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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雲端運算的概念 

圖資處 – 雲端服務 

圖資處 – 建置中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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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是指一個『網路』，一個由許多電腦所組成網路
，形成一個大型的分散式處理系統 

雲端運算是一個新興名詞，並非是新技術 

雲端運算承襲早期的『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與『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並
非一種新發明的技術 

「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 -- 將大型工作切割成數個
較小的工作，並指派給網路上眾多電腦各自進行運算再彙整結果，以
完成單一電腦無力勝任的工作 

「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 – 是「分散式運算」的一種，將異
直平台(各種不同作業系統平台、不同架構、不同等級的電腦)透過分
散式運算的方式所整合的一個共同運作系統 

 

雲端運算的概念 



雲端運算的概念 

知名分析公司Gartner認為，目前對「雲端計算」

的定義，涵蓋太多雜七雜八的技術，應該用二
分法來區別 

 

「雲端技術」(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雲端服務」(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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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技術』(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可稱之為資料中心(Data Center)延伸，利用共同連接在一
起的電腦共同運算、儲存以及互相備援的一個分散式系統 

雲端技術除儲存設備外還包含了虛擬化技術、網路服務等等
技術 

 

『雲端服務』(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主要重點在於雲端所提供的服務，此服務是透過雲端內多部
電腦共同的運算 

 



雲端服務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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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規模 虛擬化 高可靠度 

高擴充性 使用者付費 成本低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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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oud - 靈活組合．輕鬆管理 



http://www.microsoft.com/zh-hk/office365/online-software.aspx 

http://www.microsoft.com/zh-hk/office365/online-software.aspx
http://www.microsoft.com/zh-hk/office365/online-software.aspx
http://www.microsoft.com/zh-hk/office365/online-software.aspx
http://www.microsoft.com/zh-hk/office365/online-software.aspx
http://www.microsoft.com/zh-hk/office365/online-software.aspx


透過雲端所提供熟悉的 Microsoft Office 協同合
作與生產力工具。 

 

 電子郵件、行事曆與連絡人管理 

 

 直接在雲端中使用Office 

 

 即時訊息溝通與線上會議 

 

 辦公室應用軟體 

 

 小組協同合作網站與外部網站 

 



中華電信 



http://www.hamicloud.net/ 

http://www.hamicloud.net/




https://www.dropbox.com/ 

https://www.dropbox.com/


Facebook 



Youtube 



Google 



應用程式服務 

基礎架構服務 

雲端作業系統 – VMware vSphere™  

延展性 

動態資源大小調整 

網路管理 

vSphere  

防火牆 

防毒 

入侵防護 

入侵偵測 

安全性 

叢集 

資料保護 

可用性 

vNetwork 

儲存管理與複寫 

儲存虛擬裝置 

vStorage 

硬體輔助 

增強即時移轉 

相容性 

vCompute 



P2V with 

vCenter Converter 

主機虛擬化 



VMware View 

View Manager 

vSphere/VI 

Active 
Directory 

vSphere/VI 
Client 

ESX/ESXi 
Hosts 

vCenter Server 

vCenter 
Database 

Guest 
Desktop OS 

View Agent 

VM 

View 
Composer 
Database View 

Administrator 

View Client 

View Portal 

View Client with Offline Desktop 
 ThinPrint device driver 

 Extended USB redirect support 

 Hypervisor for offline capability 

 View LDAP 

Physical PCs 

Terminal Servers 

Blade PCs 

Laptop 

Desktop 

ThinApp 
Packaged 

Application 

 View Composer 

Vendor 
Client 

Thin Client 

Standalone VMs 

 ThinPrint device driver 

 Extended USB redirect support 

桌面虛擬化 



圖資處 – 現有線上服務 



http://lib.hfu.edu.tw/web/super_pages.php?ID=web1 

http://lib.hfu.edu.tw/web/super_pages.php?ID=web1


需使用VPN連線至華梵大學 



圖資處 – 雲端服務 

 電子書 & 雲端圖書館服務 

 

 行事曆 & 電子郵件服務 

 

 數位學習網服務 
 

 

 

 



電子書 & 雲端圖書館服務 

 簡易查詢、分類瀏覽、年代瀏覽、查詢結果後分類。 

 借書、還書、續借、預約等借閱規則。 

 複本管理、權限管理功能。 

 Web 2.0 社群互動，使用 Facebook、Google+ 分享。 

 結合「租用電子書平台」延伸服務，可將自有出版電
子書上架至本平台，同享多載具閱讀等功能。 

 



帳號：(個人學號 / 服務證號) 

密碼：(未修改前，預設入學時所留電話號碼最後四位) 



行事曆 & 電子郵件服務 

【Google Apps應用服務】 

Google應用服務為Google推出之免費線上應用程式服務
(Apps)，內容包括：電子郵件系統、行事曆、協作平台等
等。 



數位學習網服務 

使用 VMware 建立 Moodle 環境 



圖資處 – 建置中雲端服務 

 雲端(虛擬化)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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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虛擬化)教室 -- 於校外使用授權軟體 

 



 權限範圍 

• Levels 

 Global 

 Desktop/pool 

 Individual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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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儲存服務 

 自主管理：擁有完全管理權限 

 靈活運用：透過APIs與現有系統整合,簡化相關
文件的流程傳遞 

 資源整合：帳號整合AD/LDAP 

 降低成本：儲存空間彈性擴充 

Cloud Storage 



NetApp 

 最廣泛的統一儲存平台 

 高效能的 SAN 和 NAS 

 單一, 可擴展的架構 

 支援整合多廠商儲存設備 

 提供最完善專業Storage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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