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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NEC Taiwan Solution Fair)

前言

台灣雲端運算的發展

中華電信雲端服務的發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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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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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Computing 討論熱門

資料來源：Google搜尋透視

Cloud Computing

2004年以來，Cloud Computing
在全球Google搜尋中熱門度的變
化趨勢

觀察地區熱門度，亞洲地區
對Cloud Computing此話題
最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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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腦 運 算 之 演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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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 資 源 之 取 得

•集中vs.分散
• Build vs. Buy
•多人共享資源
• 快速彈性佈署
• 可監控與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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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88

支持 雲端運算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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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類雲端服務 與 二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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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 新應用服務

智慧生活

透過個人終端管
理銀行、證券、
保險帳戶

•電子書包連網
•共同教育資源 •遠距醫療

•健康照護
•醫療雲的共通平台

•交通、觀光、商
業、娛樂、e政府等

•資源共享
•效率提升
•綠色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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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 C :  雲端服務基地

重大NII投資

動態供應 動態排程 自助式入口網站

監控 SLA及容量規劃

創作開發創作開發 軟體開發軟體開發 虛擬教室虛擬教室

大量資料處理大量資料處理
可擴充性
交易處理

可擴充性
交易處理

實體設備層
Physical Layer

虛擬層
Virtual Layer

管理層
Management

Layer

應用負載層
Workload Layer

虛擬伺服器
虛擬儲存器 虛擬網路

電腦伺服器、刀鋒伺服器
網路設備儲存設備

機房實體層
Civil Layer

機架安排、空調 電力地理環境 傳輸網路



1212

雲端運算技術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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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信賴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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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的 雲端服務業者

資料來源：MIC，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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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投入正熱
國際大廠

Google宣布投入60億到80億美元，搶進雲端運算服務

微軟將投入30億到50億美元

亞馬遜網路計劃投入10億到30億美元。

IBM投資3億美元，在10個國家建置13座具企業安全和資料保護服務

的雲端運算中心

全球雲端運算市場將大幅成長

隨著資料量成長及雲端運算的普及，2020年全球數位資料量將達

35ZB (Zetta Bytes，1ZB等於1兆GB)，預估1/3的數位資料將透過

雲端儲存與處理。(IDC，May 2010)
根據IDC預估，2008年全球雲端運算支出約160億美元，占企業總支

出的4%，2012年雲端支出將達420億美元，比重提升至9%。

資料來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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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 G-Cloud 推動

各國政府積極投入雲端運算，希能透過雲端服務提升政府
效率，並協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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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雲端運算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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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展 雲端運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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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雲端運算發展 兩方向



2020

整合 4 C 產業

資料來源：經濟部技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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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政府雲端服務

引領使用雲端服務之策略

資料來源：經濟部-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20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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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雲推動計畫
計畫名稱 主責單位

1.雲端運算科技與產業技術發展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

2.研發實驗與公益用途資料中心 經濟部技術處

3.雲端運算旗艦公司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

4.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及六大新興產業雲端服務旗艦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

5.雲端運算產業應用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

6.建置政府雲端網路基礎服務 行政院研考會

7.防救災業務雲端服務 內政部消防署

8.教育雲端環境 教育部

9.全國路網車速資訊交通雲計算基礎建設 交通部

10.中小企業雲端服務 中小企業處

11.推動貿易便捷安全雲端服務計畫 經濟部國貿局

12.電子發票雲端服務 財政部

13.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更新整體實施計畫 財政部

14.優質經貿網絡-關港貿單一窗口計畫 財政部

15.科技研發雲端運算服務平台 國科會

資料來源：經濟部-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20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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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 積極發展 雲端運算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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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CHT)雲端服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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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  在雲端服務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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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  寬頻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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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    I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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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 雲端服務之推動

率先推出新雲端服務

建設綠色雲端資料中心

打造雲端服務創作平台

建置雲端運算測試中心

發展雲端應用服務

積極投入雲端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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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先推出 新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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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loud (CaaS/St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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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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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 多螢幕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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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綠色雲端資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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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 C擴充與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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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loud 資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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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雲端服務創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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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雲端運算測試中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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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雲端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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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投入雲端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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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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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 策略合作夥伴

微軟、工研院、
趨勢、廣達…
歡迎更多的合作夥伴共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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