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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蛋塔效應”？

SaaS 與 資訊委外 一樣？

只有中小企業有興趣？





安全性與隱私權

可掌握度

資料可存取性

全球各地皆可用

即時與迅速的全面佈署

業務上的彈性

可佈署性與管理性



將既有工具與平台延伸至雲端

在各種裝置上提供一致使用經驗

企業級SLA 與可靠的 IT 治理

魚與熊掌兼得

使用者有控制權

IT能夠決定佈署方式

+



確保在個人電腦、電話和瀏覽器等所有裝置上的使用
經驗均相同一致；我們稱此概念為「三螢一雲」。



提供由微軟代管的企業級軟體訂閱服務

Business Productivity Online Suite (預計2010年中正式推出)



• 隨時隨地可存取-電腦、電話、瀏覽器

• 一致且親合的使用者經驗

• 整合團隊協同合作與視訊會議

• 整合即時通訊能力

• 隨時取得最新科技

• 較低的初期導入成本

• 更有彈性並提升資源使用率

• 提供Active Directory®  整合

• 提供多層次防毒以及反垃圾郵件機制

• 透過HTTPS高安全性資料傳輸

• 完整的資料中心異地備援

* Anywhere internet access is available



DEMO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使用者經驗與管理功能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系統管理中心

























































開始使用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一般使用者可以
使用單一登入工具

只要輸入一次帳號密碼便能進行
使用者單一登入Single Sign On



使用”單一登入工具”簡化操作流程

只要輸入一次帳號密碼便能進行
使用者單一登入Single Sign On



單一登入工具

能協助使用者設定Outlook帳號存取
設定Live Meeting帳號



單一登入工具

能協助使用者設定Outlook帳號
設定Live Meeting帳號





帳號資訊自動設定完成

預設5GB的信箱

從2010年1月開始，預設
信箱大小調整為25GB

完整的Exchange功能























提供豐富的功能讓團隊的溝通與協同合作更順暢，並且無論在
甚麼地方、無論使用哪一種裝置都能夠存取

Instant Messaging

E-mail

Web Conferencing

Document Sharing

Presence
Calendaring

Work Flow

Mobility

Offline Access

Archiving



針對所有的線上服務提供單一入口

訂閱與試用 入口網站系統管理

 試用與訂閱
 使用者管理
 系統管理
 技術支援
 管理工具

Anywhere* Access without VPN

 單一登入- Single 

Sign On

 單一應用程式存取點
 下載工具
 重設密碼

服務存取

IT 人員 使用者

• Anywhere internet access is available



允許IT依照各種考量與使用單位的需求選擇是否提供
線上服務或由IT自行建置與管理

總部

海外分公司



+

企業可以依照需求選擇佈署方式
The Power of Choice

微軟的雲端服務帶給您選擇的權力：混用內部與外部資源，以混合模式
讓您自行決定要將哪些服務移往雲端，可多可少，由您作主。



提供高可預測性的財務結構以及隨時獲得最新的軟體服務

 立即可用，節省管
理、維護與部署時間

 隨時取得最新軟體、

 易於部署與管理，順
應工作需求的變化

依企業狀況，
選擇將成本視作資本
支出或營運支出



防毒、防垃圾郵件, 可套用郵件保存政策以及對郵件進行加密
以符合企業對於安全性的規範

SPAM

INTERNET

(Optional*)

(Optional)

* Archiving for Exchange Online Dedicated is delivered via a third party service



經由穩固和成熟的法規遵循管理方案，來管理 安全性、隱私
性和高可用性。

Authentication to Data

Separate Data Networks

Virus Scanning

Application Level Counter-measures

Application Authentication

System Level Security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Firewalls

Filtering Routers重點功能
• Geo-redundant datacenters

• N+1 architecture

• 9 layers data security

• Secure access via SSL

• ITIL/MOF operational practices

• 24x7x365 support

• Backed by 99.9% uptime SLA



內建安全性考量

客戶隱私權保護

服務不中斷，資料可復原

獨立的稽核與監督

99.9% SLA

遍及全球的服務範圍、對於安全性的承諾，以及99.9% 執行時間的服務等級協定，
再加上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服務與支援，讓您任意支配真正企業級的基礎架構。

請參閱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中 Business Productivity 
Online Standard Suite 的安全性 白皮書



資安監控與反應，威脅與弱點監測

Edge Routers, 防火牆,入侵偵測，弱點掃描

雙重驗證，入侵偵測，弱點掃描

存取控制與監控，防毒防駭佈署，軟體更新與設定管理

安全性開發週期(SDL)，存取控制與防毒防駭設計

存取控制與監控，確保檔案與資料安全性

用戶管理，定期人員訓練與演練，員工背景過濾

安全性管理

網路邊緣
Network perimeter

內部網路
Internal Network

主機 Host

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資料 Data

使用者 User

設施 Facility 攝影監控，生物辨識，存取權限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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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種風險，以多層次的概念保護服務與資料的安全性



Documented & enforced privacy requirements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Privacy Statement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Privacy and 
Regulatory Divisional Requirements

 Privacy guidelines for service development

Privacy disclosures & transparency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Privacy Statement  

 Microsoft Online Code of Conduct (aligned to 
licensing agreement) 

 Microsoft Online Subscription Agreement 
(Volume Licensing Direct Sales Model)

 EU Safe Harbor Certification – certifies 
Microsoft as a data processor, not data 
controller

可將客戶環境的完整存取權，提供給客戶的系統管理員，這
樣客戶就可以施行企業自己的安全性與隱私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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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Business 
Impact 

Analysis

Dependency 
Analysis

Gap 
Analysis & 
Reporting

Strategies & 
Solutions

Planning

Maintaining 
& Exercising

Training & 
Awareness

Business Impact Assessment

SPOF and dependency 
analysis

Defined recovery objectives

Documented recovery plans 
and procedures

Recovery exercises

79



支援多種語言

• 繁體中文
• 英文
• 法文
• 德文
• 日文
• 西班牙文
• …

全球服務國家

• 澳洲
• 奧地利
• 比利時
• 加拿大
• 丹麥
• 芬蘭
• 法國
• 德國
• 愛爾蘭
• 義大利
• 日本
• 荷蘭
• 紐西蘭
• 挪威
• 葡萄牙
• 西班牙
• 瑞典
• 瑞士
• 英國
• ……

台灣客戶可至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網站免費申請20人 30天的試用的帳號

網址：
http://www.microsoft.com/online/zh-tw



廣大的客戶群

“Customers can save between 10 percent and 50 percent in IT-related 

expenditures as a result of deploying Microsoft Online Services.” 



提升靈活度與速度

降低導入成本

Power of Choice 

提供不同價位的選項

強大的訊息與協同合作平台

可信賴且安全的平台

可退費的SLA (99.9%)



http://www.microsoft.com/online/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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