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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發展與大數據(Big Data)的產業應用為使
用者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雲端』不再是高高在上且令人遙不可及的名詞，首先
引述歐洲雲盟副主席哈沃斯博士在『向雲環境遷移』一書中對是否要提供雲端運算服
務的生動描述。 

開車？還是搭機前往？和雲端運算有何關

聯？ 

 

     想像一下，一位來自義大利米蘭的客戶，有興趣跟目前在德國的你談一份訂單，
要求你跑一趟米蘭。不用多想，你一定會很快地回應這個請求。但你將如何進行呢？
如果自行開車前往，將會過於疲勞並且旅程過長。因此，你可能選擇先開自己的車到
機場，然後搭乘飛機前往米蘭。開車是很耗費成本的，此外，你還要先負擔高額的購
車費用。養一輛車，即使一直放在車庫裡，仍然要支付包括折舊、稅費及保險等成
本，一旦將車子開上路，每走一公里，你就要負擔包括汽油及維修等更多成本。 

    上述類似的成本考慮，同樣也出現在我們思考提供雲端運算服務所產生的營運成
本中。例如，選擇自建資料中心以及伺服器的基礎設施，也要考量很少使用或完全沒
有使用的網路、電力、冷氣、租金以及授權等項目的營業成本，即使在非營業時間，
上述成本仍然存在。因此，我們要衡量是否有必要成立自己的資料中心(即所謂的私有
雲)去提供雲端運算服務，就像計算是否需要擁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一樣，或是租用公共
的資料中心(即所謂的公有雲)，另外，也可考量部份建立自己的資料中心，部份租用
公共的資料中心(即所謂的混合雲)。 

二、我國雲端運算服務推動介紹 

      根據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改造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101年 4 月 20
日提出『政府 e 化與雲端服務』規劃報告指出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趨勢應兼備有跨域
協同、資訊加值應用、安全可靠、互動參與、雲端運算與行動服務，而所謂的雲端運

算，其精神是強調按照使用者
的需求來提供客製化服務，不
論硬體或軟體的資源，都可以
按次或按量計費的服務模式提
供。在硬體基礎建設方面，除
利用虛擬化、叢集、與動態資
源配置等關鍵技術外，整體架
構規劃是非常有彈性的，硬體
資源可隨需求的增減而隨時調
整。在軟體應用方面，我國不
論中央各部會或地方各縣市政
府自 101 年度起陸續推動政府
雲端應用計畫，規劃出政府雲
共用的基礎建設的藍圖，期盼
每個政府雲都能應用紮實、讓
民眾有感、與有利節能減碳。 

專題報導 

壹、大數據下的雲端運算服務簡介              許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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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端運算的內容 

  1997 年美國埃默里大學資管系教授賈拉帕(Chellappa)在其論文率先正式提出「雲
端運算」一詞，此後，雲端運算有了新的面貌。 

何謂雲端運算？ 

一.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 : 雲端運算具備大規模電腦叢集(clusters)，虛擬
化的軟體/伺服器的框架，與在此框架上運作的應用系統組合的架構，提供用戶可
擴充的公用計算能力，為應用軟體服務提供彈性調整伺服器資源或代管各種應用
系統。 

二. 維基百科 : 雲端運算是一種利用網路使電腦彼此合作或使服務無遠弗屆的概念。 

三. Gartner Group : 雲端運算是一種具備大量且可擴充的 IT 相關能力的運算方式，透
過網際網路技術，並以服務的形式，提供給外部使用者。 

四. IDC : 雲端運算是一個高度具有彈性及延展性的運算中心，可以提供使用者所需程
式，依據資源使用多寡來收費。 

五. Forrester : 雲端運算是一種即時的 IT 能力運算網路平台，透過網際網路，被請
求、供應、傳遞、以及消費。 

雲端運算的服務分類有那些？ 

  雲端基礎設施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 提供使用者底層基礎設施(如
作業系統、資料庫等)服務，接近於直接操作硬體的服務介面，以獲得設施的運算能力
或儲存能力。類型包括虛擬機器、儲存服務、與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
務，透過內容同步到各地伺服器提供用戶近端服務，提高連線使用效能。目前市面上
的應用，在運算資源分派服務上，有 Amazon CloudWatch，以及提供虛擬機器服務的
Amazon EC2 ；在網路資源分派服務上，則有 Amazon VPC 虛擬私有雲端；在原生儲
存資源分派服務上，則以 Amazon EBS 為代表。 

  雲端中介平台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提供系統開發平台服務，開發人
員可以透過網路在該平台開發系統，一般使用者也可以在上面使用開發好的系統。在
雲端平台開發系統必須遵循平台限定的程式語言、資料儲存模型、與應用類型等。常
見的應用服務包括 Microsoft Azure、Google Engine、Google Custom Search、Yahoo! 
BOSS 等。至於 Amazon SimpleDB、Amazon S3、Nirvanix 等，則屬於提供結構化雲端
儲存機制的 PaaS 服務。 

  雲端應用軟體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直接提供用戶特定的應用軟體服
務，用戶透過瀏覽器進行簡單設定就可以上線使用。目前應用類型包括有雲端主機、
雲端 CRM、雲端 ERP、雲端儲存體、雲端辦公室、雲端桌面、雲端郵件與雲端掃毒
等。 

四、雲端運算服務商認證 

  面對雲端運算是這個最近幾年來非常火紅的話題，如何不在這
一片人「雲」亦「雲」的風潮下，盲目的跟進或投資，造成不必要
的浪費，並能採取正確的推動或建置方案，審慎選擇具有合格認證
的服務商，將是推動雲端運算時首要考量的要項。然而，傳統的
ISO27001 認證機制很難真正能夠稽核管理內化的程度，歐洲雲盟星
級認證機制提供一個評分系統和最低標準的規格，以及服務商可以達成的不同品質水
準的方法，範圍包括 Provider Profile, Contract and Compliance,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al Processes, Application, Implementation，分別有一星認證、 二星認證、三星
認證、四星認證與五星認證，應用於「IaaS、PaaS、SaaS」等不同層面的雲端服務，
授與可被信賴的服務商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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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雲端運算」雖非全新技術，但透過重新塑造資訊產業價值鏈新樣貌，解決大數
據資料的快速存取與應用，開啟了以軟體及服務為主的競爭時代，有關雲端運算服務
之推動，不論從雲端運算的服務分類或雲端服務之特徵而言，究其實際發展需求，不
論就所謂雲端運算的 PaaS 或 SaaS 服務，或者雲端服務所提供之資源共享、自動服務
和動態資源調配等，係在 IaaS 服務的基礎上以達到最佳效益，而 IaaS 之建置，首要
考量的要素即在於需求的經濟規模，因此，除了就成本的評估與研訂各階段策略，審
慎選擇具有合格認證的服務商才能有效予以推動，達成組織預期的目標。 

參考資料來源： 

1. 『向雲環境遷移-CEO 必讀的寶典』，托比爾斯•哈沃斯(Tobias Hollwrath)主編，臺灣科技
化服務管理協會(itSMA) 出版，2013。 

2. 『大數據』-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麥
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庫基耶(Kenneth Cukier)著，譯者：林俊宏，天下文
化出版，2013。 

3.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資料。 

4. 維基百科等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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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巨量資料 

   日常生活常聽到巨量資料(Big Data 亦翻譯為大數據)，那又是什麼呢？從維基百
科查知：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透過人工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
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資訊。2003年科學家首次破解人類基因組密碼花了
十年才完成三十億個鹼基對定序，依定義也是巨量資料，雖然資料龐大但藉由資訊技
術的進步，使得處理大量資料不再是難事，在今天只要單一機構花上 1 日就可以完成
DNA 定序。 

  當巨量資料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整個社會就要用比以往更宏觀，更全面的觀
點來看世界，也就是等於「樣本＝母體」，將所有相關的數據全部拿來預測分析，也
可以避免統計學抽樣上的錯誤。 

  舉一個巨量資料應用的極佳案例，在紐約的建物管理，建物的名單即是「樣本＝
母體」，有巨量資料分析，所謂的專家就退居第二線了。巨量資料分析可以把那些住
宅容易發生火警作標示，讓檢查員可以判斷哪些是亂投訴，哪些是真有火災危險，並
專注於處理最嚴重的問題上。 

二、巨量資料的價值 

  你相信巨量分析的結果嗎？你相信多用手機會致癌嗎？我們基本上會用兩種方式
來解釋世界，第一種是快速思路下的因果直覺（幾秒鐘作結論），第二種則是循序思
路下的因果判斷（費力費時要求完整思考）。但有了巨量資料之後，兩者都將改觀，
人們看到兩件事的先後發生，心理就會傾向將兩者構成因果關係，進而誤解了真實世
界，如果任意把因果關係帶進來，恐怕只會模糊、甚至誤導了事實。丹麥癌症學會用
了 380萬人年的資料，於 2011年英國醫學雜誌 BMJ 發表並沒有發現任何使用手機造
成罹癌風險增加的證據，人們以為常用手機會得癌症，但巨量分析的事實顯示，使用
手機與癌症沒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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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真正的價值，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冰山，一眼只看到一小部分，卻有很大的
一塊都藏在海面之下。比如店家調整攝影機的角度，一方面可抓小偷，一方面也可分
析消費者的進出，停在哪多看兩眼，這就是攝影機錄影資料的價值，像是咱們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在各路口佈建監視器(電子城牆)，除可以了解交通狀況，也能嚇止犯罪，
甚至拿來當破案的利器。再舉一例 Google 蒐集網路使用者留下的數位足跡，如在一個
頁面停留多久，滑鼠游標滑過哪裡，點選了那些連結，分析網頁使用者習慣，進而作
為網頁改善的依據。 

  政府鼓勵公開資訊，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與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
業原則，臺中市政府亦已成立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taichung.gov.tw)讓資料脫離政府
過多的管制，讓大眾以更創新的方式來運用政府的公開資料，而已經擁有巨量資料的
公司，股票價格可能提升。Google 首席經濟學家 Hal R. Varian 說:「現在，資料已經
可以如此廣泛的取得，應具有重要策略意義，缺少的則是能夠找出並取得其中價值的
智慧。」 

三、巨量資料監控下的隱私權 

  當巨量資料分析的時代來臨，保護隱私權也面臨更大挑戰，身為人類的重要特
質－自主作決定並且負責的能力，巨量資料預測的本質在於相關性，而要判斷個人責
任的重點則在於因果關係。用法規來避免資料的誤用，對自己的行為負起更多責任，
並透過個資法保護架構，由使用資料者評估成本及責任，以保障每個人出於自由意識
而選擇行動。當資料開始說話，一切大不同，無論是決策、命運、或是正義，其本質
都需要重新討論。巨量資料永遠只是工具，而不提供最終的解答。 

參考資料來源： 

1. 『大數據』-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麥
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庫基耶(Kenneth Cukier)著，譯者：林俊宏，天下文
化出版，2013。 

2. 維基百科等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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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atel-Lucent 臺灣國際標準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 5 月 8 日
由李副總經理明豐率隊來訪本
中心就最新網路技術，及本市
智慧城市相關推動進行交流。 

 

 

 

 

 

 

※ 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於 5 月 15 日
由資訊科技部鄭總經理世楷率隊與本中心進行資訊業務交
流，介紹最新資料中心技術，本中心與會同仁皆獲益良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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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測
系統」、「三維高解析
環境與雲端應用」及
「教育資源整合與應
用」相關經驗、理念及
借鏡參考，增進資訊資
源之策略運用，爰於
103 年 5 月 21 日由黃副
主任惠敏帶領 10 名相關
同仁，參訪國家實驗研
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
算中心臺中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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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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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級機關：財政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新聞局、客家事務委員會、勞工局、
教育局、文化局、水利局。                                                                                            
二級機關：動物保護防疫處、就業服務處、捷運工程處、生命禮儀管理所。            
戶政事務所：中區戶政事務所、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沙鹿區戶政事務所、神岡區
戶政事務所、北區戶政事務所、太平區戶政事務所、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區公所：中區區公所、北區區公所、大肚區公所、外埔區公所、東勢區公所、清
水區公所、豐原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中山地政事務所、大里地政事務所、雅潭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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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4 月抽測一級機關、地政事務所及戶政事務所共計 67 個機關，於 4 月
1 日發送測試信件，其中當日回復者共 65 個機關(佔 97.01%)、隔 1 日回復者共 2
個機關(佔 2.99%)，無超過期限未回復之機關。 

※ 本中心規劃開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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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計導入 32 個機關網站(2 個區公所加 30 個衛生所)，預計自 6 月
11 日起至 8 月 20 日止，分成 6 梯次陸續安排進行上線作業，前述日期確定後，將
正式公文通知。 

※ 本府全球資訊中文網站受中央評核，績效優異領先中央及地方政府 

 為進一步提升中央及地方政府網站服務品質，提高民眾對政府網站服務滿意度，
國家發展委員會委由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執行政府網站績效檢核計畫，針對 33
個中央部會、5 個直轄市及 17 個縣市政府進行政府網站績效作業。依國發會最新
1 次檢核結果(本年 4 月 1 日至 30 日)，本府全球資訊中文網(http://
www.taichung.gov.tw)，受檢核結果為 109 分(滿分 110 分)，為地方政府排名第 1，
亦是跨中央/地方最高得分，表現優異。 

※ 微軟公司已自本(103)年 4 月 8 日終止 XP 作業系統支援服務，為免滋生資安漏洞
本中心於 103 年 5 月 20日爰舉辦「微軟公司 Windows XP 作業系統終止支援服務
之防護措施建議說明會」，以利各機關規劃因應。 

※ 為確保本府各機關(單位)之資訊及通訊系統安全，並能迅速通報及緊急應變處理
資訊通訊安全事件，於 6月 4 日辦理「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第一次資訊通訊安全處
理小組會議」，以強化本府各機關資安聯防能量，提升整體防禦作為。 

訊息報報              

名詞新知              

※ Webcrawler 網路爬蟲：是一種「自動化瀏覽網路」的程式，也可以說是一種網路
機器人。它們被廣泛用於網際網路搜尋引擎或其他類似網站，以獲取或更新這些
網站的內容和檢索方式。它們可以自動採集所有其能夠存取到的頁面內容，以供
搜尋引擎做進一步處理（分檢整理下載的頁面），而讓使用者能更快的檢索到他
們需要的訊息。 

※ Cybersquatting 域名搶註：網路詐騙使用的一種手法，利用使用者難以分辨真假網
址的弱點，讓使用者誤認為偽造或惡意的網站就是真正的網站。常見作法就是使
用近似的網域名稱設下陷阱，等待在瀏覽器網址列中不慎拼錯網址的使用者自投
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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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aster recovery 災難恢復：是一個過程、政策及相關的準備程序，在發生天然或
人為災害後，用以恢復或延續對組織關鍵性的基礎設施，並應包括規劃、恢復應
用程序、數據、硬件、通訊（如網路）等 IT 基礎設施。災難恢復計畫是一個更大
範圍業務連續性計劃(business continuity)的子計畫。 

※ 3D Printing 、3D 印刷：可以列印出三度空間立體實物，利用數位化的檔案，傳送
到特殊的立體印刷機，其噴嘴射出一層層薄薄的塑膠物質，反覆不斷，2~3 小時之
內，一個立體的實物就可完成。本技術在 1980年出現，當時各公司在生產最終產
品前，向來以這種經濟實惠的方式製造原型產品。如今已可製造高品質的物體，
而且能使用各種不同材質，包括金屬，目前已經被用來製造賽車、噴射機的零
件，還有義肢和助聽器。未來，甚至可以用到登陸火星之太空計畫上，只要運送
立體印刷機，就能「列印」更多台印刷機，其後每台印刷機就可以專門印製某些
物體如門、窗等等，而太空人就可以加以組合。 

※ TIA-942 標準：是機房基礎設備標準，由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所訂定之機房有關網路架構、電力設計與管理、檔案儲存備份、系統還原、網路
存取安全、資料庫管理、空調、環控等標準。級別分為 1~4，級別愈高的機房愈
安全穩固，可用度及可靠度更高，且不易受意外事件影響，但所需建置成本愈
高，級別 4 機房建置成本甚至為級別 3 機房的數倍以上。 

※ 穿戴式(wearable)電腦：從桌上型電腦(desktops)到筆記型電腦(laptops)，再到智慧
型手機，電腦逐步演進，變成愈來愈小、愈容易攜帶(portable)的裝置。如今，穿
戴式電腦，是愈來愈普遍了，智慧型手錶、谷歌眼鏡和有數位感應器(sensor)的鞋
子都已經上市。儘管這些裝置或許無法取代筆記型電腦，但可以確定這些裝置會
跟筆記型電腦結合運算，創造出活絡的行動運算生態系統(ecosystem)。 

※ 利用穿戴式電腦自我追蹤(Self-tracking)：參與「量化自我運動(Quantified Self 
Movement)」的活動的人們，會去蒐集自己日常活動的資料，該運動又稱自我追蹤
(Self-tracking)。其目的是取得個人每天活動的資料，然後加以分析，藉此達成更
健康的生活方式。近來諸如智慧型手機、日誌(journals)和應用程式(apps)，加上新
近發布的穿戴式裝置等工具(wearable gadgets)，讓自我追蹤變得極為方便。如今，
大家可以運用智慧型手錶（能記錄追蹤個人運動等資訊的穿戴式裝置)、智慧型手
環（能記錄睡眠、運動等資訊)、谷歌眼鏡或智慧型手錶，來記錄包括睡眠時數、
壓力程度、心跳(heart rate)和情緒等個人資訊。 

※ 谷歌眼鏡 Google Glass ：智慧手機出現後，電腦從桌上移到我們的口袋裡。而谷
歌眼鏡則把電腦戴在臉上，把網路直接連到眼前。供給谷歌眼鏡動力的電腦內建
在鏡框的鏡臂裡，包括了觸控板(touch pad)、麥克風以及前置相機(front-facing 
camera)。谷歌眼鏡透過 Wi-Fi 或使用者智慧型手機裡的藍牙裝置連接上網。使用
者觀看谷歌眼鏡的顯示器時，只要往視野右上角的小棱鏡一瞥即可。棱鏡(prism)
顯示使用者的時間軸，看起來是一排的卡片，載有目前時間、行事曆或電子郵件
通知。使用者跟谷歌眼鏡溝通時，可透過語音命令或輕觸觸控板。所有的語音命
令都以「好，眼鏡」開頭，接著再給予特別的指令，如「照相」或「告訴我到披
薩店的路線」。已經戴了眼鏡怎麼辦?沒問題。谷歌正在研發另一種谷歌眼鏡，專
門給配戴處方度數鏡片(prescription lense)的使用者。截至目前，為谷歌眼鏡開發
的應用程式包括： Facebook、Twitter、CNN 及 Evernote等。 

參考資料來源：「空中英語教室」雜誌 2013 年 5、11 月號及 2014年 1、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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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服務科職務代理人 – 許哲雯  

       進入職場十幾年，從銀行、醫院、科技業，不同行業都有不同
的體驗，也從輪班和正常班中體會不同的上班模式，每份工作都讓
我收穫許多，後來甚至只因電影中的一句話(註 1)燃起心中多年的創
業夢想，於是趁著年輕，提起勇氣，踏出改變的第一步，創業過程
雖辛苦、經濟壓力也大，但有家人的支持，即使為了推廣自家產
品，到市場擺攤，但知道自己所為何事，反而內心倍感踏實。如
今，選擇再次轉換跑道，重回職場，在資訊中心繼續我的職場生
涯，藉由熱心同事們的協助，讓我重拾往日上班步伐，內心的感激
難以言語，有你們真好，謝謝你們。 

註 1 ：電影《練習曲》片中對話「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
做了 。 」 

 

    規劃發展科職務代理人 – 徐采楹  

               畢業後進入私人企業工作一年多，在因緣際會之下
進入公家機關工作，雖出身資訊管理系，但由於無公務
體系相關知識與經驗，各方面操作起來都很陌生，加上
自己的個性容易緊張，所以遇到不懂的事務就會想趕快
釐清，不過在「十萬個為什麼」問題之下，同仁們都非
常有耐心與和善地回應，且會循序漸進地教導交接事
項。 

             由衷感謝給予一個機會能進入資中大家庭，真的很
高興也很榮幸能與大家共同努力打拼! 

我們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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