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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

將 IT 服務 (IT Services) 外判已經是全球化的趨勢，中國更加是
重點地區之一。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Gartner 的數據，全球 IT 開支在 
2013 年將增至 3.7 兆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2%。其中 IT 服務的
支出佔 92.7 億美元，比 2012 年增加 5.2%，預計到 2014 年更會升
至 97.4 億美元，升幅達 5.1%，當中包括應用程式管理、桌面管理、
託管應用管理、託管基礎設施服務和網路管理等等。IT 外判的角色
亦有所轉變，不少 IT 外判已經引進雲端技術，將 IT 資源全面整合。

得獎方案 

Entinux 於 1998 年成立，累積了 10 多年提供專業 Linux 整合
方案的經驗，為網站、中小企業、以至各大企業集團，提供伺服器
從規劃、系統建設、操作維護、擴展提升等一系列服務。作為專業
的伺服器及 Linux 資訊科技基建解決方案供應商，Entinux 秉承全面
卓越的技術，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幫助企業專注業務拓展。
Entinux 提供的各項 Linux 支援計劃，包括網路監控管理、系統綜合
管理及 Linux 靈活管理服務，為企業 Linux 用戶提供全面、可靠的 
Linux 支援方案。中小企業投放 IT 資源有限，低成本的 Linux 作業
系統，結合 Entinux 的綜合管理服務，將有助企業徹底節省系統管
理及操作的擁有成本，從此毋須再擔心任何技術問題。 

得獎原因

技術創新

利用開源軟體架設服務

很多企業都開始使用雲端服務，但其實雲端不一定划算，Entinux 
會先了解客戶的需求與系統的特性，才決定是否建議客戶使用雲端。以 
Google Apps for Business 為例，較早前只要設定的帳號不多於十個，
便可以免費使用，但最近此優惠已經被 Google 取消。新帳戶必須繳付 
10 美元的月費才可使用，當用戶超過一定數量時，自行架設郵件伺服
器會更加划算。「利用開源技術架設郵件伺服器，好處是費用不會因為
用戶數量上升而大幅增加，但隨之而來的便是垃圾郵件增加、郵件越積
越多、以及伺服器不穩定的問題。」Entinux Limited 的 Linux 方案專家
David Chang 表示。「我們累積了多年經驗，可利用開源的 ClamAV 配
合其他品牌的保安工具，為企業提供媲美雲端的服務。」

強化雲端服務

縱使企業最後選擇使用 Gmail 等雲端服務，Entinux 仍然可以為
此等服務提供強化的功能。Gmail 用起來的確方便，但變相令郵件放
在公司以外的地方，而且難以備份，往往令企業感到不安。加上在中
國的用戶不一定能如常存取，對中港兩地均有辦事處的企業十分不
便。「我們的 SmartMX 服務可提供每月多達 100GB 的流量、抵擋
垃圾郵件及帳號蒐集攻擊 (DHA)，更可作為 Gmail 的備份方案及郵件
的中轉站，令身在中國大陸的員工也能同步工作，這是 Gmail 也難以
提供的功能。

商業效益

低成本的災難回復方案

911 事件和 311 地震令企業意識到架設災難回復 (DR) 的重要
性，但成本太高卻令中小企不得不放棄。「Windows 平台的災難

回復方案，單是 Windows Server、Microsoft SQL 的授權和高
可用 (HA) 方案的授權費用已經動輒數十萬港元，還未計算硬體上
的開支。我們的實體與虛擬伺服器 HA 方案，利用了 Xen 或 KVM 
等開源虛擬化技術，配合開源技術架設 HA 和虛擬的 SAN，可滿
足企業既希望節省開支、又想享用 HA 的需要。」David Chang
說。「省下來的支出可以用來購買更佳的硬體，符合成本效益。」

有限開支下提高靈活性

Entinux 的 Linux 系統綜合支援及管理監控服務，由 Entinux 專
業的技術支援隊伍，為客戶提供 24 小時、數據中心式的遙距監控服
務，全面監察系統運行狀況和網路流量，提供詳盡報告。無論是日常 
Linux 操作、定期維護、保安更新或發生事故，均可由 Entinux 作動態
應變，保障客戶的 IT 基建系統任何時候都在健康運作。「開源軟體的
其中一個強大之處，便是可透過組合不同的方案迎合客戶需要，有時
甚至比專屬軟體提供更多功能，而且更加穩定，只是很多企業都不知
道應該如何選擇。」David Chang 說。Entinux 可以為客戶尋找最合
用的方案，並為客戶安裝在伺服器上作出測試，在有限的開支下提高 
IT 方案的靈活性。

客戶評價

Entinux 多 年 提 供 
Linux 整合方案的經驗，
為網站、中小型機構以至
跨國企業集團，由提供
伺服器規劃到系統建設、
操作維護、擴展提升等服
務。客戶包括有線電視、
萬里圖書、大家樂、理工
大學、富邦銀行、斧標萬
金 油、 鴻 福 堂、 富 士 高
及各中小學教育、慈善、
福利及政府等累積超過 
1800 家機構。近月新增
客戶包括中大印刷集團、
保良局、香港亞洲展覽集
團等。

Entinux Limited

網址：http://www.entinux.com
電話：+852 2620 9600

Entinux 提供伺服器規劃、系統建設、操作維護及 24 小時管理監控等服務。

24小時數據中心式的遙距監控服務可全面監察系統
運行狀況。

最佳系統綜合支援及管理監控方案
Entinux Linux Pro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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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 OSS 最佳解決⽅案2013選舉
現已接受報名！
由Linuxpilot 一年一度主辦的「Linux & OSS 最佳解決方案」編輯大選，現正
徵求各軟硬體廠商提名參賽，歡迎各大廠商與我們聯絡。參選公司請詳盡提供
下列資料給編輯部作為評選之用：

1. 貴公司主要提供什麼IT產品或服務給企業？
2. 貴公司的產品或服務屬於哪一種類別解決方案？適合什麼行業使用？
3. 貴公司在 Linux/OSS 技術上有什麼創新價值，使 Linux/OSS 得以更廣泛地被企業所採用？
4. 貴公司的產品或服務為企業提供了什麼效益與好處，值得其他未採用的企業參考？
5. 有什麼公司已經採用了貴公司的解決方案？客戶對貴公司的產品或服務有何正面評價？ 

評審標準
1. 原創精神
2. 創新價值
3. 效能水平
4. 市場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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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廠商請將資料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editorial@linuxpilo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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