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哥大
滿足對於安全無虞雲端服務的需求
台灣大哥大採取不同作法，其混合雲端平台選用由 
Lenovo 及 Microsoft 提供的Azure Stack一體機，
從其專屬資料中心提供雲端服務，同時兼顧安全性
與符合法規及提升效能。



隨著雲端運算的普及度逐漸攀升，台灣大哥大也
發現大好的業務商機：善用其廣泛的電信網路，
進而提供一流的雲端服務。

台灣大哥大企業用戶事業群產品及營運副處長
David Wei表示：「我們認為雲端運算不再是「未
來的重要趨勢」，雲端已經是新的常態事物。 越
來越多的公司來自所有產業都希望可以善用雲端
運算的彈性、效率及敏捷應變性。我們明白提供
廣泛電信網路已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提供高效
能、可靠雲端服務才是王道 。」

台灣大哥大是台灣第二大的電信公司，為超過 
750 萬位客戶提供市內電話和行動服務。台灣大
哥大渴望將版圖拓展至企業雲端服務，因此希望
提供隨需基礎架構即服務 (IaaS)、平台即服務 
(PaaS) 及軟體即服務 (SaaS) 解決方案。

為了在與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及 
Google 等國際企業競爭中爭取市佔率，台灣大哥
大明白自己需要提供不同服務，才能脫穎而出。

David Wei 表示：「有了 Microsoft Azure 
Stack，我們就可從專屬的六星級雲端資料中心提
供 Azure IaaS、PaaS 及 SaaS 服務，代表所有客
戶應用程式及資料都能儲存在台灣境內。因此，
與大多數競爭對手相較，我們可為客戶提升更高
的安全性、更高效能及更低延遲率。」



評估多個硬體解決方案後，台灣大哥大選擇 
Lenovo ThinkAgile SX for Microsoft Azure 
Stack 一體機作為混合雲端服務的基礎 -- 同時也
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家採用該解決方案的公司。這
是預先整合Azure Stack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經 
Microsoft 完整認證, 配備 Intel® Xeon® 
Scalable 系列處理器高效能 Lenovo 伺服器及擁
有全方位的技術支援專業服務, 是台灣大哥大很好
的投資。

David Wei 表示：「因為 Lenovo 解決方案與微
軟Azure Stack 的完美結合，我們可快速提供持續
運作的服務。 這代表我們可在短時間內讓產品上
市，讓我們可以善用混合雲端服務的需求。」 
Lenovo 在台灣的專業研發及服務團隊, 做到了快
速機器交付及建置讓我們可以更迅速讓產品上
市，並擴大市占率。Lenovo-Microsoft 也讓我們
盡量降低資本支出和營運支出等成本。

「我們與 Lenovo 專業服務攜手合作確實是一大
亮點，他們致立於確保安裝及配置順暢執行，而
且持續提供維護及支援服務。 在我們考量的所有
硬體廠商中，只有 Lenovo 在台灣設有支援團
隊。 我們非常感激在發生任何問題或需要 
Lenovo 團隊的協助時，他們可以非常快速抵達現
場。」



有了 Lenovo ThinkAgile SX for Microsoft Azure 
Stack，台灣大哥大就可提供彈性、可靠的混合雲
端服務，而且同時兼具效能及安全性，進而使得
客戶 -- 台灣當地的經銷商、企業、健康照護提供
者和其他企業都可善用 Azure 雲端服務。

David Wei 表示：「由於資料是儲存在本機且是
在最先進的資料中心內，客戶除了有資料極為安
全特色外, 這也代表可降低延遲率，所以應用程式
可加速執行速度和提升整體效能。」

David Wei 的結論是：「有了 Lenovo 
ThinkAgile SX for Microsoft Azure Stack，我們
就可提供越來越多企業需要的安全、高效能且具
成本效益的混合雲端服務。 我們目前已有超過 
60,000 位雲端客戶，而且希望今年的營業額成長 
60%。 有了 Lenovo 及 Microsoft  的支援，我們
相信自己可成為台灣雲端市場極具影響力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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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Lenovo ThinkAgile SX for 
Microsoft Azure Stack，我們就可
提供越來越多企業需要的安全、高

效能且具成本效益的混合雲端服務。
」

– 台灣大哥大企業用戶事業群產品及營運副
處長 David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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