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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不是雲端運算，管理能力比硬體更重要 

劉嘉政認為：「雲端服務和雲端運算截然不同，服務會因人而異，彈性

調配的管理能力比起硬體資源更重要。」 

目前，亞洲大學正展開第三階段教學雲的建置，劉嘉政估計最多同時有

半數電腦需要使用虛擬桌面，所以，打算建置1,000人規模的虛擬桌面執

行環境，也以每人1GB記憶體的規格，來擴充更多刀鋒系統。只要教職

員生透過AD帳號登入虛擬桌面系統，就能擁有自己專屬的虛擬個人電

腦環境。 

劉嘉政表示，學校不可能一次汰換2千套實體電腦，但是透過桌面虛擬

化技術，就可以讓舊有的2千臺個人電腦都能夠擁有統一的執行環境，

更快速地實現平臺標準化的目標，而且未來汰換電腦時，也可以改用價

格更低的精簡型電腦，甚至是平板電腦。 

亞洲大學導入桌面虛擬化後的另一項效益是加快了辦公室自動化的腳

步。劉嘉政先前打算用微軟SharePoint來建立學校行政人員的協同作業平

臺，但卻遇到新版SharePoint與舊版Office的相容問題，有些功能無法支

援舊版，導致IT部門面臨兩難，要為不同版本的用戶設計不同作業方式

和訓練課程，或是要等到全面升級版本後才推動辦公室e化。導入桌面

虛擬化以後，也就同步解決了行政人員軟體版本不同的問題。 

標準化的中庸之道 

Heavy Client和Thin Client就像是天平的兩端，劉嘉政不管制需要高效能

的重度使用端，仍由使用者自己決定；而全面採用精簡型則需要大量汰

換設備，這作法他也先暫不執行。 

劉嘉政的策略不是兩者取其一，他認為，在兩個極端作法之間還有很多

不同等級的使用需求，他要將這些需求全部集中簡化成一套標準作法，

再透過雲端平臺提供服務，達到簡化作業、集中管理的目標。 

對IT部門而言，遇到使用者抱怨時，因為執行環境統一，IT人員更容易

判斷使用者可能遇到的問題，不用像過去得用電子郵件傳遞錯誤畫面，

再透過電話反覆討論，甚至得親自到使用者辦公室才能了解問題。 

最終，劉嘉政希望能將辦公室自動化、校務行政e化，以及最新的行動

化技術，三者合一，讓老師和學生不管到哪裡都能使用學校提供的雲端

服務，而「標準化可以讓所有人在同樣的環境下溝通，正是實現這個理

想的基礎。」他表示。 

今年5月，亞洲大學將全面導入Windows 7和Office 2010，並透過

SharePoint打造協同工作平臺，這正是善用桌面虛擬化建立標準環境後才

提早實現的目標。文⊙王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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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OD員工自帶裝備的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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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 成立時間：1991年

● 創辦人：蔡長海

● 校長：蔡進發

● 網址：www.asia.edu.tw

● 地址：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 人數：教職員約550人，學生約1萬2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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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屬主管：校長

● 資訊部門名稱：資訊發展處

● 資訊部門人數：22人

● 資訊部門分工： 分成網路維運組、教學支援

組、研究發展組和遠距教學中心

IT部門大事紀：

● 2007年：導入電子公文系統 

● 2008年：建立電子表單流程

● 2009年：建置資訊單一入口服務、採購100TB

儲存系統

● 2010年：推動辦公室全面自動化。3月完成第

一階段教學雲，採購350個虛擬桌面用戶授權以供

電腦教室使用，下半年建置第二階段教學雲，導

入HP BSM和HP刀鋒系統

● 2011年：建置第三階段教學雲，預計能支援

1,000個同時上線的虛擬桌面用戶，5月時，行政

人員全面導入Windows 7與Office 2010

1 / 2

讚 51 0

iT邦幫忙相關問答

復甦趨勢明顯　IC通路訊息分歧
儘管晶片產業復甦趨勢顯著，但各區域市場IC通路卻狀況分歧，亞洲市場狀況和
緩、歐洲市場進步中；而令人驚訝的，美國市場成長強勁，通路中並出現選擇性供
應短缺情況。...

C# 撰寫程式來顯示桌面
撰寫程式來顯示桌面

[自由軟體，鼠到擒來] 跨平台桌面維基：Zim （Day26，字母Z）
跨平台桌面維基：Zim

[自由軟體，鼠到擒來] UltraVNC 遠端桌面遙控軟體（Day21，字母U）
UltraVNC 遠端桌面遙控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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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廣告結合電子雜誌，以新型態商業模式帶來市場
商機(benevotech)

讓外接燒錄器與掃描器不當機(benevotech)

iPad mini 2底殼相片首次流出, 機身尺寸有改變 [圖
庫](taboocheng)

被人稱呼的滋味(beecm)

有後門功能的Android應用程式 ,埋伏在遊戲類應用程
式(trend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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