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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以往每增加一項資訊服務，常需要購置新的伺服主機，資訊單

位逐漸面臨大量伺服主機維護、電力消耗、機房空間、冷氣空調等管

理問題及其所衍生龐大營運成本。 

有鑑於此，本中心於民國 99年底開始規劃導入虛擬主機平台，

至 102 年 7 月底已有約 73 台的虛擬主機(GuestOS)運作，未來將規劃

現有硬體設備已屆年限之資訊系統導入虛擬化系統平台，以期能夠有

效減少本府機房伺服器數量，降低機房電力及冷氣的使用量，節省機

櫃使用空間，並響應政府所提倡的節能減碳政策。 

二、 目前資訊中心虛擬主機建置狀況 

截至 102 年 7 月底，本府虛擬主機平臺共計建置了 5 臺虛機主機

伺服器(Host)、73 臺虛擬主

機(GuestOS)，系統權管分屬

為資訊中心、人事處、文化

局、民政局、建設局、政風

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秘書處、都市發展局、勞工

局、新聞局、經濟發展局、

農業局、衛生局等 14 個機

關，其詳細狀況如圖 1 所

示。 

 

 

 

圖 1 本中心虛擬主機數量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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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主機平台提供了機房系統的整併，可大量降低主機硬體的使

用量，與系統硬體相容管理問題。圖 2 為整體資訊中心本地端與備援

端虛擬主機平台運作架構圖。 

 

 
    圖 2  資訊中心本地端與備援端虛擬主機平台運作架構圖 

三、 導入評估及歷程 

(一) 目前市面上較具知名度的主機虛擬化軟體有 VMware 

vSphere、Microsoft Hyper-V、Citrix XenServer。經深入的瞭

解與比較，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目前本中心採用

VMware vSphere 做為主機虛擬化軟體： 

1. 相容性和移植性高： VMware 虛擬主機技術將傳統伺服器

的作業系統環境封裝成可移動的專用檔案，整個虛擬機器都

保存在檔案中，藉由移動和複製這些檔案的方式移動和複製

虛擬主機，無需修改即可在任何伺服器上運行虛擬主機。同

時藉由 VMware 提供的 VirtualCenter 、 VMware 

infrastructure VMotion 等工具，可以實現不停機線上轉移虛

擬主機的動態遷移，保護虛擬主機上的應用程式和系統資

料。 

2. 硬體支援豐富和有效率的動態負載平衡及智慧優化功能：可

以保證所有的分享資源能夠得到較好的分配和使用。許多領

先的伺服器和儲存設備都支持 VMware，包括 IBM、HP、

DELL、聯想以及 EMC2、NETApp 等幾乎所有主流伺服器

企業與儲存企業，VMware 皆取得認證。 

3. 完備的備份和恢復功能：VMware 虛擬架構增強了備份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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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能力，可以大大減少計畫內或意外停機所造成的損害，以

提高業務連續性，經由高可用性以確保基礎架構不受故障影

響 。 

4. 市場佔有率：VMWare 公司對於虛擬技術的研發已有相當長

的一段時間，因此在市面上的佔有率也較高。許多專家皆認

為，在短時間之內，微軟跟 Citrix都是處於一個追趕的態勢，

不太可能超越 VMWare。因此本中心採用 VM Ware 做為主

機虛擬化軟體。 

(二) 本中心 VMware vSphere 導入期程如下： 

1. 99 年第一期導入，建置 3 臺 Host 伺服器、25 臺虛擬主機：

為初期導入，先以次要系統虛擬化導入為主要目標，以作為

本中心後續虛擬化導入之依據。 

2. 101 年第二期導入，建置 2 臺 Host 伺服器、轉移 22 臺實體

主機至虛擬主機平台： 

3. 虛擬化系統較為穏定，本中心同仁接受度較高，透過第二期

專案，將硬體老舊之系統轉換至虛擬化平台，以延續舊系統

之生命週期並可大大降低其硬體故障之風險。 

4. 102 年第三期導入，預計建置 3 臺 Host 伺服器、轉移 15 臺

實體主機至虛擬主機平台： 

目前專案正執行中，透過此專案合理地分配虛擬資源，達成

每臺虛擬主機皆有足夠資源可運用。同時考慮異地備援機制

之建立，透過 VMware 的高可用性及高植移性，以提高業務

連續性，以確保基礎架構不受故障影響 。 

四、 虛擬主機平台具體執行效益 

(一) 提升系統可靠性及新建系統的快速部署： 

目前導入 VMware 的建置，其優勢為提供高可靠度應

用系統服務，系統的備援機制建置更為完整。任務型服務

的主機需求，或是原市府舊有服務市民之系統的延續運作，

軟硬體相容與維護成本等，可以彈性與有效率的配合完成。

在未導入 VMware 虛擬化平台前，從硬體申請採購、建置

需耗時 2 週至 1 個月不等的時間，在導入虛擬化平台後可

大幅度之縮其硬體建置所需之時間至 1 至 3 天不等，大大

地增進了系統建置效率，提升本中心系統機動能力。如本

府差勤系統導入階段因使用人數增加，造成原差勤系統 3

臺 AP 實體主機無法負荷，所幸藉由即時增加 2 臺虛擬主

機，並將其連線服務透過 LoadBalance 設備來提供分流，

達成實體及虛擬主機可同時提供服務之效益，以迅速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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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系統增加之連線需求。 

(二) 延續老舊系統生命週期 

部分舊系統因作業系統限制，無法轉移至最新款的實

體伺服器上，其超過有效年限的硬體設備將造成管理維護

上極大的負擔，透過 P2V(實體機轉虛擬機)技術將老舊系統

轉移至 VMWare 雲端虛擬化平台，即可讓老舊系統執行在

最新款的硬體資源上，提升運作效能以及穩定性。 

(三) 節能減碳成效： 

截止102年7月底，資訊中心上線的虛擬主機共73臺，

統計每一套主機以實體主機需要 600W *73 約 43800W 電

力消耗，因此在 73 臺系統分配於 5 臺 Host 伺服器上，總

體可節省 40800W的電力，大約減少 93%電力能源的消耗，

並且相對降低硬體設備的維護管理成本。依據 VMware 原

廠 之 綠 色 計 算 機 (vmware green calculator) 

http://www.vmware.com/solutions/green/calculator.html 所推

算之相關數據，以 73 臺主機計算的節能省碳計算如圖 3 所

示。 

另為貼近本中心節能減碳實際狀況，依據 VMware vCenter

監測實體主機實際使用功率及參用 Vmware 原廠綠色計算

機換算比率，推算 102 年 7 月份相關數據，如表示 1 所示。 

表 1   本中心 102 年 7 月份節能減碳相關數據 

監測節能項目 監測分析數值 

73 部實體主機消耗電能預估  200W *73=14,600W 

(14kwh) 

硬體主機購置費用節省 11,478,446 元 

5部 vSphere主機使用電能消耗(一部

200W)  

200W *5 =1,000W (1 kwh) 

節省電能消耗 (14600W–1000W) 13,600W (13.6 kwh) 

七月節省電能消耗(13.6 kwh*24*31)  10,118kwh 

七月節省電費 (10118 度*3.5 元) 35,413 元 

七月減少 CO2 排放(10,118*1.583) 16,016lbs(7,263kg) 

七月可減少樹木的砍伐量，綠色環保

指標 

(465 Kg=1 planting Tree) 

減少砍伐 15 棵樹木 

註 1:以上計算為原廠及相關參考數據所得之評估值(主機耗用

200W 為目前實際監測值，與 VMware 實體主機耗用 375W , 

vSphere 主機耗用 469W 不同，因此的得到節能數據與

Vmware 原廠之綠色機算機計算數據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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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硬體主機購置費用節省數據值 

實體主機購置參考單價為共同供應契約之費用為 197,227 * 

73=14,397,571 元 

虛擬主機 vSphere 5 部主機硬體購置費用 986,135 元加上

vSphere enterprise 版本授權費用 10 套購置費用 1,932,990  

硬體主機購置費用節省 : 14,397,571–986,135–1,932990 = 

11,478,446 元 

 

        

     圖 3  節能省碳計算圖 

五、 未來規劃 

未來整體主機虛擬系統隨著成長擴充，需建置完整管理機制，以

因應龐大的虛擬主機群複雜服務與效能問題。同時在本府機關單位虛

擬主機做為應用系統對外服務時，提供各系統承辦人安全方便的管理

機制。在持續擴展虛擬主機系統後，將會面臨到更多管理面上的嚴格

考驗，故未來導入整體虛擬主機平台管理機制是必需考量之規劃重

點。 

六、 結論 

    雖然虛擬化並非雲端發展的必要過程，但它卻是雲端發展上不可

或缺的一項利器，目前雖然本中心已經在雲端發展上踏出第一步，但

這也只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小部分，未來可搭配其他的虛擬化服務，如

網路虛擬化、桌面虛擬化及軟體虛擬化等，創造出雲端發展的利基：

不限地點、不限時間、不限平台，對內提供更安全、更方便的基礎資

訊設施建設，對外則提供一個更方便且不間斷的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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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為鼓勵各級政府機關（單位）積極開發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研

提創新網路申辦服務及推廣機關內部應用自然人憑證，特舉辦自然人憑

證應用系統優良評比獎勵作業。本府以「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暨線上簽核

系統」參選，展現每年約節省 1,440 萬張紙、2,880 萬元經費、約達 83.7

公噸的減碳效益等具體成效，榮獲「公務應用系統組」優良獎。內政部

於今(102)年 9 月 11 日(三)由李部長鴻源親自主持頒獎典禮，藉此激勵

各機關落實推廣機關內部應用自然人憑證作業，由本中心劉科長碧惠代

表接受內政部頒發獎座乙座。 

 

◎ 為推廣政府機關資訊服務管理(ITSM)，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特於今

(102)年 8 月 29 日(四)邀請專業團隊至本中心與高階主管、各科科長及

專案管理人員進行 ITSM 訪談作業。復於 9 月 13 日(五) 上午先就訪談

結果，向各受訪者說明本中心之資訊服務管理成熟度評鑑結果及潛在影

響，並給予初步建議與討論。下午則向本中心高階主管、各科科長等進

行本中心整體資訊服務管理之總結報告，並提供本中心未來規劃 ITSM

導入作業之短、中、長期建議。 

 

訊息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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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今年辦理大宅門特區─「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能源及園區

保安推動計畫」乙案，為汲取「雲端及巨量資料應用」及「園區保安」

相關經驗、理念及借鏡參考，增進資訊資源之策略運用，爰於 102 年 9

月 12 日由張主任忠吉帶領 16 名相關同仁（含逢甲大學劉計畫主持人安

之等 6 名），參訪國立交通大學電腦視覺研發中心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本次活動上午參訪地點為交通大學電腦視覺研發中心，參訪主題為：

Ubiquitous Cloud for City Surveillance(「隨意雲監控」-城區監控)及

Large-Scale Visual Search(巨量視覺搜尋)；下午參訪地點為：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交通控制中心，參訪主題為：路口監視系統、無線微波網路

傳輸系統、中央控制端系統及智慧型影像分析系統等實務應用。 

 

◎ 本中心於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8 日辦理「102 年度臺中市政府備份備援

暨虛擬化擴充建置案教育訓練」本次教育訓練由大同公司許副理正成主

講，內容包含： 

(一) 儲存虛擬化平台操作及管理 

(二) 備份系統操作及管理 

(三) 備份備援機制演練說明 

◎ 本中心已開始著手進行「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中文網站整合服務平台擴

充及推廣計畫」初步內容規劃，預定明(103)年再推廣導入 30 個衛生所

及 2 個區公所使用，並進行網站整合服務平台功能調整及擴充。 

◎ 內政部為鼓勵各級政府機關（單位）積極開發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研

提創新網路申辦服務及推廣機關內部應用自然人憑證，特舉辦自然人憑

證應用系統優良評比獎勵作業，臺中市政府以「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暨線

上簽核系統」參選，展現每年約節省 1,440 萬張紙、2,880 萬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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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達 83.7 公噸的減碳效益等具體成效，榮獲「公務應用系統組」優良

獎。內政部於 9 月 30 日假中華電信板橋訓練所舉行「第七屆自然人憑

證創新應用研討會」，會中本中心除展示得獎系統之外，亦觀摩其他機

關的得獎作品，分享彼此的經驗。並有多位學者專家演講自然人憑證的

最新趨勢與應用，藉此激勵各機關落實推廣為民服務或機關內部應用自

然人憑證作業。 

   

◎ 為增進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及備份備援的技術作法交流，本中心於本(102)

年 10 月 22 日(週二)由主任親自帶隊，率領設備網路科張科長、應用服

務科劉科長，以及相關業務管理人員至水利署臺中辦公室進行半天的技

術交流與訪談。水利署由資訊室蘇主任親自帶領公文系統相關承辦人員

及維護廠商進行解說，會中雙方就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以及檔案備份備援

相關七大議題、卅一個內容進行深入且詳細的探討，讓本中心對於未來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以及檔案備份備援在短、中、長期的規劃及效能管理

上有更進一步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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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配合行政院研考會推廣「全民上網愛臺灣．打卡分享雙重送」網

路活動，經活動期間打卡人次及民眾評等結果本市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文心樓及惠中樓與大墩文化中心榮獲『最佳人氣獎』，本活動僅 3 地方

政府獲獎，亦是唯一有 2 個熱點獲獎之地方政府。並於本(102)年 10 月

21 日由宋主任委員餘俠親自主持頒獎典禮，藉此激勵各機關落實推廣

機關 iTaiwan 無線網路服務，由本中心張主任忠吉代表接受行政院研考

會頒發獎座乙座。 

 

◎ 102 年 8、9 月份本府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

下載，網路流量 TOP10 名單如下表所示： 

8 月份網路流量 TOP10 名單 

 使用 IP 機關/單位 

1 192.168.77.98  秘書處 

2 192.168.157.68  新聞局剪輯站 

3 192.168.211.159  都市發展局 

4 172.18.25.109  都市發展局 

5 192.168.204.167  環保局 

6 172.18.41.30  霧峰區公所 

7 172.31.5.148  都發局違章拆除科 

8 192.168.131.37  民政局 

9 172.18.13.29  烏日區公所 

10 172.18.13.55  烏日區公所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92.168.077.098@@1687926652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92.168.157.068@@95999730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92.168.211.159@@59320944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72.018.025.109@@894429689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92.168.204.167@@364228444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72.018.041.030@@221558440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72.031.005.148@@270744729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92.168.131.037@@200790577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72.018.013.029@@822890675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566697417%5e401%5e%5e%5e270172.018.013.055@@161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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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網路流量 TOP10 名單 

 使用 IP 機關/單位 

1 192.168.77.98  秘書處 

2 192.168.157.68  新聞局剪輯站 

3 192.168.211.159  都市發展局 

4 172.20.57.70  水利局 

5 192.168.219.44  交通局 

6 172.18.41.30  霧峰區公所 

7 172.20.29.51  原住民委員會 

8 172.18.25.37  民政局 

9 192.168.211.135  都市發展局 

10 192.168.212.99  都市發展局 

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用電腦及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以免影

響公務正常運作。 

 

 

◎ 本中心於 102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13:30-16:30 假文心樓 B303 會議室，辦

理「德國在政府治理、資通訊應用及永續城市之發展現況」講習會，本

次講師邀請到苗栗縣政府宋泳儀參議、本府農業局周憲民專門委員及本

府資訊中心張忠吉主任共同分享其參加「102 年行政院選送地方政府高

階公務人員赴德國康士坦斯大學短期研習」之經驗。本次主題將分成： 

(一) 德國資通訊於跨域治理之應用與發展－資訊中心 張主任忠吉 

(二) 德國的永續城市發展介紹－農業局 周專委憲民 

(三) 從德國政府治理看公共價值之體現－苗栗縣政府 宋參議泳儀 

 

重要活動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92.168.077.098@@1687926652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92.168.157.068@@485560280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92.168.211.159@@402724286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72.020.057.070@@221558440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92.168.219.044@@270744729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72.018.041.030@@106395803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72.020.029.051@@163310811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72.018.025.037@@2114738097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92.168.211.135@@2007905771
https://192.168.61.66/nbadinsight?@1%5e145067651%5e401%5e%5e%5e270192.168.212.099@@146983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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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LINE 官方帳號 102 年 7 月 2 日已上線了，提供最新最夯

的福利措施、生活資訊、活動訊息、好康報報、停班停課等資訊，歡迎

各位同仁或轉知親朋好友群一起加入吧！加入方式有三，如下說明： 

(一) 打開 LINE其他官方帳號找到「臺中市政府」加為好友 

(二) 打開 LINE其他搜尋 ID輸入「@taichungcity」加為好友 

(三) 打開 LINE其他行動條碼掃描本府 QRCode，即可加入。 

   

◎ 本中心將於 102年 10月 3日 9:30~ 16:10假本市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

中樓 3 樓 301 會議室，辦理「大宅門特區－智慧園區科技應用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及產業界進行專題演講、案例分享及座談交

流，期以透過產官學界互相交流，讓「智慧生活」的概念，更落實與推

動大宅門特區的發展願景。 

◎ 為讓各機關網管人員瞭解網站流量分析技術及其在維運網站上扮演什

麼樣的角色，本中心於今(102)年 9 月 13 日邀請各機關參加中本心辦理

之「GoogleAnalytics 網站流量分析」講座，課程介紹什麼是網站流量分

析、為何要網站流量分析、如何進行網站流量分析及分析實例等資訊。

本次講座共計有 60 位同仁與會聆聽，透過現場實例操作，期待同仁對

於網站流量分析基礎概念能有所幫助。 

◎ 為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即時更新網站資料，本府訂有「臺中市

政府各機關網站稽核檢測作業」，11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 一級機關：主計處、法制局、觀光旅遊局、交通局、建設局、 

               警察局、地政局。 

(二) 二級機關：風景區管理所、家庭教育中心、停車管理處、大墩 

               文化中心、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三) 戶政事務所：東區戶政事務所、西屯區戶政事務所、大肚區戶 

                 政事務所、外埔區戶政事務所、和平區戶政事務 

                 所、梧棲區戶政事務所、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四) 地政事務所：中正地政事務所、太平地政事務所、豐原地政事 

                 務所。 

(五) 區公所：東區區公所、西屯區公所、大里區公所、石岡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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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日區公所、新社區公所、霧峰區公所。 

檢核項目主要有四項：1.失效連結檢測、2.網頁內容更新檢測、3.不定期

機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4.政府公開資訊檢測。請受測機關依規處理，

屬自建網站機關者並請依規提報檢測結果。另 9 月份抽測一級機關、地

政事務所及戶政事務所共計 67 個機關，其中當日回復者共 51 個機關(佔

76.12%)、隔 1 日回復者共 15 個機關(佔 22.39%)，隔 2 日回復者共 1 個

機關(佔 1.49%)。於 102 年 07 月檢測結果，當日回復率下降，隔日內回

復率持平。 

◎ 102 年 8 月各機關網站及服務信箱檢測報告： 

(一) 網站稽核檢測：受測機關共 29 個輪測機關，各機關均依規辦理

並通過檢測。 

(二) 服務信箱檢測：受測機關為二級機關、地政事務所及區公所共

計 52 個機關，當日回復者共 48 個機關(佔 92.31%)、隔 1 日回

復者共3個機關(佔5.77%)，隔2日回復者共1個機關(佔1.92%)，

無超過期限未回復之機關。 

 

 

◎ 準系統 

準系統（barebone ），用比較白話來說明就叫「空機」，它是由品牌電

腦代工廠商（如康柏；Compaq）推出的一種介於「品牌電腦」與「DIY

組裝電腦」之間的半完成產品，其只具有機殼、電源供應器、主機板、

散熱器；消費者可依自身需求以及預算而自行決定所需的 CPU、記憶

體、硬碟及光碟機等以購買及安裝；現在的準系統提供了更多樣化的

外殼，如迷你型、超薄型....等，甚至連筆記型電腦都有準系統，對於

使用者和廠商而言，是具有彈性的電腦銷售和選購方式。 

◎ DMZ： 

DMZ(Demilitarized Zone)，是一個放置於外部網際網路及內部網域之間

的網域，目的是防止外來入侵者直接存取內部機密資料，也能對外提

供服務，一般放置不含機密資訊的公用伺服器，如 Web、Mail、FTP。 

◎ IPv4： 

IPv4(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是網路通訊協定的第四個版本，是最廣

泛使用的版本。IPv4 定義封包在網際網路上傳送的規則，使用上網的

任何設備都需要用到此協定，每個設備須配置位址才能與別的設備作通

訊，因近年來通訊設備快速增加，IPv4 的位址已在 2011 年用罄，新一

代協定 IPv6 正在部屬中，IPv6 位址數量為 2 的 128 次方，足足比 IPv4

名詞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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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 2 的 96 次方倍，可解決目前位址不敷使用的問題。 

◎ NAT：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中譯為網路位址轉譯，藉由將區域網

路的通訊設備共用一組公有 IP 對外連線，可暫時解決 IP 位址不足造成

的影響，但仍無法真正解決 IP 不足的問題。  

◎ Fuzzy： 

Fuzzy 原意是「毛絨絨的，模模糊糊的」事物或景象。引申出來的意義

就有「模擬兩可、差不多」的意思。Fuzzy 精確的說法，應該是 Fuzzy 

logic，它是一個「接近值」，一個「範圍內的動平衡」，就我們常說的「恆

溫系統」而言，Fuzzy 會根據我們的溫度設定，讓機器一直維持在設定

溫度前後運轉，保持溫度範圍；因此 Fuzzy 系統不會突然停機，也不

會突然啟動。現代很多電器用品標榜「智慧型 Fuzzy」，以表示他們的

產品可以聰明到自動去微調溫度、濕度或是機械動作，通常是應用在洗

衣機、冷氣機或電冰箱上。 

◎ USB OTG： 

OTG:(USB On-The-Go)通常縮寫為 USB OTG，是 USB2.0 規格的補充標

準。它支持讓 USB 設備，例如播放器或手機作為主機，允許 USB 隨身

碟、滑鼠或鍵盤與其連接。標準的 USB 架構只有 USB 伺服器(通常是

PC)可以設定連結與資料傳輸。USB 周邊裝置不能夠啟動資料傳輸，只

能回應伺服器的指令。然而目前的周邊發展迅速，就功能而論，幾乎可

成為小型 PC，因此 USB OTG 孕育而生。在 USB OTG 架構下，周邊裝

置可以成為主機端並作相當程度的控制作業，舉例來說兩部數位個人助

理(PDA)或手機互傳聯絡人資訊、兩部數位相機或拍照手機互傳圖片，

或直接從數位相機或手機進行列印。 

 

 

 

 

 

 

 

 

 

 

 

發行機關：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地址：臺中市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樓 6 樓 

發行人：張忠吉                     網址：http://www.im.taichung.gov.tw/ 

編輯顧問：黃惠敏                   電話：（04）22289111 分機 22312 

編輯委員：賴正川、劉碧惠、張碧顯   傳真：（04）22598658 

編輯小組：陳育如、彭彥穎、許家豪   投稿 E-mail：jh16605@taichun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