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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雲端」熱門話題持續延燒，雲端運算的

應用之一「虛擬化」也跟著被 IT 業界注重，各行

各業只要有使用到電腦或伺服器，皆陸續投入成本

進行虛擬化。而虛擬化架構除帶給企業走向新的熱

門話題外，同時也符合現今節能減碳的環保議題，

大幅降低機房的實體伺服器數量，電力與空調需求

也都隨著降低，更在政府單位如研考會推行機房共

構的帶領下，讓虛擬化重新成為雲端話題外所有企

業必須導入的重要技術與趨勢。 

 

一、雲端概念 

「雲端」是近年來被各界所提起的新話題，與

其說「雲端」是一種技術不如說「雲端」是一種架

構，因「雲端」必須與「運算」結合在一起方有作

業能力，所以「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字眼

油然而生。 

「雲端運算」也是一種電腦運算的概念，因為

是概念所以可以用不同方法去實作或實踐，因此會

衍生不同的技術，例如平行運算。「雲端運算」本

質上與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相同，意

即使用一批電腦同時去運算或執行相同任務，而且

彼此可以互相溝通，將一個大任務拆成小片段分別

交由這些電腦同時執行，以達到平行處理效果。 

另一個類似平行運算的名詞「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在概念上跟「雲端運算」並沒有非常

嚴格的區隔或是很大的不同，兩者均可視為分散式

運算衍伸出來的概念。但「網格運算」雖然出現得

較早，其重點的概念放在異質系統之間運算資源的

整合，意即可讓不同作業系統或等級的電腦，彼此

之間可以透過通訊標準來互相溝通，分享彼此的運

算資源。 

網際網路上其實已有許多服務使用「雲端運

算」技術，例如 Yahoo 搜尋引擎、Email 信箱服務

或 Youtube 影音服務等，使用者無需知道這些服務

背後的伺服器或主機等級、實體位置為何，只要輸

入關鍵字或上傳檔案，即能透過背後一羣主機立即

運算而得到大量資訊或立即轉檔呈現於網際網路

上。目前各種應用方式將「雲端運算」區分為主要

三種:。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與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各種

模式應用實例如下表: 

表 1 各種雲端運算應用模式 

模式 應用實例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Gmail、Yahoo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 
中華電信 HiCloud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Microsoft Windows 

Azure Platform 

Software as a Service 為「雲端運算」最常被使

用的模式，諸如 Google 提供的 GMAIL 服務，後

端採用為數眾多的伺服器與儲存設備，提供使用者

免費或企業付費使用，而使用者或企業無需自行架

設郵件伺服器，使用者可隨時隨地於可上網際網路

之處進行郵件收發，是為「雲端運算」最平民化的

服務之一。 

 
圖 1 SaaS 架構圖 

虛擬化也強調資源可互通或具有替代性，例如

伺服器、儲存設備和網路，讓資源可隨時彈性地移

往需要高度效率的運算環境，同時亦可集中式管

理，以利隨時因應商業需求回收或分配資源，使在

雲端上的應用系統可真正擴充，達到「雲端運算」

可大可小 Scalability 特性。 

目前雲端依據服務性質又區分為私有雲

(Private Cloud)與公有雲(Public Cloud)；針對要求

效能、資訊安全考量的企業或單位會選擇建置私有

雲模式，將雲端服務的軟、硬體部署在企業與單位

自有的資料中心。而公有雲則使用網際網路將服務

與資料由建置廠商共同運算，也是一種具有高度擴

充性的服務平台。 

二、虛擬化 

「雲端運算」為了服務大量且不同的需求，強

調資源可彈性擴充與調配，若需求運算不大可以移

動資源去其他運算，或者需要大量資源共同進行運



算時則須可增加 CPU 或儲存容量等硬體資源。因

應彈性調配資源需求，使「雲端運算」的興起更突

顯虛擬化的重要性，因為虛擬化技術主要將一實體

資源切格成數個邏輯單位，讓原本一個實體資源僅

能當作一台電腦使用，虛擬之後可以當成數台使

用。 

因為將一實體機器變成數台邏輯機器使用，因

此稱為虛擬化技術。在當前環保意識抬頭與節能減

碳議題持續被重視下，企業建置虛擬化環境後，可

以以較少的管理資源與成本，獲得更高的投資報酬

率。硬體虛擬化是利用軟體模擬實體電腦的虛擬機

器 (Virtual Machines,VM)，獨立建立於主機伺服器

之外的作業系統環境，因此可一次提供多部虛擬主

機，使得在一部實體機器上同時執行多種作業系統

或進行數個運算任務。伺服器虛擬化可避免伺服器

電腦僅執行特定工作而未能充分利用，虛擬化將能

使這些工作負載集中在更少的電腦上、作更有效的

運用。 

 
圖 2 虛擬化後簡化伺服器數量示意圖 

透過虛擬化降低實體伺服器數量後，機房實際

的用電量可大幅降低，相對空調需求也可減少，間

接反映在企業電費支出成本，同時因實體數量減

少，硬體汰換率也會降低或者汰換數量會比虛擬化

之前來的低。 

 
圖 3 虛擬化降低實體主機數量 

虛擬化技術除了降低實體伺服器數量外，同時

也非常適合作為開發測試與系統佈署前的測試平

台，因為目前虛擬化技術無論是 VMWare 或

Hyper-V 等技術，都支援 SnapShot 快照功能，在 

任何重大異動或安裝軟體或佈署程式之前，可

以先進行整個虛擬主機的快照，之後若發生問題，

可選擇還原至快照之前的虛擬主機狀態，大幅縮短

測試環境復原與準備時間，同時也可利用複製功能

快速將虛擬主機以檔案方式複製或移動至其他台

虛擬化伺服器(HOST)上立即變成可運作之虛擬主

機。 

無論在何種虛擬化解決方案中，每一個虛擬主

機 於虛擬 伺服器 中 皆為一 個檔案 (VMWare

為.vmdk、Hyper-V 為.vhd)，因為此特性之故，可

以將該檔案作複製、備份與移機使用，大幅降低之

前準備新主機或移植新系統時必須考量到原始機

器環境與新機器環境設定的差異。系統開發過程常

包含持續測試、壓力測試及修正錯誤，因此常見開

發人員必須在測試環境中進行建立主機環境與撤

除測試環境，此舉常耗費系統專案開發與測試時

間。而當系統的程式碼進入部署上現階段時，還必

須管理從發行到生產等各種不同階段的應用程式

與主機系統的環境設定甚至硬體相容性檢測。虛擬

化技術可讓測試及開發人員從現有虛擬主機範本

中快速布建各種設定，然後進行設定測試並利用快

照協助找出錯誤，或者可將虛擬機器線上移植至資

源使用率較少的實體機器上，以提升資源使用率。 

 
圖 4 使用快照縮短測試環境準備與復原時間 

雖然虛擬化大部分是應用在企業的伺服器

端，但單位或企業內的公司如果安裝新版的作業系

統如 Windows 7 同樣也可以享受虛擬化帶來的工

作效益提升。資訊的發展讓各種應用程式越來越

多，員工有時需要安裝一個不常用的應用程式，導

致個人電腦日積月累許多會用到但很少用的應用

程式，但當使用桌面虛擬化後，員工可以在自己電

腦以虛擬化技術模擬出另一台個人電腦操作環

境，並可選擇安裝 Windows、Linux 或其他的客座

(Guest)作業系統版本，然後在於其上安裝欲測試或

使用的應用程式，使用後該客座虛擬主機關機，一

方面不會占用到資源，若遇到應用程式損毀也可利

用快照方式立即復原成原來狀態。 



 
圖 5 個人桌面虛擬化 

目前各企業或單位逐漸改用虛擬化因應桌上

型或筆記型電腦方面的挑戰，桌面虛擬化包括將不

同的運算層分開，然後將全部或其中一部分儲存在

資料中心，員工若利用虛擬化，便可透過網路安全

地存取應用程式和資料，將資料遺失的風險降至最

小。對資訊管理者而言，虛擬化可加快部署新功能

的速度，且可快速回復新功能測試的時間，降低環

境準備時間與應用程式測試需求和相容性問題。 

三、未來發展 

雲端是當今的趨勢，雖然各行各業拼命與雲端

扯上關係，不過將軟體或服務搬上雲端可以減輕使

用端的硬體需求並且達到隨處可以作業、進行業

務，因為未來雲端應用程式與 Client 端的作業系統

將不會是必要的關係，用 PDA Phone、NetBook、

PC 皆要可以存取雲端應用程式而不必再另外安裝

任何軟體，唯一應考量為若採用 Public Cloud 架構

是否可以保全企業資料的安全性。 

資訊安全一直是企業或任何資訊化公司注重

的議題，由於病毒、惡意攻擊或社交入侵手法逐漸

翻新且可能會導致資料遺失或系統中斷運作，因此

虛擬化也需避免將重要的虛擬主機存放於同一台

虛擬伺服器上，以避免單點故障致服務中斷。同時

虛擬化已發展出線上移轉功能，可於單一虛擬伺服

器故障情況下將虛擬主機於另一台虛擬伺服器中

上線繼續服務，可做為另一種系統備援的方式。 

同時系統軟體開發時常需要數台主機進行類

似 3-tire 的架構開發，以往必須準備數台 PC 或伺

服器以因應這狀況，但透過虛擬化技術後，只要單

台伺服器甚至效能較高的 PC 即能勝任，改變系統

開發案需大費周章準備測試與開發環境的時間與

成本。 

四、結論 

虛擬化優點之一是提升既有硬體資源的使用

率，可大幅降低企業於資訊採購上的支出成本，也

可順應節能減碳的環保議題。即便企業在經費上沒

有預算考量，亦可透過虛擬化改變系統開發案使用

的傳統環境準備架構，也可利用虛擬化來簡化系統

佈署的程序，透過虛擬化整合伺服器及提升資源靈

活度，進而減少管理工作負載、佔用空間與耗電量

成本，加上政府組織再造採用共構機房架構，也是

另一種虛擬化的延伸，企業應加速虛擬化腳步以因

應這新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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