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您信任的技術獲得更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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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體驗
IT 領導者喜愛其特有的簡便性和靈活性，
現在更期待能在各處應用這項技術。

現在是多雲端的世界 

現今大多數組織都期待實施包含兩個或更多個公有雲端和私有雲端的多雲端策略。這是
因為他們想要向任何可協助他們實現差異化成果的提供者獲得同級最佳的功能。IT 領導
者告訴我們，他們不希望受限於任何單一雲端提供商或任何單一方法。他們想要享受可
以選擇其目標真正適用途徑的彈性。

在您任何需要之處獲得簡化的雲端體驗

顯而易見，IT 領導者們喜歡簡便且靈活的雲端體驗。他們希望能快速隨需分配服務、按
需調整資源數量，以及隨不同時間使用情況付款，例如訂用方案。因此，大多數 IT 領
導者會希望能在任何地方發揮這些能力，而不僅侷限於公有雲端中，而是包括存在應用
程式和資料的任何地方，包括能找到這些內容的資料中心和邊緣環境。



轉往多雲端採用設計方式

在每天與客戶的交談當中，我們從客戶口中得知，多雲端策略對其確實奏效。然而，
也有許多人承認，在轉往多雲端時，難免會遇到令人不悅的複雜情況。如此，目前有
許多組織開始尋求 Dell 等策略性合作夥伴的協助，希望能簡化多雲端採用設計方式。 

選擇更簡單的數位轉型路徑

在此向您介紹我們的多雲端產品組合 Dell APEX，其可簡化數位轉型，並同時提升 IT 
靈敏性和掌控能力。Dell APEX 讓多雲端的完整功能更容易發揮，讓您可以隨時視需
要落實雲端體驗獲利，並採用同級最佳技術來推動創新。 

Dell APEX 有助於確保技術符合您的商業需求，讓您能快速回應環境，獲取新商機。
有了 Dell APEX，您可以完全視需要掌握更多資料、將風險降至最低，發揮最大效能。

提高全體企業的一致性

多雲端採用設計方式能創造更統一的雲端體驗。由於結合公有雲端與內部部署環境的
同級最佳創新，所以您可以將 IT 企業現代化，從雲端體驗創造更多成果。因此，不必
要的成本和複雜性能夠降低，技術和商業需求彼此符合，而且已優先排定創新以達競
爭優勢。 

Dell APEX 銜接了您喜歡的公有雲端靈活性與實際需要的私有雲端控制之間的差距 – 
這一切都是以您所信賴的創新 Dell 技術為基礎，在您所服務的產業中適應並茁壯。 

無論 Dell APEX 部署在何處，企業全體 IT 都能達到作業一致的境界 – 這當中涵蓋您
的多雲端、多邊緣和多資料中心環境 – 提供更彈性、更自由的選擇，最後達成更好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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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雙重優勢
多雲端採用設計方式會整合公有雲端與內部部署環境中的多種技術，讓您體驗這兩個
世界的最佳優勢。

首先，您可以在公有雲端中，使用您所知道且信任，且為 Dell 領先基礎架構採用的創
新軟體。這可讓您在內部部署所投資的 Dell 工具與技術發揮更大價值，提升私有雲端
與公有雲端環境之間的一致性，同時能讓您擴展 IT 團隊的技能組合，讓 IT 團隊的效
率達到最高。

接下來，您可以透過 Dell 各式產品組合特有的快速隨需分配、迅速調整大小和彈性使
用，享受您所熟知與愛不釋手，過程簡便的雲端體驗。我們也將公有雲端軟體和服務
整合至我們的創新基礎架構產品，讓您可以受益於混合式雲端解決方案，透過其簡化
多項操作及支援 DevOps 的平台，加速靈活的應用程式開發。

運用您信任的技術統一多雲端

最終您可以獲得想要的統一雲端體驗和所需的同級最佳技術，成功簡化多項操作、提
高商業靈敏性，並持續提高資料控制程度。這就是多雲端採用設計方式 – Dell APEX 
的方式。



選取所需的同級最佳技
術，更輕鬆地達成超群
成果。全球所有產業，
各種大小規模組織每天
都仰賴其服務進行運作的 
Dell APEX，採用創新且
廣泛的 Dell Technologies 
產品組合建置。 

統一環境間的所有運
作，簡化轉型作業。Dell 
APEX 將混合式多雲端提
升到新境界，提供真正
統一的雲端體驗，讓公
有雲端與內部部署的不
同環境之間達到一致性
和相容性。

輕鬆移轉工作負載並連
結資料，同時避免受
到廠商限制。搭配 Dell 
APEX，您可以在私有和
公有雲端之間自由移動
工作負荷，並建立能同
時連線至所有主要公有
雲端提供商的單一資料
存放區。

更多選擇 一致性更高 自由度更高

利用無所不在的雲端 
體驗
Dell APEX 可讓您實作 Dell Technologies 

創新即服務，簡化技術體驗，讓您能專
注在重要的優先事項。

Dell APEX 移除了不必要的複雜操作 – 
及其相關的低效率和成本支出 – 協助您
簡化轉型作業、達到營運現代化，並且
創造與眾不同的成果。

簡化性



快速隨需分配服務，以
及視需要按需調整資源
數量。Dell APEX 讓您能
加快專案時程表，快速
回應瞬息萬變的業務需
求，讓您能掌握更多必
要能力，加快實現 
目標。

在公有雲端或內部部
署環境中使用技術即
服務。Dell APEX 可讓
您將雲端體驗的優點
延伸至選定要部署 Dell 
Technologies 創新的任何
地方，橫跨您的整個 IT 
企業。 

透明定價和月付方式給
予財務彈性。Dell APEX 
可讓您根據所需採用不
同時長的分期付款，並
準確了解您的支出目
標，以便您更有效地保
留資本與管理開支。

適應性更高 更高彈性 可預測性更高

快速反應並掌握新商機
Dell APEX 讓您擁有必要的速度與靈活

性，成功加速轉型，適應不斷演進的

動態。 

當您每天使用 Dell Technologies 創新服
務獲得更多價值的同時，Dell APEX 能
讓您享有更多彈性，進而釋出更多時
間、金錢和資源 – 最後為您的組織創造
持久的價值。

靈活性



防範網路攻擊和意外停
機事件。Dell APEX 可讓
您完全掌控網路安全事
件回應，讓您採用最符
合組織需求的方式，妥
善保護智慧財產權，同
時保持資料隱私性。 

確保資料位於已知位置，
簡化法規遵循義務。Dell 
APEX 有助於避免可能
違反資料隱私權、主權
性、本地化規則和各種
要求的問題，及可能連
帶產生的懲處。

在正確時間將資料置入
對的位置，以您希望
的速度提交成果。Dell 
APEX 挑戰大型資料集
不能輕易移動的資料引
力，可以提供資料本地
性，讓應用程式和資料
位置彼此相鄰，進而發
揮最大效能。

更高安全性 更多治理 更高效能

依照您的需求將風險降
至最低、效能達到最大
Dell  APEX 可以提高您對資料的掌控

性，從資料所在位置，到哪些人員可以

存取資料的物件，以及如何獲得保護。 

Dell APEX 可讓您將資料安置在必要位
置，以便在需要用到時能發揮更大價
值，同時提供更多方法來擴大其可用
性、改善整體治理，並且在其數量日益
增加情況下持續獲得保護。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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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所選環境中選取您需要的結果

Dell APEX 在意的是最後成果。想像一下，當您能充分運用所需的技術，減輕工作負
擔。想想看當您的團隊在維護花的時間越少，而在創新方面投入更多時間，您的生活
將會變得如何美好。

我們相信科技推動人類進步，並認為 Dell APEX 可以加速達到這點。從消除不必要的
複雜性 – 還有相應的低效率和成本支出 – 您可以從科技獲得更多，而且能減輕轉型
痛苦。 

我們正朝未來邁進，希望能讓您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中，輕鬆部署達到您想要的成果。
這個單純的願景引領我們前進的目標，而我們也正積極地踏在這條大道之上。 

 



實現 Dell APEX 的商業價值

高達 39% 
降低 3 年營運成本1

高達 38% 
效率更高的 IT 基礎架構員工1

高達 64% 
每年非計劃性服務中斷時數
降低 1

高達 60% 
加快部署全新 IT 資源1

高達 34% 
減少過度隨需分配容量1

高達 43% 
減少規劃和修補任務時間1

高達 46% 
減少復原任務平均時間1

高達 64% 
減少人員部署新 IT 資源時間1

高達 39%
降低同等工作負載的容量 
成本1

高達 53%
減少解除委任和淘汰硬體的
時間1

高達 88%
減少每使用者每年生產力損
失 (起因為 IT 服務中斷1)

高達 33%
加快 IT 準備速度 (目標為業
務擴展1)

成本最佳化

採用現代化消費體驗和透明定價，讓 IT 基礎架構成本達到最佳化。

生產力

從減少管理基礎架構所花費的時間和資源，成功提高 IT 團隊的生產力。

數位彈性

確保任務關鍵應用程式和資料的效能和可用性符合服務等級協議。

業務加速

加快部署和隨需分配 IT 服務以把握全新商機，並加速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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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 Dell Technologies 和 Intel 委託發表的 IDC 白皮書：Dell APEX 即服務解決方案的商業價值，2021 年 8 月。依據 17 家使用 Dell APEX 即服務解決方案的組織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彙總並合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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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從多雲端搭配 Dell APEX 獲得更多
善用領先業界的 Dell Technologies 創新技術，從未如此輕鬆。您的 IT 團隊可經由成果
優先且專用於消除不必要複雜性的設計方法，將更多時間和精力放在策略性任務上。
Dell Technologies 和我們的合作夥伴社群，可以透過我們的全球服務、規模調整和供應
鏈領導地位，達到領先全球的將時間轉換為價值的成就。 

立即開始使用 –  
Dell APEX 形式
使用 Dell APEX Console，從
這裡提供的簡化型成果為主服
務的目錄存取功能，踏上 Dell 
Technologies 多雲端之旅的第一
步。您的客戶團隊可以帶著您快
速入門，並向您展示如何輕鬆探
索、設定、部署、監控及擴展 
Dell APEX 服務。檢視 Dell APEX 
Console 示範，然後與我們連絡以
了解更多。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en-us/apex/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en-us/contactus.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en-us/apex/resources/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en-us/solutions/apex/industry-market/idc-business-value-of-apex-as-a-service-solutions-whitepaper.pdf
https://www.dell.com/en-us/dt/apex/console.htm?gacd=9650523-1033-5761040-266691960-0&dgc=st&gclid=EAIaIQobChMIp_eq6sGT-wIVrBvUAR2fygKMEAAYASAAEgKTB_D_BwE&gclsrc=aw.ds&nclid=1tSGN7zSpT9F62kcFK5EkdRG1kk17G9gvXsjzIuzUsD9j6H98I2gCdaIKl1xCCAH#tab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