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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吸引你使用 Linux 的最大原因？

根據 LinuxYes 網站網友統計

光就成本、穩定性、
執行效能及擴充性來
說， Linux 已可擔當
企業營運關鍵系統



企業導入 Linux 的好處

● 大量節省軟體授權費用，如使用 LAMP(Linux
+Apache+MySQL+PHP) 的架構或架設企業級的
mail server 及 File server

● Linux 的效能、穩定性與安全性均較 Windows
佳

● 可以根據企業需求作客製化的設定 (開源碼
軟體特性 )

● 具有眾多低成本及高品質的 Linux 及開源碼
解決方案可以使用



企業導入 Linux 面臨的難題

● Linux 專業人才缺乏

● Linux 專業人才成本高昂

● MIS 人員異動或離職， Linux 伺服器出問
題，沒有人知道如何接手管理

● MIS 人員雜務太多，無法抽空管理 Linux 伺
服器

● MIS 人力配置不足，當問題發生，常常孤軍
奮戰，沒有人可以幫忙解決問題



Linux 委外維護的現況

● 企業自行請朋友、 SOHO 族或個人工作室代管
維護，常碰到緊急狀況找不到人

● 企業自行聘請以前的 MIS 員工做顧問，個人
孤軍奮戰，缺乏團隊支援力量或是碰到緊急
狀況找不到人

● 企業與外面 Linux 專業維護公司簽約維護
(如 LinuxYes) ，可以解決無 Linux 專業人員
的困擾或是可以備援既有 MIS 人力，迅速找
出問題，減低系統停機時間



委內或委外？ MIS 人員心中的困惑

Ｑ：公司與 Linux 委外服務公司簽約維護，飯碗將不保？
Ａ： LinuxYes 維護合約的精神非取代 MIS 的角色，而是要備援 MIS 做
緊急狀況的處理，減輕系統的停機損失

Ｑ：同樣是使用開源碼軟體，我自己安裝與請人安裝及維護有何不
同？
Ａ：一般 MIS 人員雜務繁多，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及經驗自行針對開源
碼軟體及商用軟體做整合及測試。委外服務將可以大幅降低 IT部署的
時間成本，讓企業專注自己的核心事業

Ｑ： Linux主機運作穩定已經有 8個月未曾重開機，好像不需要簽維
護？
Ａ： LinuxYes 維護的目的為防範未然，如同現在沒有下雨，何必疏通
排水道一樣，等到大雨來了就太遲了



Plan or Not Plan ？

● 85%的客戶因為公司的 Linux主機出了問題而尋求 LinuxYes
提供技術支援服務。但此時公司因為關鍵營運系統出了問
題，已蒙受巨大的損失 (Not Plan)

● 只有約 15%的客戶因為導入新的 Linux 解決方案並購買
LinuxYes 維護合約。事實證明這些客戶只花了極少數的 IT預
算就達到了公司預期的目標 (Plan)

根據 LinuxYes所維護的客戶做一統計分析，絕大部分的公司
都是因為 Linux 系統出了問題，而尋求協助，也就是：



Linux 委外服務的比較



LinuxYes 維護特點

LinuxYes 系統服務監控可以第一時間反應服務中斷問題 (下面
的紅色警告部份 ) ， LinuxYes 維護工程師能夠立即進行分
析及診斷



LinuxYes 維護特點

LinuxYes提供網路流量及負載繪圖資訊，可以協助客戶了解
線路流量及伺服器的負載是否有過重



LinuxYes 維護特點

根據 LinuxYes 的監控系統 ,如果硬碟容量滿了 .造成資料無法
寫入也會發出警告訊息。



LinuxYes 維護特點

提供客戶服務與問題回報管理系統 - 所有維護的歷史紀錄
線上就可以查詢的到 , 並透過 e-mail 同步通知維護進度



LinuxYes 維護特點

● 應付緊急狀況 (系統被入侵 /安全漏洞要修補 ...),需要有
委外廠商做技術諮詢及備援 (資訊人員休假或無暇處理 )

● 網路服務監控 ,當系統異常時 ,能夠提早知道 , 並做處置

● 資安監控 ,針對可疑的 log作分析 ,並採取防禦措施

● 加入主機防火牆 ,關閉不需用到的服務 , 避免被駭客攻擊

● 系統管理 / 每日資料庫備份 /程式備份 /VPS遷移

● 協助 PHP/Apache/MySQL程式環境的建立

一般來說 IT 人員的工作 , 平常並不會被關注到 .當系統被
攻擊或出問題時 , 好的系統管理 ,就顯示出其價值來 .



LinuxYes 維護特點

● 定期更新系統程式版本，減低系統安全漏洞

● 安裝主機型防火牆及入侵偵測系統

● 全年無限技術諮詢 ( 可透過電話、傳真、網路、電子郵件 )

● 即時線上障礙排除  

● 到場服務 (如硬體異常 ,無法連線的狀況 )　

● 呈交年度維護報告 ( 服務內容透明化 )

LinuxYes 維護特點尚包含



LinuxYes 的承諾

● 30 天滿意付款 (首家提出維護合約試用條款 )

● 保密條款 (LinuxYes 全心維護顧客權益，令顧客安心 )

● 收費透明 (LinuxYes收費透明且價格均一，不隨意漫天要價 )

● 彈性選擇 (LinuxYes 不限廠牌型號，都可以提供專屬服務 )

好的 Linux 營運關鍵系統需要倚靠良好的維護服務，
LinuxYes 的承諾就是要讓客戶安心



LinuxYes 網路維護服務



LinuxYes 到府維護服務



LinuxYes 計次維護服務

LinuxYes 網路計次型維護服務內容

LinuxYes 到府計次型維護服務內容



結論

善用 Linux優勢及 LinuxYes 維護服務
創造企業營運最大價值

http://www.LinuxY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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