藍圖，節省了 80%的虛擬機資源申請供裝時間。

成果

「

管理人員能隨時掌握整體環境

效能與資源使用狀況

資料中心皆為完整 Active-Active 
形式，任一中心皆可支持全部服務

負載

達到資源最大利用率

聯發科技

打造高科技極致產能
輕鬆與世界接軌

請上網觀看完整案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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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bishi Electric
Inform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MIND)

通過高階雲運算服務
應對不斷變化的
用戶需求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NSX
• VMware vRealize Operations
•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 VMware vRealize Orchestrator
• VMware vRealize Network Insight

 產業   IT服務供應商  總部  日本

最初在探討 SDDC時，SDN的概念那時剛推出，但 VMware PSO團隊
在對於導入 VMware NSX的技術支援上是很大的助力；透過 PSO支持，
我們能夠掌握 SDDC的專有技術操作。」

—雲服務第一部 部門經理 谷川良寬 氏

MIND 成立於 1989年，提供包括 Internet 資料中心和平台服務、網路、安全性以及應用解決方案
在內的一系列服務。作為Mitsubishi Electric Group的 ICT核心，MIND要想提前了解企業客戶的
需求，就必須實施數位化轉型。

業務需求

1.  面臨全球經濟變化帶來的敏捷性趨勢，需要更快速、靈活的回應客戶需求。
2. 員工數不斷減少，但客戶需求卻不斷增長。
3.  公司需要精通兼併網路與儲存、同時又擁有豐富的實作經驗的專家。

成果

「

利用 SDDC平台構建創新型態的
雲環境

減少服務維運期間的人為錯誤

通過自動化提高人員利用的靈活

性並提高效率

將客戶等待時間從一個半月縮短

至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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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vCloud Suite Enterprise
• VMware PSO

縮短新系統和業務項目的銷售

上線時間
硬體成本降低 75%

提高業務敏捷性、實現無中斷

測試和無縫擴充性

在單一平台上整合並改善資源

管理

所有業務功能的性能提升 70%

軟體成本降低 25%

員工執行每個任務的工作效率

提升 60%

SAP基礎架構準備時間從 3
個月縮短到 5天內

 產業   電信業  總部  馬來西亞

除了在財務節省以及在營運方面得以最佳化之外，此部署還讓員工團隊的

整體工作效率帶來了顯著的提升。」

—馬來西亞電訊公司 IT集團總經理 MAHATHIR SAID

馬來西亞電訊公司擁有 230萬用戶，是馬來西亞最大的通信供應商。馬來西亞各種形式的通信，包
括網路、電話、電視傳輸，都仰賴 TM多年來鋪設的基礎架構。作為這樣一個重要的角色，TM已經
準備好成為馬來西亞國家建設工作的中堅力量。這包括促進數位融合、向學生們提供數位化知識，以

及打造智能城市。

業務需求

1. TM的長遠計畫是促進數位融合和推廣數位文化，必須得開發新的頻寬基礎建設開發。
2.  TM過時的 IT系統已經無法有效管理現有業務和新計畫，新的基礎架構又須避免人員抗拒，並減
少停機和對關鍵業務營運所造成的中斷。

成果

「

馬來西亞電訊公司 (Telekom Malaysia)

發展電信、建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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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   科技服務業  總部  臺灣 臺北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NSX
•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 VMware vSAN

面對網路環境千變萬化、安全威脅無所不在，我們將持續與 VMware 
SDDC的發展共進，並致力於透過開發、提供與支援最靈活且自訂功能最
強的網際網路解決方案，來對付層出不窮的資安漏洞與攻擊手法。」

—趨勢科技全球資訊服務技術部 資深協理 郭靖中

趨勢科技為網路資安解決方案全球領導廠商，致力建立一個安全的資訊交換世界。我們專為消費者、

企業及政府機構設計的創新解決方案，能為資料中心、雲端環境、網路、端點裝置提供多層式安全防

護。我們的產品皆彼此整合、共享威脅情報，提供環環相扣的威脅防禦與集中化的掌握及監控能力，

實現更好、更快的防護。趨勢科技全球共 6,000 多名員工，遍及 50 多國，並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
全球威脅情報，能妥善保護您的連網世界。

業務需求

面對全球超過上千位工程師、負責研發超過 3千萬名企業、家庭與個人用戶所使用的資訊安全核心技
術及產品，趨勢科技 IT的角色就是如何在分秒必爭的嚴苛條件下，讓基礎架構能夠提供穩定、可靠
的雲端使用者體驗，協助我們的研發人員敏捷的將 solution 快速遞送到用戶手上。

成果

「

趨勢科技

提升創新研發效率
穩坐資安龍頭地位

客製化的自助服務門戶，可快

速且自動化的佈署業務系統
大幅降低資料遺失風險

儲存空間規劃與管理更具彈性

請上網觀看完整案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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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   教育業  總部  中國 廈門

VMware vSAN整體解決方案，安全、穩定、可靠， 不僅在我們馬來西
亞分校的校園信息化建設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推動了本校的系統基礎架構建

設，是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性價比軟體定義存儲解決方案。」

—廈門大學信息與網路中心 高級工程師 何偉平

「

廈門大學，簡稱廈大（XMU），創辦於 1921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學
校佔地 9000 多畝，設有研究生院、6 個學部以及 28個學院和 14 個研究院、200 多個研究機構，
在校學生近 40000 人。2014 年 7 月，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奠基，成為中國首個在海外建設獨立
校園的大學。

業務需求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需要根據其發展特點，建立靈活高效可擴展的系統虛擬構架。本校原有的傳統

存儲架構，也根據現行發展需求，轉向軟體定義存儲架構 vSAN。

成果

廈門大學

以穩固的基礎架構
提供可靠學習平台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vSAN

擴展靈活，IT環境可伴隨分校
一路成長

應用廣泛，在多領域發揮重要

作用

穩定可靠，讓各種資訊安全無

虞；即便因電力不穩跳電也能

快速啟動、資料無丟失

運維簡單成本低，幫助校方省

力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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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數位工作區 
隨著工作地點越來越分散，使用行動裝置的員工也越來越

多，VMware 數位工作區平台透過員工選擇的裝置為他們提供所

需的應用程式和資料。使用者操作便利，而 IT 部門能夠更輕鬆

地管理及支援使用者服務，同時提供企業級的安全防護。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Workspace ONE ™ 

 產業   金融服務業  總部  澳洲 墨爾本

我們經營的事業在於提供絕佳的客戶經驗。有兩種方式可以做到這點。一

種是透過我們的人員，另一種是藉由科技，但是兩者兼具才是真正的王道。

這正是轉型所在之處，而且我們持續看到極大效益。」

—澳盛銀行技術服務管理 部門主管 ANTHONY WATSON

澳盛銀行是澳洲五大上市公司之一，也是紐西蘭的首要銀行。該銀行的事業版圖超過 34 個市場，遍
及澳洲、紐西蘭、亞太地區、歐洲、美洲和中東地區。

業務需求

1.  澳盛銀行運用讓客戶與員工都能受惠的數位工作區解決方案，因應不斷成長的 IT 個人化趨勢。
2.  行動裝置上提供使用者操作簡便、確保企業安全的工具和應用程式。

成果

「

行員可以隨處與客戶會面，

毫不受限

分行經過重新設計，讓行員能夠在

大樓內使用行動裝置與客戶進行有

效的溝通

澳盛銀行

擁抱 IT 個人化
並進行現代化
銀行服務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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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   金融業  總部  台灣 台北市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Workspace ONE

VMware Workspace ONE 打造出資料不落地的行動數位安全機制，確
保各種行動服務能在可靠的平台上運作，幫助群益金鼎證券與營業同仁成功

轉型、走向客戶，營造出亞洲第一的全方位行動式金融服務。」

—群益金鼎證券執行副總裁暨資訊部 主管 郭美伶

群益金鼎證券成立於 1988 年，秉持著以群眾利益為優先的信念，為客戶提供多元化金融商品投資服
務，包含證券、期貨與保險⋯等商品，在數位化潮流與主管機關逐步放寬的政策下，群益金鼎證券也

致力於發展財富管理業務，提供更多元、便捷、安全且客製化的金融服務，協助客戶作出最具效益的

理財規劃。

業務需求

數位科技的發展帶動下，投資人下單習慣大幅改變，根據證交所 2018 年 5 月份的統計資料顯示，集
中交易市場的證券商電子式交易比例首度破 6 成，預估未來逐筆交易撮合的制度上線後將逐步提升
至 9 成，傳統營業員接電話下單的作業方式已受到衝擊，「轉型」成為產業因應趨勢求生的關鍵任務。
群益金鼎證券執行副總裁暨資訊部主管郭美伶指出，不論企業如何轉型，「資訊安全」永遠是整體考

量的最重要因素：「新一代的證券服務將走向理專化，營業員利用行動裝置，走出辦公室與客戶面對

面進行金融投資服務；而這樣的轉變必須先提升行動資安層級，以及落實資料不落地等措施，才能完

成轉型的挑戰。」

成果

「

群益金鼎證券

推動安全便捷的行動
金融服務中心

強化行動裝置與應用程式管理，

實踐資料不落地訴求

提升資訊安全以實踐數位分公

司與行動辦公室的轉型目標

於行動裝置上建立管控機制，

確保資料安全與顧客信賴度

請上網觀看完整案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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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   金融業  總部  台灣 台北市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Workspace ONE

一直以來『方便』與『安全』經常是相互衝突的。如何在安全至上的前提

下，有效控管行動裝置應用，達到資料不落地，向來是資訊區塊渴望實現的

目標；透過 VMware Workspace ONE，得以消弭後顧之憂，讓資訊區塊
同仁不再為行動資料安全問題而掛心。」

—新光銀行 資訊長 章光祖

新光銀行於民國 86 年改制商業銀行，前身為歷史悠久的台北三信，原名艋舺信用組合。一路發展至
今，新光銀行走過 101 個漫長年頭。深究該行的經營規模、業務競爭力之所以持續茁壯，主要歸功於
金控集團所屬企業彼此交互合作，發揮整體行銷推廣綜效，加上長期深耕在地化經營，累積厚實的客

群基礎所致；展望今後，新光銀行將持續打造創新多元的商品，致力提供最完善的金融服務。

業務需求

「資訊安全」對新光銀行資訊區塊而言， 一向是不容妥協的首要目標，也積極用心在行內打造嚴謹
管控機制；但隨著行動裝置盛行，利用這些裝置開啟 App 執行業務、簽核公文與表單，已是不可逆
的趨勢，且使用範圍愈來愈大，連帶使過去設計的安全機制鞭長莫及，讓資訊區塊不免感到憂心。

有鑑於此，新光銀行決定導入企業行動應用及裝置管理方案，歷經審慎評估後選用 VMware 
Workspace ONE，於 2017年 10月上線啟用；一般使用者可順暢存取業務所需應用程式，包括企
業電子郵件、行事曆、聯絡人、瀏覽器等等；行動工作人員也可利用行動裝置執行業務；不論任何郵

件或文檔，通通不會落地，公司再也無需擔心在職或離職員工將機敏資料帶著走。

成果

「

新光銀行

完美實現行動資料
安全、無紙化等
多重效益

利用行動裝置存取公司重要資料，

提升生產力並防止機密資料外洩

利用 VMware Workspace ONE 
防堵資安破口，為金融服務創新發

展打造堅實後盾

透過行動裝置接收會議記錄並進行

簽核，取代紙本實現無紙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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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安轉型 
由於資料、裝置和端點的數量激增，許多 IT 團隊相繼改用 

VMware 來因應與日俱增的安全性風險。我們協助客戶運用虛擬

化基礎進行資安轉型，在動態、複雜且廣大的環境下確保互動安

全。如此一來，您就能夠更有效地維護自家品牌信譽並且建立客

戶信任度。



 產業   金融業  總部  台灣 台北市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Workspace ONE
• VMware NSX

為了落實行動分行業務，並讓行動裝置的營運環境更加安全，彰化銀行運

用 VMware Workspace ONE 加強資料加密與設備管理，運用高效率的系
統輔助，讓行動裝置管理更加得心應手，管理人員也能更安心。」

—彰化銀行資訊處 處長 陳顯龍

成立於民國前 7 年的彰化銀行，隨著時代腳步的演進，從早期的「省屬三商銀」，一路民營化、並
致力於新興科技的應用，以推陳出更便捷與周延的金融服務。彰化銀行資訊處目前共 238人、共分
為八科，分別負責彰化銀行的系統核心、基礎架構至應用發展⋯等，在日常的銀行營運所需之資訊相

關事項之外，也肩負了新興技術的調研、規劃與導入。

業務需求

要打造 Bank 3.0 行動數位分行，並且讓第一線業務推廣與後端 IT管理能兼顧彼此，就得要有絕
佳的保護機制以杜絕機敏資料外洩，同時強化行動裝置的集中化管理。透過 VMware Workspace 
ONE加密技術，除了可針對行動裝置資料在傳輸時妥善加密，萬一行動裝置不慎遺失時，
Workspace ONE也具有遠端抹除功能，有效保護客戶個資與公司資產不受侵害。
確保資安防護的另一道防線就是加強管控，彰化銀行運用 VMware Workspace ONE充分落實了行
動裝置上的 APP應用程式管理，杜絕未經授權的軟體下載、製造安全漏洞；Workspace ONE詳實
記錄裝置的存取歷程也有助於內部管控，及早揪出不正常的惡意存取。

為了從更多面向強化行動網路的安全性，彰化銀行亦導入 VMware NSX虛擬網路安全管理系統，結
合Workspace ONE資料控管的特點，讓保經保代業務及財富管理業務等行動服務滿足法規與銀行
公會的管控要求。

成果

「

彰化銀行

拓展創新數位金融服務
落實行動安全管控

實踐行動數位分行目標，擴大

理財專員服務範疇

強化行動設備與行動應用程式管理

稽核，降低內部 IT 管理人力與時
間成本

大幅提升行動服務安全性

請上網觀看完整案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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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vCloud Suite Advanced
• VMware  vRealize
 Automation Advanced
• VMware  vRealize Operations Advanced
• VMware NSX
• VMware vSphere

更快地為 3億客戶提供全新的
優質資訊服務

優化 IT基礎架構、安全性和流程
的管理與性能

允許開發人員自行調配資源，

從而加快應用開發和部署

通過解決 IT資源瓶頸來提高
工作效率

透過將網路和安全策略的管理遷移

到虛擬層來提高資料中心安全性

深入了解以確認預測容量和資源需求

 產業    電信業  總部  印度

VMware 增強了我們的營運能力和靈活性，讓我們能夠擴展規模、加速提
升業務環境，將創意變成推向市場的實際產品。」

透過提供專屬的客戶服務，並轉型為提供行動服務、數位電視和內容的數位化營運商，Bharti Airtel
現在為印度最大的電信公司。2017年的用戶數達到 3.79億。
但是龐大的用戶量以及競爭的市場，讓 Bharti Airtel重新審視其傳統 IT架構，以便保持競爭優勢。

業務需求

1.  Bharti Airtel傳統的 IT環境僅能負荷需求的四分之一，速度緩慢，IT人員也無法快速且直接的了
解環境資源使用狀況。

2. 網路和安全自動化也是傳統架構下的瓶頸點。

成果

「

巴帝電信 (Bharti Airtel)

在軟體定義的環境中
打造新一代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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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   金融業  總部  臺灣 臺北

VMware解決方案

• VMware vRealize Log Insight
• VMware vRealize Network Insight  

新金融應用、就應該要用新的網路架構來實踐，重視入侵防禦之外、更應

重視一但被入侵之後的內部防堵措施；而透過集中式管理，才能將所有資源

進行最佳化配置，也才能更有效率的提供服務，最終回到我們的起點：提供

更創新的金融應用服務上。」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部經理 鄧介銘

財金資訊為全國金融資訊與跨行交易處理之樞紐，一直以來致力於提供金融機構跨行資訊系統營運、

跨行業務的帳務清算、相關之各類資訊傳輸、交換，以及資訊系統災變備援的重要角色。

業務需求

新世代金融服務正逐步朝向容器化的微服務平台邁進，我們也感受到傳統網路已經無法承受微服務

產生的大二層需求。例如：傳統架構下的各區網路設備，因資安需求而各自獨立、無法發揮效益；IT
部門常常專案進行到一半，發現需要增加網路設備；突然有安全漏洞如WannaCry蠕蟲攻擊，要緊
急防堵、以免造成重大金融災情。

財金資訊使用 NSX的最大原因，就是希望能擺脫了硬體上的限制之後，提供 Layer 2到 Layer 7的
服務建置，將架構從以前南北向拓展到東西向。如此一來透過軟體定義網路的方式，讓實體架構的複

雜性被降低，傳輸速度低延遲，效率也因此提升。

成果

「

財金公司

以新一代應用服務平台
滿足彈性金融服務

NSX讓實體架構的複雜性被
降低，傳輸速度低延遲、因此

大幅提升了效率

集中化單一介面，互動式介面與

多條件查詢方式，提供 IT 人員
系統化建議與解決方案

請上網觀看完整案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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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這些成功案例能對您的數位化業務轉
型有所啟發。

我們很榮幸能夠在您的數位化旅程中提供支援，協助您打造出自己真正需要的項目，並且建

立符合您成功條件的獨特環境。此外，我們也很高興能在您採用全新的工作方式並提高競爭

優勢時，協助您實現目標。

若要深入瞭解客戶數位化轉型案例，請造訪 

www.vmware.com/tw/company/custom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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