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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採用eDC CSP 打造創新整合私有教學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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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電子化資訊管理中心(acer e-Enabling Data Center，簡稱acer eDC)自建
構雲端機房後，已陸續規劃各式雲端服務，提供政府機關、企業及教育

新聞總覽

單位使用。因應這一波雲端運用的潮流，acer eDC整合多年在機房、系

業界動態

統、網路以及資安的能力，佈建雲端服務型的基礎設施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s)，並已提供私有雲管理平台eDC Cloud Smart

iThome Online提供免費電
子報，現在就訂，最新IT
訊息每日寄達。
iThom e 每日新聞報
iThom e 產品技術報

Portal (eDC CSP)之解決方案，可以協助企業及機關單位快速導入雲端應
用，讓企業初期只要投入低成本，便可以導入管理標準化以及資源池集
中管理的實際效益。
依據Gartner的研究顯示，雲端運算整體市場的產值將於2013年達到1,500
億美元的規模，未來雲端運算對許多產業的衝擊和改變不容小覷。就教
育的產業而言，透過雲端運算技術打造私有的教育雲，對於教育單位資

加入iThome Online會員，
立即使用討論區、Blog等
服務。

訊設備使用效率的最佳化，及硬體資源池集中化的管理，不僅可以大幅
降低IT總持有的成本，對繁瑣設備日常的維運管理，提供了最佳化的管
理模式。

‧免費加入會員

．3/15解決BYOD困擾，教您如何做好行動裝置管理
▲ ADVERTISEMENT ▲

熱門主題
Storage Server/Cloud Server Barebone/Hotswap
JBOD/Broadcast Server/High Density Storage
Server/Industrial Rackmount Chassis(aicipc102)
具中繼功能的BNC Video轉VGA訊號轉換
器(benevotech)
3D筆空中造物

成品「神奇」擺在眼前(benevotech)

接液晶電視與投影機，您可以有更多選擇(benevotech)

‧登入 / 登出

亞洲大學本著「健康、關懷、創新、卓越」的目標，不論是在教學軟體

‧管理會員帳號

上，還是建構校園環境的硬體上，都朝向國際一流的綜合大學努力。為

‧忘記帳號密碼

了落實科技整合、資源共享的理念，亞洲大學整合校內現有的資訊設

‧聯絡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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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運用雲端的技術，選擇在虛擬化資源之上，建構私有雲管理機制。

讓外接燒錄器與掃描器不當機(benevotech)

利用現有的硬體設備，透過集中式的維運管控，達到資訊設備使用的最

被人稱呼的滋味(beecm)

‧訂閱周刊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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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服務

亞洲大學為了充分發揮該校目前虛擬化的資源運用，採用eDC CSP雲端
管理平台，導入私有雲的管理機制，利用單一的控管介面，同時管理兩

‧12' E政府專刊no.6(46)

個異質(Hyper V、Xen)系統，透過儀表版即時監控資源(包含實體機以及

‧12' 個資法專刊No2(45)

虛擬機)使用情形，若有臨時設備的擴充需求，立即可以進行設備資源

‧12' iTcloud No.2(44)

的水平或垂直擴充，充分做到使用自動化。

‧12' e政府專刊No.5(43)
‧12' 個資法專刊(42)
‧11' CIO專刊(41)
‧11' e教育專刊No.3 (40)
‧11' e政府專刊No.4 (39)

目前該校建構規劃的私有教學雲服務內容包括：教職員暨學生電腦教室
XenApp軟體共享及XenDesktop虛擬桌面、辦公室資訊彙整系統Share
Point、Web網站系統、卡務系統、問卷系統、Exchange郵件系統、AD主

‧11'iTcloud專刊(38)

機、專題研究計畫及各式教學研究用途等各種創新應用的雲服務；集中

‧10' e教育專刊No.2 (37)

資源統一管理，希望未來讓師生能夠透過管理介面即可申請所需的資

‧10'e政府專刊No.3 (36)

源，方便又有效率，各系所也不再需要各別採購和管理資訊設備，可專

‧09'e政府專刊No.2 (35)

注投入專業教學和研究領域上。

‧09'e教育專刊(34)
‧09'e政府專刊(33)

acer eDC吳乙南副總表示：「導入eDC CSP雲端管理平台，透過介面可以

‧08'企業資安專刊－端點
安全防護(32)

輕鬆管理多個不同的雲端資源系統，透過集中化的管理運作，以最少的

‧08'企業採購情報誌(31)

時間和成本，快速建構及管理現有虛擬化的環境；再依據各單位使用的

‧07'資訊安全技術應用專

資源設備，提供報表，說明資源使用狀況，並針對使用的資源設備，分

LINE 表情去背圖檔(*.PNG) 大補帖 (Last Release 753)
V2(weakmi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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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資訊安全技術應用專
刊(30)
‧07' 新世代資料中心專
刊(29)

資源設備，提供報表，說明資源使用狀況，並針對使用的資源設備，分
別計算使用的費用，讓管理者充分掌握各單位使用資訊設備的效率及成
本，eDC Cloud Smart Portal是各大專院校建置私有雲的最佳解決方

‧07'企業資安技術應用專
刊(28)

案。」

‧企業採購情報誌'06冬季
號(27)

eDC CSP雲端管理平台，詳細內容，歡迎上網查詢。www.edcove.com

‧企業軟體技術應用專刊
(25)
‧企業資安技術應用專刊
(24)

【關於acer eDC】
宏碁電子化資訊管理中心(acer e-Enabling Data Center，簡稱acer eDC)，由
宏碁(股)公司投資新臺幣40億元以上創立，主要提供企業專業的電子化
資訊管理服務。其機房總面積一萬八千坪，機房使用面積七千坪，擁有
比核電廠更堅固的七級防震設計、五層電力備援保障、國際機電系統
99.999%可靠度之認證、多層安全監控系統及國際認證之資訊安全作
業，於2003年率先取得BS7799資通安全認證。並憑藉其卓越的IT資訊服
務管理，於2007、2011年獲得國際資訊安全認證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Certification Consortium, Inc.； (ISC)2®)所頒發
的『資安貢獻獎』。

acer eDC主要服務為機房維運、企業營運不輟服務、網路資料中心服
務、委外駐點維運以及資訊安全服務。近年在服務產品化之下，已經發
展出InspireOz：ITIL管理平台，並將防毒管理平台模組化，在新一波雲
端運用上，acer eDC將就IaaS以及PaaS提供企業雲端化以及應用程式開發
商提供最佳整合運用平台，並且針對企業IT環境與預算，提供整合性的
服務，有效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共創企業永續營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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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邦幫忙相關問答

[自由軟體，鼠到擒來] SUSE Studio：用滑鼠跟瀏覽器在雲端打造客製
化的Linux（Day29，德文 SUSE）
SUSE Studio：用滑鼠跟瀏覽器在雲端打造客製化的 Linux 發行版本

Javascript面面觀：應用篇《分散式應用》
其實這個主題不純然是Javascript，瀏覽器也是一個重要角色。這樣的分散應用是
很鬆散的啦...不過在解決一些問題上還是很有用的。...

[Windows Mobile]TellME 語音服務軟體
介紹 TellME 語音服務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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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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