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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資訊決策者您好，

2010 年又快到了尾聲，回顧今年熱門的話題，可能除了 UNIQLO 進駐

台灣的排隊搶購外，應該就屬雲端運算與個資法最受到矚目了。個資法於今

年上半年確認通過後，各界推估約 2011 年 3 或 4 月公告施行細則，屆時勢

必會直接影響各企業無論從前端資料蒐集到後端儲存，以及使用時安全性的

各個面向。

本期企業觀點針對個資法提供微軟對應解決方案的建議，幫助您了解新法

中如何透過 IT 確保遵循法規，並透過重點式資安檢測 (隨冊DM)，讓您快速審

視新法落實後需要特別加強或注意之處，期望給您面面俱到的企業資安防護。

年終之際，代表〝Link + Sync〞的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即將上

市；【本期主打】針對 Lync Server 2010 的新功能做更深入的介紹，不僅有極

簡風的單一使用者整合介面、畫質與音質再提升，最方便的是透過單一使用介

面就可召開或參加多人視訊會議、即時檔案分享與共同編輯，有效控制通訊成

本並提升營運效率。上市發表會將於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下午於新開幕的艾美

酒店舉辦，希望能給您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別忘了快與微軟業務代表聯繫報

名參加！

最後，感謝大家於上期回覆《企業觀點讀者意見調查》，近百位讀者提

供寶貴意見給我們，真的非常謝謝您，我們也從本期開始微調內容規劃，不

論是大家回覆有興趣的解決方案、案例、最新研討會與部分軟性話題等，都

希望您會繼續支持企業觀點季刊，有任何想法都歡迎隨時回覆給我們 (Email: 

msview@microsoft.com )。

祝您擁有美好豐收的一年，下期兔年見囉~

台灣微軟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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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到處可以看到個資外洩的事件，不管是公司、企業還是教育單位，甚至政府單位。大家

都可以找到相關的新聞事件，從一開始震驚全台的知名購物網站個資外洩，到現在大家已經習以

為常、見怪不怪且數不清的詐騙電話。但個資法通過的當下，大家腳步可要站穩了。

透過微軟資安面面俱到 (Business Ready Security)

以往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將範圍限縮在電子

資料，但新版個資法將所有可識別個人身分的資訊都視

為個人機敏資料，在第 3 章第 17 條明文規定『非公務

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

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另外

以往由被害人舉證也轉由企業須自行舉證證明自己有善

盡保管人責任，否則在損害金額不易估算時，每人每一

事件可以賠償 5 百到 2 萬元，最高金額 2 億元賠償，涉

及利益超過 2 億時，就按造實際利益計算，因此不管對

大公司小公司影響都很大，不可大意。

那我們要從什麼地方著手改善資安問題呢？有

哪些資料需要受到保護？

在個資法我們也看到條文第 2 章第 18 條『公務機關保

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

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也告

訴我們個資防護需要指派專人來維護。

再來的重點是『風險評鑑』，在公司的眾多資產中，並

不是每個都需要受到嚴密保護，在個資法中有關個人資

料的部分有哪些，是在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還是在

伺服器？還是一般的紙本資料？又會遇到什麼威脅？是

病毒?是人禍?還是天災？我們需要在此階段擬出一張風

險評鑑表，在該表中您可以清楚知道公司的資安風險在

哪裡，哪些東西需要受到立即保護，面對什麼威脅和需

要哪些保護機制。

協助企業達成個資法規範

再來是管理的層面，面對這麼多已經排好優先權的保護

項目，我們如何實踐？這時候一些必要的處理程序我們

需要把它文件化起來，像是個資如何取得？如何銷毀？

企業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流程：

1. 客戶填寫資料，並簽屬一份書面授權書

2. 公司專員妥善保管授權書與個人資料

3. 個人資料輸入電子資料庫做加密保護

4. 所有存取個人資料都需記錄以便稽核

5. 客戶可以請求調閱資料或是更改資料

6. 公司部門需要使用資料必須請示主管並填寫申請書

7. 特定使用目標中止後送資料銷毀公司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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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類似的標準作業流程 (SOP) 有很多，像文中提到『客戶可以請求調閱資料或是更改資料』也是要在另外文件化流

程，這是管理工具無法幫您自動產生好流程的，您必須開會討論，將適合公司的流程規劃出來，所有的行事才有依據。

而微軟在個資法方面有什麼解決方案呢？

微軟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稱為〝微軟資安 面面俱到〞(Business Ready Security)，如下圖一

從〝微軟資安 面面俱到〞(Business Ready Security) 解決

方案中，我們將讓您了解微軟如何做到滴水不露的資安

防護，同時滿足個資法的需求：

  1. 身分識別與存取管理：利用  Forefront Identity 

Manager (FIM) 2010 來快速整合組織中的身分識

別、認證和存取權管理作業，保護企業安全無虞。

FIM 能讓 IT 使用單一且整合的原則管理系統，管理

使用者、他們的存取權、資源和認證。

  2. 資訊保護：透過 Active Directory R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AD RMS) 可以對機敏資料做線上或離線的

權限控管，只有授權的人可存取該資料，包含控管讀

取、變更、列印、以程式存取和轉寄等等權限。配合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SCOM) 可以對

機密文件與個資存取等行為進行監控、稽核與即時通

知，確保資安與稽核相關人員可以立即掌握所有可能

導致個資外洩的事件。

  3. 安全訊息傳遞：以往資料可能在與資訊傳輸時可能

會被監聽，透過 Forefront Unified Access Gateway 

(UAG) 建立安全通道可以安全的存取公司資料，

而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Exchange 可以設

圖一：〝微軟資安  面面俱到〞(Microsoft 

Business Ready Security) 涵蓋了身分識別與存

取管理、資訊保護、安全訊息傳遞、安全協

同合作與安全端 點。另外在安全雲端運算上

也將會同時涵蓋這五大層面。微軟資安保護

中心則對所有不同層面的資安架構提供風險

評估與個資外洩衝擊度鑑識。結合起來成為

完整的微軟資安面面俱到概念。

定過濾規則，若偵測到機密資料外傳，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Exchange 可直接將檔案阻擋。

或者當使用者忘記幫機密郵件進行加密保護時，

Exchange 2010 可以主動找出並透過 AD RMS 自動

加密電子郵件。如果駭客想要利用電子郵件夾帶病

毒也會被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Exchange 擁

有的多重防毒引擎 (如 Forefront、Kaspersky 等) 的

嚴密過濾攔下。此外在安全通訊上使用者不需要再

安裝 VPN 程式也可以享有同樣的安全保護。

  4. 安全協同合作：使用AD Federation Services 2.0 

(AD FS 2.0) 來與其他信任的 AD 聯盟 (如客戶或合

作夥伴)，AD RMS 可以幫助機敏資料的控管，而

Microsoft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SharePoint

則保護 SharePoint 資料的安全性，如：過濾掉具備

特定關鍵字的檔案、上傳檔案有病毒直接隔離。使

得在與客戶協同合作時不必擔心不必要的危害與資

料外洩。同時以 Forefront UAG 建立網站應用程式防

火牆 (WAF)，保護協同合作網站對外時的安全，阻

擋駭客攻擊來保護網站資料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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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微軟個資保護中心目前共有 8 位專職

的資安專家協助企業提供個資外洩衝擊度分

析與資安風險評估服務，從開始提供服務至

今已為數十位客戶進行風險評估、協助客戶

全面提升資安防護等級

  5. 安全端點：當駭客想利用惡意網頁來感染內部主機

時，Forefront Threat Management Gateway (TMG)

會自動過濾並阻擋惡意網頁，且可過濾 HTTPS 的

封包，確保終端用戶安全。Forefront Endpoint 

Protection (FEP) 則提供即時的惡意程式與病毒防

護。FEP 類似於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MSE) 

的企業版，除了使用相同的 Forefront 防毒引擎外，

同時搭配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 提供中央控管的功能，保護終端機器安全並

讓網管人員可以對有問題的端點主動處理、及早解

決可能的資安事件。

  6. 微軟個資保護中心：微軟個資保護中心是國內第一

個針對個資保護議題所設立的專責組織。主要提供

的服務是協助企業客戶進行個資外洩風險的評估、

診斷、追蹤與補救等支援服務，並協助建立符合最

新資安規範的 IT 環境，讓企業能夠確保個人隱私資

料的安全性。根據 FBI 與 CSI 之 2009 年數位犯罪

統計報告中，最大宗的雖然仍是惡意程式攻擊 (佔

64.3%)，傳統上常見的伺服器攻擊 (29.2%) 與網路

金融詐欺 (19.5%) 緊追在後，但事實上與個資相關

的金融詐欺與密碼竊取，則分別有 12% 與 9% 的成

長趨勢。而由於個資洩漏所造成的數位犯罪，對企

業造成平均損失則高達新台幣 3,965 萬元之譜！在

企業中所會遭遇到的個資事件，往往都不是企業所

能夠獨力處理的，必須要多種層面的專家共同通力

協助，才有辦法找到真正原因並對症下藥，而這也

正是微軟成立個資保護中心的核心理念—透過此中

心的成立，整合微軟內部的頂尖專家，並與外界專

家結合，共同發揮並協助客戶保障個資安全。微軟

個資保護中心目前有數位具備數位鑑識、安全威脅

分析與安全應變處理的資安專家可為企業提供個資

外洩衝擊度分析與資安風險評估服務，專職協助客

戶防堵資安漏洞並強化資訊安全防護能力。到目前

為止已有數十家客戶在微軟的幫助完成資安風險評

估，提早發現環境的弱點所在並及早加以防範。除

了整體架構與系統分析之外，與產品相關的問題則是

由台灣微軟技術支援中心的工程師群負責，不管是產

品上的技術問題或是因為使用者操作設定上的疑難雜

症，都可以透過技術支援中心取得最佳解答。

微軟是目前少數可以提供全面性資訊安全解決方案的公司。透過一站式的服務，不僅省去企業花費在搜尋各家解決

方案上的時間，又能與被廣為使用的微軟平台如 Exchange 2010、SharePoint 2010、Office 2010、Windows Server 

2008 R2 以及 Windows 7 等等順暢地整合，在企業提升資安防護力的同時，又可以大幅降低導入時所需的整體擁有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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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Forefront 各產品相關資訊請參考，微軟 Forefront 網站：
 http://www.microsoft.com/forefront/zh/tw/default.aspx

關於個資保護中心內容請參考，微軟個資保護中心：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security/privacy/services.htm 

表1： 〝微軟資安 面面俱到〞(Microsoft Business Ready Security) 解決方案對應個資法條文參考表

情    境 功    能 個資法條文

安全訊息傳遞

(Secure 
Messaging)

1 順暢地安全存取
 透過Forefront Unified Access Gateway (UAG) 可以讓使用者透過web
介面做完驗證後，自動建立通道，使用者不需自行安裝其他代理程式

(Agent)，便可以在安全連線下存取公司授權存取的資料

2 內建訊息保護自動控管機密信件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Exchange 可以設定過濾信件的規則，例
如可以將有訂單編號或是身分證字號等機敏資料自動設定權限，例如：

不能轉寄等。同時針對尚未加密但內含機敏資料的電子郵件，Exchange 
2010 可以偵測出並透過 AD RMS 自動加密，限制電子郵件的讀取、修
改、轉寄、列印等等權限

3 透過多重防毒引擎來保護 Exchange
 透過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Exchange 的多重防毒引擎過濾夾帶病
病、惡意程式的電子郵件，並確保郵件的完整性與安全性

第 2 章第 18 條：公務機
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

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

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

取、竄改、毀損、滅失或

洩漏。

第 3 章第 17 條：非公務
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

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

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

取、竄改、毀損、滅失或

洩漏。

安全協同合作 
(Secure 
Collaboration)

1 使用 AD FS，AD RMS  及FPSP 簡化合作夥伴管理
 使用 AD FS 來驗證其他合作廠商與客戶的 AD，並透過 AD RMS 進行 

SharePoint 2010 上機敏資料的安全控管。而 Forefront Protection 2010 
for SharePoint (FPSP) 則可保護資料的安全性，如：過濾或阻擋含有特定
關鍵字的檔案、上傳檔案有病毒時直接隔離

2 以 Forefront UAG 建立網站應用程式防火牆 (WAF)，保護協同合作網站對
外時的安全，阻擋駭客攻擊來保護網站資料的安全。

安全端點 
(Secure Desktop)

1 Forefront TMG 進階威脅保護
 自動阻擋惡意網頁、惡意程式的下載且可過濾 HTTPS

2 使用者在旅行沒有連接公司網路
 Forefront Endpoint Protection (FEP) 可以幫使用者阻擋惡意程式的威脅

3 FEP 保護阻止惡意程式透過 US 設備傳播

4 Forefront Unified Access Gateway (UAG) 安全存取公司內部資料
 在公司外部可以使用 UAG 建立安全通道來存取內部資源

5 Windows 7 BitLocker 可以加密使用者的儲存媒體 (硬碟與隨身碟)；裝置
控管可以限制周邊裝置如燒錄器、隨身碟、軟碟機等的讀取、寫入、使

用等權限

訊息保護

(Information 
Protection)

1 Active Directory Rights Management Services (AD RMS) 可以對機敏資
料做線上或離線的權限控管，只有授權的人可存取該資料，包含控管讀

取、變更、列印、以程式存取和轉寄等等權限

2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SCOM) 可以對機密文件與個資存取
等行為進行監控、稽核與即時通知，確保資安與稽核相關人員可以立即

掌握所有可能導致個資外洩的事件

第 5 章第 50 條：非公務
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或

其他有代表權人，因該非

公務機關依前三條規定受

罰鍰處罰時，除能證明已

盡防止義務者外，應並受

同一額度罰鍰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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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企業語音架構

Lync Server 2010 所提供的企業語音功能可以完整增強

或取代傳統的電話交換機 (PBX)。不但讓企業無需再支

付每一年的 PBX 維護費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具備整

合豐富整合通訊機制，徹底改善了傳統的通訊模式並且

有效降低商務間的通訊成本，讓使用者可以隨時在辦公

室、路上、家中、機場、捷運、高鐵等等過程中，輕鬆

透過手邊的筆記型電腦、小筆電、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

置來進行各種無所不在的語音通訊需求。

將於年底上市的微軟最新一代整合通訊產品 Lync Server 2010，是大家所熟知的 Office 

Communications Server 2007 R2 的下一版本。歷經五年的研發，Lync 終於實現微軟在整合通

訊的願景 – 將企業的電話、即時訊息、網路會議完全整合至一個超讚且超容易上手的使用者介

面。〝Lync〞這個字，結合〝link〞與〝sync〞，不但易於琅琅上口，更能代表微軟在全新企業通

訊世代帶來的價值 - 〝 connecting people in new ways, anytime, anywhere.〞

易於使用的來電管理畫面

Lync Server 2010 讓行動工作者無論是在辦公室內或外

部，不需要登入 VPN 網路就可以隨時各種通話功能，這

包含了進行來電保留、轉接來電、通話中轉接、指定轉

接、駐留、擷取、語音信箱、多人電話會議等。

對於來電的響鈴部份，相信有許多知識工作者都有同時

響鈴 (電話共振) 這項功能的使用需求，在 Lync Server 

2010 架構運作中可以讓所有支援與連接的通訊裝置使用

這項設定功能，只要使用者預先設定好任一允許的 PSTN 

電話號碼 (例如：手機、家裡電話)，便可以在發生來電

時自動在相同時間內響鈴，絕不錯失任何重要來電。

新世代企業整合通訊

隨時隨地， 智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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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呵成的使用者經驗

除了最常使用的即時訊息 (IM)，以及檢視連絡人狀態燈

號與空閒/忙碌的基本功能之外，針對在前面我們所提到

的視訊交談部份，Microsoft Lync 支援了高畫質的 HD 視

訊顯示 (1270 x 720 解析度的 16:9 顯示畫面)，以及 VGA 

視訊品質 (640 x 480 解析度的 4:3 顯示畫面)，而系統管

理員也可以在伺服端來控管不同用戶端所能夠採用視訊

品質限制。至於在多人視訊交談部分，則採用子母畫面

的方式來自動切換至目前發言人。

而在使用者端通話裝置的支援上，Microsoft Lync 除了

支援傳統的各類裝置之外，更廣泛支援了由許多協力廠

商所提供的 IP 或 USB 通訊裝置，例如：電話桌機、USB 

懸掛式耳機麥克風、網路攝影機、全景視訊設備，並且

賦予使用者可以隨時在不同的通訊需求中任意切換通訊

裝置。

Lync Ser ver  2010 具備企業級高韌性語音  (Voice 

Resiliency) 平台架構，不但中心端具備 Datacenter 等級

之高可用度及備援機制，還包含在不同斷線狀況下仍可

獨立運作之分支機構語音系統 (survivable branch)。內建

高智慧型 Codec，不僅可提供高品質/高保真 Quality of 

Experience ，也可利用 bandwidth management、Call 

Admission Control、QoS 標記來有效管理頻寬應用，更

進一步保持優質音訊。

* 交談 -> 電話 -> 視訊 -> 應用程式/桌面共享

單一使用者介面整合多種通訊工具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除了提供全新打造設計極

具豐富與流暢的用戶端介面，以及伺服端 IT 管理介面

之外，更提供了超高 HD 畫質的視訊呈現以及堪稱業界

最優的語音通話品質，讓所有使用者都能夠在單一介面

中，進行任何針對不同人、事、地、時的溝通選擇。

最佳的視訊語音品質只是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提供給所有企業使用者的基礎，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解

一下到底還有哪一些與使用者生產力相關的專業貼心

設計吧。

簡潔美觀的使用者介面 連絡人狀態更新

整合 SharePoint，內建
專家搜尋機製

在 Sprint，我們有超過 14,000 的員工使用 OCS 的

電話語音功能。我們預估微軟整合通訊為 Sprint 

每年節省 900 到 1000 萬的美金的費用。

Mike Browne

Director, IT Client Services SPRINT

成功案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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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人整合管理

連絡人整合技術讓所有使用者可以一致性的管理

Exchange Server、SharePoint、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之間的連絡人清單資訊在 Microsoft Lync 使用者介

面之中，賦予他們可以根據不同的檢視需求，來隨時修

改連絡人或增加其它相關資訊到他們的連絡人卡片中來

供個人參考使用。

此外連絡人活動追蹤功能，讓所有使用者可以隨時從 

Microsoft Lync 使用者介面中得知所有連絡人、同事、

小組成員、下屬以及主管們所記錄的訊息，這還包括了

當他們異動了個人照片、標題、以及所在位置時都可以

隨時掌握。

想想看使用者究竟可以從哪一些用戶端裝置來與他們

的連絡人進行即時溝通呢？答案是分別有 Microsoft 

Lync 用戶端程式、Lync Web App、Outlook、Outlook 

Web App、MAC 作業系統上的 Communicator for Mac 

2011 以及市面上所有已支援的智慧型手機，這包括了

Windows Phone、Nokia (E52，E72)、黑莓機。

隨時隨地，豐富會議

無論是多人視訊會議、資料協同會議、語音會議還是結

合 PSTN 電話撥入式會議的使用需求，使用者除了可以

隨時透過 Microsoft Lync 用戶端程式來即時性的招開會

議邀請之外，也可以透過所熟悉的 Outlook 來預先發送

會議邀請給所有的出席者與列席者，並且讓所有參與會

議的使用者不受時區的限制開啟會議，Windows  Phone 

使用者甚至於只要在 Microsoft Lync 2010 面板上點一

下，即可立即參加電話會議。。

應用程式、文件、桌面分享

在小組成員進行協同合作與通訊的會議過程當中，如果

其中有任一方使用者需要進行應用程式的分享、文件的

共同編輯、或是進行遠端桌面的共同操作等等，只要簡

易的單鍵點選便可以立即開啟。而對於開啟分享的一方

而言，則可以指定要授權給哪一位參與者，以及決定所

要呈現的解析度與色彩深度。

電子白板

電子白板功能在資料協同會議當中經常會使用到的一項

需求。如今使用者可以直接在 Microsoft Lync 2010 操作

中開啟一個電子白板的工作階段，來與多位使用者即時

的在線上進行各種圖形的繪製與文字的輸入。

錄製會議

透過 Microsoft Lync 2010 用戶端整合工具，使用者可以

對於會議的完整內容進行錄製，這包括了簡報的內容、

語音、參與者視訊、全景視訊、即時訊息、分享內容，

並且可以設定起始與結束的時間範圍。而對於這一些錄

製內容檔案的儲存，除了可以指定存放在本機電腦路

徑、網路共用位置，也可以指定儲存在 SharePoint 網站

路徑中。

整合與擴充性–從任何地點、程式都可啟用通訊

整合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

首先是使用者每一天工作都會使用到的  Microsof t 

Office 應用程式中，例如：Outlook、Word、Excel、

PowerPoint 等，無論他們身在何處都可以隨時透過一致

性的操作介面，在閱讀或編輯的狀態下直接點選狀態燈

號，來隨時與文件作者或專案小組成員進行即時溝通。

無論使用者是從個人電腦、行動電腦、智慧型手

機、網站等方式來連接使用 Lync Server 2010 的各

項通訊功能，整個通訊過程從登入到各類訊息的傳

遞，系統皆分別採用了 SSL、TLS 以及 SRTP 安全協

定來加以防護，讓通訊中的安全保護滴水不漏。

提供最安全的通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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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Exchange Server 2010 通訊應用

在 Lync Server 2010 結合 Exchange Server 2010 整合通

訊的應用下，除了讓使用者可以隨時將來電轉接至個人

的語音信箱，或是在撥號時直接選取連線至指定聯絡人

的語音信箱之外，如今使用者無論是透過 Outlook Web 

App (OWA) 或是 Outlook 的操作，都可以直接檢視到 

Microsoft Lync 聯絡人的狀態燈號並且進行即時訊息的

交談或是排程會議。

整合 SharePoint Server 2010 企業社交網路應用

以 SharePoint Server 2010 為基礎的企業社交網路平台

架構設計中，由於整體的核心概念是以"人"為中心的互

動運作模式，因此 Lync Server 2010 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角色，因為在整個網站內容導覽過程當中，從個人網

站、部落格、企業 Wiki、小組網站、專案工作區、專家

搜尋、討論區、文件庫、各類清單等等，只要有使用者

狀態燈號的地方，如圖 5 所示使用者就可以隨時選擇最

佳的通訊方法，來直接線上與他本人、他的主管或是他

的下屬成員進行溝通。

關於與 SharePoint Server 2010 的整合應用上，還有一

項更棒的功能！那就對於專家的搜尋需求部份，您不再

需要非得開啟瀏覽器並且連線到企業搜尋中心網站之

後才能夠進行，如今使用者已經可以直接在 Microsoft 

Lync 用戶端即可立即輸入關鍵字，來迅速找到他們所需

要的各種專業領域的專家。

連接網際網路公用 IM 系統

當企業部署了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與公用 IM 系

統的同盟連線之後 (MSN®/Windows Live™、Yahoo!、

AOL、Google Talk)，企業內部使用者便可以與這一些位

在網際網路的IM使用者進行即時訊息與狀態設定功能。

擴充於企業現有應用系統

首先在用戶端介面與功能的整合部份，Microsoft Lync

提供了完整的 Managed .NET API 並且支援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WPF) 與 Silverlight，讓企業

中的開發人員即使不是通訊技術方面的專家，也可以非

常輕易的透過 Visual Studio 設計工具，來將 Lync 所有

功能在客製化的應用程式中進行存取，並且可以客製化 

Lync 的用戶端操作介面。

在伺服端的整合擴充部份，研發人員同樣只要透過

最新同時支援 26 種語言版本的 Microsoft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d API 3.0  (UCMA 3.0) 強大語

音技術，結合已熟悉的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相關

開發工具，便可以讓使用者只要一通電話的撥打即可達

成各種應用，例如：透過簡單的語音命令即可連線到線

上會議、檢查是否有新的 SharePoint 工作指派，或者讓

系統為您朗讀重要的 Exchange 電子郵件內容。

控制成本提升營運效率

讓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結合於業務工作流程

中，可有效降低或排除工作進度與回應延遲的問題，讓

組織中分散於各地的分支辦公室的人員輕鬆進行通訊，

免除可觀的長途電話費支出。此外透過整合式電話、視

訊與 Web 會議功能有助於減少每一年龐大的商務旅程

開銷，並且有效降低採用其它協力廠商會議解決方案的

投資成本。

結論

在您選擇立即導入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之後，如

果您企業的競爭對手仍在思考要如何解決人員通訊與協

同合作上的問題時，顯然因您明智的抉擇已經為接下來

十年的企業整體競爭力啟動了決勝的關鍵按鈕，鋪好了

邁向成功之路的基石。

了解更多

您現在就可以立即上網下載並體驗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evalcenter/ff808407.aspx

產品官網：www.microsoft.com/taiwan/lync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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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為企業帶來嶄新的價值

由於雲端運算平台具備高彈性、自動化的特色，便成資

訊部門協助企業掌握商機，快速反應商業需求的首選，

藉由簡化與整併實體伺服器數量，滿足各單位的全方位

需求，同時雲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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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多個單位的資訊需求，解決 IT 

部門人手不足的困擾，建構出無縫延展能力的 IT 架構，

快速回應商業需求。

「辦公室訊息和協同作業」是最主要的雲端應用

資策會今年六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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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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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 Cloud 雲端辦公室』打破傳統辦公室樊籬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辦公室

『OA Cloud 雲端辦公室』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推出的

私有雲解決方案，讓資訊工作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都能辦公，只要有網際網路就可以存取辦公所需要的文

件，同事之間的團隊合作也可以透過雲端來實現，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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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無不希望有

適當的解決方案，可以讓決策變商機，同時更可以大幅提升企業生產力。

像傳統一樣必須在同一個辦公室裏才能夠完成工作。以

往如果我們想要把檔案與他人分享，我們可能會先考慮

對方的電腦是否也安裝著與我們一樣相對應的軟體或是

更新的版本，同時如果在外地，在沒有攜帶筆記型電腦

的環境下便無法存取文件甚至協同合作，現在透過『OA 

Cloud 雲端辦公室』便沒有這樣的限制，使用者可以把

私密、重要但需要與特定對象分享的檔案放置到私有

雲，如此一來，使用者無論用哪一種瀏覽器，或不管對

方的電腦有沒有安裝額外的軟體，都可以輕易的開啟檔

案並進行編輯與存取！

『OA Cloud 雲端辦公室』

微軟雲端新應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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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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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雲端加速 IT 佈署 應用服務立即上線

企業擴展時 IT 系統佈署費時、企業整併後 IT 系統整合

困難、與企業決策後到付諸行動的時間差距大是企業面

臨的三大挑戰，因為傳統的 IT 系統建置曠日廢時，且欠

缺彈性，無法隨時跟著企業成長進行彈性的調整，使得

企業無法即時掌握唾手可得的商機。『OA Cloud 雲端辦

公室』可以協助企業輕鬆、快速運用雲端進行 IT 佈署，

當業務擴展甚至進行新事業體併購時，可以快速複製雲

端辦公室應用服務，將決策立即轉變為商機，同時『OA 

Cloud 雲端辦公室』還可以依照使用單位的需求與用量

彈性提供差異化功能與計價，並依照用量動態配置資

源，它高彈性、自動化與高安全性的特色，可以協助企

業做好最嚴密的資訊安全控管，更讓 IT 人員不需花費太

多心力，即可建構出無縫延展能力的 IT 架構，快速回應

商業需求，打造新一代自動化辦公室。

在瀏覽器中進行編輯與存取 在手機上一樣能輕鬆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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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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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雲端服務的角度思考及行動，台大看待雲端運算不只是買機器、集中資源及降低成本，而是創

造更多能被使用者認可且願意為此付費的價值。

結合 SLA 及計價機制，協助促成研究及教學卓越的目標

著眼雲端服務，打造創新運作模式

結合校務行政系統建立暢通且便利的付費機

制、推動專業諮詢以促成既有系統及應用程式

的雲端化、導入服務等級協定 (SLA) 的概念來

確保最佳的成本效益，這全是台大計算機及資

訊網路中心構思推動雲端服務的創新作法。連

帶地，因應台大追求卓越的目標，計算機及資

訊網路中心亦從傳統的支援角色，轉型成為促

成者及協助者。

台灣大學 

台大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孫雅麗主任表示：「雲端服務

的好處就是集結眾人的力量，達成資源的共享，不用自行

大規模購置機器，但仍可獲得所需品質的服務，而且只需

為所使用的服務付費。但我們的終極目標不只是讓使用者

降低成本，而是利用雲端服務來創造更多的價值。」

從各自為政到共享互利

過去，研究團隊解決 IT 需求的作法就是自行購置及管理

機器，但有限的經費限縮機器數量，拉長運算模擬作業的

過程，成果發表的時間也會因而遞延。而且，絕大多數的

研究團隊並不清楚自己的運算需求，也不瞭解系統或應用

程式結構的資源運用瓶頸，導致 IT 投資事倍功半。

買硬體、擴充儲存環境，或是把

所有應用程式集中到單一的運算

平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真正

的關鍵在於平台的服務能否滿足

研究團隊的需求。

台大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孫 雅 麗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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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孫雅麗主任表示：「台大與微軟合

作並使用 MCloud 解決方案，協助

我們在實踐雲端服務時能更有效率

地達到預期目標，也就是即時、動

態、自動化、可規模化的資源規劃

及供給。」

了解更多

更多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MCloud 雲端運算中心解決方案」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mcloud/

透過雲端服務，研究團隊可將心力集中在研究，把機器

採購及維運的專業託付給計資中心。計資中心還能協助

研究團隊做規劃，包括模擬程式如何撰寫及最佳化、在

時間限期內所需的執行機器數量等，讓必要的資源能順

利到位。

孫雅麗主任說明：「買硬體、擴充儲存環境，或是把所

有應用程式集中到單一的運算平台，都是易如反掌的

事，真正的關鍵在於平台的服務能否滿足研究團隊的需

求。尤其是台大有許多研究團隊，如何為其創造價值正

是一種所謂的商業模式。」

雲端服務絕非「一體適用」的作法，台大每個團隊的研

究性質都不同，不管是一般的內容網站營運模擬、網路

研究模擬程式，或是高能物理、氣候變遷、能源開發等

科學運算，各有不同的雲端服務需求，計資中心不僅要

個別解析它們的潛在問題與瓶頸，更要量身打造資源規

劃及動態供給的作法。

克服挑戰提供量身打造的服務承諾

目前推動雲端服務有兩大必須克服的技術挑戰。第一個

挑戰是如何做到即時、動態、自動化、可規模化的資源

規劃及供給；第二個技術挑戰就是應用程式的雲端化。

每支應用程式都以各自的獨特結構來使用運算資源，單

純地將應用程式自動複製及安裝到多台運算設備，無法

相對地倍數提高執行效率。程式本身必須準備好在雲端

服務的環境中執行，也就是所謂的「雲端使能 (Cloud-

enabled) 」，這是最佳化運用雲端運算資源的關鍵技術

之一。

以某支科學模擬運算程式為例，研究團隊若自費購置 10 

部機器，依原先的程式撰寫結構要耗時 6 個月才能收集

到所需的研究數據；但在雲端服務「無窮運算資源」的

架構下，如以 100 個運算核心執行則只需 1 個月就能達

成。若再進一步將程式轉化為雲端使能，找到最佳平行

分散處理的結構，完成效率可能因此再提升。

孫雅麗主任指出，SLA 亦是讓雲端服務產生價值的關

鍵，服務提供者的挑戰在於評量基準是效能指標，而非

機器數量，例如：服務提供者以「保證最高負載效能」

的服務方案與客戶簽訂 SLA，只要應用系統連結網路的

最高負載不超過 5000 同時連線/秒，回應時間一律保證

不超過 5 秒。據此，雲端資源管理者會即時監控該系統

的負載狀況，因應高低變化做適當的資源調配，並以實

際使用的資源量收費。

運用 MCloud 解決方案加速落實過程

台大透過與微軟的合作，來達成雲端服務的兩大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利用微軟的 Server Platform 解決方案，

來落實即時、動態、自動化、可規模化的資源供給，要

建立這項服務機制需要很多系統的配合，台大和微軟則

以合作夥伴的關係共事，合力解決過程中的種種挑戰及

困難。

第二個目標則是提供便利且自動化的服務，同樣也是使

用微軟的 Server Platform 解決方案建置。前端以 Web 

化的自助服務入口網站，讓使用者上網購買、管理及監

控服務，結合研發處、會計室等 e 化行政系統，提供順

暢的金流機制，研究計畫主持人對手邊經費可購買的服

務內容皆瞭若指掌，不用再擔心 ICT 維運及如何付費等

課題，大幅減輕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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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技術團隊不但能提供完整技術支援，導入 BizTalk Server 成本也僅為其他品牌產品的一半，

正好也與安麗公司提供消費者低成本、高品質的經營理念不謀而合。

由美國密西根州亞達城發跡的安麗公司，一直

致力於提供消費者低成本、高品質的產品，

從 1982 年正式跨入台灣市場至今有28年的歷

史，會員人數更超過 28 萬人，成為臺灣最大

的商品直銷公司。在縮短企業應用系統整合 

(EAI) 開發時間的前提下，電腦資訊處採用了與

公司經營理念相同的微軟 BizTalk Server，作

為外部程式與 ERP 系統連接的中介平台，讓系

統工程是能夠專注於提高應用程式的服務品質

上，滿足企業未來發展需求。

ERP 系統使用年限將屆   導入 BizTalk Server 

降低開發成本

從清潔用品起家的安麗公司，服務範圍已經不在侷限於

早期的清潔用品，更陸續拓展到彩妝、保養品食品等

等，以滿足消費者全方位的需求。在服務更多消費者的

前提下，臺灣安麗不光在桃園縣興建巨型現代化安麗體

驗廣場，更在全省七個城市包含台北市、桃園縣、新竹

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嘉義市各設立體驗中

心，以發揮最高的營運效率，提供更便捷的訂貨、送貨

服務，協助直銷商創造新競爭優勢。安麗集團為了維持

全球資訊系統的一貫性，包含臺灣安麗在內都是採用以

IBM DB2 資料庫建置的 ERP 系統，讓產品銷售狀況與直

銷商資料能與美國安麗總公司同步。

「微軟 BizTalk Server 堪稱是一套小

而美的中介軟體，不但能夠提供最

完整的技術支援，其合作夥伴資源

也充足，能降低安麗公司的整體營

運成本，有助於安麗公司持續提供

消費者完善服務與高品質商品。」

安麗公司電腦資訊處 
 資深資訊經理 吳 樹 正

安麗公司導入BizTalk Server
奠定企業永續經營基礎

加快外部應用系統與 ERP 間接速度

 圖右為安麗公司資深資訊經理吳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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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編制僅有 17 位資訊工程師的電腦資訊處，不光要維護 

300 位員工的電腦使用狀況，還必須兼顧門市 POS 系統

的運作，更依照臺灣安麗企業的營運發展需求，建立了

包含電子商務系統在內的 120 個應用程式模組，整體工

作量非常吃重。隨著全球 ERP 系統即將在 2 年後轉移到

新系統上，既有應用服務將面臨無法使用的窘境，臺灣

安麗企業電腦資訊處資深資訊經理吳樹正表示：「以往

資訊部門都是直接在 ERP 系統上開發應用程式，但由於 

ERP 系統即將在 2 年後更換，所以資訊部門決定將開發

平台轉移到 .Net 上，讓應用程式透過中介軟體存取 ERP 

系統上的資料庫式資料庫串連，日後即便資料庫系統更

換，也不會影響到應用程式的正常運作。」

儘管市面上的中介軟體平台不少，但是多半價格昂貴又

缺乏原廠提供的技術支援服務，在考量整體採購成本與

技術支援方面的考量後，決定採用能直接提供技術服務

的微軟 BizTalk Server，並同時購買微軟尊榮服務技術支

援及漢門科技之導入服務，提早為 ERP 系統的資料庫轉

換做好準備。

BizTalk Server 容易上手   尊榮服務團隊及漢門

科技提供完整技術服務

受限於人力有限的關係，臺灣安麗電腦資訊處不光需要

能支援各種資料庫平台的中介軟體，還必須具備容易學

習、使用的特性。此外，在考量到企業未來長久發展的

需求下，軟體供應商不光要對中介軟體未來發展有完整

的規劃，還必須能提供完整技術支援。

在電腦資訊處在測試 BizTalk Server 平台與 IBM DB2 資

料庫之初，曾經出現資料轉換後變成亂碼的狀況，後來

在微軟全球技術支援中心的協助下，發現是既有資料庫

本身欄位的問題，所以在短短兩個月時間便完成測試並

上線使用。不光如此，在導入 BizTalk Server 平台的過

程中，微軟全球技術中心更針對安麗公司的 ERP 系統特

性，開發了專屬的軟體修補程式，讓資料轉換過程更為

平順。

吳樹正資深資訊經理明白指出：「微軟 BizTalk Server 堪

稱是一套小而美的中介軟體，不但能夠提供最完整的技

術支援，其合作夥伴資源也充足，像此次專案在導入過

程中，有了漢門科技豐富的佈署及建置經驗和微軟尊榮

服務團隊相輔相成，讓整個導入過程更為平順，當然相

對其導入成本也僅為其他品牌產品的一半，正好也與安

麗公司的經營理念不謀而合。」尤其在導入的過程中，

微軟尊榮服務團隊技術團隊及漢門科技更提供了完整的

服務，大大縮短了應用系統轉換所需的時間與問題，也

降低了安麗電腦資訊處的工作負擔。

建立標準故障排除的流程   縮短軟體開發時間

長久以來臺灣安麗電腦資訊處都是在直接在 ERP 系統開

發應用程式，由工程師依照以往的工作經驗，自行撰寫

與後端資料庫串連的程式碼，不但應用模組開發時間非

常長，程式碼也幾乎無法重新利用，尤其當應用模組發

生問題時，也很難釐清是資料庫異常，或是程式碼撰寫

過程出現問題。吳樹正資深資訊經理表示：「以往當發

生應用模組異常時，工程師必須要花上許多時間才能釐

清問題來源，但是導入 BizTalk Server 之後，便能輕鬆建

立出標準串連介面，降低排除故障所需的時間。」

相較之下，BizTalk Server 平台是採用 XML 格式作為平

台資料運作標準，並且內建各種通訊協定與 IBM 大型主

機串連，並且具備讀取 IBM DB2 資料庫的功能，程式設

計工程師只需要專心於應用程系統開發即可。資訊部門

只需要透過 Web 化的管理平台設定，便能完成應用程式

與 ERP 系統的資訊交換，大大縮短了日後開發新應用系

統所需的時間。

安麗公司在導入 BizTalk Server 平台後，不但縮短應用

模組開發所需的時間，建立了標準故障排除的流程，也

為2 年後 ERP 系統更換做好準備。正因為如此，電腦資

訊處能夠依照企業務發展需求，提早規劃與開發各項應

用服務，讓安麗企業能夠持續站穩臺灣直銷產業的龍頭

地位。

了解更多

更多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BizTalk 產品網站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biz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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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對象：企業資訊決策者、IT 專業人員

日        期 時        間 活動主題

2010 年 11 月 13~14 日 9:00 AM ~ 5:00 PM 資料採礦 (Data Mining) 方法技術及企業應用培訓專班 (第十九屆)

2010 年 11 月 24 日 1:30 PM ~ 5:00 PM 跨世代企業整合通訊解決方案 – Lync Server 2010 上市發表會

2010 年 12 月 22 日 1:30 PM ~ 5:00 PM 微軟個資法解決方案日

目標對象：IT 人員與程式開發人員

► Microsoft│Virtualization 兩日實戰課程

►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系統建置與管理一日體驗營

► Windows Server 2008 終端機服務一日體驗營

► 16 小時專案管理高手養成班

►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7.5 新功能揭密一日體
驗營

► SharePoint 2010 開發人員實戰二日體驗營

► SharePoint 2010 企業商務應用一日體驗營

   2010 年 11~12 月主要活動：

  其它教育訓練課程：

最新活動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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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月最新活動快報
台灣微軟將於 11 月底上市全新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並舉辦上市發表會；在同時，針對

大家都非常重視的個資法議題，我們也在 12 月底舉辦『微軟個資法解決方案日』，希望在會

中給予大家更多的個資法企業實作，為新法做好準備。此外，2011 年 1 月，

我們也計畫針對資料庫與商業智慧主題舉辦『改變資料庫平台 DNA － 微軟資

料庫及商業智慧  2011  創新日』，都誠摯邀請您一同參與我們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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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活動詳細議程、活動地點與報名方式請上：www.microsoft.com/taiwan/events 或洽台灣微軟業務代表

► SharePoint 2010 系統建置管理一日體驗營

► 微軟新商業智慧實務研習專班

► 資料庫效能提升：SQL Server 2008 R2  效能調教工具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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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轉置及整合工具 –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s 實務二
日營 

► 多維度資料庫 –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實務二日營

► Windows PowerShell 嘗鮮一日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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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快遞

再過一個多月聖誕節又要到了，該安排甚麼節目跟家人或朋友歡度呢？或許今年可以考慮過一個

不同的歡樂耶誕。

隨著雲端運算成為主流趨勢，張亞勤博士表示，IT 產業將因為「雲-端」運算徹

底改變，未來將以「雲端運算」、「行動網路」以及「行動裝置與 PC 互動」三

類服務為主，整個 IT 產業生態也因此出現巨變，進入 Web3.0 時代。

他認為「雲-端」的共存及多元互動，無論是人和人之間，人和物之間，甚至與社

群間的互動也將更加緊密連結。網路的發展也將由過去的 1.0、2.0 進入 Web3.0 

時代，「未來的 Web3.0 時代，將是技術與網際網路緊密結合的時代。Web3.0 包

含了結合識別感應與網際網路的物聯網、雲端運算以及行動網路。」

在他甫出版的新書「解碼創新 - 談變革中的思索」，我們得以一窺亞勤的生活、

工作和管理哲學。本書收錄張亞勤博士近年來在 IT 研發、產業趨向及企業管理等

方面的心得與思維，展現了他對創新的理解及對時下中國乃至全球 IT 產業界共同

關心的熱門議題的獨到解析。

由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辦的 2010 兩廳院聖誕音樂會《海上情緣》，邀請資深百老

匯演員傑洛米．班頓 (Jeremy Benton)，爵士女歌手曼蒂．甘斯 (Mandy Gaines)與

台灣知名藝人許慧欣共同演出，並邀請 20 多位國內外傑出音樂劇演員及歌手，以

及何俊希 (Brook Hall)、曾慧誠、阮泰德 (Ted Runcie) 等多位百老匯音樂劇藝術家共

同合作，一同在聖誕夜裡重新演繹柯爾．波特 (Cole Porter) 經典作品《海上情緣》

(Anything Goes)，期望帶給觀眾一個充滿百老匯歡樂氣息的聖誕節。

演出時間：2010/12/24~2010/12/25。

除此之外，當然你也可以考慮到故宮博物院參觀難得來台展出的《古希臘人體之

美：大英博物館珍藏展》，大英博物館向來以豐富的古希臘藏品聞名，這次展覽

則從希臘羅馬館挑選 131 件展品，以「人體之美」為主題延伸出 10 個展區；展

出作品像是『擲鐵餅者』，或是希臘眾神等雕塑都相當值得一看。

展出時間：2010/10/15~2011/02/07。

張亞勤博士簡介：

現任微軟公司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負責微軟公司在亞太地區的研發、技術戰略和業務。微軟亞太研發集團擁有 3000 多

名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是跨國公司在華規模最大的綜合研發機構，也是微軟公司在美國之外最大的基礎研究、技術孵化、產品研發及產品

合作的研發基地。

12 歲上大學，31 歲成為美國院士，擁有「神童」美譽的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亞太研發集團主

席張亞勤博士於 10 月中旬第三度造訪台灣，提出雲端運算改變產業生態進入 Web3.0 時代，以及

「四大進化」新風潮的最新 IT 趨勢分析。

好書共讀 張亞勤解碼創新談變革中的思索

藝文分享 2010 兩廳院聖誕音樂會《海上情緣》

 圖片提供：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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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