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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資訊決策者您好，

今年 IT 最新的話題應屬平板電腦為首了，從剛結束的春電展與最

近許多的電視廣告都不難看出平板在未來扮演的新商機，現在更有不少

客戶已經主動來詢問我們 Windows 平板電腦的運用。因此，本期企業觀點

以平板電腦新潮流為主，與您分享企業導入平板電腦應該有哪先考量？

目前哪些客戶已經開始使用平板做為企業的運用？如果您的企業有在考

慮導入平板電腦，希望這次的趨勢精選能對您有所幫助。

此外，我們也將在 6 月 16 日舉辦「觸動‧雲端‧新商機 - 平板電腦

新紀元︱企業飛梭進化研討會」，將於會中與大家分享未來觸控與平板電

腦的企業運用與商機，誠摯邀請您一同參與活動。

別忘了，3 月上市的 Internet Explorer 9 瀏覽超快速、介面超簡潔、

上網更安全，鼓勵您免費下載使用，體驗更美好的網路經驗，下載網頁： 

http://windows.microsoft.com/ie。

希望您會喜歡本期的內容，也隨時歡迎您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

(msview@microsoft.com)；工作辛苦了，別忘了抽空計畫一下夏日旅遊吧！

台灣微軟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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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趨勢，贏得先機：

如何利用平板電腦，
為您的企業創造商機

甚麼是平板電腦？

在今年一月份的消費性電子展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全球最大消費性電子展) 後，平板電腦這個議題

一直相當火熱。平板電腦是一個全新的裝置嗎？平板電

腦有甚麼樣的特色呢？

首先，平板電腦是一種電腦型態，早在 2000 年初就

陸續有硬體製造商生產所謂可折式平板電腦 (Tablet)，

提供企業或個人在電腦的使用上有另一種選擇：一台

完整的筆記型電腦，旋轉  180 度闔上後變成一個平

面，可利用觸控筆或雙手進行書寫。電腦 (PC, Personal 

Computer)，是一個廣泛的代名詞，提供了「各式各樣

不同」的類型選擇給人們，讓個人或企業可以挑選「最

適合」的電腦類型，以提升生產力或企業的競爭力。

根據 Gartner 研究報告指出，影響未來十年科技的最重要趨勢是「IT 消費化 (Consumerization) 」 - 

從 PC、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Slate) 到社交網站的使用，員工通常會把在家裡的

個人使用經驗帶到公司，同時希望在工作時也可以使用這些產品或技術。這個快速成長的趨勢對

於許多公司的 IT 部門而言，不僅是一個挑戰，同時也是一個可以掌握的優勢。在上述這些新型

個人裝置中，最受矚目的就是平板電腦：平板電腦打破了人們對傳統電腦的想像，為企業提供了

一個結合行動力與生產力的平台；也因此，若企業能善加應用這個平台，就可以讓企業在面臨競爭

激烈的商業環境中，脫穎而出！

現今最火紅、引起最多討論的是全平板電腦 (Slate)。亦

即利用一個 10 吋到 12 吋不等的觸控面板做為主體，利

用手或筆進行觸控輸入，平板電腦本體並沒有附帶實體

鍵盤。因此，平板電腦相較一般筆記型電腦/小筆電體

積更小、重量更輕，無庸置疑地在行動力上可以大大提

升 – 出外辦公，帶了就走；回辦公室之後，可以再利用

平板電腦強大的擴充性 (USB、HDMI…etc.) 連接周邊裝

置，讓平板電能成為全方位、全功能的工作利器！

本文將針對平板電腦在企業的應用進行深度剖析，同時提出我們對平板電腦使用的建議。這是

ㄧ個 IT 進化的思考旅程，希望能為您掌握趨勢、贏得先機。

M

一切 就是如此的熟悉

Windows 7 平板電腦
串起您工作與生活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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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適合企業的平板電腦？

承上所述，如果我要在企業中使用平板電腦提升生產

力，讓平板電腦成為企業營運的催化劑，那，甚麼是適

合企業的平板電腦？我應該要如何做決定？

首先，確定平板電腦在企業中扮演的角色：平板電腦是

企業內部使用，以提升員工生產力，或是企業對企業的

客戶使用，以增加銷售誘因/溝通效率？這是決定採用策

略的第一步，企業主 /IT 主管必須進行完整的思考。

若是企業內部使用，首重在生產力的提升。平板電腦較

一般筆電更輕薄短小，具備高度的移動性，加上企業應

用程式的使用，如：商業智慧 (BI)、CRM 或 ERP 等，就

成為ㄧ個小型的移動辦公室，用更直覺的自然使用者界

面 (Natural Interface)，掌握所有企業營運重點。若是企

業對所屬的客戶使用，就會著重在是否可以利用平板電

腦，將服務等級 (Service Level) 提升，透過多點觸控應

用程式與客戶對話，增進銷售的動力。

其次，選擇「適合」企業平板電腦。目前市場上有許多

不同的平板電腦，到底那一種適合企業？企業首重安全

性，要求高度生產力及應用程式與周邊裝置相容性；要

滿足上述條件，我們認為搭載 Windows 7 的平板電腦是

企業首選。在安全性的部分，Windows 7 內建了相當完

整的安全機制，可以透過加入企業網域進行統一控管，

安全性更新及重要更新皆可透過資訊部門進行派送，

確保用戶端及整體企業網路的資訊安全。同時，透過 

Windows 7 的雙向防火牆、BitLocker 及 BitLocker To Go 

磁碟加密系統，加上 IE 內建的隱私瀏覽模式，可以兼顧

安全性與個人隱私，達到百分百的安全防護。

平板電腦的資訊安全有多重要？近日兩位英國資訊安

全專家 (Alasdair Allan/ Pete Warden) 揭露 iPad/iPhone 

使用的最新作業系統 iOS 4，會在使用者不知情的狀況

下，將該平板電腦或手機裝置到過何處記錄在一個隱藏

檔內；由於該隱藏檔並未加密，且未徵詢使用者的意願

擅自為之，形成非常嚴重的侵犯隱私行為。試想：上述

個人裝置侵害個人隱私已如此嚴重，如果在企業中使用

這樣的裝置，資訊部門該如何管理？企業的資料安全性 

(特別是機密資料) 將會面臨到非常嚴重的挑戰。

在生產力的部分，若原本您的企業使用 Office 進行文書

處理、試算表、簡報編輯，那麼搭載 Windows 7 的平板

電腦原生支援 Office 系統，就是您的最佳生產力工具。

平常您使用手機接聽電話、上

網收發 email，到了公司使用桌
上型電腦開始工作，傳報表給

同事、簡報給老闆...

有什麼東西您能立刻把手機

與電腦的功能串接一起，讓

工作、生活更簡單?

平板電腦是一個比筆電小、比手機大，擁有觸控螢幕

且能無線上網的可攜帶個人電腦！現在就來看看平板

電腦帶給你那些便利性！

就是平板電腦！

Windows 7 平板電腦

MSI WinPad 100W Gigabyte S1080 Viewsonic Viewpad 10 FIC Tycoon Acer W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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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無需進行調校，或使用其他技術，就可以在 Windows 7 

平板電腦上安裝 Office，與原先的 PC 或筆記型電腦無縫

接軌，開啟、瀏覽、編輯、分享都很簡單，操作介面人人

都熟悉，容易上手，效率自然提升。當然，除了 Office 系

統外，還有很多的企業級軟體，如：進銷存、人事系統可

以直接在 Windows 7 平板電腦上使用，無需花大量人力物

力進行重製或改寫，立即享受到「企業級軟體，多個電腦

裝置運行」的好處。

除了上述談到的安全、管理、企業應用程式支援之外，

平板電腦對周邊裝置的支援也是非常重要的決策因素。

現今的 PC 都不是獨立作業，自外於眾多的外接裝置；

最基本的要求已反應在 PC 或筆記型電腦的擴充槽上，

如：USB、 HDMI 等。舉例來說，為了增加效率我們要

外接滑鼠、鍵盤，線上轉帳或使用工商憑證要外接讀卡

機。我們了解您的需求，所以在 Windows 7 平板電腦

上 USB 或 HDMI 擴充槽都已內建，微軟也在一開始偕周

邊硬體廠商進行 Driver 的開發。讓企業員工可以隨插即

用，也讓您的重要周邊裝置不會成為孤兒，而是做為您

重要的左右手。

總結來說，Windows 7 平板電腦就是企業的最
佳選擇！

IT 消費化應用 – 以平板電腦為例

綜合上述，IT 消費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讓企業更有

彈性，也可以讓組織內的員工在符合公司政策規範下，

使用更多新型裝置如：平板電腦，讓服務等級可以不斷

向上提升。

在今年 CES 後，很多人開始熱烈討論平板電腦的應用

與未來性。無庸置疑地，平板電腦將被一般消費者廣為

使用，不論在哪一個平台上，力求軟硬體符合消費者期

待。消費性電子產品應用在消費者市場，想來理所當

然，那企業呢？企業可以使用嗎？本文已提出企業使用

平板電腦應考量的重點供各位參考，條列整理如下：

第一 企業可以使用嗎？如果扣緊 IT 消費化的趨勢，

當然可以在適當的情境下使用新型裝置以提升效

率，平板電腦就是ㄧ個很好的例子。

第二 應該要考慮甚麼因素，才能讓企業使用平板電腦

取得商機？有四個因素必須考慮：

a. 應用程式相容性：
 跟我目前的應用程式 (如：ERP、CRM、進銷

存) 相容嗎？我需要使用 Microsoft Office 進行

文件編輯嗎？ 

b. 硬體周邊支援：
 可以跟我的周邊裝置整合嗎？擴充槽  (如：

USB) 足夠嗎？

c. 管理性：
 平板電腦在企業內應該被管理嗎？要加入公司

網域 (Domain) 嗎？

d. 安全性：
 平板電腦符合公司安全規範嗎？萬一遺失，機

密資料有失竊的風險嗎？

您喜愛的遊戲與影片

• Windows 7 支援 Flash 與 Silverlight 以及 Facebook 上您喜愛的網頁遊戲

• Windows 7 不需另外下載 APP 即可享受許多內建遊戲

• Windows Media Player 可支援多數主流影音播放格式

Windows 7 電腦上的應用程式，均可完全相容於 Windows 7 平板電腦上

您的平板電腦具備硬體周邊支援擴充能力

• Windows 7 平板電腦擁有 USB 裝置，週邊設備隨插即用

• Windows 7支援列印裝置，不需透過 WiFi 或網際網路列印

您熟悉的                                      作業工具

• O�ce 2010 可直接編輯圖片，還能使用引人注目的藝術
效果和全新的背景移除工具

• O�ce 2010 全新的共同撰寫功能，您可以在同一時間，
與位於不同地點的人員一起編輯檔案

• PowerPoint 2010 直接編輯您的內嵌視訊，完全不需要使
用額外的軟體

• OneNote 2010 能夠在單一位置儲存、組織及追蹤資訊

選擇 Windows 7 的平板電腦
您將可享有以下多種功能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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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更多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windows 產品網站

http://windows.microsoft.com/

信義房屋推出全國首創「我秀好屋 2.0」 
即時視訊 互動溝通 不出門也能輕鬆看屋

在台灣房仲業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信義房屋透過台灣微軟平台成功開發在 Windows 7 平板電腦上

的全國首創「我秀好屋 2.0」創新服務，透過 Windows 7 平板電腦內建的視訊功能，提供遠端客戶

「視訊看屋」服務，讓客戶與親友在任何情境下都能透過與業務線上的即時互動，了解房屋的格局

配置、最新狀態與相關資訊，不但打破傳統看屋帶來的時空限制，更節省客戶看屋所需的交通時間

與成本。

信義房屋資訊長蔡祈岩指出：「我們十分看好微軟平台的平板電腦，並深信台灣微軟在企業商務軟

體應用的豐富開發經驗，以企業的應用來說，安全

性與生產力是 IT 選擇的首要準則，微軟平台內建

諸多的安全機制，讓內部資訊滴水不漏，另外，多

點觸控的功能，也讓經紀人操作更加快速。因此，

才讓我們得以快速地開發出『我秀好屋 2.0』，提

前實現了我們線上真人即時 Open House 的未來看

屋概念。」這項服務已經於今年一月底上線，雙方

將以中長期階段性的合作，推出更多創新應用，符

合信義房屋顧客的需求。

根據上述四個重點進行檢驗，我們會推薦企業使用搭

載 Windows 7 的平板電腦；也唯有使用 Windows 7 平

板電腦，才能在兼顧應用程式相容性與硬體周邊擴充性

下，提供完整的管理功能與紮實的安全防護。在此必須

提醒，平板電腦是ㄧ個很好的作業平台，行動力、可觸

控是特點，但仍必須針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的不同需

求，進行應用程式的調整，以符合實際的需要。以下就

以信義房屋為例，簡述信義房屋如何透過 Windows 7 平

板電腦，掌握無限商機。

結論

總而言之，雖然 IT 消費化會面臨風險與挑戰，但相對也

帶來非常多優點。尋求大幅提高生產力並同時在市場上

維持競爭優勢的企業或組織，將會因為採行正確的策略

而獲益。我們相信大多數公司應該都會贊成 IT 消費化所

帶來的好處，值此之際企業領導人應該可以在詳細評估

之後 (如：上述企業採用平板電腦的四個重點)，用漸進

的方式來完成轉換。讓我們一起掌握趨勢，贏得先機，

達成雙贏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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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層出不窮的侵犯個人隱私或是洩漏個資的事件，去年台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新版個

資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為現行個資法)有了很大的進展，顯示台灣對個人隱私的保護漸漸

的趕上美國或歐洲其他國家。

時間 事件

99 年 4 月 27 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

99 年 5 月 總統公布個人資料法案

此法參考國外相當多關於隱私保護的準則與立法經驗所產生，其主要目的是達到兩大目標避免憲法的人格權受侵害與

促進個人資料合理使用。大家一定有許多經驗像是在醫院看病自己的病歷資料卻不能隨意調閱、填寫購買系統上的個

人資料未經同意被用在行銷用途、甚至是近年來更多遭到駭客入侵個資外洩的事件，為了提升資料持有者對於資料保

護的意識，對此新版個資法不但將保護範圍擴大，更將集體訴訟的賠償金額提高，而對於個人資料的收集與使用也必

須要有紙本的同意才符合現行法規。新版個資法衝擊了五大面向：

面向 內容

擴大適用主體 適用所有行業機關及個人

增加程序規定 增加告知義務，特定目的外使用另行告知

擴大適用地區 中華民國境外對中華民國人民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適用亦有本法之適用

擴大保護客體 包括人工處理資料，增加個人敏感性資料

舉證責任 企業負責

然而儘管在 2010 年 5 月新版個資法已經公布，還是有許多單位尚未針對個資法做任何的改善，因為條文上寫的資料

保管人須善盡保管責任，但如何才算盡到保管責任還是受到很大的爭議。因此大家都在等待施行細節公佈，現在關於

相關子法與配套措施的時程已經出爐：

修定子法 主辦機關 預定時程

研修「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 法務部 100年11月25日

訂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2 項法規命令 各機關 100年11月25日

訂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法規命令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00年11月25日

修訂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 各機關 100年11月25日

個資法施行細則預計在 6 月公佈

企業該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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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該如何著手因應個資法

您還在等施行細則正式出來才來準備因應個資法嗎？這

樣可能晚了點，其實這也是一個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好時

機，因此我們可先透過國際通用的 ISO27001 資安管理

系統規範來一步步剖析，到底企業要怎麼來面對這波個

資法挑戰，來保護好客戶資料進而提升企業的本身的額

外價值。

在資安管理系統中最重要第一步要規劃好要保護的範

圍，到底是機房還是連一般的辦公室也要納入，需要先

規劃清楚以便後續的風險分析。再來我們需要將資安組

織給成立起來，一般來說透過組織中的副首長來擔任資

安委員會的領導，透過組織將欲達到的資安目標擬訂在

資安政策中，資安政策就像憲法一樣是其他所有施行細

節的依據，為了新版個資法可以在資安政策明定須依循

個資法運行，或是資安事件發生後多久會處理完畢等目

的。再來透過小組會議進行組織的資產清點以作為各個

資產的風險評鑑。在風險評鑑與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

組織未來可能面對的威脅與風險，在這裡組織可以選擇

接受風險或降低風險，如今天發現組織有客戶的機密紙

本資料，可能需要透過彌封或保險箱來保護它，而如果

是自行開發的系統就還需要透過黑箱與白箱從內外來詳

細檢查來確保安全。分析完資產後我們可以就分析報告

來訂定人力資源的管理、實體與環境安全，透過規定來

限制人員的行為，如離職員工當天取消權限，機密區域

沒有授權嚴禁進入等。某企業曾發生新進員工把未經測

試的程式直接放到實際的線上環境造成服務大當機，這

時資訊系統的開發與維護透過管理程式碼嚴格管控任

何的變更動作，可以減少不穩定的行為。我們也建議在

驗收的時候可以參考開放網頁應用程式組織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OWASP) 的 2010 網頁十

大攻擊弱點，在系統驗收的時候加入常見的弱點掃描軟

體的測試報告。如果有額外預算或能力可及下還可以進

行人工的滲透測試。更完善的作法式參考軟體安全大

師 McGraw 在 Software security: building security in 一

書中提到的如何在不大幅改變原有開發流程達到安全目

標。它在原軟體開發架構之間加入了一些檢查點與分析

提出軟體安全開發流程 (touchpoints)，正也是根本改

善自行開發系統或外包系統的方法。依有效的程度來排

列，共計有下列七種方法：

1. 程式碼檢測 (code review)

2. 風險分析 (architectural risk analysis)

3. 滲透測試 (penetration testing)

4. 針對風險分析的安全測試 (risk-based security tests)

5. 濫用案例 (abuse cases)

6. 安全需求制定 (security requirements)

7. 安全操作 (security operations)

出自：McGraw, Software security: building security in

上述 7 個方法中的前 4 名，也就是我們已經在 ISO27001 相關規範中提到的部分。當然資訊系統的安全不是一個小工

程，另外還要考慮組織的持續營運計畫來確保發生資安事件時組織可以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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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資安面面俱到 (Business Ready Security) 提供企業技術層面的解決方案

微軟對資訊安全的需求提出了微軟資安面面俱到 (Business Ready Security)，透過五加一 (身分鑑別和存取管理、資

訊保護、安全協同合作、安全端點、安全訊息傳遞以及安全雲端運算) 的情境設計出相關的解決方案，同時台灣微軟

也成立了個資保護中心來協助企業滿足個資法的需求。

微軟資安面面俱到 實際作法

身分鑑別和存取管理
Forefront Identity Manager 2010 (FIM)、Active Directory 可以整合控管帳號權限與單一

簽入管理，並進行相關的存取記錄

資訊保護

SQL Server 2008 R2 提供資料庫加密保護技術與 Active Directory R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AD RMS) 保護機敏資料與個資，一但符合設定的條件系統會自行保護，如限制

存取或轉寄等

安全協同合作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SharePoint (FPSP) 保護 SharePoint 文管中心不受病毒侵擾

搭備 Forefront Unified Access Gateway 2010 (UAG) 還可以控管相關的存取端點是否符合

安全需求，行動工作者也可以在外透過安全通道回公司存取資料，與其它的公司還可以

透過 ADFS 的合作，透過 UAG 來安全分享資訊

安全端點

越來越多駭客透過防禦較弱的使用者端裝置來入侵公司，因此可以透過企業防毒軟體

Forefront Endpoint Protection 2010 (FEP) 來部屬企業防毒軟體並透過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 來進行中央管控相關的客戶端安全。Windows 7 企業版

更內建了BitLocker的硬碟保護技術作最全面的保護

安全訊息傳遞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Exchange Server (FPE) 協助過濾惡意郵件與保護使用即時

通訊的用戶不受惡意程式侵擾

那有什麼技術來輔助我們因應個資法呢?我們可以透過風

險評鑑幫助找出系統應如何補強，建議企業可從以下幾

個面向優先評估，如資料庫與

機敏檔案保護、身分識別與存

取管理、網頁安全、惡意程式

防禦等，這些可能造成個資外

洩的部分都必須透過保護與身

分控管來完成，並透過 log 記錄

達到操作的不可否認性。其它

資安需求像是公司與公司間的

即時通訊軟體或電子郵件交換

訊息、甚至像手機使用或其他

行動裝置如平板電腦在遠端辦

公，一旦裝置遺失或遭竊，都

有可能造成公司的機敏資料外

洩的風險。近年來雲端運算興

起，許多企業也開始將原有應

用程式放到雲端上，因此雲端

上資料的安全性與運算的可靠性又再度受到的企業的重

視，這部份也會受到新版個資法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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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安全協同合作為例子，安全協同合作主要可達到

三個目標，嚴密保護便利存取、整合並擴充安全性、簡

化安全機制與法務遵循。以往在協同合作上不是用電子

郵件就是靠檔案分享，但大多數人為了方便或是不清楚

如何確保安全性，總是在未加密保護的狀態下使用電子

郵件與檔案分享而造成資安上嚴重的問題。在新版個資

法的時代，如果企業沒有為客戶的資料善盡保管人的責

任就有機會受罰。在微軟資安面面俱到中透過 Forefront 

Unified Access Gateway (UAG) 可以確保使用在存取公

司資料的通道是加密的，且可以支援各式行動裝置與

了解更多

微軟資安•面面俱到：

www.microsoft.com/taiwan/security/Business-Ready-Security/

索取限量『微軟個資法實戰手冊』：

www.microsoft.com/taiwan/security/Business-Ready-Security/pdpa/

瀏覽器，對使用者而言既省時又方便。搭配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SharePoint 內建 5 個防毒引擎，可

以過濾絕大部分的病毒與惡意程式，並達成無縫接軌

的防護。Active Directory R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ADRMS) 搭配 Exchange Server 可對文件與電子郵件提

供進階防護，在傳送檔案時只要符合設定的規則，RMS 

便會自動加密相關資訊，或是限定使用者只能閱讀信

件、但不能轉寄或是修改。這些 RMS 都能辦到，不用擔

心這些防禦規則難以建立。

IT 管理人員可以透過線上實驗室與評估文件進行概念驗

證 (POC)，評估是否滿足自己的需求，再來透過規劃與

部屬實際上線運作檢查是否可以確實達到效果。微軟提

供許多線上技術文件 (管理者指南和操作指南) 與疑難排

解，可以快速找到問題解答。

現況 透過微軟安全協同合作方案改善後

從下期開始，我們將針對技術層每一塊解決方案以深入

淺出方式進行介紹，讓我們的企業客戶對於微軟的資安

解決方案與應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同時搭配微軟平台

更可相得益彰、並透過單一支援窗口取得最有效的技術

支援方式。我們將在下一期為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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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後 ECFA 展開的台灣黃金十年及全球持續復甦的景氣，各企業莫不摩拳擦掌，希望在最快的

時間擴展市場版圖、搶先一步掌握商機，卻常礙於 IT 整合曠日廢時而錯過商機，因此雲端運算的

優點-高效率、高彈性、隨選即用的企業應用服務，剛好符合企業提升生產力及競爭力的期望。

●	行事曆
●	公告
●	討論區
●	調查

●	會議管理
●	知識管理
●	線上學習
●	文件管理
●	資料搜尋

●	專案管理
●	行動辦公室
●	報表
●	工作流程
●	電子郵件整併
●	無國界線上會議平台
●	跨單位 VoIP

微軟雲端辦公室解決方案

個人電腦 手機 瀏覽器

企業導入雲端運算已蔚為趨勢，2011 年的德國漢諾威電腦展 (CeBIT) 將展覽主題訂為「雲端工作與生活

(Work and Life with the Cloud)」，根據 IDC 近期公布的「2011 台灣 IT 資訊市場十大趨勢預測」也顯示

雲端技術，特別是私有雲也將會是企業在投資 IT 時最重要的趨動力來源。資策會在最近針對台灣企業導入

雲端服務的使用狀況與未來需求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 60% 的企業表示，未來一年內有意願導入，而

其中又以協助「日常行政業務」的需求最高，另外根據創市際的調查報告發現，「辦公室訊息和協同作業

解決方案」(32.3%) 為目前企業最主要使用的雲端應用，其次為「電子郵件/訊息傳遞」(23.6%)，「協同合

作」(13.0%) 再次之。

雲端辦公室打破傳統辦公室樊籬，任何時、地

都能辦公

有鑑於此，微軟推出建置在雲端基礎架構上的 SaaS 應

用服務「OA Cloud 雲端辦公室」，強調高效率、高彈

性、隨選即用的辦公室應用服務，包括協同合作、整合

通訊、線上會議、文件管理、企業搜尋、社群、行動辦

公室等服務，讓使用者迅速上手，提升企業員工的工作

效率。運用雲端的技術，辦公室的概念將會逐漸消失，

資訊工作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有網際網路就

可以用電腦、手機或瀏覽器，輕易的開啟並編輯辦公所

需要的文件，同事之間的團隊合作也可以透過雲端來實

現，不用像傳統一樣必須在同一個辦公室裏才能夠完成

工作。

雲 端 運 算
企業擴展市場版圖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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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想了解更多『OA Cloud 雲端辦公室』的詳細資訊，請到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mcloud/oacloud

同時由於現在企業內從事遠端行動辦公的員工比例也越

來越高，而這些人手中所持的各式異質運算裝置，如

智慧型手機、Slate、Netbook…等，有很多都不是屬於 

PC-base 的設備，因此無法期待共事的雙方都安裝有相

對應的軟體或更新版本的系統來開啟同一份檔案。但是

透過 OA Cloud 環境，使用者便可以將各項文件資料及

應用程式環境放置於雲端中，無需再擔心對方電腦內是

否有安裝相同版本應用軟體的問題，達到所謂「多螢一

雲」的應用目標。

為企業帶來的嶄新價值

多數資訊人員都過度專注於技術層面的探討，往往忽略

了資訊系統不在於功能強大，而是應該從使用者的角度

思考，提供最簡單易於操作的介面，才能有效提升整體

效率，Microsoft OA Cloud 最大的特色，便是具備自動

化服務管理，能夠提供無縫的延展能力，不需要複雜的

作業流程，以統一的基礎架構降低 IT 成本支出，還能滿

足多個單位的資訊需求，足以解決 IT 部門人手不足的困

擾，讓有限的人力可專注在管理、工作維護與創新上，

提供真正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資訊服務。

1. 對企業主或單位主管的效益

• 企業安全入雲端

• 決策行動無時差

• 策略立即變商機

2.  對 IT 部門的效益

• 以統一的基礎架構降低成本

• 快速延伸 OA 環境在新成立的公司或新成立的單位

• 快速回應商業需求

3. 對一般使用者的效益

• 隨時隨地工作

• 跨電腦、手機、瀏覽器的一致體驗

• 自助服務不求人

這讓企業能進行集

中控管，又可同時

保有分散、便利且

具生產力的優勢。

大同世界科技

總經理  沈 柏 延

在瀏覽器中進行編輯與存取

在手機上一樣能輕鬆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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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集團成長與公司整體經營管理的需求，大同公司各事業單位自 2010 年中旬開始，除計劃

陸續將其原有各自獨立的經營管理資訊系統全面換裝成 SAP ERP 外，並同時選定微軟 SQL Server 

做為該新系統搭配的資料庫。大同公司經營資訊處處長李曼祺強調，「穩定性及效能高、管理維

護容易」是該公司最終會選用微軟 SQL Server 的最主要原因。

成立於民國 7 年的大同公司至今已有 90 餘年的歷史，

其集團主要經營項目除重電、家電、機械、電線電纜…

等傳統製造產業外，近年來隨著整體時代脈動的演進，

也成功轉型朝向電子、能源、光電、資訊家電、軟體開

發、系統整合…等高科技產業發展。其旗下知名企業

單位包括大同家電、大同世界科技、福華電子、中華

映管、綠能科技、大同奧的斯電梯…等 10 餘家公司，

並於美國、墨西哥、日本、越南、英國、捷克與中國大

陸…等地設有分公司及轉投資企業，是國內少見的老字

號長青企業。

不過也由於大同公司經營歷史的悠久、企業規模及據點

分佈廣大、所跨足產業類別領域又相當繁多，因而造成

其 IT 單位在開發、管理與維護系統及後端資料庫時相當

大的困擾。大同公司經營資訊處李曼祺表示：「隨著公

司集團的擴展，各事業體系所面對的需求環境不同，其

紛紛成立資訊單位自行規劃、開發與導入系統的結果，

使得大同公司內部的資訊架構變得十分龐大且複雜，各

廠區及生產線上存在著各式不同的異質系統、資料庫，

這不僅容易造成資源重覆投入的浪費，各系統之間的資

訊亦難以進行透通與整合。」

穩定性及效能高  管理維護容易

因應 SAP ERP 系統導入  大同公司計畫
全面導入微軟 SQL Server 資料庫

在經過大同公司多年眾多不同的

資料庫使用經驗後，相較之下，

我對微軟 SQL Server 的執行效

能、安全性、穩定性及管理維護

性，都持相當高度的肯定。

大同公司 經營資訊處 
處長 李 曼 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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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了解更多

更多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SQL Server 產品網站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sql2008/

為了改善上述問題，讓總公司管理人員與高層主管能夠

更為即時且精確地掌握到分布於全球各事業單位真實的

營運資訊，以做為其在管理決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大

同公司於 2010 年起即開始積極推動資訊集中式管理策

略，將以往各單位中原本各自分散、零亂且互不關聯的

資訊系統/資料庫，朝向單一資訊環境運作平台的目標進

行規畫整合。李曼祺說：「在經過多方評估的結果，最

後我們選定 SAP ERP 搭配微軟 SQL Server，做為大同集

團新一代標準的資訊運作環境。」

大同採用微軟 SQL Server 已有近 10 年經驗   

效能表現經過充分驗證

之所選擇 SAP，是因為該系統平台可同時滿足大同公司

集團內最多不同單位行業別經營上的需求。「過去的 

ERP 系統無論是採大型、套裝或自行開發方式導入，都

是僅根據該系統於導入當時，該導入單位的特定需求進

行規畫，沒有針對集團內多樣化經營的廣泛需要角度思

考。」因此此次評選 ERP 系統時，大同公司負責規劃評

選小組參考相當多使用單位的意見，經長時間的反覆討

論後才定案。但反觀其所搭配的資料庫，卻沒有經過如

此冗長的評選程序，幾乎是在評選小組一致默認的情況

下通過。

這除了因為建置與維護微軟 SQL Server 所需要的花費成

本，要較其他同等級的資料庫來得更加經濟實惠之外，

李曼祺認為：「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因為大同早於近 10 

年前，便已在大同 3C 展售中心全省 200 多個營運據點

中，使用過微軟 SQL Server 做為其通路與銷售管理系

統的資料庫，爾後又陸續將其擴大應用在各工廠 ERP 系

統，因此不僅 IT 人員對於微軟 SQL Server 都相當熟悉，

其功能與特性也經過實務上的充份驗證，使得我們對於

其在支援大型系統運作時，在管理、維護與安控…等各

方面都深具信心。」

以最新版的微軟 SQL Server 為例，在管理上不僅可以原

則為基礎，能讓 IT 人員同時進行多個 SQL Server 執行

個體的管理外，也提供效能監視、疑難排解及微調…等

工具，以確保部署補充程式更新及資源利用..等資料庫相

關工作的流暢度；而透過有效管理驗證和授權、加密敏

感性資料與增強型稽核…等功能，也有助於增強系統資

料的安全性。此外，其資料壓縮功能可在縮小資料儲存

空間之餘，又能同時維持 ERP 系統執行效能，這對於解

決大同公司未來龐大且成長快速的資料量問題，會有極

大的助益。

未來大同公司將計畫全面更新為   

微軟 SQL Server 資料庫

另一方面，台灣微軟對於大同公司於各項系統實際運

作、效能調校與架構設定問題…等方面的強力支援，

亦減少該公司在 SAP 系統導入期間許多不必要的試誤

過程，使得大同公司 SAP ERP 系統第一階段得以在短

短半年多的時間就得以完成。「微軟提供給我們的並

非單一產品，而是整體解決方案。」李曼祺強調：「由

於 SQL Server 可提供完整的資料庫功能，搭配 ERP 執

行過程中非常穩定，在整體速度效能上也符合公司營運

作業需求，少有出錯的狀況發生，以致於協助導入的顧

問公司，一直到系統導入完成之後，都誤以為大同公司 

SAP ERP 後端資料庫，是採用其他知名友商的系統。」

未來在完成 SAP ERP 系統第一階段的導入後，大同公

司將會陸續啟動執行各廠區的 ERP 系統專案，並以客

製化方式，發展其顧客關係管理與企業績效管理系統。

「這些系統全部都會採用微軟 SQL Server 資料庫。」

而大同公司其他現存異質資料庫上的內容與記錄，日後

也都會有計畫性的，全面轉換到微軟 SQL Server 上進

行存取。李曼祺說：「在經過大同公司多年眾多不同的

資料庫使用經驗後，相較之下，我對微軟 SQL Server 

的執行效能、安全性、穩定性及管理維護性，都持相當

高度的肯定。」



- 14 - - 15 -

對全球化的企業集團而言，佈建海外據點及子公司是必要的投資，但如何確保投資最佳化及運作

效率，資訊科技 (IT)的利用將是一大關鍵。日本東芝公司在成本效益及跨國支援等考量下，選擇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做為子公司部署企業資源規劃 (ERP) 系統的標準平台，同時亦為即將分階

段推行至全集團的國際會計準則 IFR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預作準備。

隸屬於東芝硬碟事業部的台灣東芝數位資

訊，早在成立初期就已開始使用 Microsoft 

Dynamics NAV，客製開發的功能模組也推

廣給東芝硬碟事業部旗下其他海外子公司使

用，包括上海、香港與韓國等，且由台灣東

芝數位資訊的 IT 部門負責提供支援。共通

且一致的應用架構，不僅加速了資訊情報的

跨國交流及即時性，在作業時間及人力配置

亦有實質的精省。

十年有成，台灣經驗展佳績

2000 年籌設的台灣東芝數位資訊於 2001 年正式運作，

負責東芝在台灣、中國大陸、港澳、東南亞及南亞地區

的硬碟機裝置業務推廣及支援，台灣東芝數位資訊管理

部董事兼總經理南佳成表示：「亞洲巿場佔東芝硬碟事

業部營收的六成，年營業額達 3 千億日幣。因此，我們

接下來的目標除了積極成長，也要延續以台灣為事業中

心，拓展亞洲巿場的策略。」

台灣子公司不僅是東芝硬碟事業部拓展亞洲巿場的先

鋒，就連 IT 應用也是領頭羊。2008 年從 Microsoft 

Dynamics NAV 3.7 版升級至 5.0 版，隨後又在天微資訊

的協助下，客製開發了全新的 PSI (Purchase、Sales & 

Inventory) 系統，上海、香港及韓國的子公司亦已導入

及使用。

共通且一致的應用架構 

台灣東芝數位資訊
拓展亞洲市場及 IT 集中化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已成東芝為子公司佈建 ERP 系統的標準平台，以及

落實 IFRS 國際會計準則的通用架構

台灣東芝
數位資訊管理部
董事兼總經理

南 佳 成

領先的成本優勢與完整的跨國支援

事實上，東芝公司在企業總部早已部署知名品牌的 ERP 

套裝軟體，但使用介面全為日文，軟體本身又太大、太

複雜，而且需要專業知識才能順利操作，並不適合子公

司採用。而且，各國都有不同的當地法規必須遵循，直

接選擇在地業者開發或可跨國使用的套裝軟體，反而更

為合適。

東芝株式 社視覺產品公司資訊系統部門價值網絡系統規

劃組參事石塚洸一表示：「設立子公司的投資很高，各

項開支都必須儘可能地力求精省。Microsoft Dynamics 

NAV 獨特的授權模式不僅可降低初期購置成本，就連每

年服務合約的計算基礎也因而改變，估計可比競爭品牌

節省約 16%  至  17%  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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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了解更多

更多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Microsoft Dynamics NAV 產品網站

http://www.microsoft.com/dynamics/zh/tw/crm.aspx

其他品牌的 ERP 軟體多半採取實名帳戶授權制，公司裡

若有 100 名使用者會用到這套系統，就必須購買 100 個

使用者授權。相較之下，Microsoft Dynamics NAV 以同

時上線使用者數目為計費標準，雖然有 100 名使用者會

用到這套系統，但每次同時上線的使用者頂多只有 50 

人，因此，只需購買50個使用者授權即可，成本效益可

說是立竿見影。

此外，Microsoft Dynamics NAV 在多國語言及多種幣別

的完整支援，本來就很適合全球化企業跨國使用，再加

上微軟在世界各國都有完整的合作夥伴體系，東芝在各

地的子公司很容易就能找到合作對象。

目前，台灣東芝數位資訊的 IT 部門編制為 5 人，除了

台灣以外，還負責支援上海、香港及韓國等子公司。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在此也發揮了快速導入的優

點，已經開發出來的功能模組可讓其他子公司直接沿

用，無需外派 IT 人員就能從台灣直接協助其他子公司的

應用需求，這種「集中化」的運作模式將可免除多餘或

重複的資源耗用。

展現時間、人力與資料即時性的效益

台灣東芝數位資訊導入 Microsoft Dynamics NAV 以來，

無論是在時間或人力都有實質的節省。南佳成總經理說

明，以前提供單獨決算報表給總部需耗時 10 天作業，

連結決算需要 5 天；但現在，提供單獨決算報表的作業

時間減為  3  天，連結決算則縮短至2天。

新增的 PSI 系統也同樣展現應用效益。台灣東芝數位資

訊原先以 Excel 來支援銷售管理，日本總部設有一名全

職員工，負責收集、輸入及處理來自各國子公司的資

料，幾乎每天都必須加班工作。然而，隨著業績成長，

零組件種類及數量的攀升，工作負荷隨之變大，Excel 的

單機作業模式已不敷所需。

以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客製開發的 PSI 系統，一次

滿足採購、銷售額管理、銷售預測等需求。不同於舊作

法一次只能容許一名使用者輸入或讀取資料，PSI 系統

可同時支援多人使用，資料處理作業可由子公司自行完

成，無需再由專人經手，不但作業速度更快，也更易於

共享情報，所有子公司都能取得 PSI 系統裡包括庫存、

採購、銷售在內的即時資料。

石塚洸一參事指出：「Microsoft Dynamics NAV 不僅具

備客製化的彈性，即使版本升級，仍可保有在舊版環境

客製化的系統模組，讓熟悉的系統功能可持續使用。而

且，子公司共用相同的功能模組，應用概念一致，不僅

有利於溝通，子公司之間的情報共享也更為快速。」

善用標準化架構推動 IFRS

值得一提的是，東芝硬碟事業部以外的事業部門轄下的

子公司亦已陸續採用 Microsoft Dynamics NAV，例如：

香港方面就是由協助台灣東芝數位資訊的天微資訊負責

導入；另外，新加坡則已採用服務模組並計劃再導入銷

售及採購模組，越南亦已導入銷售模組，接下來還有馬

來西亞及印尼皆預定導入 Microsoft Dynamics NAV。

石塚洸一參事表示：「Microsoft Dynamics NAV 已是

東芝子公司佈建 ERP 系統的標準平台。總部希望藉此

為子公司建立標準化架構，讓所有子公司的資訊都能順

利且即時地回傳，如此一來，也有助於未來落實 IFRS 

的計畫。」

東芝公司是規模龐大的全球性企業集團，旗下擁有的子

公司數量極為驚人，對於 IFRS 的落實必須採取階段式作

法，分批完成。目前，東芝已選定 700 家子公司做為第

一批導入 IFRS 的對象，預定完成時間為 2013 年。

南佳成總經理指出：「資訊情報的處理是極為重要的作

業，而且經過處理的數據必須能被充分信賴，尤其是像

東芝規模這麼大的企業集團，財務報表的處理流程更必

須透明化。Microsoft Dynamics NAV 兼具客製彈性大、

功能豐富、易於建構公開流程等優點，可望隨時因應且

滿足我們在經營管理的需求。」

東芝株式會社
視覺產品公司
資訊系統部門

價值網絡系統規劃組
石塚洸一 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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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快訊

更多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Internet Explorer 9 產品網站

http://www.ie9.tw

擁抱新一代網路體驗  

網站夥伴透過新穎的服務內容  創造獲利商機 

熱門網站 IE9 的新功能，強化服務內容，提供 HTML5 技

術跨平台的高晝質影音饗宴讓網友流連忘返；「網站釘

選」(Pinned Site) 讓網頁像跑馬燈般鑲在 Windows 7 工

作列，結合 PC 介面，強化網站與網友的互動。 

國內重要社群網站 Xuite 操盤手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網

際內容處三科科長陳俊賢特別表示：「很榮幸配合此

次微軟 IE9 上市，Xuite 開發了『網站釘選』的功能，

將 Xuite 網站釘選在工作列上，讓使用者可以一鍵即

開 Xuite 網站，貼近使用者的需求。」陳科長補充：

「同時，透過 IE9 支援 HTML5 的技術，我們特別推出

『Xuite 遊台灣』，貼心地將各地景點鋪陳出台灣地圖，

景點與地理定位結合。輕鬆一點玩遍台灣秀出自己的快

樂生活很簡單。」 

IE9 全面擁抱標準，開發人員只需撰寫一套程式就能在

所有瀏覽器上通行無阻。擁有國內 800 萬 Facebook 遊

戲用戶的遊戲營運商 Rojo 樂宙營運長劉濰即提到：「樂

宙對於微軟的 IE9 極其激賞，目前已開始積極的將其下

所有 Flash Game 轉換成 HTML5 的技術。樂宙目前全球

的用戶已達到 2,000 萬使用者，若是使用HTML5的技術

完成跨平台的策略，可望立即提升 40% 的全球用戶。」 

硬體加速啟動 IE9 速度之美  

網路安全與個人隱私全面再進化 

全新的 IE9 利用個人電腦的硬體效能，全面改善網路瀏

覽體驗。IE9 是業界唯一具備全面硬體加速支援HTML5

的瀏覽器，可以充份利用 GPU 繪圖處理器的效能。而 

IE9 透過內建安全、隱私權及可靠性的技術，提供使用

者最安全的網路瀏覧環境，追蹤保護功能可讓使用者管

制瀏覽器與某些網站的通訊，IE9 的 SmartScreen 還會

在使用者下載檔案或程式前，提醒下載的安全性及可能

存在的潛在威脅，根據微軟的研究報告指出，IE9 可成

功阻擋 99% 的社交引擎惡意軟體攻擊，超越 Firefox 的 

5 倍、Chrome 的 33 倍之多。 

創下微軟瀏覽器 Beta 版下載次數紀錄高達 4,000 萬的 Internet Explorer 9 

(IE9) 繁體中文版於 3 月 15 日正式開放下載 (http://ie9.tw)，除了全球超過 

250 個熱門網站業者參與這場盛會，台灣知名合作夥伴也加入 IE9 行列，共同

透過快速、簡潔與安全的使用者瀏覽體驗，搶佔新一代網路瀏覽的品牌商機。

台灣微軟營運暨行銷事業群總經理陳宣霈表示：「透過擁抱產業開發標準、釋放電腦

硬體效能與強化安全保護，IE9 不僅能為使用者帶來全新『網路原力之美』的瀏覽體

驗，也讓網站夥伴透過瀏覽器技術的提升與領先，提供更多新穎且優質的服務內容，

拓展更多商機，打造多贏。」 

台灣熱門網站搶先採用 IE9 新功能

搶佔市場先機  

Internet Explorer 9 提供快速、簡潔、安全的網路新體驗 

立即
下
載

 IE9，

體
驗
網
路
速度之美：www.ie9.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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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活動推薦

目標對象：企業資訊決策者、IT 專業人員

活動主題 時  間 地   點

Computex Taipei Microsoft Forum 2011 2011年06月01日 2:00PM~3:30PM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大會堂

觸動•雲端•新商機
「平板電腦」新紀元│企業飛梭進化研討會

2011年06月16日 1:00PM~4:30PM 台北市晶華酒店  3F 宴會廳 A

   2011 年 5、6 月主要活動：

  其它教育訓練課程：

Note： 台灣微軟對以上活動與課程具有活動異動權，詳細報名方式、活動日期、活動議程、與活動地點等，以最終
網站公布為準。

微軟 5、6 月最新活動快報
平板風潮席捲而來! 2011 年，平板電腦與智慧雲端的軟體創新應用綻放曙光，透過行動裝置的

新型態工作模式，決策者迅速掌握全球資訊予以調整、決策、成交商機，在處處變動，隨時

可見的移動商機裡，開啟了企業跳躍成長的新動力。台灣微軟將在觸動‧雲端‧新商機 「平

板電腦」新紀元│企業飛梭進化研討會、Computex Taipei Microsoft Forum 2011 中，探討  

Windows 平台如何藉由各種裝置，擁有豐富的操作體驗，提供企業負責

人、決策者營運新商機！

同時，針對 IT 人員及程式開發人員，我們也精心安排精彩且紮實的訓練

課程，協助企業穩固根基，擁抱商機！

更多詳情請上台灣微軟研討會與活動網站查詢最新課程：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events 

以上活動之詳細議程、日期、場地與報名方式請上：www.microsoft.com/taiwan/events 或洽台灣微軟業務代表。

對象：IT 人員與程式開發人員

►	Microsoft | Virtualization 兩日實戰課程

►	Team Foundation Server 2010 實作營

►	SQL Server 2008 for Oracle DBA 教育訓練

►	SQL Server 2008 R2 Upgrade and Consolidation 升級與整

合一日營

►	企業報表工具 – SQL Server Reporting Services 實務二日營

►	Windows Server 2008 群組原則新功能探討一日體驗營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系統建置與管理一日體驗營 

►	SharePoint 2010 企業 e 化全方位服務應用系統體驗營

►	SharePoint 2010 開發人員實戰二日體驗營

►	IT 視覺溝通達人訓練班 (6/14、6/16)

►	24 小時專案管理高手養成班 (6/25、6/26、7/2)

►	Visual Studio 2010 Ultimate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管理實作營

►	軟體開發日

►	ASP.NET 實作營



歡迎訂閱『微軟 CIO 電子報』

感謝你收看企業觀點，我們也歡迎您一同訂

閱『微軟 CIO 電子報』，台灣微軟將每月為

您提供最新的 IT 新訊與趨勢報導，豐富您

的 IT 策略資料庫。

馬上訂閱：www.MSView.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