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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壹、基本資料及概述表(A003)
審議編號

108-1903-03-20-01

計畫名稱

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

申請機關

科技部

預定執行機關
(單位或機構)
預定計畫主持人

計畫類別

跨部會署計畫

額度

重點政策項目

前瞻項目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姓名
服務機關
電話

謝錫堃

職稱
主任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電子郵件
03-5776085#423
shieh@narlabs.org.tw

一般科技施政計畫
新興重點政策額度計畫
延續重點政策額度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是

▇否

▇108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額度 1,400,000千元
▇109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額度 1,400,000千元
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
綠能產業
生技醫藥
國防產業(資安、微衛星) 新農業
循環經濟圈
晶片設計與半導體前瞻科技
數位經濟與服務業科技創新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
▇其他：台灣 AI 行動計畫
綠能建設

▇ 數位建設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生命科技
%
環境科技
%
資通電子 100%
計畫群組及比重 工程科技
%
人社科服
%
科技政策
%
計畫可為單一群組或多群組，請依各群組所占比重填寫%，總計須為 100%。
執行期間

108 年 1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全程期間

106 年 9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中英文關鍵詞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物聯網、智慧機械、深度學習、智慧辨識、大數據、
雲端服務、創新服務模式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chine learning、Internet of things、cyber-physical
system 、Deep Learning、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Big data、 Cloud service、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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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經費(千元)

106
107
108
109
合計

資源投入
(以前年度請填
法定預算數)

政策依據

與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計畫關聯
中程施政計畫關
鍵策略目標
本計畫在機關施
政項目之定位及
功能

人力(人/年)

150,000
35
1,800,000
110
1,400,000
90
1,400,000
90
4,750,000
325
人事費
土地建築
0
0
材料費
儀器設備
0
1,140,000
108 年度
其他經常支出
其他資本支出
210,000
50,000
經常門小計
資本門小計
210,000
1,190,000
經費小計(千元)
1,400,000
人事費
土地建築
0
0
材料費
儀器設備
0
1,060,000
109 年度
其他經常支出
其他資本支出
290,000
50,000
經常門小計
資本門小計
290,000
1,110,000
經費小計(千元)
1,400,000
(一) FIDP-20170205040000：前瞻基礎建設計畫：5.4 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
運算平台
(二) FIDP-20170302010000：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一）整合學界研發能量，
創造技術研發經濟規模，發展前瞻技術
(三) AIST-20170500000000：AI 科研戰略：5. 策略五 科技大擂台（Grand
Challenge）
(四) EYGUID-01070301000000：行政院 107 年度施政方針：一、以創新、就
業、分配核心理念推動臺灣新經濟成長模式， 落實國家發展計畫；積
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帶動整 體經濟動能，以全力提振國內經濟。
(五) NSTP-20170403020000：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06 年-109 年)：
之健全研究基礎設施與資源共享
(六)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2017-2025 年)」項下之數位創新基礎環境，以及研發新進數位科技、
培育跨域數位人才。
(七)行政院「台灣 AI 行動計畫_2018-2021 年」項下—發展 AI 運算軟體與系
統晶片前瞻技術
「以軟扶硬，翻新竹科」的方
(八)行政院-推動科學園區創新精進計畫--短期：
向發展，藉現行產業優勢推展軟體 AI，打造軟體開發專區。
(一) NSTP-20170403020000：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106年至109 年)
(二) 健全研究基礎設施與資源共享
(一) 發展前瞻科技領域及課題，強化施政整合落實科技發展計畫
(二) 延攬、培育、留用科研人才，培養科技人力世代接棒
(三) 建立基礎技術共用平臺，促成產業技術擴散，將研發能量有效導入創新
產業，協助新創事業及產業發展
科技部透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帶領臺灣進入數位 4.0 的智慧生活，且以「人
工智慧」做為下世代發展主軸，為因應此趨勢，爰以本計畫扮演大型研究法
人於創新生態環境建構之角色，來建置「可延展性高速運算平臺」，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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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創新研究中心」，與「國際產學聯盟」運作，協助國內產業切入人工智
慧產業鏈。同時，本計畫提供「數位國家」
、
「十大產業創新方案」所需共用
研發設施，推動十大創新方案新興應用的成功，透過網路仰賴國家強健數位
基礎建設方能透過網路 快速存取計算、儲存、軟體資料等資源，來進行大
數據分析、 深度學習、機器等雲端服務，發揮共用科技設施經濟與整合綜
效。
本計畫重點工作為建置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研發平台，提供行政院科技會
報推動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科技部 AI 創新研究中心等相關
研究計畫所需之共用共享之計算儲存資源及平台、並協助國內產業運用人工
智慧，加速新產品研發，讓台灣廠商快速切入人工智慧軟硬體產業鏈中。同
時，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108 年重點工作，以三大
主軸展開
(一) AI 產業推廣與人才培育：產業 AI 運算服務商業模式建立與對外營運
服務；建立 Open Lab，提供可易置換廠商自製元件的系統、透過軟體
及應用程式來驗證硬體效能；扶持新創公司與建立示範產業應用；以
數位與實體課程及符合企業需求之客製化培訓方案，育成 AI 與大數
據科技人才。
(二)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雲端服務：建置大數據共用共享及各應用領域資料
平台所需之儲存系統，以存放各領域分享之資料集、演算法、訓練過
之模型、案例及教材等，來群聚研究社群。依據國內產業之建議及需
計畫重點描述

求，建置以國內供應鏈為主的 AI 計算平台。持續提供產官學研所需
之 AI 雲端平台計算資源及軟體服務，在計算方面，提供雲端虛擬主
機、容器化計算模式、加速器模組等使用模式，並收集分析使用者紀
錄，以調校系統效能使資源使用最佳化。擴充 AI 雲端機房之機電空
調設施，以提供資料中心之電力及空調容量。建置資料中心間 100G
高速網路並配合雲端運算環境建立 VPN(虛擬私有網路)網路環境架
構，提供雲端主機及相關服務平台網路基礎設施營運以及建立資料中
心網路與資訊安全防護環境。
(三) AI 軟體與大數據資料集技術研發與服務：開發多異質性計算環境與優
化容器雲端化 AI 運算服務；持續深化資料集取得之自動化等使用者
介面之改善，並鎖定語音，影像，空品，防災等專業領域；整合開源
軟體與商用視覺化軟體外加整合自有的視算相關技術，提供客製化視
覺化顯示的平台服務；建立創新應用服務套件，提供創客創意開發後
台以及強化影像、視覺、語音、文字、資料串流等創新智能服務之可
擴充性與客製化訓練、驗證、佈署等服務平台；建立以 AI 服務為主
體之智慧應用平台，包括垂直整合之 AI 服務與終端實現平台、具
1-4

AI 計算與分析能力之智慧工廠服務平台以及智慧醫療應用平台。
109 年重點工作，以三大主軸展開
(一) AI 產業推廣與人才培育：橋接智慧製造、智慧醫療、智慧防災與新農
業領域之產業 AI 化、帶動產業創新應用。持續對外營運產業 AI 運算、
Open Lab 服務、扶持新創公司與建立示範產業應用。規劃與執行契合
企業需求之培訓方案，育成 AI 人才並協助產業流程改善。
(二)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雲端服務：以最新發展之 AI 加速器及相關技術，
建置先進人工智慧大數據平台，此平台整合人工智慧與大數據之應
用；持續增加大數據儲存系統之容量，建立高速磁碟、物件儲存及磁
帶儲存之三階儲存系統。建置事件處理、問題處理之事件追蹤系統，
以提高客戶服務水準。持續提供雲端虛擬主機、容器化計算模式、加
速器模組等服務，收集分析使用者紀錄，以調校系統效能使資源使用
最佳化。配合雲端服務設施提供相關應用服務平台網路基礎設施與資
安環境營運，並建置資料中心間廣域網路流量資料分析平台，強化骨
幹網路安全。
(三) AI 軟體與大數據資料集技術研發與服務：開發異質性計算資源調度、
自動配置與負載平衡等排程與系統問題偵測工具及平台，深化服務品
質保證；發展資料倉儲與資料分析工具，包括建立專業領域資料加值
應用、產業用自動化標籤系統，多元資料萃取工具等；發展創新應用
服務平台，強化可擴充性與客製化服務，建立創新應用服務套件，提
供創客創意開發後台，並以 API 服務，提供多元運用深度學習所產生
之認知服務；建構以 AI 服務為主體之智慧應用平台，包括智慧醫療、
智慧工廠與智慧城市等應用；並發展具優化、客製化垂直整合特性之

最終效益
(end-point)

主要績效指標
(限填 5 項)
(KPI)

AI 服務與終端實現平台。
▇無修正。
請填入與原計畫第一期完全相同之效益。
有效整合國內資源，建置國家級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設施，提供大規
模共用、共享的高速運算環境，以做為國家發展人工智慧應用的重要基磐，
支援政府、產業與學研各界所需之適當計算環境與資源，串接政府公開資料
及學研界 AI 技術，協助提升政府施政效能；並孕育 AI 技術服務公司，形成
區域創新生態體系，進而加速實現 AI 產業化與產業 AI 化的目標。
 滾動修正。
內容：說明執行本計畫預期可產生之最終效益及影響為何，600 字內。
修正理由：
。
108 年度
(一)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用率 6 成以上，包含 10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
門，另提供雲端服務予政府重大政策計畫 10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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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件及 50 家產業，並建立 5 件產業應用範例
(二)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累計 1500 人，企業培訓方
案培訓廠商 10 家
(三) 維運及管理 AI 計算設施，可用率達 99.5%
(四) 發展關鍵技術，提供影像、視覺、語音、文字、資料串流等 10 種以上
API 服務，協助防災、氣象、空汙、交通及智慧機械等應用發展並新增
語音，影像，空品，防災 4 大領域資料集
(五)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新台幣一億元
109 年度
(一)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用率 7 成以上，包含 12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
門，另提供雲端服務予政府重大政策計畫 12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90 件及 50 家產業，並新增 6 件產業應用範例
(二)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累計 3000 人，企業培訓方
案培訓廠商 12 家
(三) 維運及管理 AI 計算設施，可用率達 99.7%
(四) 建立與收集多樣化模型至少 20 件，作為發展 AI 應用所需的預先訓練模
型並新增醫療、工業、產業服務 3 個領域專業資料集。
(五)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新台幣一億元
前一年計畫或相
關聯之前期計畫 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計畫(2/4)
名稱
姓名
林錫慶
職稱
組長
服務機關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計畫連絡人
03-5776085 分機
電話
電子郵件
b00lsc00@nchc.narl.org.tw
223

1-6

貳、預期效益、主要績效指標(KPI)(B003)及目標值
KPI 格式參見表 B003，每計畫至少列出 3 項以上，如參考表內無適用指標，亦可自訂適合本計畫之指標。

主要績效指標表(KPI)(B003)
屬
性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
會論文 3 篇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會
論文 2 篇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會
論文 6 篇。

將平台建置發表，提昇
台灣於人工智慧研究能
量並與國際接軌

B.合作團隊(計
畫)養成

形成國內 AI 技術研究團隊 1 隊： 形成國內 AI 技術研究
與國內 AI Lab 共同形成 AI 技術 團隊 5 隊以上
研究團隊，進行南市無人機計畫

形成國內 AI 資料集團隊
新增 3 隊以上

形成國內 AI 資料集團隊
新增 3 隊以上

與國內相關專家合作，
包含影像，聲音，空品
資料等，形成 AI 資料集
團隊並建立 AI 系統相關
技術

C.培 育 及 延 攬
人才

-

1.參與計畫執行之博、 1. 預 計 參 與 計 畫 執 行 之 1.參與計畫執行之博、碩、 培養資料處理人才與雲
碩、學士生 40 人
博、碩、學士生 40 人
學士生 40 人
端化人工智慧計算人才
2.延攬科研人才 20 人以 2.延攬科研人才新增 5 人 2.延攬科研人才新增 5 人 包含 AI 平台技術，資料
上
以上
以上
集，視算技術等人才)

H.技術報告及
檢驗方法

技術報告 3 篇：

技術報告 5 篇

A.論文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會論文 1
篇：

學術成就 科(技基礎研究 )

Chung-I Huang Chien-Hao Tsen
Fang-Pang Li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Based Automatic
Flashover Detection in Fire Early
Warning System"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
Observations and Societal Impacts,
Yilan, June 25-27, 2017.

技術報告 2 篇

(1) 曾建澔、陳倫奇、吳志泓、林
芳邦，「衛星影像物件偵測及
辨識技術報告」
(2) 鄭國陽，「整合容器化技術與
網路模擬實驗技術報告」
(3) 3. 王泰期、林敬堯，「交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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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 5 篇

藉由技術報告具體呈現
技術研發成果，有利於
未來將研發成果或是經
驗提供給人工智慧相關
單位參考與使用完成 AI
平台技術，資料集，視
算技術等技術報告。

屬
性

績效指標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
會及專題討論會 6 場以
上

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會
及專題討論會 6 場以上

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會
及專題討論會 6 場以上

增加學研界交流，促成
跨領域合作。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討
會 5 場以上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討會
3 場以上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討會
5 場以上

藉由參與研討會促進技
術交流含參與 AI 平台技
術，資料集，視算技術
國際重要研討會

路圖學分析展示介面 - 公司
營業交易分析展示系統」
I1.辦理技術活
動

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會及專題討
論會 6 場以上：
(1) 9 月 6 日辦理 AI 主機架構座談
會
(2) 9 月 20 日辦理「語音辨識與自
然語言處理」人工智慧專業領
域座談會
(3) 10 月 3 日辦理「電腦視覺」人
工智慧專業領域座談會
(4) 12 月 8 日舉辦「AI 主機建置
發展--日本經驗分享研討會」
(5) (5)12 月 15 日辦理 AI 主機架
構與技術規格說明會
(6) 12 月 20 日辦理 Fujitsu AI 技術
分享研討會

技術創新 科(技技術創新 )

I2.參與技術活
動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討會 5 場以
上：
(1) 參加 HP CAST 高速計算技術
論壇
(2) 參加 SC 2017 高速計算研討
會
(3) 參加 Data Center World 2018
研討會
(4) 參加 2017 Nvidia GTC 技術交
流大會
(5) 參 加 2017 NIPES （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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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性

績效指標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S1. 技 術 服 務
(含委託案及工
業服務)

技術服務 6 件以上：

S2.科研設施建
置及服務

完成 Peta 級高速計算主機系統建
置

初級產出量化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技術服務 6 件以上

1. 技術服務 3 件以上
1. 技術服務 3 件以上
協助產、官、學研建立
2.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 2. 科 研 設施 服 務收 入每 AI 技術，促進整體技術
新台幣一億元
年 2,000 萬元以上
創新
3. Open Lab 相關之營運服
務績效指標
(1) 建 立 異 質 先 期 加 速
器平台 兩套
(2) 提 供 服 務 測 試 之 單
位十家
(3) 加 速 器 效 能 比 較 報
告兩份

完成雲端服務系統加總
計算能量為 4PF，儲存
系統空間達 50 PB 以及

完成建置雲端服務系統加
總計算能量為 1.5 PF 合計
5.5PF，儲存系統空間新增
達 50 PB 以及
(1) 維運及管理 AI 計算
設施，可用率達 99.5%
(2) 提供雲端服務予政府
重大政策計畫 10 件，
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80
件及 50 家產業
(3) 發展關鍵技術，提供影
像、視覺、語音、文字、
資料串流等 10 種以上
API 服務，協助防災、
氣象、空汙、交通及智
慧機械等應用發展
(4) 新增語音，影像，空
品，防災 4 大領域資料
集

(1) UMC 先導研究計畫(聯電)
(2) IPCam 調焦先導計畫_早期驗
證(明泰科技)
(3) PL 產線良率預測第一階先期
研究(住華科技)
(4) 資策會巨量資料平台技術服
務案
(5) 熱壓爐之健康分析與預防性
維修研析(漢翔航空工業)
(6) 南科交控中心系統整合建置
案(資拓宏宇)

完成 TestBed 建置提供先期計畫
用戶之服務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 完成 Computing
Platform Working
Engine 開發
(2) 辨識 AI 模型代訓
(3) 資料市集平台上線
服務
(4)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
雲端服務，供國內產
學研各界 10 個團
隊、1000 位以上人
工智慧研發人員使
用
完成 Peta 高速計算主
機建置與對外服務
(1) 產學研界服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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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建置雲端服務系統總
和計算能量 10 Pflops 與
120 PBytes 儲存容量之雲
端運算基礎設施與共用研
發平台以及
(1) 維運及管理 AI 計算
設施，可用率達 99.7%
(2) 提供雲端服務予政府
重大政策計畫 12 件，
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90
件及 50 家產業
(3)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
均使用率 7 成以上，服
務廠商 50 家以及服務
政府重大政策計畫 12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
畫 90 件
(4) 建立與收集多樣化模

提供共用共享資源，降
低研發投資以及發展前
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
術與提供服務

屬
性

績效指標

M.創新產業或
模式建立
經(濟產業促進 )

.促成與學界或
產業團體合作
研究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建置期，故目標設定：0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作研究案 1
件以上：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型至少 20 件，作為發
展 AI 應用所需的預先
訓練模型

次：3600 人次
(2) 研發平台服務件
數：820 件
(3) 計算使用時數 340
加權核心百萬小時
(4) 整體儲存服務 13
PByte
(5) 提供服務之全機效
能達 1.8PFLOPS

Peta 高速計算主機效能

建立雲端服務、大數據
及 AI 綜效之創新產業-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
使用率 6 成以上，包含 10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門，
並建立 5 件產業應用範例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
使用率 7 成以上，包含 12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門，
並新增 6 件產業應用範例

建立新產業供應鏈模
式，提升國內廠商競爭
力，促進產業發展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作
研究案 2 件以上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作研
究案 2 件以上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作研
究案 5 件以上

整合學研研發能量及資
源，建立學研與產業合
作關係，培養長期技術
發展

計算使用時數 680 加
權核心百萬小時
(2) 整 體 儲 存 服 務 13
PByte
(3) 提 供 服 務 之 全 機 效
能達 1.8PFLOPS
提供 AI 與 Peta 主機服務
(1) 產 學 研 界 服 務 人
次：4000 人次
(2) 研 發 平 台 服 務 件
數：900 件

(1)

促成國內廠商與芝加哥大學對可
橫向擴充高傳輸之 AI 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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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醫療、工業、產業
服務 3 個領域專業資
料集。
Peta 高速計算主機效能：
(1) 計算使用時數 680 加
權核心百萬小時
(2) 整 體 儲 存 服 務 13
PByte
(3) 提供服務之全機效能
達 1.8PFLOPS
提供 AI 與 Peta 主機服務
(1) 產學研界服務人次：
4000 人次
(2) 研發平台服務件數：
900 件

屬
性

績效指標

其他效益

Y.資訊平台與
資料庫

其他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建置期，故目標設定：0

完成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
業創新研發人才 150 人次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無此項指標

建立 AI 雲端平台供產產
官學研使用。並建置先期
之專業領域共用資料儲存
平台。

提供共用共享資源，降低
研發投資

提供共用共享資源，降
低研發投資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
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
850 人以上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
產業創新研發人數累計
1500 人，企業培訓方案培
訓廠商 10 家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
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累計
3000 人，企業培訓方案培
訓廠商 12 家

培養產業科技人才，提
升產業競爭力

預期效益
1. 產業效益
(1) 本計畫將本計畫建置之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平台服務目標為一半資源服務 AI 學術研究，此部分將由國網中心團隊為主力來經營，
另一半資源則用以服務產業 AI 化發展，此部份將以委外多家服務營運商來經營，透過服務營運商之專業及多元通路，促進國內產業
AI 化以及 AI 產業化之發展。
(2) 完成相關應用平台與模組，協助產業快速導入 AI 技術，減少所需之計算平台建置與維護成本
2. 社會經濟
本計畫強化產學研連結可為整體產業、社會帶來正向循環，提供客戶專業全方位解決方案，應用涉及運輸(如自駕車)、民生(如環境災防
之空氣品質)等關鍵應用，促成國內 AI+雲端產業自研自製，進而全面提升我國科技創新的生態及強化產業競爭力，促成經濟起飛。
3. 產業技術
(1) 本計畫建置之資料集平台以及資料市集，可成為產官學研界之共用平台，有助於資料科學分析，以及人工智慧應用。透過產官學研
界的回饋，可協助建構更完整的資料集，進而回饋至相關的產官學研應用，形成正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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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產業需求應用，發展相關 AI 技術解決所遭遇之問題，將針對品管、良率提升以及降低維護成本之目的，進行智慧化所需之技術
開發，並已技轉與輔導方式協助產業提升。
4. 人才培育
本計畫透由建置前瞻人工智慧學程共用之教學平台，作為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課程之線上實習與實作環境，培育優質人工智慧人才
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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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力配置/經費需求/經費分攤(B004&B005&B008)
人力需求及配置表(B004) (系統填寫)
人力需求及配置說明
本計畫涵蓋軟硬體建置、技術開發、產業應用與推廣等面向，故人員編制包含研究員級及
副研究員級為主，其餘職級人員為輔。研究員職級人力主要進行計畫統籌及技術發展方向，
副研究員與助理研究員級，主要支援硬軟體設施建置與技術之研發，每年平均約 55%由國
網編制人力支援。
106 年度
計

畫

名

稱

總

人

107 年度
力總

人

108 年度
力總

人

109 年度
力總

人

力

一、AI 產業推廣與
人才培育

14

44

24

24

二、AI 計算平台建
置與雲端服務

7

22

22

22

三、AI 軟體與大數
據資料集技術研
發與服務

14

44

44

44
單位：人/年

108 及 109 年度
計

畫

名

稱

職級
總

人

力

研究員級
(含)以上

助理
副研究員級 研究員級

研究
助理級

技術人員

其他

一、AI 產業推廣與
人才培育

24

2

10

10

2

0

0

二、AI 計算平台建
置與雲端服務

22

2

9

11

0

0

0

三、AI 軟體與大數
據資料集技術研發
與服務

44

5

25

14

0

0

0

註一：本年度填「申請人力」，過去年度填「實際人力」
，核定或執行中者填「核定人力」
，預核年度填「預估人力」
。
註二：職級(分 6 級)
1. 研究員級：研究員、教授、主治醫師、簡任技正、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博士滿三年、或碩士滿六年、或學士滿
九年之研究經驗者。
2. 副研究員級：副研究員、副教授、助研究員、助教授、總醫師、薦任技正、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博士、或碩士
滿三年、學士滿六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3. 助理研究員級：助理研究員、講師、住院醫師、技士、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碩士、或學士滿三年以上之研究經
驗者。
4. 研究助理級：研究助理、助教、實習醫師、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學士、或專科滿三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5. 技術人員：指目前在研究人員之監督下從事與研究發展有關之技術性工作，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屬之：初(國)
中、高中(職)、大專以上畢業者，或專科畢業目前從事研究發展，經驗未滿三年者。
6. 其他：指在研究發展執行部門參與研究發展有關之事務性及雜項工作者，如人事、會計、秘書、事務人員及維修、
機電人員等。
註三：當年度應塡列詳細資料(含研究員級以上、副研究員級、助理研究員級、研究助理級、技術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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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表(B005) (系統填寫)
經費需求說明
一. 本計畫涵蓋硬體建置、技術開發、產業應用、人才培育與推廣等，資本支出編列項目以儀器設備為主。
二. 其他費用則包含前瞻 AI 技術人才培育、設施營運與產業服務營運招商相關專家顧問費、高階專業 PM，委託辦理費與推廣業務費等項。
三. 依據政府推動「產業創新研發之五大創新產業」政策，編列儀器設備協助提供可延展性雲端服務的共用共享環境，促進產業創新與升級

290,000 290,000

資 本 支 出

0

經 常 支 出

小計

210,000 210,000

109 年度

資 本 支 出

經 常 支 出

257,000 257,000

108 年度
小計

資 本 支 出

經 常 支 出

一、AI 產業推廣 強化科研 服務與推 40,000 40,000
與人才培育
創新生態
廣

107 年度
小計

質

資 本 支 出

性

經 常 支 出

畫
小計

計

略

稱

策

名

畫

畫

計

計

106 年度

0

5,000
30,000
131,000
221,000
(一)設施營運
體系
(二)業務推廣與人 育才與多
35,000
227,000
79,000
69,000
元進路
才培育
強化科研
100,000 1,453,000
1,453,000 1,140,000
0 1,140,000 1,060,000
0 1,060,000
二、AI 計算平台 創新生態 環境建構 100,000
建置與雲端服務 體系
改善

三、AI 軟體與大 前瞻技術 應用與技 10,000
數據資料集技術 發展
術發展
研發與服務

1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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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

50,000

0

50,000

50,000

0

50,000

50,000

支

出

其他費用

50,000

本

儀器設備

1,060,000

土地建築

1,140,000

109 年度
支
出資
其他費用

50,000

290,000

常

材 料 費

三、AI 軟體與大數
據資料集技術研發
與服務

210,000

經

人 事 費

1,140,000

出
小計

二、AI 計算平台建
置與雲端服務

支

其他費用

210,000

本

儀器設備

一、AI 產業推廣與
人才培育

土地建築

稱

108 年度
支
出資
其他費用

名

常

材 料 費

畫

小計

計

人 事 費

經

290,000

1,060,000

50,000

註一：當年度應填列詳細資料，含經常支出(人事費、材料費、其他費用)，資本支出(土地建築、儀器設備、其他費用)。
註二：請針對各細部計畫選擇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之策略，應與基本資料及概述表相符。
註三：請針對各細部計畫選擇計畫性質：
環境建構與改善：此類多屬基本維運及硬體面之建置，如實驗室、認證中心、研發中心、基礎設施、系統發展、資料庫平台等之設立，如建置長期寬頻地震監測站。
基礎研究：計畫執行之內容若屬理學或科學基礎之探討，歸此類，如部分之科技部補助計畫。
應用與技術發展：凡技術與產品之研究、開發與應用，如照明系統節能技術開發應用，歸此類。
服務與推廣：係指與計畫有關之系統化服務活動，利用不同的宣傳方式，促使其了解計畫概念與目的，並有助於計畫內涵之傳播與應用，使計畫功效得以發揮者，歸此
類。如節約能源效率管理與技術服務推廣計畫屬之。
產業開發輔導：含產業之開發輔導及技術移轉，如加強協助專利與技術轉移、技術開發成果移轉導入產業，歸此類。
人才培育與課程開發：舉凡與科技人才(或人力或人員)之延攬、培育、訓練、輔導、媒合相關之計畫，如生技創業之專業經理人培育，歸此類。
調查研究：目的明確之研究調查、資料蒐集、背景資料分析屬此類。
政策及制度之規劃與制訂：舉凡計畫之執行與機制、法規、規範、辦法、標準、政策、體系、制度、作業標準之制訂，皆屬此類。
其他：凡計畫之執行內容不屬上述 8 項性質則歸入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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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攤表(B008)
跨部會主提機關
(含單位)

科技部

跨部會申請機關
(含單位)

科技部

計畫名稱

建構雲端服
務及大數據
運算平台計
畫

各額度經費合計(系統加總)

註一：需包含主提機關，系統會檢核是否與「資源投入」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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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法定數(千元)

107 年度
法定數(千元)

108 年度
申請數(千元)

109 年度
申請數(千元)

150,000

1,800,000

1,400,000

1,400,000

150,000

1,800,000

1,400,000

1,400,000

肆、儀器設備需求(B006&B007)
(如單價 500 萬以上儀器設備需俟補助對象申請通過才採購而暫無法詳列者，嗣後應依
規定另送科技部審查)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 科學 儀器送審彙總表
(B006)(系統自動匯出 )
申請機關：科技部

編
年度
號
1
2
3

108

4

5

6

(單位：新臺幣千元)

儀器名稱

使用單位

AI 大數據計算主機與
對外服務
儲存系統
低階 AI 教育訓練平台 對外服務
DDoS 攻擊緩解與清
國網中心
洗設備
廣域網路 VPN 設備採
國網中心
購案
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
算平台基礎設施改善 國網中心
採購案
Peta 級高速計算主機
對外服務
-108 年款項
總
計

先進人工智慧大數據
對外服務
計算主機與儲存系統
繪圖卡加速研究機群
對外服務
2
系統
AI 機電空調基礎設施
國網中心
3
改善採購案
1

109

總

計

數量

單價

總價

1

726,000

726,000

V

1

20,000

20,000

V

1

15,000

15,000

V

1

30,000

30,000

V

1

120,000

120,000

V

1

144,000

144,000

V

6

1,055,000 1,055,000

1

860,000

860,000

V

1

20,000

20,000

V

1

100,000

100,000

V

980,000

填表說明：
1.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設備者應填列本表。
2. 本表中儀器名稱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
3. 本表中之優先次序欄內，請確實按各項儀器採購之輕重緩急區分為第一、二、三優先。
(1) 「第一優先」係指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有必要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2) 「第二優先」係指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3) 「第三優先」係指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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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順序
1 2 3

980,000

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 科學 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使 用 部 門 設施服務組
中 文儀器名 稱 AI 大數據計算主機與儲存系統
英 文儀器名 稱 AI and Big data computing machine
數

量

1

預估單價(千元)

726,000

總價(千元)

726,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
運算平台)
期 望 廠 牌 不限
購置經費來源

型

式 不限

製 造 商 國 別 不限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AI 與大數據計算分析
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行法
定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 □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 ▇其他儀器
３.儀器用途：
主機將建置為可彈性擴展的系統架構，為學研、政府、產業單位
與新創公司提供各種不同需求的計算服務。此主機具備機器與深
度學習等人工智慧服務，並可透過網路快速存取計算、儲存、軟
體、資料等資源，提供大數據資料分析，以共用共享、隨需付費
的雲端服務模式，促進國內大數據分析、深度學習、機器學習、
智慧科技等前瞻技術研發，並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
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導
致負面審查結果)
人工智慧被視為下一次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更是許多產業發展
的重要推手，如無人化的自動駕駛、語音及影像辨識、災害預測
等。近年來，隨著高速計算軟硬體各方面快速發展，能夠於極短
時間內進行大量的資料處理分析，解決以往難以使用一般演算法
處理的問題。以往囿於硬體效能限制，僅能在實驗室中以小規模
運算執行的類神經網路研究，在近幾年硬體的快速發展下，已讓
此技術朝向超大型且計算複雜的模式發展，尤其是電腦圍棋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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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頂尖職業棋士的前例，更讓人工智慧取代人類處理與解決複雜
問題的能力，變得不再遙不可及。
多年來傳統高速運算（HPC）隨著半導體技術的跳躍式發展得到
長足的進步，然而半導體的發展也已來到物理特性的極限，對
CPU 效能提升極為有限。傳統的高速運算平台架構已無法滿足目
前人工智慧的運算模式，且因運算類型不同，傳統的高速運算平
台架構用在人工智慧運算上的效能不彰，若須達到相同的計算
量，則需花費更大量的經費建置，因此人工智慧應用需使用計算
速度更快的 GPU 來處理大量的資料與計算，才有實際研發應用
價值。
為發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本設備將提供國家級 AI 人工智
慧平台，發展我國自主人工智慧，支援不同應用領域之產官學研
界，以開放 API 加速創新應用開發，進而促進產業升級、新創應
用與開拓前瞻科技領域，在人才培育方面，也能支援人工智慧深
度學習、大資料分析、雲端服務等課程之線上實習與實作共用教
學環境，培育優質人工智慧與雲端服務人才。
以本設備為核心，藉由自主設計之 AI 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臺，
建立以資料為中心之跨地域資料收集、管理、交換、共享工具，
提供整合計算服務，具備大數據分析、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等雲
端服務，提供各領域所需資料、分析與視覺化人工智慧整合環
境，此平臺將以跨地域可彈性擴展為系統架構，並分散式儲存系
統與異地備援服務。
GPU 已掀起人工智慧領域革命，其中深度學習如今已成為爆炸式
成長的應用方向，傳統的高速計算電腦(HPC)與大數據分析架
構，無法滿足在許多領域中的運算需求與速度，為維持我國技術
領先地位與競爭力，實有購買本儀器之必要性。透過計算能量的
擴增，縮短國內人工智慧與大資料運算分析的研發時程，提升國
內人工智慧軟硬體與周邊相關產業研發能量，加速人才養成與產
業創新。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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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
購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
牌、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儀器所屬
機構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
放共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
放時段不敷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
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
診斷用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
甲、 提供大資料運算與圖形加速器高速計算架構之運算環
境：提供各領域所需資料、分析與視覺化人工智慧整合環
境，並預載各式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所需之軟體堆疊，
此平臺將以可彈性擴展為系統架構，並提供分散式儲存系
統與異地備援服務。
乙、 提供雲端服務與大數據共用研發高速運算平臺：設計以雲
端為基礎之共用研發高速運算平臺，提供單一操作界面與
開放式 API 加速應用開發時程，藉由共通的儲存裝置，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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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中心計算平台，提供兼具 GPU 與 CPU 異質計算服務，
並提供分級付費機制、隨需付費，打造共享平臺經濟，發
揮共用科技設施經濟與整合綜效。
丙、 支援新興應用，協助國內產業切入人工智慧產業鏈：支援
各應用領域，如 圖形辦識、分類與檢測、機器翻譯、影像
與聲音辦識、情感分析、自然語言、自動駕駛等，藉由共
用人工智慧研發平臺，提供各領域開發新興重點應用，包
括生醫、災防、綠能、文創、資通訊科技等產業。引導廠
商投入人工智慧產業鏈，催生臺灣相關產業蓬勃發展，並
加速現有產業創新，保持國際技術領先地位與發展優勢。
(2)預期使用效益：
預計將建置一具備雲端服務概念之人工智慧共用計算平臺，並
能作知識共享、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人工智慧與大資料分析
等各式前瞻創新應用。協助政府推動國內雲端與人工智慧產業
應用與相關人才培育，預計將以數位創新帶動服務創新方式，
促進產業升級、培植國內研發能量，孕育具國際水準之技術與
人才。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本設備保固期外，由本中心編列維護費用，由原建置廠商提供維
護。預估每年維護費不超過本案預算之 8%，亦即 58,080 千元。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
個系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時數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天

自用
時數

全
天
全
天

對外開
放時數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天

可使用
時數

全天

(1)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雲端服務與大資料運算設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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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除年度歲修與定期維護
之必要情況外，皆能全天候提供計算服務。
(2)自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雲端服務與大資料運算設施，故
可全天候開放使用。
(3)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雲端服務與大資料運算設施，固
可全天候供外部用戶使用。服務對象開放全國各界，包含產官
學研、一般民眾皆可申請付費使用。

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
準等詳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
受委託檢測但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本中心自 1993 年起已有長達 20 年以上維運、經營高速計算服務模
式，並通過 ISO 流程管理驗證。相關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
標 準 皆 以 本 中 心 「 計 算 資 源 服 務 網 」 ( 網
址 https://service.nchc.org.tw/index.php)以網站形式公開，並接受使
用者申請使用。以下以網站畫面截圖方式呈現相關說明：
1. 網站首頁

1.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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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帳號類別及收費標準

3. 付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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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 說明

5. 帳號管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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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其
他儀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
與配合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1）計算主機
CPU 節點：
 數量：500 個節點以上
 種類：單節點須具雙中央處理器（CPU）以上，單 CPU 需 18 核
心(core)以上。
 單節點記憶體：192GB 以上
 單節點硬碟容量：至少 256GB 以上
 網路及高性能網路介面：至少一埠以上之 10 Gb/s 以上乙太網路
以及至少一埠以上之 100 Gb/s 以上之高性能網路。
GPU 計算加速器節點
 數量：25 個節點以上。
 CPU 種類：單節點須具雙中央處理器（CPU）以上，單 CPU 需
18 核心(core)以上。
 單節點記憶體：768GB 以上
 單節點硬碟容量：至少 3.8T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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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器數量：200 個以上，單節點至少須含 4 個以上加速器。
 網路及高性能網路介面：至少兩埠以上之 10 Gb/s 以上乙太網
路，以及至少兩埠以上之 100 Gb/s 以上之高性能網路。
性能：總計算效能值(HPL)：可達 1.5 Peta FLOPs 以上
（2）儲存系統
高階磁碟陣列一式：
 性能與容量均須為可在線橫向擴充。
 Metadata 之管理應採分散式系統，並具備大量讀取小檔案之
能力。
 提供 NFS 協定
 具備 auto load balance 功能
 可用容量須達 10PB 以上
 提供至少 100GB/s 以上 IO 頻寬
 具備提供給 AI 高速計算主機所有節點掛載之能力
物件儲存磁碟陣列一式：
 以 ceph 提供 block 儲存、物件儲存、NFS 之儲存系統
 兩套 ceph，一套專供 block 儲存，另一套專供物件儲存及 NFS
服務。
 block 儲存在三份副本條件下，可用容量至少 10PB 以上。
 物件儲存及 NFS 服務需達可用空間 20PB 以上，應使用資料保
護技術，其資料保護層級相當 RAID6 以上，需採用 cache tiering
技術。
 容量與性能可水平擴展。
 提供跨三地共用共享的整體服務。
磁帶儲存設備一式：
 容量需達 60PB 以上之磁帶館。
 應具自動備份功能，提供 AI 高速計算主機之高速檔案系統以
及雲端服務平台之各式資料、資料庫之自動輪替備份功能。
 針對提供雲端服務平台之之物件儲存應具自動階層功能。
２.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僅附送 1 家估價單，原因為：本案屬 AI 尖端類設備，且價格偏
高，詢價結果均以口頭報價為主，僅有一家願意提供書面報價，
估價單請詳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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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不限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
等優缺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廠牌(二)

廠牌(三)

…

比較項目(一)
比較項目(二)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
位註明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施纓煜

性別 年齡
男

職稱

學歷

助理工
程 師

碩士

專長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有(專業 HPC 高速計算
之管理資歷並受有完整
之訓練)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電壓幅度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其他

10.8 平方公尺
220 伏度～220 伏度
無
20 ℃～
35 ℃

相對濕度
除濕設備
防塵裝置
輻射防護

45 ％～
有
有
無

60％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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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
建置一具備雲端服務概念之人工智慧共用計算平台，提供知識共享、機器
學習、深度學習、人工智慧與大資料分析等各式前瞻創新應用，包含協助
政府推動國內雲端與人工智慧產業應用與相關人才培育，同時以數位創新
帶動服務創新方式，促進產業升級、培植國內研發能量，孕育具國際水準
之技術與人材，故列為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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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使 用 部 門 設施服務組
中 文 儀 器 名 稱 低階 AI 教育訓練平台
英 文 儀 器 名 稱 Entry-level AI Training Platform
數

量

1

購置經費來源

預估單價(千元)

20,000

總價(千元)

20,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
據運算平台)

期 望 廠 牌 不限
型

式 不限

製 造 商 國 別 不限

一、儀器需求說明
1. 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低階 AI 教育訓練計算平臺。

2. 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
指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 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 其他儀器
3. 儀器用途：
為支援本中心陸續建置完成之高階 AI 計算環境，本案將建置一入門型
之 AI 計算環境，以做為學研界探索、推廣及深化 AI 之主要教育訓練平
臺。
本案將透過低階但產品類型較新之硬體設備，建構出入門型之 AI 計算
環境，供國家實驗研究院內單位與國內產學研教育訓練之用，其中包含
國家型計畫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等具指標性計畫，乃至於產業界之
AI 研究計畫。
4. 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
性而導致負面審查結果)
由於硬體架構的推陳出新，現今資訊產品之生命周期約為三年左右，因
此在本中心主要 AI 計算主機建置完成後，急需過渡型的計算平臺，來
銜接現有之設備及未來之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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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設備得以產出其投資效益，因此小規模的布署最新式的入門級之
硬體設備，除可以規避大規模建置所可能有的投資錯誤風險，更可以讓
最先進的 AI 應用，得一擅場之平臺，又可兼做教育訓練平臺之用。還
可檢驗各 AI 應用在主要計算平臺及教育訓練平臺之效能，做為日後平
臺選取之參考。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1. 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2. 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
型式、購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專用)
1. 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2. 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
稱、廠牌、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儀器所屬機
構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
放共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
放時段不敷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
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1. 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診
斷用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 使用規劃：
A.支援與參與卓越及國家型 AI 計畫之研究：藉由此主機之建置，提供
各類人工智慧、大資料、物聯網、深度學習等教育訓練計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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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研界得以多方嘗試各式之 AI 計算框架，加速 AI 應用之推廣。
B.提供新式 AI 計算環境，提昇國內 AI 計算創新與升級：例如：自然
語音辨識、生醫影像識別，藥物結構辨識與決策評分系統；物聯網
資料分析、智慧城市大數據分析，智慧管家；無人交通載具、預防
性醫療保健、等創新應用教育訓練。
C.透過新式 AI 計算設備之建置部署，銜接現今之 AI 軟硬體未來 AI
架構應用。
(2) 預期使用效益：
預計將探索新形態 AI 計算的可能性，並做為推廣資料整合與機器學
習、深度學習等各式應用之教育訓練平臺。協助政府推動國內人工智
慧產業應用於生物醫學、能源、環境災防、數位文創、農業、智慧機
械、資通訊等領域及產業，並保持國內 AI 教育訓練平臺之先進性，
加速國內整體 AI 產業之創新發展。
2. 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本設備保固期外，由本中心編列維護費用，由原建置廠商提供維護。預
估每年維護費預估不超過本案預算之 8%，亦即 1,600 千元。
3. 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個
系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 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擴充規劃：
本案為 AI 教育訓練平臺，若有符合 AI 計算用戶之需求與主流應用，
將全面擴充成為主要 AI 計算設施。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可使用
時數
自用
時數
對外開
放時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時數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864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864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8640

(1) 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之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除年度歲修與定期
維護之必要情況外，能全天候提供計算服務。
(2) 自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 AI 教育訓練環境，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如有必要可以提供全天之服務。
(3) 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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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備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 AI 教育訓練環境，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服務對象開放全國各界，包含產官學研、一般民
眾皆可申請付費使用。

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等
詳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受委託檢
測但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中心自 1993 年起已有長達 20 年以上維運、經營高速計算服務模式，
並通過 ISO 流程管理驗證。相關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皆以本
中心「計算資源服務網」(網址 https://service.nchc.org.tw/index.php)以網站
形式公開，並接受使用者申請使用。
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其他儀
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
與配合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1. 詳述功能及規格：
系統規格摘要說明：
+ 計算節點：64+ 個
+ CPU 數量：128+ 個
+ 加速裝置：4+ 張/節點
+ 記憶體容量：64+ GB/節點
+ 網路及超高速內部連結介面：10+ Gb/s
+ 總計算效能值(SP Perf)：10+ TFLOPS

2. 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僅附送 1 家估價單，原因為：本案屬 AI 尖端類設備，且價格偏高，
故詢價結果僅有一家願意提供書面報價，其餘均以口頭報價為主，估價
單請詳附檔。

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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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
服務等優缺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廠牌(二)

廠牌(三)

…

比較項目(一)
比較項目(二)

本設備所採購之標的為標準化之資訊產品，故廠牌之型式將以適用
之產品及數量組合訂定需求書，不限定廠牌型號，提供採購委員會評
選。採購方式，擬以公開評選方式辦理公開招標。驗收時，採效能及各
式規格驗收，以確保整體的最佳效能。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1. 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位註
明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吳宙錦

性別 年齡
男

職稱

學歷

專長

副研究員

碩士

系統規劃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有(2015 年赴 NCSA 受訓)

2. 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1. 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電壓幅度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其他

10 平方公尺
220 伏特
無
20.8℃±2℃

相對濕度
除濕設備
防塵裝置
輻射防護

1.5%RH±2%
有
有
無

2. 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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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
為協助政府推動國內人工智慧產業應用於生物醫學、能源、環境災防、數
位文創、農業、智慧機械、資通訊等領域及產業，並保持國內 AI 教育訓練
平臺之先進性，加速國內整體 AI 產業之創新發展，故建置推廣資料整合與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各式應用之教育訓練平台並列為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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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網中心
使 用 部 門 國網中心
中 文儀 器名 稱 DDoS 攻擊緩解與清洗設備
英 文儀 器名 稱
數

量

1

購置經費來源

預估單價(千元)

15,000

總價(千元)

15,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
運算平台)

期 望 廠 牌 Arbor
型

式 SP-7000 與 TMS-2800

製 造 商 國 別 美國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 DDoS 攻擊緩解與清洗設備
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
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 □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 ■其他儀器
３.儀器用途：
提供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預算設施對於 DDoS 攻擊之防護。
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
導致負面審查結果)
DDoS 攻擊緩解與清洗設備可以偵測分散式阻斷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並與網路核心路由器協同運作，將 DDoS 攻擊流
量引導至 DDoS 攻擊清洗機，進行攻擊特徵比對與異常流量過濾，
藉此緩解 DDoS 攻擊對於中心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之影響。
此 DDoS 攻擊緩解與清洗設備可與多臺網路核心路由器進行協防，
防禦範圍可涵蓋國網中心新竹本部、國網中心臺中分部與國網中心
臺南分部。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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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
購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
牌、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DDoS 攻
擊偵測與
緩解系統

儀器所屬
機構名稱

國網中心

型式

廠牌

APS-2600

Arbor

年份

104

數量

使用現況

2

正常運作
中，但不支
援擴充
40G/100G
網路介
面，無法與
骨幹網路
介接，防護
範圍有限。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
放共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
放時段不敷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
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
診斷用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建置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 DDoS 攻擊清洗系
1-38

統，提供高效能 DDoS 攻擊偵測與流量清洗服務。
(2)預期使用效益：可提供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對於 DDoS 攻
擊之防護能力，確保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之網路服務品質
與服務可用率不受 DDoS 攻擊之影響，滿足設施使用者的高頻寬
網路與運算需求。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本儀器由本中心資安人員維運操作、安全維運中心 7x24 做運行
監控，保固期間每季定期保養，保固期滿後依規畫簽訂維護合
約，以提供全年不中斷的網路服務。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
個系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配合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之實際使用狀況擴充
設備清洗能力，依需求擴充採購至 30G 或 40G 之清洗能力。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時數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天

自用
時數

全
天
全
天

對外開
放時數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天

可使用
時數

全天

(1)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全天候網路連線使用
(2)自用時數估算說明：位於本中心資料中心網路出口，全天候自用
(3)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無對外開放

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
準等詳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
受委託檢測但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其
他儀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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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其他，說明：本設備為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建置之
DDoS 設備，設備維運需長期運作，僅能提供本計畫資安防
護使用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
與配合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１.詳述功能及規格：
(1) 提供20Gbps之DDoS(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以下簡稱
DDoS)(含)以上之流量防護能力，DDoS防護能力必要時可擴充至
40Gbps。
(2) 機架型硬體設備，需提供4個(含)以上 10GE Fiber SR 之光纖介
面。
(3) 需提供Web-Based圖形化及Command-Line管理介面。
(4) 具備Redundant Power Supplies及並具備熱抽換(Hot-Swap)能力。
(5) 需提供SYSLOG或SNMP Trap或SMTP之告警功能，以利資安管
理需求
２.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僅附送 1 家估價單，原因為：
本案屬價格偏高，故詢價結果僅有一家願意提供書面報價，其餘均
以口頭報價為主，估價單請詳附檔。

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
本案設備作為 DDoS 攻擊偵測與清洗使用，在設備穩定度及原廠技
術支援上有一定之要求。目前積極蒐集國內外相關產品資訊，並
評估網路架構後進行系統規劃，後續完成需求規格書與市場訪價
後，將採公開招標方式進行採購。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
等優缺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DDoS 攻擊緩解
與清洗設備

Arbor

廠牌(二)
Radware

1-40

廠牌(三)

…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
位註明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性別 年齡

李柏毅

男

37

曲成權

男

39

職稱

學歷

專長

助理工
程師
助理工
程師

碩士

資安規劃
與維運
網路規劃
與維運

大學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CISSP
CCNP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電壓幅度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其他

300-600 平方公尺
110 伏度～ 220 伏度
有
18.8 ℃～ 22.8 ℃

相對濕度 49.5 ％～ 53.5 ％
除濕設備
有
防塵裝置
有
輻射防護
無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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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本案設備提供 DDoS 攻擊偵測與清洗使用，若無建置本設備，當
雲端服務與大數據運算設施面臨 DDoS 攻擊時，可能會有網路
頻寬耗盡與服務中斷之狀況發生，導致外界使用者無法使用，
故列為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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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網中心
使 用 部 門 國網中心
中 文 儀 器 名 稱 廣域網路 VPN 設備
英文儀器名稱
數

量

1

購置經費來源

預估單價(千元)

30,000

總價(千元)

30,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
據運算平台)

期 望 廠 牌 CISCO
型

式 NCS-2K、ASR-9K

製 造 商 國 別 非大陸地區產品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資料中心間廣域網路 VPN 設備
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
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 □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 ■其他儀器
３.儀器用途：
提供本中心三地異地資料中心間 100G VPN(虛擬私有網路)連線。
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
導致負面審查結果)
廣域網路 VPN 設備將提供本中心三地資料中心對外連接 Internet 及
TWAREN VPN 網路之接取，可提供外界使用者經由 Internet 使用本
計畫所建置的資訊設施與服務，也提供跨異地資料中心間 VPN 之連
接，使本計畫所建置的雲端運算主機及儲存系統可透過資料中心間
廣域網路達到異地備援功效。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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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
購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
牌、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光網路傳
輸設備

骨幹路由
交換設備

儀器所屬機
構名稱

教育部/國網
中心

國網中心

型式

NCS2K

ASR9K

廠牌

CISCO

CISCO

年份

105

105

數量

使用現況

3

正常運作中，需
額外擴充採購
100G 高頻寬卡
版及相關模組
才能達成提供
異地資料中心
間 100G
VPN(虛擬私有
網路)連線。

6

正常運作中，需額
外擴充採購 100G
高頻寬卡版及相
關模組才能達成
提供異地資料中
心間 100G
VPN(虛擬私有網
路)連線。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
放共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
放時段不敷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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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
診斷用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建置國網中心三地資料中心間雲端運算主機與儲存系
統連外之 100G VPN 超高速網路，提供高頻寬網路交換平台。
(2)預期使用效益：可提供國網中心三地資料中心間雲端運算主機及
儲存系統間的高備援性網路需求，以及使用者由網際網路連線的
高頻寬網路需求。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本儀器由本中心網路人員維運操作、網路維運中心 7x24 做運行
監控，保固期間每季定期保養，保固期滿後依規劃簽訂維護合
約，以提供全年不中斷的網路服務。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
個系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配合國網中心三地資料中心之間網路頻寬實際使用狀
況擴充頻寬需求，依需求增加設備或 100G 卡版及模組。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1
月
全
天

2
月
全
天

3
月
全
天

4
月
全
天

5
月
全
天

6
月
全
天

7
月
全
天

8
月
全
天

9
月
全
天

10
月
全
天

11
月
全
天

12
月
全
天

總時數

自用
時數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天

對外
開放
時數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
天

全天

可使
用時
數

全天

(1)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全天候網路連線使用
(2)自用時數估算說明：提供國網中心三地資料中心之間網路連通使
用，全天候自用
(3)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無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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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
準等詳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
受委託檢測但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其
他儀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其他，說明：本設備為本計畫三地資料中心之間高頻寬連線
之設備，需長期運作，並僅能提供本資料中心連外使用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
與配合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１.詳述功能及規格：
(1) 可提供100G網路連線高速交換能力。
(2) 可提供100G高速傳輸介面。
２.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僅附送 1 家估價單，原因為：本案屬科技尖端類設備，且價格偏
高，詢價結果均以口頭報價為主，僅有一家願意提供書面報價，
估價單請詳附檔。
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
本案設備提供高頻寬網路使用，在穩定度及售後服務上有一定之要
求。因本案規劃採購設備為暨有設備之後續擴充，目前運作中暨有
設備為國外產品，因考量設備相容性，本案亦必需購買相容暨有設
備之國外產品，本案將採限制性招標或公開招標方式進行採購。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
等優缺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廣域網路 VPN
設備

廠牌(二)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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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三)

…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
位註明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稱

學歷
碩士

專長

林書呈

男

39

副工程師

陳俊傑

男

45

副工程師

梁明章

男

47

副工程師

呂宗翰

男

33

助理工程師

網路規劃與
維運
碩士 網路規劃與
網管開發
碩士 網路與系統
管理、資訊安
全
碩士
網路維運

謝欣叡

男

36

佐理工程師

學士

莊博勝

男

43

助理工程師

碩士

張聖翊

男

37

正工程師

碩士

網路規劃與
維運
網路規劃與
維運、
資訊安全
網路規劃與
維運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CCNA、CCIE
CCNA
CCNA、CCNP、
ITIL、ISO27001
auditor
CCNA
CCNA
CCNA、ISO 27001
主導稽核員
CCNA、BSCI、
MPLS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電壓幅度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其他

300-600 平方公尺
110 伏度～ 220 伏度
有
18.8 ℃～ 22.8 ℃

相對濕度
除濕設備
防塵裝置
輻射防護

49.5 ％～ 53.5 ％
有
有
無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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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本案設備提供本中心三地資料中心間雲端運算與儲存系統高頻寬
網路連接能力，若無本設施則外界使用者及三地資料中心間無
法連接使用，故列為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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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使 用 部 門 設施服務組
中 文 儀 器 名 稱 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基礎設施改善採購案
英 文 儀 器 名 稱 Procurement of cloud services and large data computing platform infrastructure
數

量

1

購置經費來源

預估單價(千元)

120,000

總價(千元)

120,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
算平台)

期 望 廠 牌 不限
型

式 不限

製 造 商 國 別 不限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供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設備用電及散熱等。
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行法
定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 □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 ■其他儀器
３.儀器用途：
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設備用電及散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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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導致
負面審查結果)
1.由於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設備用電密度隨著科技進步一直大幅
提升，預計容量會達到 3KW/m2，因此提供足夠之電力才能讓雲端服務及
大數據運算平台設備正常運作。電力供應是電腦設備電源之基礎設施，
包含高壓供電系統、低壓配電系統及不斷電系統等。市電由台電提供
22.8KV 高壓至中心自設高壓迴路降壓為低壓 380-220V 以供應電腦設備
用電。其中重要負載如電腦設施、儲存設施及核心網路設施等，則需要
經由不斷電設備以確保資料能正常保存。
2.節能空調系統，是將電腦設備所產生的熱，利用多種熱交換單元排到戶
外以維持電腦設備可以正常運作。並結合節能技術及操作，使達到最佳
之能源使用效率，以符合節能省碳之目的。
3.柴油引擎發電機組是數據中心的緊急備用電源，由於不斷電系統於停電
後僅能維持 10 鐘，且空調系統也必須要能繼續運作。所以必須靠柴油引
擎發電機組來供應電力，以維持數據中心之電腦設備能正常服務。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購
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
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儀器所屬機構

型式

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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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名稱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1500Kva

盛英

95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1000Kva

盛英

95

2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1500Kva

盛英

101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750Kva

盛英

101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MGE

95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MGE

95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SOCOMEC

100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RIELLO

100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250Kva

RIELLO

103

2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SOCOMEC

106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300RT

弘旭

95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300RT

弘旭

95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300RT

揚帆

100

1

設備使用中

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中

1000KW

SDMO

95

1

設備使用中

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中

800KW

東元

100

1

設備使用中

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中

1000KW

MTU

101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250Kva

盛英

94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500Kva

盛英

94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000Kva

盛英

94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500Kva

大同

96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800Kva

RIELLO

104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800Kva

RIELLO

106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600Kva

Chloride

100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250RT

東元

94

3

設備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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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南

康明斯

835Kva

94

2

設備使用中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放共
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放時段不
敷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診斷
用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
供應數據中心之重要設備用電及系統散熱，如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
平台。
(2)預期使用效益：
1.提升台電契約容量：以滿足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用電需求。
2.高效率變壓器：變壓器最重要的功能是調整電壓，使其滿足電力輸送至
各個階段的需求 。在發電廠，變壓器升高電壓以便進行
遠距離高壓輸電；而在目的地，變壓器又降低電壓以便為
最終用戶和配電，本購買設備屬於目的地端的降壓變壓
器。變壓器能夠滿足確保電網穩定性、供電可靠性和能源
效率等關鍵要求，同時滿足客戶對於安全性、故障間隔時
間的需求，並且減少環境影響。為配合未來大型電腦主機
建置計畫，需增加變壓器設備，以符合設備電力需求。台
電 22.8KV 高壓配電輸送至目的地受電室(電氣室)後，必
須透過高壓變壓器將電壓降壓至 380V/220V，才可以提供
不斷電系統或其他周邊設備使用。
3.不斷電系統：是確保當市電中斷或電源品質不良時，變流器之輸入電源可
由蓄電池供給，維持變流器正常電力的輸出。為提供大行主
機運作正常與降低故障機率，機房內電源均經過不斷電系
統，除提供斷電時使用外，平時亦提供高可靠度之穩壓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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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可避免大型主機因突波等電源問題而受損。為配合未
來大型電腦主機建置計畫，電力設備計畫改善提升不斷電系
統容量，以確保電力供應正常。一般台電電源會夾帶一些壓
降、諧波及突波等不良供電品質，對於精密的大型主機是一
大損害。透過不斷電系統整流後，可以提供穩定、乾淨之電
源給大型主機(Server)，並於台電停電時，可做為緊急備用發
電機啟動前，讓設備正常運作的不斷電電源。
4.節能空調系統：目的是將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設備產生之熱能，
透過專用空調系統對機房內設備散熱。數據中心採用節能型
精密空調系統主要理由是節省數據中心內的營運成本。在現
今的數據中心中，數據中心整體輸入功率的 40%是被製冷
設備所消耗，甚至會達到 60%。且電力將面臨短缺的情況
下。應該發揮伺服器的最大效能，而不應浪費在製冷設備的
非必要驅動上。監控系統：即時監控與動態調整，改善數據
中心 PUE 表現。能收集並分析數據搭配機房區域溫控感測
機制，除利用即時機房動態監控控制環境溫度，達到減少機
房空調能源耗用外，也可以由 PUE 動態指標搭配能源計
算，配置不同的散熱冷房模擬分析，有效換算出具參考性的
配置參數。
5.柴油引擎發電機組：數據中心電力必須有兩個以上的來源，以提供設備運
轉可靠度。第一來源為台電供電系統；第二來源則是柴油引
擎發電機。柴油引擎發電機主要功能是當台電無法供電或電
壓變換設備(如變壓器)故障時，可維持高速計算主機系統與
其他周邊設備如不斷電系統、空調系統、消防系統等可以正
常運作。為配合未來大型電腦主機建置計畫，需提升柴油引
擎發電機容量，以符合機房電力所需容量，供停電時使用，
並依 TIA-942 建議設計成 N+1 以架構。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個系
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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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可使用
時數

總時數

10

11

12

月

月

月

720

720

720

720

8640

720

720

720

720

720

8640

0

0

0

0

0

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0

0

0

0

0

0

0

自用
時數
對外開
放時數

(1)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之基礎設施，原設計與建置
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除年度歲修與定期維護之必要情況外，
皆能全天候提供計算服務。
(2)自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之基礎設施，固可全天候供
本中心自用。
(3)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

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等
詳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受委託檢
測但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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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其他儀
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其他，說明：本設施供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之用

電，

故 不對使用者開放使用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與配
合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１.詳述功能及規格：
(1)

高效率高壓模鑄式配電變壓器 1000KVA 以上 (含 VCB 盤、ACB 盤、ATS、低壓盤、
電容器盤等)，搭配至負載端使用匯流排。變壓器應為真空模鑄樹脂封裝，乾式，
60Hz，絕緣等級一、二次側為 F 級。效率在 95%以上，噪音在 56db 以下。變壓器
應依「經濟部能源局高壓用電設備(401)相關法令規定」之出廠試驗項目，並搭配 IEC
60076-11 或 CNS 13390 C4468 之標準進行相關例行試驗。

(2)

不斷電系統總容量為 200KW 以上並具有雙電源輸入，採用高效率型，並提供
RS-232/485、Ethernet 及乾接點等環控介面。

(3)

空調機：搭配變頻離心式壓縮機。

(4)

冷卻水塔：IE3 高效率感應電動機，馬達變頻控制。

(5)

冷卻水泵：IE3 高效率感應電動機，馬達變頻控制

(6)

柴油引擎發電機組:
輸出

800KW 以上

型式

Standby

頻率

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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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

380 V

２.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僅附送 1 家估價單，原因為：本案因價格偏高，故詢價結果僅有一家
願意提供書面報價，其餘均以口頭報價為主，估價單請詳附檔。

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等優
缺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廠牌(二)

廠牌(三)

…

比較項目(一)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位註
明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陳景全

性別 年齡
男

43

職稱

學歷

副工程師

碩士

專長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電機、電腦機 電腦機房設計教育訓
房設計

練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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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儀器置放環境
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電壓幅度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平方公尺
220 伏度～

330 伏度

無
20℃～ 30 ℃

相對濕度

40 ％～

除濕設備

無

防塵裝置

無

輻射防護

無

70％

其他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為提供產官學研各界全年高品質與穩定的雲端與大數據平台服務，
須建構本案相關機電基礎設施包含 1.提升台電契約容量、2.高效率變壓器，滿足
電力輸送至各個階段的需求、3.不斷電系統，確保當市電中斷或電源品質不良
時，變流器之輸入電源可由蓄電池供給，維持變流器正常電力的輸出並於台電
停電時，可做為緊急備用發電機啟動前，讓設備正常運作的不斷電電源、4.柴油
引擎發電機組，提升柴油引擎發電機容量，以符合機房電力所需容量，供停電
時使用，並依 TIA-942 建議設計成 N+1 以架構，當台電無法供電或電壓變換設
備(如變壓器)故障時，可維持高速計算主機系統與其他周邊設備如不斷電系統、
空調系統、消防系統等可以正常運作。同時，本案也建置節能空調系統，有效
收集並分析數據搭配機房區域溫控感測機制，除利用即時機房動態監控控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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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溫度，達到減少機房空調能源耗用外，也可以由 PUE 動態指標搭配能源計算，
配置不同的散熱冷房模擬分析，有效換算出具參考性的配置參數。綜上原因列
為第一優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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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使 用 部 門 計算設施組
中 文 儀 器 名 稱 Peta 級高速計算主機-108 年款項
英 文 儀 器 名 稱 Peta Scale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facility

數

預估單價
1套
(千元)

量

購置經費來源

362,900
(108:144,000)

總價(千
元)

362,900
(108：144,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
台)

期 望 廠 牌 不限
型

式 不限

製 造 商 國 別 不限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提供國家級高速計算服務，供國家實驗研究院內單位與國內產官學研之研究
相關計畫使用，其中包含國家型計畫或大挑戰計畫等具指標性計畫，突破計算量之
限制，進行大尺度計算模擬與成果產出，如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颱洪中心即
時模擬與國研院體系各中心之合作計畫。本儀器設備可支援各類卓越之研究計畫與
產業需求，促進學術研發能量、產業創新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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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行法定職掌
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V 其他儀器
□醫療診斷用儀器 □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 □

３.儀器用途：
建置一具備 Peta 級高速計算設施與環境，提供國內進行高速計算應用之共用
研發平台。將導入先進高速計算與綠能減碳技術，提供足夠的大尺度計算能量，紓
解目前國內高速計算資源不足的問題，以滿足國家重大政策之計算應用需求。
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導致負面審
查結果)
建置一具備 Peta 級高速計算設施與環境，總體計算能量每秒可達 1.4
PetaFLOPs 可提供作為科學研究之共用研究設備，擴大目前應用的計算尺度與物理
精確度，並支援國家型大尺度計算，使尖端計算得以提升至有實質可信度的民生應
用所須，進而促進產業升級與新創應用，特別針對在氣候、氣象、生醫、災防、材
料與文創等關鍵議題上。使用計畫簡述如下：
甲、 支援與參與卓越及國家型計畫之研究：藉由 Peta 級共用平台之建置，
持續提供環境科學、氣候變遷、生命科學、新能源等國家型計畫相關
研究所需之計算資源與平台服務，使學研界得以突破現有應用的計算
尺度與極限，增加計算的精確度，縮短研究計算時間，以加速成果之
產出與價值的創新。
乙、 提供大量計算資源，提昇國內產業創新與升級：例如：生醫產業所需之
基因體序列分析、生醫影像處理平台，供新藥與醫材產業應用；文創
產業所需之 4D 影像處理、特效動畫製作與算圖農場等軟體技術之研發
應用；以及感測網路在各項產業推動網宇實體系統之大尺度計算應用。
丙、 紓解部分擁塞之大型主機計算使用量，提高使用者滿意度：此次高速計
算主機之採購，將著重主要應用軟體之執行效能與良好的使用環境，
以期可部份疏導使用者至效能較佳的主機上執行其程式，直接提高其
工作效率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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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購買年份
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V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
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儀器所屬機
構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1座

ALPS 御
風者

國網中心

叢集式電
腦主機

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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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使用現況
為本中心高速計

(內含 算服務之主要設
544 施，使用率已滿
台電 載，且效能無法
腦節 滿足使用者需
點) 求。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放共同
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放時段不敷使用、
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診斷用儀器
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
甲、支援與參與卓越及國家型計畫之研究：藉由 Peta 級共用平台之建置，持續
提供環境科學、氣候變遷、生命科學、新能源等國家型計畫相關研究所需
之計算資源與平台服務，使學研界得以突破現有應用的計算尺度與極限，
增加計算的精確度，縮短研究計算時間，以加速成果之產出與價值的創新。
乙、提供大量計算資源，提昇國內產業創新與升級：例如：生醫產業所需之基
因體序列分析、生醫影像處理平台，供新藥與醫材產業應用；文創產業所
需之 4D 影像處理、特效動畫製作與算圖農場等軟體技術之研發應用；以
及感測網路在各項產業推動網宇實體系統之大尺度計算應用。
丙、紓解部分擁塞之大型主機計算使用量，提高使用者滿意度：此次高速計算
主機之採購，將著重主要應用軟體之執行效能與良好的使用環境，以期可
部份疏導使用者至效能較佳的主機上執行其程式，直接提高其工作效率與
滿意度。
(2)預期使用效益：
建置一具備 Peta 級高速計算設施與環境，總體計算能量每秒可達 1.4 PetaFLOPs
可提供作為科學研究之共用研究設備，擴大目前應用的計算尺度與物理精確度，並
支援國家型大尺度計算，使尖端計算得以提升至有實質可信度的民生應用所須，進
而促進產業升級與新創應用，特別針對在氣候、氣象、生醫、災防、材料與文創等
關鍵議題上。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本設備保固期外，由本中心編列維護費用，由原建置廠商提供維護。預估每年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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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預估不超過本案預算之 8%，亦即 29,032 千元。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
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V否
□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
本案設計時，即考慮未來性能擴充需求，保留主機內部高速網路架構之擴充延
展性。若未來有足夠經費支應，即可以添購或汰換計算節點方式，擴充計算性
能。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可使用
時數

10

11月

12

總時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864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864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720

8640

月

月

自用
時數
對外開
放時數

(1)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高速計算服務平台基礎設施，原設計與建置目標
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除年度歲修與定期維護之必要情況外，皆能全天候提供
計算服務。
(2)自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高速計算服務平台基礎設施，固可全天候供本中
心自用。
(3)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高速計算服務平台基礎設施，固可全天候供外部
用戶使用。服務對象開放全國各界，包含產官學研、一般民眾皆可申請付費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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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V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等詳細
□
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受委託檢測但由使用
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中心自 1993 年起已有長達 20 年以上維運、經營高速計算服務模式，並通過
ISO 流程管理驗證。相關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皆以本中心「計算資源
服務網」(網址 https://service.nchc.org.tw/index.php)以網站形式公開，並接受使用
者申請使用。以下以網站畫面截圖方式呈現相關說明：

6. 網站首頁

7.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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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帳號類別及收費標準

9. 付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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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U 說明

11.帳號管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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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其他儀器原則對
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與配合設
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１.詳述功能及規格：
系統規格摘要說明：
CPU 種類：64 bit,10 核心(core)以上之處理器
CPU 數量：25,000 計算核心(core)以上
總記憶體容量：100 TB 以上
磁碟可用空間總容量：3 PB 以上
網路及超高速內部連結介面：100 Gb/s 超高速內部網路
隨機必備之應用軟體
總計算效能值(Rmax)：可達 1.4 PetaFLOPs
散熱能力：平均每 42 個節點 21KW 以上
計算能源效率：1.5 TFLOPS/KW
因高速計算主機使用大量電力，須有獨立高效專用之散熱設備提供系統冷卻，以達
穩定運轉。廠商視整體設計採用方案不同，常見有直接水冷(direct liquid cooling)、
間接水冷(indirect liquid cooling)、列內氣冷(In-Row cooling)、水冷背門(chilled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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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計。惟因應本大型系統需求，需提供平均每 42 個計算節點 21KW 以上之散熱
能力，並講求高效綠能之考量，故要求計算能源效率需達 1.5 TFLOPS/KW 以上。

２.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如下表

甲.台灣富士通公司：

乙.台灣惠普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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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華碩電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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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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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等優缺點，以
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廠牌(二)

廠牌(三)

…

比較項目(一)
比較項目(二)

本設備所採購之標的為標準化之資訊產品，故廠牌之型式將以適用之產品及數量組
合訂定需求書，不限定廠牌型號，提供採購委員會評選。採購方式，將以公開評選
方式辦理公開招標。驗收時，採效能及磁碟容量驗收，以確保整體的最佳效能。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位註明待
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稱

學歷

專長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陳德民

男

副工程
師

碩士

叢集電腦

有(HPC 高速計算教育
訓練)

李金泓

男

副工程
師

學士

叢集電腦

有(HPC 高速計算教育
訓練)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V無
□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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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36.56 平方公尺

相對濕度

1.5%RH±2%

電壓幅度

220 伏特

除濕設備

有

不斷電裝置

無

防塵裝置

有

輻射防護

無

溫度

20.8℃±2℃

其他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V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建置一具備 Peta 級高速計算設施與環境，提供作為科學研究之共用研究
設備，擴大目前應用的計算尺度與物理精確度，以加速成果之產出與價值的創新，
故列為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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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使

用 部

門 設施服務組

中 文 儀 器 名 稱 先進人工智慧大數據計算主機及儲存系統
英 文 儀 器 名 稱 Advanc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omputing machine
數

量

1套

購置經費來源
期
型

望 廠

預估單價(千元)

860,000

總價(千元)

860,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
平台)

牌 不限
式 不限

製 造 商 國 別 不限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深度學習與人工智慧計算分析與儲存系統
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行法定
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 □教學或研究用儀器▇其他
３.儀器用途：
為學研單位、政府與產業界提供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計算環境，滿足各
界的使用需求，主機將安裝深度學習、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軟體，建
置符合各界需求的環境，透過內部高速網路與本中心相關服務結合，提
供包含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大數據分析與本中心既有相關軟硬體等各
項整合性服務，以創造共享的雲端人工智慧創新服務，促進國內產業發
展，厚植相關周邊產業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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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導致負
面審查結果)
一般咸認人工智慧是引爆下一次經濟革命的重要推手，其影響可能不比
十八世界工業大革命來得輕，現今多數產業仍然大量依賴人力，在科技
發展一日千里的今日，許多工作已開始使用機器取代人工，其產能甚至
更有效率品質更一致。人工智慧除了在經濟上可能會造成革命性的影響
外，亦可應用於如災害預防、長期天候預測、農產調控與價格預測，利
用深度學習與大數據資料分析的技術，分析歷年統計資料預測災害可能
發生時間地點與規模，天候與農業產能，透過人工智慧規畫各種因應方
案，以減少國家經濟與人民財產損失。
配合國家政策，中心已陸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力發展人工智慧相關
技術與應用，本設備將用以支援產官學研界未來各種不同領域與需求上
的應用，並逐步增加人工智慧相關應用的實作教育訓練環境，執行人才
培育訓練課程，以培育優質的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應用開發人才，為產
學研提供充分的研發應用人才。
本設備將搭配自主設計的人工智慧服務與大數據共用運算平台提供服
務，與本中心開發的相關應用服務結合，提供資料收集、交換、數據分
析、視覺化整合等一體式專業服務，讓資料共享、服務共構，計算與分
析更加簡便與快速，並結合既有的分散式儲存系統與異地備援服務，確
保服務穩定資料安全可靠。
隨著各國相繼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開發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未來無
疑將會是人工智慧的世界。人工智慧的應用相當廣泛，工業上大量的機
器取代人工，產品成本下降，競爭力提升、災防預測將更佳精確，減少
人員傷亡與國家經濟及人民財產損失、能源開發與使用將更有效率、國
民健康與人力長照規劃等應用不勝枚舉。因此在人工智慧技術引領下，
各項深度學習技術與大數據資料分析皆呈現爆發跳躍式成長，大量的資
料帶來巨量的計算分析需求，為維持我國現有的科研競爭力，掌握關鍵
人工智慧技術，成為人工智慧的規範制定者，實有購買本儀器的必要。
藉由本設備的計算能力，縮短計算時間，減少各界的研發等待時程，盡
早掌握關鍵應用與技術，以成為人工智慧各領域的引領者，帶動國內人
工智慧產業，並培育相關應用人才加速產業革新。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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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購
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設備)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
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儀器所屬機
構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放共
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放時段不敷
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診斷用
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
(1) 提供深度學習、大資料運算分析與圖形加速器高速計算架構整合之
運算環境：提供各領域所需資料、分析與視覺化人工智慧整合環
境，並預載各式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所需之軟體堆疊，此平臺將
以可彈性擴展為系統架構，並提供分散式儲存系統與異地備援服
務。
(2) 提供雲端服務與大數據共用高速運算平臺：以雲端為基礎之共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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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高速運算平臺，提供單一操作界面與開放式 API 加速應用開發
時程，藉由共通的儲存裝置，透過本中心計算平台，提供兼具 GPU
與 CPU 異質計算服務，並提供分級付費機制、隨需付費，打造共
享平臺經濟，發揮共用科技設施經濟與整合綜效。
(3) 支援新興應用，協助國內產業切入人工智慧產業鏈：支援各應用領
域，如圖形辦識、分類與檢測、機器翻譯、影像與聲音辦識、情感
分析、自然語言、自動駕駛等，藉由共用人工智慧研發平臺，提供
各領域開發新興重點應用，包括生醫、災防、綠能、文創、資通訊
科技等產業。引導廠商投入人工智慧產業鏈，催生臺灣相關產業蓬
勃發展，並加速現有產業創新，保持國際技術領先地位與發展優勢。
(2)預期使用效益：
預計將建置一具備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結合雲端設施之共用計算平
臺，並能作知識共享、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人工智慧與大資料分析
等各式前瞻創新應用。協助政府推動國內產業升級與人工智慧產業及
雲端應用相關人才培育，預計將以數位創新帶動服務創新方式，促進
產業發展與升級、培植國內研發能量，孕育具國際水準之技術與人才。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本設備保固期外，由本中心編列維護費用，由原建置廠商提供維護。預
估每年維護費預估不超過本案預算之 8%，亦即 60,000 千元。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個系
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時數

可使用
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自用
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對外開
放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1)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雲端服務與大資料運算設施，原設計與
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除年度歲修與定期維護之必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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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皆能全天候提供計算服務。
(2)自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雲端服務與大資料運算設施，固可全天
候供本中心自用。
(3)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
本設備為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雲端服務與大資料運算設施，固可全天
候供外部用戶使用。服務對象開放全國各界，包含產官學研、一般民
眾皆可申請付費使用。

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等
詳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受委託檢測
但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中心自 1993 年起已有長達 20 年以上維運、經營高速計算服務模式，
並通過 ISO 流程管理驗證。相關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皆以本
中心「計算資源服務網」(網址 https://service.nchc.org.tw/index.php)以網站
形式公開，並接受使用者申請使用。以下以網站畫面截圖方式呈現相關
說明：
12.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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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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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帳號類別及收費標準

15.付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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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U 說明

17.帳號管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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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教學或研
究用儀器儀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教學或研究用儀器，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與配合
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１.詳述功能及規格：
系統規格摘要說明：
CPU 節點
CPU 節點數量：800 個節點以上。
CPU 種類：須具雙中央處理器（CPU）以上，單 CPU 需 18 核心(core)以
上。
單節點記憶體：256GB 以上
GPU 節點
GPU 節點數量：100 個以上，單節點至少須含 8 個以上 GPU。
單節點記憶體：768GB 以上
網路及高性能網路介面：至少一埠以上之 10 Gb/s 以上乙太網路，以及至
少兩埠以上之 100 Gb/s 以上之高性能網路。
２.高階磁碟陣列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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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與容量均須為可在線橫向擴充。
Metadata 之管理應採分散式系統，並具備大量讀取小檔案之能力。
提供 NFS 協定
具備 auto load balance 功能
可用容量須達 10PB 以上
提供至少 100GB/s 以上 IO 頻寬
具備提供給 AI 高速計算主機所有節點掛載之能力
３.物件儲存磁碟陣列一式：
以 ceph 提供 block 儲存、物件儲存、NFS 之儲存系統
兩套 ceph，⼀套專供 block 儲存，另⼀套專供物件儲存及 NFS 服務。
block 儲存在三份副本條件下，可用容量至少 10PB 以上。
物件儲存及 NFS 服務需達可用空間 10PB 以上，應使用資料保護技術，
其資料保護層級相當 RAID6 以上，需採用 cache tiering 技術。
容量與性能可水平擴展。
提供跨三地共用共享的整體服務。
４.磁帶儲存設備一式：
容量需達 30PB 以上之磁帶館。
應具自動備份功能，提供 AI 高速計算主機之高速檔案系統以及雲端服
務平台之各式資料、資料庫之自動輪替備份功能。
針對提供雲端服務平台之之物件儲存應具自動階層功能。
性能：
總計算效能值(HPL)：可達 3.8 Peta FLOPs 以上
５.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僅附送 1 家估價單，原因為：

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等優缺
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廠牌(二)

廠牌(三)

…

比較項目(一)

本設備所採購之標的為標準化之資訊產品，故廠牌之型式將以適用之產品
及數量組合訂定需求書，不限定廠牌型號，提供採購委員會評選。採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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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擬以公開評選方式辦理公開招標。驗收時，採效能及各式規格驗收，
以確保整體的最佳效能。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位註明
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施纓煜

性別 年齡
男

職稱

學歷

專長

助理工
程 師

碩士

具高速計
算主機維
運管理專
業資歷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HPC 高速計算教育訓
練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電壓幅度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其他

27 平方公尺
220 伏特
無
20 ℃～ 35 ℃

相對濕度
除濕設備
防塵裝置
輻射防護

45

％～60
有
有
無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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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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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使

用 部

門 設施服務組

中 文 儀 器 名 稱 繪圖卡加速研究機群系統
英 文 儀 器 名 稱 Display Card Accelerated Research Cluster
數

量

預估單價(千元)
總價(千元)
1
20,000
20,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
購置經費來源
平台)
期
型

望 廠

牌 不限
式 不限

製 造 商 國 別 不限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繪圖卡加速研究機群系統。
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行法定
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教學或研究用儀器其他儀器
３.儀器用途：
為賡續本中心陸續建置完成之高階 AI 計算環境之應用發展，本案擬建置之
繪圖卡加速研究機群系統，可做為學研界探索、推廣及延續 AI 應用之教育
研究平臺。
本案在可負擔及可擴展之前提下，將以最新型之繪圖卡，建構出 AI 應用之
計算研究環境，供國家實驗研究院內單位與國內產學研教育研究之用，其中
包含國家型計畫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等具指標性計畫，乃至於產業界之
AI 研究計畫。
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導致負
面審查結果)
由於硬體架構的推陳出新，現今資訊產品之生命周期約為三年左右，為銜接
現有之設備及未來之硬體，因此在主要 AI 計算主機建置完成後，需建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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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型的計算平臺，以支援未來 AI 應用之發展。
為了讓設備得以產出其投資效益，因此小規模的布署最新型之硬體設備，除
可以規避大規模建置所可能有的投資錯誤風險，更可以讓最先進的 AI 應用，
得一擅場之平臺，又可兼做教育研究平臺之用。還可檢驗各 AI 應用在主要
計算平臺及教育研究平臺之效能，做為日後平臺選取之參考。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購
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其他儀器設備)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
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儀器所屬機
構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放共
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放時段不敷
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診斷用
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
(1) 支援與參與卓越及國家型 AI 計畫之研究：藉由此主機之建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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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類人工智慧、大資料、物聯網、深度學習等教育研究計算服務。
使學研界得以多方嘗試各式之 AI 計算框架，加速 AI 應用之推廣。
(2) 提供新式 AI 計算環境，提昇國內 AI 計算創新與升級：例如：自然
語音辨識、生醫影像識別，藥物結構辨識與決策評分系統；物聯網
資料分析、智慧城市大數據分析，智慧管家；無人交通載具、預防
性醫療保健、等創新應用教育研究。
(3) 透過新式 AI 計算設備之建置部署，銜接現今之 AI 軟硬體未來 AI
架構應用。
(2)預期使用效益：
預計將探索新形態 AI 計算的可能性，並做為推廣資料整合與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等各式應用之教育研究平臺。協助政府推動國內人工智慧產業應
用於生物醫學、能源、環境災防、數位文創、農業、智慧機械、資通訊等
領域及產業，並保持國內 AI 教育研究平臺之先進性，加速國內整體 AI
產業之創新發展。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本設備保固期外，由本中心編列維護費用，由原建置廠商提供維護。預估
每年維護費預估不超過本案預算之 8%，亦即 1,600 千元。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個系
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
本案為 AI 研究平臺，若有符合 AI 計算用戶之需求與主流應用，將全面
擴充成為主要 AI 計算設施。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可使用
時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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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
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對外開
放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1) 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之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除年度歲修與定期維護
之必要情況外，能全天候提供計算服務。
(2) 自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 AI 教育研究環境，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如有必要可以提供全天之服務。
(3) 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
本設備提供全國產官學研之 AI 教育研究環境，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服務對象開放全國各界，包含產官學研、一般民眾
皆可申請付費使用。

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等
詳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受委託檢測
但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本中心自 1993 年起已有長達 20 年以上維運、經營高速計算服務模式，並
通過 ISO 流程管理驗證。相關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皆以本中心
「計算資源服務網」(網址 https://service.nchc.org.tw/index.php)以網站形式
公開，並接受使用者申請使用。
□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教學或研
究用儀器儀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教學或研究用儀器，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與配合
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１.詳述功能及規格：
系統規格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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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節點：50+ 個
 CPU 數量：100+ 個
 加速裝置：4+ 張/節點
 記憶體容量：64+ GB/節點
 網路及超高速內部連結介面：10+ Gb/s
２.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僅附送

家估價單，原因為：

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等優缺
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廠牌(二)

廠牌(三)

…

比較項目(一)
比較項目(二)

本設備所採購之標的為標準化之資訊產品，故廠牌之型式將以適用之產品
及數量組合訂定需求書，不限定廠牌型號，提供採購委員會評選。採購方
式，擬以公開評選方式辦理公開招標。驗收時，採效能及各式規格驗收，
以確保整體的最佳效能。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位註明
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吳宙錦

性別 年齡
男

職稱

學歷

專長

副研究
員

碩士

系統規劃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有(2015 年赴 NCSA 受
訓)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10 平方公尺

相對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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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H±2%

電壓幅度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其他

22.8

220 伏特
無
℃～18.8

除濕設備
防塵裝置
輻射防護

℃

有
有
無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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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科技部）
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表(B007)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申 請 機 關 ( 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使

用 部

門 設施服務組

中 文 儀 器 名 稱 AI 機電空調基礎設施改善採購案
英 文 儀 器 名 稱 Procurement of AI base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數

量

1

購置經費來源
期
型

望 廠

預估單價(千元)

100,000

總價(千元)

100,000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
平台)

牌 不限
式 不限

製 造 商 國 別 不限

一、儀器需求說明
１.需求本儀器之經常性作業名稱：
供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設備用電及散熱等。
２.儀器類別：(醫療診斷用儀器限醫療機構得勾選；公務用儀器係指執行法定
職掌業務所需儀器，限政府機關得勾選)
□醫療診斷用儀器□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教學或研究用儀器■其他儀器
３.儀器用途：
AI 設備用電及散熱等。
４.購置必要性說明：(請詳述購置需求，以免因無法檢視儀器必要性而導致負
面審查結果)
(1) 由於 AI 設備用電密度隨著技術進步一直大幅提升，預計容量會達
2~4 KW/m2，為滿足 AI 設備用電量需求，必須擴充電力設備。電
力設施是 AI 設備電源之周邊基礎設施，包含高壓轉低壓設備、低
壓配電系統、緊急備源發電機及不斷電系統等。由台電提供 22.8KV
高壓至中心自設高壓迴路降壓為低壓 380-220V 以供應 AI 設備用
電。其中重要負載如儲存設施及核心網路設施等，則需要經由不
斷電設備以確保資料能正常保存。
(2) 節能空調設施，其作用是將 AI 設備運作中所產生的熱損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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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熱交換單元排到戶外以維持 AI 設備正常工作之環境溫度，採
用最新的節能設施及動態優化之節能操作，使 AI 的空調周邊基礎
設施達到最佳之能源使用效率，以符合節能省碳之目的。
(3) 緊急發電機組是 AI 設備重要緊急備用電源，由於不斷電系統於停
電後僅能維持 10 鐘，且空調系統也必須要能繼續運作。所以必須
靠緊急發電機組來供應電力，以維持 AI 設備能正常服務。

二、目前同類儀器(醫療診斷及公務用儀器專用)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型式、購
買年份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二、目前同類儀器 (其他儀器設備)
１.本儀器是
□新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無同類儀器)
▇增購(申請機構所在區域雖有同類儀器，但已不符或不敷使用)
▇汰購(汰舊換新)
２.若為增(汰)購，請將申請機構所在區域目前使用之同類儀器名稱、廠牌、
型式、購買年份(未知可免填)及使用狀況詳列於下：
儀器名稱

儀器所屬機構
名稱

型式

廠牌

年份

數量

使用現況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1500Kva

盛英

95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1000Kva

盛英

95

2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1500Kva

盛英

101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中

750Kva

盛英

101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MGE

95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MGE

95

1

設備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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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SOCOMEC

100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RIELLO

100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250Kva

RIELLO

103

2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600Kva

SOCOMEC

106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300RT

弘旭

95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300RT

弘旭

95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中

300RT

揚帆

100

1

設備使用中

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中

1000KW

SDMO

95

1

設備使用中

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中

800KW

東元

100

1

設備使用中

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中

1000KW

MTU

101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250Kva

盛英

94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500Kva

盛英

94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000Kva

盛英

94

1

設備使用中

高壓變壓器

國網中心-台南

1500Kva

大同

96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800Kva

RIELLO

104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800Kva

RIELLO

106

1

設備使用中

不斷電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600Kva

Chloride

100

1

設備使用中

空調設備

國網中心-台南

250RT

東元

94

3

設備使用中

發電機組

國網中心-台南

835Kva

康明斯

94

2

設備使用中

註：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請優先考量共用現有設備，並可至「貴重儀器開放共
同管理平台」查詢同類儀器；如經查詢現有設備有規格不符需求、開放時段不敷
使用、至設備所在位置交通成本偏高等情形，再考量購置之必要性。

三、儀器使用計畫
１.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使用規劃及其預期使用效益。(非醫療診斷用
儀器請務必填寫近 5 年可能進行之研究項目或計畫)
(1)使用規劃：
供應數據中心之重要設備用電及系統散熱，如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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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2)預期使用效益：
1.提升台電契約容量：以滿足 AI 設備用電需求。
2.高效率變壓器：
變壓器最重要的功能是調整電壓，使其滿足電力輸送至各個階段
的需求。在發電廠，變壓器升高電壓以便進行遠距離高壓輸電；而在
目的地，變壓器又降低電壓以便為最終用戶和配電，本購買設備屬於
目的地端的降壓變壓器。變壓器能夠滿足確保電網穩定性、供電可靠
性和能源效率等關鍵要求，同時滿足客戶對於安全性、故障間隔時間
的需求，並且減少環境影響。為配合未來大型電腦主機建置計畫，需
增加變壓器設備，以符合設備電力需求。台電 22.8KV 高壓配電輸送
至目的地受電室(電氣室)後，必須透過高壓變壓器將電壓降壓至
380V/220V，才可以提供不斷電系統或其他周邊設備使用。
3.不斷電系統：
確保當市電中斷或電源品質不良時，變流器之輸入電源可由蓄電
池供給，維持變流器正常電力的輸出。為提供大行主機運作正常與降
低故障機率，機房內電源均經過不斷電系統，除提供斷電時使用外，
平時亦提供高可靠度之穩壓整流電源，可避免大型主機因突波等電源
問題而受損。為配合未來大型電腦主機建置計畫，電力設備計畫改善
提升不斷電系統容量，以確保電力供應正常。一般台電電源會夾帶一
些壓降、諧波及突波等不良供電品質，對於精密的大型主機是一大損
害。透過不斷電系統整流後，可以提供穩定、乾淨之電源給大型主機
(Server)，並於台電停電時，可做為緊急備用發電機啟動前，讓設備
正常運作的不斷電電源。
4.節能空調系統：
目的將 AI 設備產生之熱能，透過專用空調系統對機房內設備散
熱。數據中心採用節能型精密空調系統主要理由是節省數據中心內的
營運成本。在現今的數據中心中，數據中心整體輸入功率的 40%是
被製冷設備所消耗，甚至會達到 60%。且電力將面臨短缺的情況下。
應該發揮伺服器的最大效能，而不應浪費在製冷設備的非必要驅動
上。監控系統：即時監控與動態調整，改善數據中心 PUE 表現。能
收集並分析數據搭配機房區域溫控感測機制，除利用即時機房動態監
控控制環境溫度，達到減少機房空調能源耗用外，也可以由 PUE 動
態指標搭配能源計算，配置不同的散熱冷房模擬分析，有效換算出具
參考性的配置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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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緊急發電機組：
數據中心電力必須有兩個以上的來源，以提供設備運轉可靠度。
第一來源為台電供電系統；第二來源則是柴油引擎發電機。緊急發電
機主要功能是當台電無法供電或電壓變換設備(如變壓器)故障時，可
維持高速計算主機系統與其他周邊設備如不斷電系統、空調系統、消
防系統等可以正常運作。為配合未來大型電腦主機建置計畫，需提升
緊急發電機容量，以符合機房電力所需容量，供停電時使用，並依
TIA-942 建議設計成 N+1 以架構。
２.維護規劃：(請填寫儀器維護方式、預估維護費及經費來源等)
３.請詳述本儀器購買後 5 年內之擴充規劃(含配備升級等)，如儀器為整個系
統之一部分，則請填寫系統擴充規劃。
(1)儀器是否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
▇否
□是，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擴充規劃：
４.儀器使用時數規劃
1月
可使用
時數

全天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自用
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對外開
放時數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1)可使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 AI 設備，原設計與建置目標皆為 7x24 之服務水準，除
年度歲修與定期維護之必要情況外，皆能全天候提供計算服務。
(2)自用時數估算說明：
本設備為提供 AI 設備之基礎設施，固可全天候供本中心自用。
(3)對外開放時數及對象預估分析：

四、儀器對外開放計畫
□儀器對外開放，開放規劃如下：(請就管理方式、服務項目、收費標準等詳
細說明，開放方式可能包含提供使用者自行檢測及分析、接受委託檢測但
由使用者自行分析、接受委託檢測及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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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儀器為整個系統之一部分，系統已對外開放，開放方式如下：
▇不對外開放，理由為：(除醫療診斷用及政府機關公務用儀器外，教學或
研究用儀器儀器原則對外開放，如未開放須詳述具體理由)
□醫療診斷用儀器，為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專用。
□儀器為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掌業務所需，以公務優先。
□教學或研究用儀器，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說明：本設施供 AI 設備之用電，故不對使用者開放使用。

五、儀器規格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及規格，諸如靈敏度、精確度及重要特性、重要附件與配合
設施，並請附送估價單及規格說明書。
１.詳述功能及規格：
(1) 高效率高壓模鑄式配電變壓器 1000KVA 以上 (含 VCB 盤、ACB 盤、ATS、
低壓盤、電容器盤等)，搭配至負載端使用匯流排。變壓器應為真空模鑄樹脂
封裝，乾式，60Hz，絕緣等級一、二次側為 F 級。效率在 97%以上，噪音在
56db 以下。變壓器應依「經濟部能源局高壓用電設備(401)相關法令規定」之
出廠試驗項目，並搭配 IEC 60076-11 或 CNS 13390 C4468 之標準進行相關例
行試驗。
(2) 不斷電系統總容量為 200KW 以上並具有雙電源輸入，採用高效率型，並提供
RS-232/485、Ethernet 及乾接點等環控介面。
(3) 冰水主機：搭配 DC 直流變頻離心式壓縮機。
(4) 行級空調箱：安裝於機櫃列中間，搭配冷通道或熱通道遏止，擁有最短氣流
路徑。
(5) 房間級高顯熱空調箱：採用 EC Fan 及高顯熱盤管設計，符合 AI 設備需求。
(6) 冷卻水塔：IE3 高效率感應電動機，馬達變頻控制。
(7) 冷卻水泵：IE3 高效率感應電動機，馬達變頻控制
(8) 緊急發電機組:
輸出

800KW 以上

型式

Standby

頻率

60 Hz

電壓

380 V

２.估價單(除有特殊原因，原則檢附 3 家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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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附送

家估價單，原因為：

六、廠牌選擇與評估
１.如擬購他國產品，請說明其理由。
▇國產品
□他國產品，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比較可能供應廠牌之型式、性能、購置價格、維護保固、售後服務等優缺
點，以及對本單位之適合性。
廠牌(一)

廠牌(二)

廠牌(三)

…

比較項目(一)
比較項目(二)

七、人員配備與訓練
１.請詳列本儀器購進後使用操作人員簡歷(如有待聘人力，請於姓名欄位註明
待聘，餘欄位填列待聘人力之學經歷要求)
姓名
陳景全

性別 年齡
男

45

職稱

學歷

副工程
師

碩士

專長

有否受過相關訓練
（請列名稱）

電機、電腦 電腦機房設計教育訓練
機房設計

２.使用操作人員進用、調配、訓練規劃(待聘人力須述明進用規劃)
▇無
□有，規劃如下：

八、儀器置放環境
１.請描述本儀器預定放置場所之環境條件。(非必要條件，請填無)
空間大小
電壓幅度

平方公尺
220 伏特～330 伏特

不斷電裝置
溫度
其他

無
30 ℃～

20

℃

相對濕度
除濕設備

％～ 70
無

防塵裝置

無

輻射防護

無

２.環境改善規劃
▇無，預定放置場所已符合儀器所需環境條件。
□有，環境改善規劃及經費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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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擬改善項目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環境改善措施所需經費計__________千元。
(3)環境改善措施經費來源：
□尚待籌措改善經費。
□改善經費已納入本申請案預估總價中。
□改善經費已納入____年度______________預算編列。

九、優先順序
請列出本儀器在機關提出擬購儀器清單中之優先購買順序，並說明其理由。
▇第一優先：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第二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第三優先：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 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理由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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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08-109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自評結果(A007)
一、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
審議編號：108-1903-03-20-01

原機關計畫編號：

計畫類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二、評審委員：(不具名)
三、計畫概述：
(一) AI 產業推廣與人才培育：產業 AI 運算服務商業模式建立與對外營運服務；建立 Open
Lab，提供可易置換廠商自製元件的系統、透過軟體及應用程式來驗證硬體效能；扶持
新創公司與建立示範產業應用。同時，以線上與線下課程及企業培訓方案，培育 AI 與
大數據科技人才。
(二)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雲端服務：建置大數據共用共享及各應用領域資料平台所需之儲存
系統，以存放各領域分享之資料集、演算法、訓練過之模型、案例及教材等，來群聚研
究社群。依據國內產業之建議及需求，建置以國內供應鏈為主的 AI 計算平台。持續提
供產官學研所需之 AI 雲端平台計算資源及軟體服務。建置資料中心間 100G 高速網路並
配合雲端運算環境建立 VPN(虛擬私有網路)網路環境架構，提供雲端主機及相關服務平
台網路基礎設施營運以及建立資料中心網路與資訊安全防護環境。
(三) AI 軟體與大數據資料集技術研發與服務：開發多異質性計算環境與優化容器雲端化 AI
運算服務；持續深化資料集取得之自動化等使用者介面之改善，並鎖定語音，影像，空
品，防災等專業領域；整合開源軟體與商用視覺化軟體外加整合自有的視算相關技術，
提供客製化視覺化顯示的平台服務；建立創新應用服務套件，提供創客創意開發後台以
及強化影像、視覺、語音、文字、資料串流等創新智能服務之可擴充性與客製化訓練、
驗證、佈署等服務平台；建立以 AI 服務為主體之智慧應用平台，包括垂直整合之 AI
服務與終端實現平台、具 AI 計算與分析能力智慧工廠服務平台與智慧醫療應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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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意見：
本計畫扣合第 10 次全國科技會議後所擬訂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106 年-109 年)之目標及
策略，以「人工智慧」做為下世代發展主軸，建置「可延展性高速運算平台」，並配合「AI 創
新研究中心」，與「國際產學聯盟」運作，協助國內產業切入人工智慧產業鏈。
(一) 分項一 AI 產業推廣與人才培育方面，本計畫建置之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平台服務目標
為一半資源服務 AI 學術研究，此部分將由國網中心團隊為主力來經營，另一半資源則用
以服務產業 AI 化發展，此部份將以委外多家服務營運商來經營，透過服務營運商之專業
及多元通路，期能以最具競爭優勢之服務策略，促進國內產業 AI 化以及 AI 產業化之發展。
本年度預計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用率 6 成以上，並服務廠商 50 家。另外，將建立多
元人才培育方案，育成雲端產業人才與競爭力，包含透過人工智慧數位學習平台與線下
AI 專業課程開授，結合國網中心與企業培訓方案，培訓 10 家廠商，年度累計培訓 1500
人。
(二) 分項二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雲端服務方面，將建置與提供高品質高效能與可用率達 99.5%
之雲端運算環境，讓產業與學研界能專注於深度學習與大數據分析的技術發展與應用開
發，並達到最佳的效果與加值創新應用。本年度預計服務政府重大政策計畫 10 件，科技
部 AI 相關計畫 80 件並提供 AI 計算資源與諮詢服務予 10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門與建立 5
件產業應用範例。
(三) 分項三 AI 軟體與大數據資料集技術研發與服務，重點為發展關鍵技術，提供影像、視覺、
語音、文字、資料串流等 10 種以上 API 服務，協助防災、氣象、空汙、交通及智慧機械
等應用發展並新增語音，影像，空品，防災 4 大領域資料集，透過資料集平台服務，提供
使用者更佳的使用經驗，增進相關的 AI 創新研究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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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中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與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下表資料填寫完畢後請合併於計畫書中。
檢視項目
1.計畫書格式

2.民間參與可行性
評估
3.經濟及財務效益
評估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1)計畫內容應包括項目是否均已填列(「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以下簡稱編審要
點)第 5 點、第 12 點)
(2)延續性計畫是否辦理前期計畫執行成效評估，並提
出總結評估報告(編審要點第 5 點、第 13 點)
(3)是否依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之精
神提具相關財務策略規劃檢核表？並依據各類審查
作業規定提具相關書件
是否填寫「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評估(依「公共建設促
參預評估機制」)
(1)是否研提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預
算法」第 34 條)

主辦機關
是
否
V

5.人力運用

本案
不適用
V

V

V

V

V

V

V

V

(1)經費需求合理性(經費估算依據如單價、數量等計算
內容)

V

V

(2)資金籌措：依「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
精神，將影響區域進行整合規劃，並將外部效益內
部化
(3)經費負擔原則：
a.中央主辦計畫：中央主管相關法令規定
b.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依「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之精
神所擬訂各類審查及補助規定
(4)年度預算之安排及能量估算：所需經費能否於中程
歲出概算額度內容納加以檢討，如無法納編者，應
檢討調減一定比率之舊有經費支應；如仍有不敷，
須檢附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檢討不經濟支出及自行
檢討調整結果等經費審查之相關文件

V

V

V

V

V

V

(5)經資比 1：2(「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第 2 點)

V

V

(6)屬具自償性者，是否透過基金協助資金調度

V

V

(1)能否運用現有人力辦理

V

(2)擬請增人力者，是否檢附下列資料：
a.現有人力運用情形
b.計畫結束後，請增人力之處理原則
c.請增人力之類別及進用方式
d.請增人力之經費來源
6.營運管理計畫

是否具務實及合理性(或能否落實營運)

7.土地取得

(1)能否優先使用公有閒置土地房舍
(2)屬補助型計畫，補助方式是否符合規定(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0 條)
(3)計畫中是否涉及徵收或區段徵收特定農業區之農牧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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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V

(2)是否研提完整財務計畫
4.財源籌措及資金
運用

主管機關
是
否

V
V

V

本案
不適用

V

V
本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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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107 年 7 月 18 日
填表人姓名：李翠美

職稱： 企劃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e-mail：0701004@narlabs.org.tw □非業務單位人員，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電話：03-5776085 分機 428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更外，皆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見；計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
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參酌其意見修正計畫內容，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貳、主管機關

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臺計畫
科技部
主辦機關(單位)

國研院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V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V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V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V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V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V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V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概
述

說

明

備

註

為促成我國產業升級與新創事業之發展，以建置一
開放共用之計算平台，運用大數據與資通訊技術，
並搭配各式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策略，推動我國成
為人工智慧及各式新興應用之產業聚落。為達成此
目標，人才與環境是首要關鍵，故本計畫除軟硬體
建置外，重點將以結合各方優勢資源，創造互惠共
用之合作模式。
本計畫為打造一雲端服務與大數據之共用研發平
台，參與者與使用者不限任何性別。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本計
畫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析及其方法

本計畫為打造一雲端服務與大數據之共用研發平
台，使用者不限任何性別。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計類別及方
法，包括由業務單位釐清性別統計的定
義及範圍，向主計單位建議分析項目或
編列經費委託調查，並提出確保執行的
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敘明
性別目標)

1.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

2.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途徑蒐
集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顧及不
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者之年齡、
族群、地區等面向。

建置國家級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提供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十大產業
創新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所需之高速計算及大資料服務之雲端共用資訊平台，並帶動
高速電腦自研自製能量，協助產業升級與創新
發展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務，建置雲端管理與跨域資料集系統，支援 AI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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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107 年 7 月 18 日
新中心前瞻軟硬體系統與 AI 晶片研發。
橋接產業應用與培育人才，厚植新創應用後台研發能量，催生各式新創服務，以 AI 與
雲端技術，扶持傳統產業轉型與升級以及培育新世代雲服務與 AI 科技人才
4.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限制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之限
3.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計畫於研擬、決策、發展、
執行之過程中，不同性別者之
參與機制，如計畫相關組織或
機制，性別比例是否達 1/3)

柒、受益對象
1.若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如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逕填寫「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
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列示「無涉性別」、「與性別無
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評定結果
(請勾選)
項 目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為受益對象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計畫
內容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
的性別偏見，或統計資料顯示
性別比例差距過大者

否
V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以同性戀、異性戀
或雙性戀為主，或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
定為「是」。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群，但計畫內容涉
及性別偏見、性別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者，請
評定為「是」。

V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涉及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
V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
或調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
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差異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
如何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
能力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
用者無任何性別之限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
用者無任何性別之限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
用者無任何性別之限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涉及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性，
或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者之可能性
者，請評定為「是」。

說 明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備 註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
需求。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別
目標。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的方式，是否針對不
同背景的目標對象採取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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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107 年 7 月 18 日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案。

項 目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符合
相關法規政策之情形

說 明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備 註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政策及 CEDAW 之基本精神，可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網站(http://www.gec.ey.gov.tw/)。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計
畫如何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
如何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源
機會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平
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
機會。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
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在空間使用性、安全
性、友善性上之具體效益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生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特殊使
用需求。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
畫如何設立性別敏感指標，並
且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以便監
督計畫的影響程度

本計畫之參與者與使用者無任何性別
之限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如何訂定相關預期
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績效指標，後續請依「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
制作業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之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二)效益評估

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
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計畫調整
9-2 參採情形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替代規劃

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
已於
年
月
日將「評估結果」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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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機關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第壹項至第捌項後，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第
二部分－程序參與」項目，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後，再由機關填表人依據「第二
部分－程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續填「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
＊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評定為「有
關」者，請機關填表人依據其檢視意見填列「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9-1 至 9-3；若經
評定為「無關」者，則 9-1 至 9-3 免填。
＊ 若以上有１項未完成，表示計畫案在研擬時未考量性別，應退回主管(辦)機關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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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民間專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
婦女館網站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10-1 程序參與期程或
106 年 5 月 26 日至 106 年 5 月 31 日
時間
10-2 參與者姓名、職 王素彎研究員
稱、服務單位及 中華經濟研究院
其專長領域
經濟統計、中小企業、勞動經濟、經濟影響評估
10-3 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10-4 業務單位所提供
計畫書涵納其他初評結果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之資料
□有

10-5 計畫與性別關聯
之程度

□很完整
□有，
□有，
□可更完整
且具性別目標
已很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補足
□有，
□有，
但無性別目標
■無 ■應可設法找尋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無
□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 任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
選「有關」
；若 7-1 至 7-3 均評定「否」者，則勾選「無關」
）
。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
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10-6 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10-7 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10-8 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宜性
10-9 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10-10 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10-11 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10-12 綜合性檢視意見

由於我國長期專長於硬體製造，但運用高速計算、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
等研發人才相對缺乏，近年來由於深度演算與大資料處理技術突破，已經
使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有了長足的進步，對於我國硬體製造的轉型是一大
契機，本計畫擬透過建置國家級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發展前瞻
智能應用軟硬體技術與服務，以及橋接產業應用與培育人才等三大工作項
目，來達成催生我國新世代人工智慧產品與創新關鍵技術紮根工作，提升
科技創新生態與強化產業競爭力，扶持產業轉型升級，帶動新的生活模
式，同時培育優質人工智慧人才，為我國「數位國家科技島嶼」奠基，在
計畫書中已充分說明。
本計畫為打造一雲端服務與大數據之共用研發平台，參與者與使用者雖不
限任何性別，不過，並未對於性別統計有任何著墨，建議可就一般性的人
才培育資料蒐集，以作為本計畫對於人工智慧人才培育的性別目標參考。
另外，也建議補強未來在計畫執行後，將如何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
計與性別分析的方法，以作為未來營造更有利性別平等環境的參考。
本評估表並未敘明計畫於研擬、決策、發展、執行之過程中，不同性別者
之參與機制，如計畫相關組織或機制，性別比例是否達 1/3，建議加以補
強。
本計畫目的在協助國內產業切入人工智慧產業鏈，發展前瞻智能應用所需
的軟硬體工具與支援體系，鏈結創新應用能量，培育前瞻人才，並無年齡
層、男女性、及業別限制，受益對象無性別差異。
本計畫未涉及性別議題。
本計畫未涉及性別議題。
本計畫包括三大重點項目，包括建置國家級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
提供各數位國家計畫所需之高速計算及大資料服務之雲端共用資訊平
台，並帶動高速電腦自研自製能量，協助產業升級與創新；建置雲端管理
與跨域資料集系統，支援 AI 創新中心前瞻軟硬體系統與 AI 晶片研發；厚
植新創應用後台研發能量，催生各式新創服務，以 AI 與雲端技術，扶持
傳統產業轉型與升級以及培育新世代雲服務與 AI 科技人才。對於各先進
國家政府紛紛提出物聯網與 AI 等的戰略計畫，我國在國際級資通訊基礎
之上，如何將資源整合並應用至 AI 領域，實在有必要透過本計畫的執行，
以擴大我國數位經濟的規模，同時作為各界提升智慧應用技術與商業化環
境競爭力的平台，以重塑台灣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建議積極推動，以趕上
這波數位競爭時代浪潮。另建議補強說明性別目標、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
方法，以落實推動性別平等環境的目的。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王素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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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108-109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審查意見回復表(A008)
計畫名稱：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
申請機關(單位)：國研院國網中心
一、審查意見回復
序
審查意見/計畫修正前
號

1

本計畫應訂定服務收
入目標之財務規劃、強
化產業效益，並加速推
廣服務進行；此外，應
加強 AI 人才培育與其
他相關培育計畫鏈
結，以達綜效。

2

1. 應強化 KPI、里程碑
與最終效益之規劃
與執行：
(1) 就建構人工智慧
(AI)研發服務之研
發服務公司(RSC)
部分，應盡速擬定
營運面向，並提升
具有新創運營與募
資的能力建構。
(2) 本期(108 年至 109
年度)應就資訊環
境建置以及 RSC

意見回復/計畫修正後
(說明)

修正處頁碼

已新增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 P.1-6，1-9，P.2-17，
達新台幣一億元之新指標；另
辦理產業營運招商案之策
P.2-35，，P.2-41
略，強化推廣服務與平台效
益；AI 人才培育方案除企業
列車將搭配平台服務與產業
委託計畫方式，鏈結產業實務
面需求，另將與其他投入 AI
人培計畫之單位研議，以此平
台為培訓基地，搭配大數據與
軟體工具庫，將可提升平台與
AI 人才育成之綜效。
P.2-12-13
本計畫推動 RSC 之營運目標
為加強 AI 科技與產業研發接
軌、擴大核心設施資源使用，
因雲端服務用戶需求與商業
應用甚為多元，故規劃三大服
務策略：(1)以服務 AI 新創公
司為 RSC 首要任務(2)公開遴
選特定領域應用服務開發
商，由其提供 AI 加值應用服
務(3)公開徵求具高度商業競
爭力、高品牌效益與通路之設
施營運商承接平台產業設施
服務，以最具競爭優勢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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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審查意見/計畫修正前
號
的服務、管理與推
廣進行進行分列。
(3) 108 年度應續就整
體環境建置的規模
與服務提供，縝密
規劃運算
(compute)、儲存
(storage)、網絡
(network)之相關能
力(capacity)。

3

NVIDIA 公司繪圖處
理器(GPU)之基本運
作係建立於其 Docker
上，但使用者使用上並
不方便；本項計畫在
GPU DGX 之自動串接
及自動排程上，宜編列
經費發展與建立更高
階使用介面；DGX 應
屬公共財，應提供自動
串接功能，使相關單位
可同時使用與連結。

意見回復/計畫修正後
(說明)
策略，提升平台產業使用效
益，於 107 下半年試行後，將
依產業需求調適營運計畫，於
108 年正式施行產業營運；而
營運計畫將基於雲端應用環
境資源之動態配置管理、用戶
屬性、規模、需求、發展性以
及新創事業特殊需求等規劃
不同之營運操作策略，搭配運
算、儲存與網路以及加值應用
服務等雲端資源，藉以佈局出
最適宜產業應用研發之雲端
服務架構。
本計畫於建置初期即已思考
到 NVIDIA 之 GPU 之運作服
務之限，故規劃 TWGC—雲
端運算與資源管理運用之單
一入口服務，強化整合、串
接、共用與連結，並提供友善
便捷之介面，優勢功能包含：
1.提供預計達 PF16 以上運算
能力之資源；
2.配置高效能平行檔案系統；
3.整合 NVIDIA GPU Cloud
(NGC) 容器軟體；
4.多租戶共享運算環境；
5.同租戶使用者共享資料；
6.直覺友善之操作界面；
7.具多層資安防護，保障使用
者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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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處頁碼

P.2-20

序
審查意見/計畫修正前
號

4

5

意見回復/計畫修正後
(說明)

有關 AI 產業服務與 RSC 之運
作，其相關之籌備與招商營運
有關成立公司化的
之規劃已補充於分項一計畫
RSC 部分，請補充 108 之工作說明。
年度的籌備進度。
計畫經費刪減 2 億元，而儲存
設備經費減少 1.5 億元，故下
修 總 儲 存 容 量 KPI 從
150PB，調降為 120PB，108
年 新增儲 存容量空 間從 70
PB 下修至 50PB

無

修正處頁碼
P.2-12-13

P.1-9,P.2-9,2-18，
P.2-35, P.2-41,
P.2-42, P.2-47

二、計畫書檢視意見回復
序號

1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說明)
謝謝委員建議
謝謝委員建議
本計畫將投入 50%資源服務政府學研與新創
公司，收費機制將採優惠措施，以促成國內
學術創新研究及支援政府運作效能。另外
50%運算資源將服務產業界，目前以產業招
商進行規劃評估，規劃時程如下，預計明年
2 月正式營運並在此之前完成完整報告。

國網承諾將於 109 年
達成 POB。請國網務
必作好相關規劃（包
括財務規劃），以確
認這項平台能夠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價格結
構和服務水準（包括
提供與國際市場同步 營運招商案
的軟、硬體服務）下，
預定時間 完成重大工作項目查核點
維持後續營運。請在
107.8.30
營運招商公告
合理期限內（半年）
107.10.30 遴選作業完成
完成規劃與評估，並
107.11.30 簽約完成
做成完整報告。
另有關本計畫服務水準，規劃搭配商用軟體
服務皆要求服務水準(SLA) 99.95%以上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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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處頁
碼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說明)
用率，所開發的軟體架構設計，也要求具備
HA(high availability) 高可用的架構，未來營
運中心會由不同的網路層進行各項雲服務
SLA 監控，藉由雲端監控服務所產生的各項
監控指數及歷史報表，再利用「根本原因分
析」(Root Cause Analysis) ，研議如何避免
類此效能不足或服務品質問題的再度發
生，營運單位將持續資訊服務流程改善，進
而優化服務流程，以確保服務的流暢。108
年亦將導入 ISO 20000 確保服務管理水準，
並預定在 109 年參考國際標準 ISO 19086 雲
端服務水準協議框架， 由第三方來實施雲
端服務驗證測試，以確認本平台具有國際競
爭力之服務水準，懇請委員支持。

2

請國網『確認這項平 本計畫所打造之 AI 雲端運算平台，將比照
台能夠具有國際競爭 國 際 一 流 之 雲 端 服 務 公 司 (AWS, Azure,
力的價格結構和服務
Google)規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價格結構與
水準（包括提供與國
服務水平提供服務，期在四年計畫結束後，
際市場同步的軟、硬
達到收支平衡並維持後續營運，說明如下
體服務）下，維持後
1. 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價格結構
續營運。』
國網中心已尋求具公信力的財務專業機
換句話說，要請國網
構，就本中心已研擬之財務規劃(含 AI
找有公信力的財務單
位協助分析，四年計
雲端服務之成本分析、獲利分析以及 AI
畫結束之後，若要繼
產業化推動與扶植新創推動方案等項)，
續提供『具有國際競
進行成本分析、獲利與營收分析。
爭力的價格結構和服
(1) 財務面：洽詢有公信力會計師事務所
務水準』（也就是說，
與財務顧問公司如元方聯合會計師
要採購更新具有國際
事務所、凌群策略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競爭力的硬體和軟體
(2) 法律面：洽詢建業法律事務所
平台，收費標準和服
(3) 推動面：洽詢國際知名日商野村總合
務水準比照國際市
研究所之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
場），國網能否達到
份有限公司。
收支平衡？如果不是
的話，國家需要每年 2. 提供具國際競爭力之 AI 雲端運算服務
1-115

修正
處頁
碼

序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說明)

編列若干經費，以延
續這項平台服務呢？
以上，請具體回答

3

水準
本平台係與 NVIDIA 簽約合作並加入
NGC (NVIDIA GPU Cloud)，以提供 AI
應用服務所需之各式各樣 Framework，服
務水準(SLA)將比照 AWS、Google、微軟
的雲端平台服務水準為目標 99.95%以
上。國網中心將於 108 年導入 ISO 20000
確保服務管理水準，並預定在 109 年導
入國際標準 ISO 19086 雲端服務水準協
議框架， 由第三方來實施雲端服務驗證
測試，以確認本平台具有國際競爭力之
服務水準。
3. 收支平衡
透過各部會推動 AI 應用的專案及產業 AI 的
發展趨勢，預估台灣一、二年內各領域在
AI 應用將蓬勃發展，在 AI GPU 的運算需求
也將隨之強勁，再佐以價格優勢及政策工具
的運用，預計在第 4 年就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接續前項問題，有關尋求有公信力的財務單
位協助分析，列出各項第三方分析工作的完
成時間，說明如下：
(1) 財務面：已洽詢有公信力會計師事務
所與財務顧問公司，目前正進行需求
討論規劃中，將儘速循程序辦理招標
請國網列出各項第三
與簽約事宜，預計今年 12 月完成財
方分析工作的完成時
務規劃報告。
間
(2) 法律面：已洽詢建業法律事務所就權
利義務進行商討，目前正進行需求討
論規劃中，將儘速循程序辦理招標與
簽約事宜，預計今年 12 月完成分析
報告。
(3) 推動面：洽詢國際知名日商野村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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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處頁
碼

序號

審查意見

修正
處頁
碼

意見回復(說明)
研究所之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徵詢未來產業招商推動
甲方應注意方向，如推廣媒合措施、
產業應用促成聯盟或未來可透過工
會或協會引爆 AI 產業效應等推動注
意事項，屬徵詢性質並無正式簽約。
目前本計畫持續蒐集更多有關督導
營運商推動面應注意事項，作為後續
徵選或評比營運商之參考。

三、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回復
序號

1

2

檢視意見/計畫修正前
填表日期
本檢視表填表流程為機關
人員填寫第一部分後，交
由性平專家學者填寫第二
部分；然因第二部分填表
日期早於第一部分(相差 1
年)，請確認。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
統計與性別分析
請參考專家學者於檢視表
10-7 之建議，本欄請補充
科技領域人才等性別統
計，如有性別落差大之情
形，並請分析落差原因。

意見回復/計畫修正後
(說明)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期程係
106 至 109 年並已經於 106 年
6 月 13 日至 14 日(HPC 請自
行調整)完成全程計畫之性別
影響評估，且由性平專家評估
本計畫與性別影響無關，本計
畫書於 107 年僅就內容做微
幅滾動性修正，並未有重大內
容變更。
本計畫打造台灣國家級人工
智慧運算平台，提供各界大資
料處理、分析與 AI 計算之整
合與創新加值應用，然有關委
員提及本平台並未對於性別
統計有任何著墨，實因本平台
以開放共用之雲端運用環境
為服務特性，對雲端技術之開
發者與使用者實無任何性別
之限，而針對本平台特別保留
50%之系統資源供學研用戶
之部分，將參照委員建議理
念，將蒐集用戶之性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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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處頁碼

並加以統計分析，作為本計畫
對於人工智慧人才培育的性
別目標參考，以作為未來營造
更有利性別平等環境的參考。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
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
計與性別分析及其方
法
建議建立本案培育「智慧
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
人才」參與人員之性別統
計，以作為未來改善性別
參與之參據。

3

有關本計畫於培育「智慧科技
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之
方向上，已規劃三種 AI 人才
育成方案，期能以線上學習、
平台與技術推廣介接、企業包
班實作等三種不同策略，精準
對焦企業 AI 領域多元化人才
之需求，將依委員意見蒐集受
訓人員性別統計資訊，作為未
來營造不同性別者之平等對
待環境之參考，育才方案簡述
如下：
(1)AI 數 位 學 習 平 台
http://aiel.nchc.org.tw：
提供完整之 AI 專業線上學習
平台，以快速取得 AI 知識技
術之一站式教育頻道，自基礎
至進階、通識至專業、科普至
工程應用等不同使用者面向
之分類學習架構，使用者可自
由建立符合個人或群體需求
之完整課程與學習歷程系
統，為一套開放自主且符合性
別平等用戶使用環境與理念
之平台。
(2)AI 企業人才培訓專案：以
推廣 AI 雲端運算平台與機器
學習相關 AI 技術為出發點，
精準對焦具雲端服務需求之
企業用戶，建構符合企業轉型
或問題解決方案所需之數據
分析與機器學習之服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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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程，提供企業到場開課或包班
實作之選項，加速育成 AI 產
業人才，因受訓對象由企業選
定，將鼓勵企業女性從業人員
之參與。
(3) 與 Nvidia 合 作 成 為
Nvidia DLI(深度學習認證)
之合作夥伴：Nvidia(輝達)
為目前國際上推展 AI 應用領
域中最重要之 GPU 圖形加速
器之提供者，故各界莫不加速
爭取運用其授權使用其結合
GPU 與深度學習技術認證之
課程，加速擴大 AI 技術運用
範圍，國網中心已有多名取得
其 DLI 認證講師，為產業 AI
人才養成之重要推動者，未來
服務企業時將鼓勵女性從業
人員之參與。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 本計畫與產業推廣與人才培
敘明性別目標）
育層面以提供兩項方案，包含
建議將在 AI 產業推廣與人 AI 企業人才培訓專案，以及
才培育方面，鼓勵女性參 與 Nvidia 合作成為 Nvidia
與列為性別目標，理由詳 DLI(深度學習認證)之合作夥
主要意見。
伴，滿足各界需求，將依委員
建議，於執行策略層面，積極
鼓勵各產業之女性從業人員
參與上述兩方案。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 本計畫主要由國網中心、國研
方法
院院本部，以及學研界合作團
建議參考專家學者於檢視 隊、科技部相關主管處室等，
表 10-8 之建議，補充本計 共同研擬、決策、發展與執
畫研擬、決策及執行各階 行。有關參與決策男女比率為
段之參與成員、組織或機 14:5，女性參與比率佔 26%，
制是否符合任一性別不少 未來將促進主管參與性評課
於 1/3 之原則。
程，增加性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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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

6

7-2、受益對象無區別，但
計畫內容涉及一般社
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
見，或性別資料顯示
性別比例差距過大者
建議考量檢視表 4-2 性別
統計，如有性別比例差距
過大之情形，建議本項勾
選為「是」
，並依據性別目
標研議改善性別落差，鼓
勵女性參與之策略及做
法，並將規劃情形妥適填
列於 8-1 至 8-9，以回應性
別目標。

本平台預定與 107 年底完成
建置，其中將保留 50%之資源
提供學研界使用，故將平台正
式開放服務後，進行學研用戶
之性別資訊之蒐集分析，以作
為未來營造更有利性別平等
環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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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壹、 計畫緣起
一、政策依據
為落實蔡總統「數位國家、智慧島嶼」的國家發展戰略，及產業
創新的經濟結構轉型政見，行政院已於 2017 年 10 月核定「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以下簡稱 DIGI+方案)。其中，DIGI+方案提及 AI
技術發展將帶動數位經濟新商機，AI 為我國未來發展動能之一，在方案
之「數位經濟躍升行動計畫」推動策略中，已規劃建置國家級 AI 研發
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發展前瞻智能 AI 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務、橋
接 AI 生態體系至產業應用、培育人才等數位基磐推動方向；並在「研
發先進數位科技行動計畫」推動策略中，將人工智慧列為我國科技政策
之重點項目。
行政院-推動科學園區創新精進計畫--短期：
「以軟扶硬，翻新竹科」
的方向發展，藉現行產業優勢推展軟體 AI，打造軟體開發專區。行政院
為協助產業轉型與升級，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0 條規定，每 4
年訂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作為推動科技政策與研究發展之依
據，最新一期之計畫（民國 106-109 年）業經行政院於 106 年 9 月 28
日通過，內容涵蓋「創新再造經濟動能」
、
「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業」、
「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與「強化科研創新生態體系」等 4 大目標，是
政府實現產業創新轉型之基石。
二、擬解決問題之釐清
國內長期專注硬體製造而忽略軟體發展，實際運用高速計算、大
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等進行專業領域之研發深度與人才缺乏，製造產業
經驗與思維轉型升級不易。而且國內欠缺重要大數據資料集，可供人工
智慧發展與應用。且因個資法的限制，造成政府大資料的應用受限。
近五年來，深度演算法與大資料處理技術的突破，使得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與人工智慧在許多領域上可以替代人類或是達到優於人
類的表現。在圖像辨識上的重要里程碑包含利用 ImageNet 資料庫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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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辨 識 發 展 達 到 失 誤 率 僅 約 5% 甚 至 比 人 眼 辨 識 還 要 低 ， 自 駕 車
(Autonomous car)則利用電腦視覺辨識行人、道路、車輛等再配合光達系
統行駛於一般道路上，IBM DeepBlue 打敗西洋棋冠軍、IBM Watson 打
敗電視搶答遊戲冠軍、乃至 Google AlphaGo 打敗圍棋高手等。這股人工
智慧浪潮對台灣的資訊產業來說是一個新的轉型契機，尤其在本土強項
為硬體製造下，可以結合硬體產業與軟體研發，打造 AI 實驗平台，提
供學界研究、產業精進、培育人工智慧人才的基礎平台，協助帶動國內
於 AI 浪潮中之產業轉型與提升。
本計畫推動「數位建設」是奠基在「數位國家，科技島嶼」藍圖，
數位建設有共享性、即時性、雲端化的特質，以服務為本。在數位時代
的智慧城市發展，需要「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因此要建置產業研究及
各級政府機關所需要的「高速運算平台」，同時進行人才培育。
此外，面對目前大型研究設備散在各學研單位，欠缺資訊整合介
接平台及技術專業服務與強化核心研發設施使用效率以及增進產、學、
研機構研發活動運用。本計畫環境建構投入，擬以活化核心研發設施為
第一階段之推動主軸，調整現行核心設施或服務平台建置專案補助計
畫，導引創造衍生研究服務企業(Research service company, RSC)，RSC
可善用企業執行效率，活化閒置設備利用，建立自籌財源之營運模式，
帶動創造生態體系，解決台灣產業創新需求。同時，解決學校研究團隊
人力有限，借重熟習產業發展需求且了解學研能量之外部專業務團隊進
行鏈結，加速科研成果銜接至產業應用。再則，台灣薪資待遇與就業環
境不佳，優秀人才難尋。本計畫投入 50 億元，興建人工智慧研究基地，
吸引人才進駐包含吸引各國厲害的教授與研究員來台任職，帶入國際化
的思維。另外搭配科技部啟動「人才列車」
，繼第一波每年要送 50 名博
士到海外實習，第二波要吸引海外博士回台服務。具體作法係將以園區
廠商及鄰近隱形冠軍企業作人才交流基地站，以此作為平台，讓企業與
海外人才在此平台激盪交會，到企業工作。
全球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與人工智慧快速發展，需求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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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機會龐大，帶動數位經濟新商機。而國際大廠及先進國家皆已大量投
入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與人工智慧之研發與布局，且國外資訊大
廠相繼推出各類雲端計算服務平台，國內相對落後，本計畫配合政府積
極推動十大產業創新方案，重新塑造台灣的全球競爭力，為人工智慧與
大數據分析的數位基礎建設提供良好的應用場域與發展契機。同時，運
用本計畫提供國內各界共用數位基礎運算與儲存平台服務之友善商業
化環境之堅實基礎，加上國內於資通訊的研發能量與產業具有一定之能
量，對於智慧應用技術也已有先期研究與測試有加乘效益。
三、目前環境需求分析與未來環境預測說明
我國雖已具備國際級資通訊基礎建設，惟相關產業之技術及應用
創新不足，側重資通訊硬體製造，數位產業快速變遷之步調緩慢，怎麼
把資源擴大化，並且專注在某些 AI 領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重要的國
家策略。於數位時代「各國都在搶 AI 人才，台灣要怎麼贏? Appier 創辦
人游直翰：提供世界級舞台最關鍵」報導中，Appier 創辦人游直翰直指
台灣應「專注在有競爭優勢的 AI 領域中，如半導體產業往 AI 技術 IC
化發展，或是某一些創新的軟體解決方案，如企業端解決方案。」
物聯網+AI 引爆新的革命，預測未來將進入到要透過人工智慧（AI）
來加值的時代。放眼國際，美國政府發布《國家人工智慧研究發展戰略
計劃書》及《準備迎接人工智慧未來》戰略報告。美國白宮並於 12 月
20 日發布《人工智慧、自動化與經濟》戰略報告，指出人工智慧將對生
產率增長帶來重大影響。除美國外，其他國家政府也都發布了相關發展
戰略與計劃，如日本《再興戰略 2016》將人工智慧發展列為十大復興戰
略之首，日本 NEDO 公布《日本下世代人工智慧社會運用願景》將「製
造業」
、
「行動生活」
、
「醫療/健康/照顧」
、
「批發零售及流通」4 項出口列
為 2025-2030 年實現重點。中國政府《“互聯網+”人工智慧三年行動實施
方案》則提出到 2018 年建成千億元級別人工智慧市場。南韓政府於 2016
年 3 月宣布 2020 年前將投資 276.8 億元台幣，促進人工智慧產業發展，
並由民間成立 1 所研究中心，作為國家 AI 產業研發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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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之有關科技產業資訊室「超人
型」人工智慧預計 2030 年上市之科技評析中指出：日本經濟新聞最新
一期的「Electronics」提及目前的人工智慧就像人類幼兒一樣。的確，
現階段的人工智慧就像幼兒一般仍處於學習臉部辨識、情感辨識與基本
邏輯層級，但藉由機器學習技術，往後就能訓練出能夠判讀 MRI 的影
像人工智慧；也可以藉由人工智慧分析、判斷電腦與手機甚至是資料庫
是否有出現被駭客入侵或植入木馬程式等異常之處。預計在 2030 年時，
這類需要極度專注力並花費時間的工作，將由跨領域「超人型」人工智
慧進入人類的生活之中。
各國之人工智慧政策方案，Frost&Sullivan, 2016/4 整理如下表
國家

政策

說明

資金(美金)

由 Tesla 的 CEO 領 導 ， 並 與

美國

Op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ogle、Apple 以及 Microsoft 合

Initiative (Open AI)(2015)

作，目標是研發創新的 AI 技術，

10 億

嘉惠人類社會而不索取金錢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D Strategic

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科技委

Plan, Office of Science and

員會提出的 AI 政策引導方案

-

Technology Policy(2016)
由英國政府建立，目的是成為
Intelligent Mobility Fund

2025 年智慧行動市場的領導者。
資助 8 項自動駕駛車的研究計

2864 萬

畫，研究團隊的組成橫跨產學。

歐洲

由歐盟執委會的未來新興科技旗
The Human Brain Project

艦型計畫資助，目標是研究人腦

13 億

並發展類似人腦的 AI 技術。
由 Dell 與中國政府合作投資，大
In China ,For China

部分資金用於人工智慧先進計算

1250 億

聯合實驗室的發展。
中國

中國與歐盟合作計畫，由中國互
World Internet City

聯網發展基金會與中信國安集團
主導，是「一帶一路」與「互聯
網+」策略的一環，目標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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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 億

國家

政策

說明

資金(美金)

5G、機器人、AI 與其他精密技術
發展 2020 最先進的城市。
「日本再興策略 2016」以涵蓋物
日本

Abenomics

聯網、機器人、人工智慧(AI)的第
四次產業革命為主，聚焦自動駕

21.4 億

駛、健康醫療與智慧工廠領域。
韓國科學、資通訊與未來規劃部
韓國

Fiscal 2015 Budget

和產業通商資源部共同投資、投
資領域涵蓋智慧車、物聯網、智

8.4 億

慧機器人，以及智慧穿戴式裝置。

四、本計畫可發揮之加值或槓桿效果
行政院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核定本中揭示推動：
「數位建設」以「超寬
頻網路社會發展」為核心，除了寬頻建設外，同時推動網路安全、數位內
容、數位服務、人才培育等基礎建設，以完備臺灣發展「數位國家、創新
經濟」的碁石。而「人才建設」是孕育跨域「數位人才」與研究發展「數
位科技」之基礎建設。同時在該計畫中指出數位建設項目中的明列本計畫
定位為：建置自主設計之 AI 高速運算平臺，有利產學研進行智慧科技與
大數據前瞻研發，孕育具國際卓越水準的智財及技術團隊，進而創造知識
經濟價值。透過提升智慧學習環境及完備基礎科研環境，可提昇國民在面
對數位 4.0 時代所必須擁有的競爭力。同時本計畫將整合國內高速運算所
需資源與強化轉型為軟硬整合，推動國內產官學界於人工智慧(AI)及大數
據(Big Data)等領域之應用並融入軟體及應用服務。主要推動做法包括：
1. 開放創新：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關鍵技術研發，支援 AI 創新中心
前瞻軟硬體系統與 AI 晶片研發。
2. 在地需求：建構優質科技研發環境，打造數位經濟發展的生態體系。
3. 產學研鏈結：橋接學研界能量，加速科技產業化，提升國內產業產
品高附加價值。
4. 國際卓越：鏈結國際合作，厚植產業競爭力，切入 AI 國際產業體系。
此外，配合科技部推動「人工智慧及深度機器學習」
，為提供結合國內
資訊領域的學者、人工智慧應用新創公司以及深植人工智慧領域人才，協
助產、學、研各界積極投入研發具學理與實務價值之人工智慧與深度機器
學習之前瞻技術。本 AI 實驗平台包含計算基礎設施、網路設施、軟體層、
開發層與應用層，期以國家級 AI 實驗平台為台灣人工智慧研發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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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供堅實的實驗與研究基礎，加速人工智慧技術研發，新創公司快速
完成人工智慧應用之產品，並且於此平台上孕育本土人工智慧人才。
本平台與廠商公有雲定位不同，在 Amazon、Microsoft Azure 及 Google
Cloud Platform 上所提供的計算、儲存甚至大數據、AI 的資源，因為使用
規模可以隨使用者需求變化，並隨需計價，已經普遍被不需要 24x365 計
算資源的用戶採用。本計畫所建置的雲端平台具有下列之特點是 Amazon
等計算服務所欠缺的：
1. 資料的聚集：在本計畫之平台將聚集各領域的大數據如地球科學資
料庫、生物基因資料庫、大氣即時資料庫、癌症資料庫及政府法人
的開放資料，這些資料就在平台內，需要計算時不必花長時間重新
下載。
2. 高速網路：國網中心維運 TWAREN 學研網路，該網路採用最先進的
100Gbps 光網路連結台北、新竹、台中、以及台南四個主節點(Core
Node)，並從主節點向外以 100 Gbps 頻寬連接 13 所各地大學做為
骨幹網路接取點 (GigaPOPs)。對於產生大量資料之研究如基因體研
究、同步輻射資料等，必須將資料上傳才能從事分析模擬之研究，
網路是一個關鍵元件。
3. 研究群組：研究群組間有共用之資料，也有研究資料先後排程
（Pipeline）等，需要平台來協助處理，此外透過平台研究群組間可
以互相分享演算法、程式、數據庫及甚至教案。
4. 教育訓練：透過資料、程式、教案、Tutorial 的分享，教授們可以在
此平台做網路教學、直播或錄影課後教學。
5. 協同合作：各不同領域之教授專家將其產生的資料、演算法、案例
等置於平台上，跨領域之合作將更容易，在大家的合作下，要從資
料到知識，透過群組的協同合作將知識變成智慧，由此平台來匯集
國家研究智慧，並且透過高速網路擴散出去。
五、本計畫對社會經濟、產業技術、生活品質、環境永續、學術研究、人才
培育等之影響說明
(一)
具體亮點成果
建置台灣首座國家級人工智慧運算平台，提供滿足國內產業 AI 化
需求的雲端服務與硬體設施，並彙整各類如語音、影像辨識、自然語
言處理等 AI 軟體工具與數據庫，建構開放協作之研發環境，以促進
學研發展之 AI 成果落實於相關產業，打造 AI 產學合作之創新研發生
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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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
本計畫強化產學研連結可為整體產業、社會帶來正向循環，提供
客戶專業全方位解決方案，應用涉及運輸(如汽車)、機械(如自動化設
備)、生醫(如基因體定序)、、民生(如環境災防之空氣品質、氣候變遷
預測)等關鍵應用，促成國內 AI+雲端產業自研自製，進而全面提升我
國科技創新的生態及強化產業競爭力，促成經濟起飛。
(三)
產業技術與生活品質
本計畫發展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務，以 AI 與雲端技
術，結合 IoT，建立整合服務方案與生態體系，建立與收集多樣化模
型至少 20 件，作為發展 AI 應用所需的預先訓練模型並新增醫療、工
業、產業服務 3 個領域專業資料集，致力加速業界開發驗證與平台介
接優化與資料平台共享，並以特定產業為示範案例，逐步擴大到其他
領域。同時，透過透過 API 的服務，外部的使用皆可容易的連結，打
造自己的應用，推動數位科技的創新模式，創新經濟，提升人民生活
品質。
(四)
人才培育
本計畫透由建置前瞻人工智慧學程共用之教學平台，作為人工智慧
與深度學習課程之線上實習與實作環境，培育 3000 位優質人工智慧人
才。同時，提供優秀學生經費出國參賽或參加會議和最頂尖的人才交
流，追求世界級的目標。
(二)

貳、 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一) 與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之關聯與扣合
本計畫配合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打造數位基磐，與國家科
學技術發展計畫四大目標「創新再造經濟動能」
、
「堅實智慧生活科技與產
業」
、
「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與「強化科研創新生態體系」緊密扣合有三
說明如下
1. 「創新再造經濟動能」
：政府目標是掌握人工智慧契機，發展數位
經濟創新模式；建構跨域資料交換標準及運算主機，國網即扮演
建置台灣首座國家級人工智慧運算平台，提供滿足國內產業 AI
化需求的雲端服務與硬體設施，並彙整各類如語音、影像辨識、
自然語言處理等 AI 軟體工具與數據庫，建構開放協作之研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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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促進學研發展之 AI 成果落實於相關產業，打造 AI 產學合
作之創新研發生態體系，期能達配合數位國家計畫，打造數位基
磐，處理國家大數據，達創新經濟動能。
2. 強化科研創新生態體系：政府四大目標其中之一項「加強產學研
合作鏈結」
：鼓勵學研創新能量鏈結社會發展與產業需求，促進科
研成果的產業化。國網建置 AI 平台目的一半資源將提供給產業，
使業界有充分資源來進行 AI 化。此外，國網的 AI 平台也會收集
本土的大數據，提供給學研界發展 AI 演算法，讓 AI 研發成果能
落實於相關產業，期能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二者目標緊密扣合。
3. 育才競才與多元進路：政府培育數位經濟跨域人才之目標。本計
畫針對產業之 AI 人才培育與介接，採行 AI 數位學習平台、AI 專
業課程及雲端環境，以及 AI 企業培訓方案三種方式推動，期能培
育 AI 專才兼具專業與數位能力，執行策略上亦會積極鼓勵各產業
之女性從業人員參與 AI 企業人才培訓專案以及本計畫 Nvidia
DLI(深度學習認證)課程，加速育成推動 AI 產業化之人才。
(二) 發展方向與年度目標說明
全程發展方向與重點說明
本計畫以落實「數位國家，智慧島嶼」之政府數位基磐建設；
孕育跨域「數位人才」與研究發展「數位科技」之基礎建設。同時，
配合科技部「我國的 AI 科研戰略」，推動人工智慧(AI)，掌握 AI
創新價值，引導台灣成為 AI 發展重鎮，進而孕育 AI 新興產業應用
發展。其中加強台灣運算環境，即以本計畫 4 年 50 億元經費，有
效整合國內資源，提供大規模共用、共享的高速運算環境，讓產業
與學研界能專注於深度學習與大數據分析的技術發展與應用開
發，形成區域創新生態體系。此外，本計畫將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
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透過建置前瞻人工智慧學程共用之教學平台，
與強化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課程之線上實習與實作環境，培育優質人
工智慧人才。本計畫之整體平台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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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I 計算平台建置與雲端服務平台架構圖

二、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計畫重點：
1. AI 產業推廣與人才培育
108 年度產業 AI 運算服務商業模式建立與對外營運服務；建立 Open
Lab，提供可易置換廠商自製元件的系統、透過軟體及應用程式來驗證硬
體效能；扶持新創公司與建立示範產業應用。109 年度將橋接智慧製造、
智慧醫療、智慧防災與新農業領域之產業 AI 化、帶動產業創新應用。持
續對外營運產業 AI 運算、Open Lab 服務、扶持新創公司與建立示範產業
應用
人才培育面，108 年與 109 年將以線上與線下課程及企業培訓方案，
培育 AI 與大數據科技人才。
2.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雲端服務
提供產官學研所需之 AI 雲端平台軟硬體服務，滿足產官學研在從事
AI 研究發展時所需的計算與儲存資源及軟體工具，為本年度最重要之目
標。在 107 年度已建置相當規模之 AI 計算平台，108 年及 109 年度將以建
置提供 AI 計算所需的大量資料的處理及儲存設施為主，預計新建的資料
的儲存量達 120PB。故本年度將持續建置大數據共用共享及各應用領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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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平台所需之運算與儲存系統，並建立群聚研究社群的平台，在平台上提
供該社群共用共享的資料集、訓練過的 AI 模型、演算法、訓練教材及諮
詢論壇等。在計算方面，提供人工智慧應用架構程式(AI Framework)、雲
端虛擬主機、容器化計算模式、加速器模組等使用及管理模式，收集分析
使用者紀錄，以調校系統效能使資源使用最佳化。在儲存方面，建立高速
磁碟、物件儲存及磁帶儲存之三階儲存系統，此儲存系統具有自動階層搬
移檔案、系統備援、容錯、自動備份等功能。在網路上，108 年將建置資
料中心間 100G 高速網路並配合雲端運算環境建立 VPN(虛擬私有網路)網
路環境架構，提供雲端主機及相關服務平台網路基礎設施營運以及建立資
料中心網路與資訊安全防護環境。109 年配合雲端服務設施提供相關應用
服務平台網路基礎設施與資安環境營運，並建置資料中心間廣域網路流量
資料分析平台，強化骨幹網路安全。
3. 發展 AI 軟體與大數據資料集技術研發與服務
108 年於 AI 與資料計算共用核心平台上，開發多異質性計算環境與優
化容器化(Container)雲端化 AI 服務；資料倉儲與資料分析工具發展方面，
除持續深化資料集取得之自動化等使用者介面之改善，並鎖定語音，影
像，空品，防災等專業領域，期望透過專家的需求與使用回饋，改善資料
集精準度與廣度；視覺化顯示平台上，整合開源軟體與現有商用視覺化軟
體外加整合國網中心自有的視算相關技術，提供客製化的服務；發展創新
應用平台方面，包含建立創新應用服務套件，提供創客創意開發後台
(virtual founder)以及強化影像、視覺、語音、文字、資料串流等創新智能
服務之可擴充性與客製化訓練、驗證、佈署等服務平台；於建立 AI 服務
為主體之智慧應用平台方面擬結合系統公司之工業 4.0 平台，提供具 AI
計算與分析能力之智慧工廠服務以及與重量級的生物醫療資料集 owner，
合作在本中心資料集平台上架並建立智慧醫療應用。109 年度於 AI 與資料
計算共用核心平台上，持續系統問題偵測(trouble shooting, root cause
analysis)工具與平台，以深化服務品質保證；發展資料倉儲與資料分析工
具方面，與公司場域合作，擴增專業領域，包含醫療、工業、產業服務等
領域，加強資料集價值性與產值；創新應用服務平台方面，將強化產業應
用、客戶資料等等創新智能服務之可擴充性與客製化訓練、驗證、佈署等
服務平台以及建立創新應用服務套件，提供創客創意開發後台(virtual
founder)，同時，以 API 服務模式，提供多元運用深度學習所產生之認知
服務(cognitive services)；最後於 AI 服務為主體之智慧應用平台面，將優
化、客製化垂直整合之 AI 服務與終端實現平台(AI realization from cloud to
edge)；持續精進生物醫療資料集收集，與擴大智慧醫療應用並結合專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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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系統公司之資料平台，提供具 AI 計算與分析能力之智慧工廠服務。
(二) 計畫內容說明
1. 計畫架構與內容說明

圖 2 計畫架構與內容示意圖

2. 分項計畫執行策略與細部計畫說明
(一) AI 產業推廣與人才培育

１. 分項策略：
1. 運用 AI、雲端與大數據服務、技術帶動創新應用，扶持既有產
業創新厚植新創應用後台研發能量，催生各式新創服務，協助新
創公司與扶持傳統產業轉型與升級
2. 培育新世代 AI、雲端服務與大數據科技人才
3. 加強研發成果與產業接軌
２. 重點工作
(１)108 年度重點工作
產業 AI 運算服務商業模式建立與對外營運服務；建立 Open Lab，
提供可易置換廠商自製元件的系統、透過軟體及應用程式來驗證硬體效
能；扶持新創公司與建立示範產業應用。108 年起以大型 AI 計算主機及
相關應用環境提供服務，滿足政府推動十大產業創新之雲端共享資源之
需求，並支援政府與科技部推動與核定之重要計畫。同時，以線上與線
2-11

下課程及企業培訓方案，培育 AI 與大數據科技人才。
人才培育重點推動工作，本年度規劃三種培訓 AI 科技人才方案，
期透過專業能力培育，滿足人工智慧產業的多元人才需求，108 年度預
定培訓累計 1500 人次。
(1) AI 企業人才培訓專案：本計畫規劃企業培訓模式，係為協助產業
升級，具體作法由企業提出產線實際問題，國網進駐到企業場
域，與企業人才共同合作解決問題，每場培育高階研發人才與企
業，皆為執行產業升級與培育高階研發作努力，以達產業轉型之
目標。同時，建構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完整流程，並結合企業實
務應用需求，加速育成推動 AI 產業化之人才。108 年企業培訓方
案培訓廠商 10 家，109 年企業培訓方案培訓廠商 12 家。
(2) 與 Nvidia 合作成為 Nvidia DLI 的 partner：將運用其授權使用課
程內容，及國網中心取得其 DLI 認證的講師，對外授課。透過此
專業認這課程培育產業 AI 人才。
(3) AI 數位學習平台 http://aiel.nchc.org.tw：提供廣泛、免費、可快
速取得 AI 知識技術之一站式教育頻道並系統化整理國內外人工
智慧數位內容與學習課程。產業界人士可透過此學習平台提供的
課程與學習資訊，取得訓練資源進行自主學習。
本計畫與其他部會人才培育計畫相輔相成之處包含教育部人培計
畫將會納入中心數位學習平台來推廣。教育部與經濟部上機/hands-on
課程所需之計算資源與環境，國網將全力支援。此外，國網中心亦支
援競賽活動所需之計算環境與資料市集。
與其他部會人才培育計畫差異化上，經濟部與資策會形式上自製各
別課程如資策會 AI 就業養成班規劃短期在職課程以及中長期就業班之
養成課程並與微軟合作開課。工研院 AI 課程以協助人員在職進修為主
要課程設計目標，從基礎理論到相關法規課程並以短期及工研院自身
已有的案例及實作為主。教育部 AI 課程推動方面，培訓對象為在校生
開設有產博專班與產碩專班之研發人才培訓，亦爭取人工智慧技術及
應用人才培訓與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計畫，培訓相關應用人才。
而本計畫於線上課程方面提供廣泛免費數位內容課程。線下課程ㄧ方
面與 NVIDIA 合作，開授 Nvidia DLI 課程，ㄧ方面描準企業需求，推
進企業培訓方案進駐產業，解決產業場域中的實際問題。
產業推廣策略與執行重點，本計畫建置之人工智慧專用主機，規劃
50%之運算資源提供產業專用，產業服務經營策略，將公開徵求各式雲
端服務營運商，包含 RSC、AI 產業應用服務公司以及設施營運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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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RSC 任務重點為扶植新創事業，以其累積之軟體技術運用或快速開
發能力，協助新創事業運用雲端技術，深化商業模式與產銷經驗；另預
期較大比率之營運可能以 AI 應用服務開發商為主，此類經營者產業類
型眾多，並具多元通路與特色性市場，可藉本平台資源介接更多商業發
展模式與加值應用；另一可能經營型態為雲端設施服務需求者，主要以
電信或網通業者，本平台將為其拓展雲端服務之設施選項。綜合以上三
種招商策略，並此招商營運案推動策略如下：

上述招商方案刻正訂定權利義務、資源配置與進退場機制等關鍵合
作項次，預定將於 107 年底前，以本平台屆時可試用之資源試行，藉以
於 108 年正式平台建置完成後，可具體掌握首波產業服務與設施使用效
狀態之分析，以利進一步調校營運策略與平台功能。
此外，本計畫亦會透由主辦產學媒合活動，論壇、服務開放說明日
(Open House Day)、用戶需求座談會、成果推廣說明會及各項競賽活動，
積極服務推廣，以帶動 AI 產業應用以及支援政府學研創新研發與應用。
本計畫將支援科技部 AI 研究中心並與經濟部與教育部相關計畫合
作如運算平台及 API 服務互相搭配，過去一年與工研院資通所密集討論
合作，在 AI 運算雲端管理及 AI 計算加速等多項議題密切互動。特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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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I Lab 項目上，我們擬展開幾項共同開發一些的加速計算架構試
驗性設計，此類合作確實帶動與經濟部技術研發計畫密切相互搭配。在
API 服務的開發方面，我們已先建立 scalable API service and management
等基礎架構，在此基礎上我們首先搭建幾項新型具有人工智慧支持之
API service: 如語音辨識、影像辨認、輿情文字分析等。陸續我們與交
大 AI 智慧服務研究中心、清大智慧製造研究中心、台大及成大生技醫
療研究中心等部分團隊有接觸討論，逐步界接各研究中心團隊之 AI 創
新服務。希能基於國網中心此次大型 AI 主機為後盾，創造多元創新應
用 API services，促成國內公司企業或新創團隊利用此類 API，發展出各
具特色具有商業價值的 AI 應用。
本年度收集、整合跨部會空氣品質、語音，影像，防災等與安心民
生建設有關之大數據，進行智慧化產業所需之物聯網、人工智慧與虛實
整合等加值應用。所建構的 AI 與大數據雲端服務主要潛在需求說明如
下表：
潛在需求者
說明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無人飛機影像智慧城市應用
(Taiwan AI Lab)
業界先驅用戶
趨勢科技『T-brain』機器學習智慧運算平台
科技部 AI 創新研究中
AI 創新研發
心
科技部園區智慧機器
智慧機器人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
人創新自造基地
• 人工智慧及深度機器學習專案
• 智慧網實系統(CPS)平台架構技術研發與
科技部工程司推動之
應用驗證
AI 相關重點計畫
• 先進製造技術-技術導向聯盟
• 數位經濟前瞻技術研發與應用專案
• 人工智慧應用產業促進會
•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經濟部 AI 方案
• 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
• 資策會大數據所
民生公共物聯網建設
空氣品質分析
腦科學突破(清大腦科學中心與中研院物理
前瞻生命科學
所)
精準醫療與生醫
精準醫療、智慧健康、基因體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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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災防
環境保護與災害防救等民生福祉
文創產業
文化科技發展
自然科學
氣候、海洋、高能物理、材料等
本計畫執行期間已進行多次產業以及政府部會合作案的洽談，目前
已拜訪的產業需求單位包含華碩健康、AI Lab、興創知能、法德利科技、
健康力、訊力科技、馬偕醫院、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等單位。客戶主
要的需求如下：
A. 客戶金流與帳務之智能管理系統
B. 已完成驗證之模型及服務如何簡易快速的轉移到其他商用平台
C. 各領域海量數據(醫療診斷、地政圖資、電信通訊或民生消費等
分析判讀與加值應用)，如何運用或介接國網中心雲端技術或平
台，發展新的營運服務
另有關政府致力推動以成立 RSC 研發服務公司之策略，集中高階
專業人才逐步引領我國產業跨入各式革新技術或加值應用，以驅動新一
波新興產業與既有產業之生態變革，本計畫以建構 AI 運算與數據平台，
期能視為推動傳統產業轉型、新創事業發展以及育成 RSC 等三大產業
雲端應用，藉以提升營運效能之研發基盤。然因雲端服務用戶需求與商
業應用甚為多元，故規劃三大服務策略：(1)以服務 AI 新創公司為 RSC
首要任務(2)公開遴選特定領域應用服務開發商，由其提供 AI 加值應用
服務(3)公開徵求具高度商業競爭力、高品牌效益與通路之設施營運商承
接平台產業設施服務，以最具競爭優勢之服務策略，提升平台產業使用
效益，於 107 下半年試行後，將依產業需求調適營運計畫，於 108 年正
式施行產業營運；而營運計畫將基於雲端應用環境資源之動態配置管
理、用戶屬性、規模、需求、發展性以及新創事業特殊需求等規劃不同
之營運操作策略，搭配運算、儲存與網路以及加值應用服務等雲端資
源，藉以佈局出最適宜產業應用研發之雲端服務架構。
108 年 AI 產業推廣與人才培育預計投入經費規劃如下
執行項目
經費(千元)
用途
產業推廣與人才
79,000 人力費用協助技術開發、產業推廣橋
培育
接編列國內外出差、與產業應用推動
費、及人才培育推動等相關支出
設施營運
131,000 提升雲端服務穩定度之必要開支含
電費、軟硬體維護與維運等
合計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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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109 年度重點工作
橋接智慧製造、智慧醫療、智慧防災與新農業領域之產業 AI 化、
帶動產業創新應用。持續對外營運產業 AI 運算、Open Lab 服務、扶持
新創公司與建立示範產業應用。同時，以線上與線下課程及企業培訓方
案培育 AI 與大數據科技人才。
推動作法
1. 以前面兩個分項所建構的軟硬體設施與平台，建立國內推動之重要
領域所需的運算與儲存整合環境，以加速國內創新研發的發展。例
如在生醫方面，建立並提供醫學界、中研院、國衛院及相關生醫製
藥產業之創新與升級所需的資訊研發平台包含生醫大數據儲存、基
因計算平台、生醫影像分析平台，以利其運用精準及學習型醫療照
護系統，整合台灣生技與資訊獨特實力，建立台灣發展生技與醫療
照護產業基礎。在環境災防面，提供政府推動五項民生公共物聯網
之科研建設與服務營運之各類大數據儲存、模式預測平台、大資料
分析平台與環境，以利決策者掌握環境、空間及精準預報資訊，串
聯產業硬體開發與軟體應用，提升安心民生科技應用能量。
2. 結合學研界研發能量，以不同應用領域開放 API 加速應用開發，協
助建立新創服務，並充分支援科技部 AI 創新研究中心與卓越研究中
心藉由鏈結協會、法人及學校，融入產業的生態，共同建立智慧創
新能量
3. 人才培育課程內容，除結合數位教材教案開發、數位學習及計算模
擬輔助教學系統外，也會開設以實作應用為主的高階特色系列式課
程。主要是建置具備高品質、精緻化、實作性及線上學習等特色的
高速計算、人工智慧與雲端大資料等相關應用領域，如 AI (機器學
習、深度學習)實務應用、環境災防、生醫科技、工程應用、材料科
學、高效能運算、大資料、物聯網技術、智慧製造等教育訓練課程
與所需之機制，作為人才培育的主軸，並旁及數位教育學習環境與
模擬分析軟體所須之工具、系統與平台的開發與運用，以加速國家
科技研發及人才培育養成。
３. 預期效益
(１).108 年度
(1)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用率 6 成以上，服務廠商 50 家
(2)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累計 1500 人，企業培
訓方案培訓廠商 10 家
(3) 提供 AI 計算資源與諮詢服務予 10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門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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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件產業應用範例
(4)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新台幣一億元
(２).109 年度
(1)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用率 7 成以上，服務廠商 50 家
(2)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累計 3000 人，企業培
訓方案培訓廠商 12 家
(3) 提供 AI 計算資源與諮詢服務予 12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門與新增
6 件產業應用範例
(4)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新台幣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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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雲端服務

１.分項策略：
(1) 以共享資料為導向，整合計算、儲存、軟體、資料、網路之軟硬體環
境，串連北中南三地之資料中心，建置具良好資安與使用介面之雲端
基礎設施，提供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等各類運算與加值
服務，藉由建構有利數位創新之運算基礎環境，成為優質數位國家創
新生態之重要基盤，促進國內新興科技與產業發展，以擴大我國數位
經濟規模。
(2) 使用者開發與應用環境之建立以開源軟體為主，提供人工智慧、大資
料、虛擬主機、容器開發執行環境、互動介面等方便使用應用開發與
執行之環境。
(3) 藉由中心維運之台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路連接新竹、台中及台南資料
中心，形成一個互為備援、電腦資源整合及資料共用之跨地域資料中
心；並提供整合性網路威脅防護以及資訊安全整合監控服務，以確保
系統資訊安全
(4) 為達到綠色節能減碳目的，將不另外建置機房，採用在原機房上擴充
電力及空調能量，藉由遵循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之規範，分析及
評鑑能源使用消耗，以改善能源效率。
(5) 建立開放實驗室，由系統架構設計著手，以協助國內 AI 產業的發展，
以可替換元件之開放架構，協助元件或子系統研究學者及製造商，測
試及驗證其產品，培植 AI 雲端自研自製技術能量。
２.重點工作
(１)108 年度重點工作
提供產官學研所需之 AI 雲端平台軟硬體服務，滿足產官學研在從
事 AI 研究發展時所需的計算與儲存資源及軟體工具，為本年度最重要之
目標。在 107 年度已建置相當規模之 AI 計算平台，本年度將以建置提供
AI 計算所需的大量資料的處理及儲存設施為主，預計新建的資料的儲存
量達 50PB。故本年度將持續建置大數據共用共享及各應用領域資料平台
所需之運算與儲存系統，並建立群聚研究社群的平台，在平台上提供該
社群共用共享的資料集、訓練過的 AI 模型、演算法、訓練教材及諮詢論
壇等。在計算方面，提供人工智慧應用架構程式(AI Framework)、雲端虛
擬主機、容器化計算模式、加速器模組等使用及管理模式，收集分析使
用者紀錄，以調校系統效能使資源使用最佳化。在儲存方面，建立高速
磁碟、物件儲存及磁帶儲存之三階儲存系統，此儲存系統具有自動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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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移檔案、系統備援、容錯、自動備份等功能。建置資料中心間 100G 高
速網路並配合雲端運算環境建立 VPN(虛擬私有網路)網路環境架構，提
供雲端主機及相關服務平台網路基礎設施營運以及建立資料中心網路與
資訊安全防護環境。具體推動作法如下：
(1) 建置大數據共用共享及各應用領域資料平台所需之運算儲存系
統，以彙集各研究社群可以共用共享的資料集、演算集、應用範例、
教材等。所建置的三階儲存系統之架構圖如下：

圖 3 三階儲存系統示意圖

(2) AI 雲端平台對外開放服務，提供良好的資源服務，在計算資源方
面，調校系統效能使資源使用最佳化，在儲存系統方面，調校 AI
雲端平台計算與儲存系統之介面，建立多層之儲存系統。所規劃建
置之計算系統及儲存系統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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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台灣首座 GPU 雲端整合資源單一入口服務平台 TWGC(Taiwan
GPU Cloud)，108 年正式主機建置完成後，將整合計算功能，升級
為 TWCC(Taiwan CPU Cloud)，其特性為：
全臺第一座人工智慧之公有雲端運算平台。
提供預計可達 9.375 PFLOPS(PF16)之運算能力。
配置高效能平行檔案系統。
整合 NVIDIA GPU Cloud (NGC) 容器軟體。
多租戶共享運算環境。
同租戶使用者共享資料。
直覺友善之操作界面。
具多層資安防護，保障使用者安全性。
其重點設計與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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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雲端運算平台建立一個可彙整 AI 模型庫、大數據資料集、
AI 軟體工具、示範應用雲端環境，並提供產學研共用之雲端服務，
且其服務水準將比照 AWS、Google、微軟的雲端平台服務水準為目
標，搭配商用軟體服務皆要求服務水準(SLA) 99.95%以上的可用
率，所開發的軟體架構設計，也要求具備 HA(high availability) 高
可用的架構，未來營運中心會由不同的網路層進行各項雲服務 SLA
監控，藉由雲端監控服務所產生的各項監控指數及歷史報表，再利
用「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 ，研議如何避免類此效
能不足或服務品質問題的再度發生，營運單位將持續資訊服務流程
改善，進而優化服務流程，以確保服務的流暢度。
此外，為提升 IT 營運管理品質，參考業界共通性與實用性的
IT 管理方法，導入「資訊技術服務管理」（IT Service Management,
ITSM）
，讓 IT 資源可直接與服務品質做最有效的連結，同時從雲端
服務及商業營運的兩種角度，掌握最關鍵的服務內容，讓 IT 資源
得以發揮最大效能。
關於高速運算平台能源效率指標，將引用普遍應用於計算資料
中心之能源效率指標 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訂定，本計
畫規劃所建置高速運算主機皆配有溫水水冷裝置，機櫃設計也配有
InRow 機櫃式精密空調，整體設計年平均 PUE 要求低於 1.3，該 PUE
標準於台灣所處地理位置已達相當水準。
(4) 計算環境之營運、服務、管理，開源軟體之維護與整合，維繫開源
軟體間之相容性及版本更新。
(5) 透過開放實驗室來評估可擴充之大型雲端系統之雛形，以規劃第一
代之 AI 雲端平台。本計畫 Open Lab 之建置將以未來具發展潛力的
AI 加速平台，如 FPGA、DLA 等，異於現行最普遍使用之 NVIDIA
GPU 環境，此環境可提供國內研究學者、系統廠商測試、評估採
用應用專屬加速器之可行性及效益，提供 GPU 加速器的另一個選
擇。
(6) 規劃節能措施，擴充 AI 計算主機及儲存設施之空間環境、機電及
空調設施。
(7) 建置資料中心間 100G 高速網路並配合雲端運算環境建立 VPN(虛
擬私有網路)網路環境架構，提供雲端主機及相關服務平台網路基礎
設施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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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規劃雲端運平台系統服務網路資安防護與安全連線，建立資料中心
網路與資訊安全防護環境。
(9) 資本門採購建置項目之規劃：
項次

項目

預算(千元)

1

AI 大數據計算主機與

726,000

2

低階 AI 教育訓練平台

20,000

3

DDoS 攻擊緩解與清洗設備

15,000

4

廣域網路 VPN 設備採購案

30,000

5

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基礎設施改善採購案

120,000

6

Peta 級高速計算主機-108 年款項

144,000

7

其他 500 萬以下網路資安設備

55,900

8

500 萬以下 AI 資料集

10,000

9

其他 500 萬以下軟體

40,000

10

其他 HPC 實驗場域計算儲存與網路
及開放實驗室周邊設備

29,100

總計

1,190,000

(２)109 年度重點工作
擴大 AI 雲端平台之計算與儲存設施，以先進之 AI 加速器、系統
架構，整合大資料及人工智慧之工作流程，建立一套整合計算與儲存的
AI 雲端系統，滿足產官學研在從事 AI 研究發展時所需的計算與儲存資源
及軟體工具，為本計畫之重點工作。提供大資料運算、人工智慧框架、
雲端虛擬主機、容器化計算模式、加速器模組等服務，透過收集分析使
用者紀錄、調校系統效能、資源最佳化、物件存取來提高服務水準。同
時，提供自動階層搬移檔案、系統備援、容錯、自動備份等儲存服務。
建置資料中心間廣域網路流量資料分析平台，強化骨幹網路安全，提供
雲端主機及相關應用服務平台網路基礎設施與資安環境營運。具體推動
作法如下：
(1) 評估先進之 AI 加速器及電腦架構，建置先進人工智慧大數據計算
主機，擴大計算之能量，以滿足產官學研所需之 AI 及大數據需求。
(2) 提供大數據共用共享及各應用領域資料平台之服務，以彙集各研
究社群可以共用共享的資料集、演算集、應用範例、教材等。
(3) 建立共用之使用者資源管理網站，使用者透過共用使用者入口網
站，可以申請單一帳號、做帳務的管理、會員管理等，透過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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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用平台，可以使用中心之大數據服務、高速計算服務、AI 服務、
虛擬主機服務等。
以最佳之效能價格比之 AI 加速器及系統架構，建立多人共用之
AI 線上教育訓練教學平台所需之計算環境。
規劃擴充 AI 計算主機及儲存設施所需之電力及空調容量，建立節
能措施，建立相關之機電設施及空調系統。
持續擴充開放實驗室之元件及子系統，對研究學者及廠商提供服
務。
規劃建置廣域網路流量資料分析平台，提供流量即時偵測告警。
營運資料中心網路與資訊安全防護環境。
預計資本門採購之項目
項次

項目

預算(千元)

1

先進人工智慧大數據計算主機

2

繪圖卡加速研究機群系統

3

AI 機電空調基礎設施改善採購案

4

網路資安設備

25,000

5

AI 資料集與軟體

50,000

6

實驗場域計算儲存與網路及開放實驗室周邊設備

30,000

7

其他設備

25,000

總計

860,000
20,000
100,000

1,110,000

３.預期效益
(１)108 年度
(1) 提供全國產官學研所需之 AI 計算及大資料處理所需之共用硬體，
節省各單位個別建置系統之重複投資。
(2) 建立共用資料中心，建立單一之機電空調管理、機房管理、系統
管理、問題處理，IT 與應用領域分工，可提高應用領域之效能。
(3) 隨需使用計算資源，適當之分配管理，提高資源使用率，可以節
省使用成本。
(4) 建立全國共用共享之資料平台，共享研究成果，可以凝聚同領域
之向心力，透過眾人之智慧，提高研究水準。
(5) 透過不同領域之資料平台，不但可分享異質之研究方法，更可促
成跨域合作，提高創新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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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學者及廠商可將其研發之元件或子系統整合至開放實驗室之
AI 系統測試驗證平台，測試其整合性效能，不但節省自建平台之
成本，更可透過實驗室各種驗證程式驗證其效能。
(7) 完成資料中心間 100G 高速網路，提升雲端主機及相關服務平台網
路環境頻寬環境。
(8) Open Lab 相關之營運服務績效指標
i. 建立異質先期加速器平台 兩套
ii. 提供服務測試之單位 十家
iii. 加速器效能比較報告 兩份
(２)109 年度
(1) 以先進之 AI 加速器及系統架構，建立先進之 AI 大數據平台，可
以更有效率地提供計算效能。
(2) 使用者在單一計算儲存環境可以藉由資料平台提供的不同領域
的大量數據，並透過高速計算、大數據計算、AI 計算、隨需計算
等方式，可以突破其既有儲存空間限制、計算能量限制、單一領
域限制，創造出新的研究模式。
(3) 可隨時擴充與減少之計算與儲存環境，使用者可以依其需求及預
算使用適當之資源。
(4) 單一的使用者管理環境，簡化使用複雜度，可以降低使用者軟體
使用門檻，縮短學習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5) 透過各系統使用資料之收集、分析，調適系統效能，提高系統之
可用率。
(6) 完成全國規模最大的單一 AI 計算與資料儲存系統，此系統可供
產官學研在應用開發階段之測試驗證，無須自行建置系統。
(7) 完成廣域網路流量資料分析平台，提供流量即時偵測告警，強化
資料中心骨幹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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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I 軟體與大數據資料集技術研發與服務

１.分項策略
本分項計畫策略目標以建立一套完整吻合人工智慧生態體系(AI
eco-system) 為 目 標 ， 並 以 達 成 「 以 人 工 智 慧 計 算 遷 就 資 料 (move AI
computing to data)」為指導原則，整合國網中心實體設施及虛擬資源的之
方向前進，達到以雲端概念提供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的目標。使用對象則
以智慧計算平台應用為依歸，繼而提供加值性大數據資料分析。簡言之，
本分項計畫將以人工智慧為本軸，建立國家級 AI 實驗平台，協助學界研
發人工智慧技術、加速新創公司實現人工智慧應用與服務以及培育國內
人工智慧人才。
２.重點工作
(１) 108 年度重點工作
一、AI 與資料計算共用核心平台
本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務計畫擬以國網中心多年來累
積之中介軟體相關之開發經驗，以及相關服務導向研發服務，針對以
下相關之重點工作，進行研發與技術精進。重點工作如下：
(一) 建置計算共用核心平台：
1. 開發多異質性計算環境與設計後處理模組，配置與可彈性化(Auto
Scalable)負載平衡等排程開發 – 主要針對異質性計算資源調
度，並支援 AI 應用服務並完成一聯貫自動化程序，並以語音辨
識為例。
2. 持續開發與優化容器化(Container)雲端化人工智慧服務其服務 目標是以計算、網路、儲存與視覺化一條龍的方式提供雲端服
務，讓資料分析科學家透過面板控制方式即可透過雲端服務進行
相關的人工智慧研究。
3. 在視覺化服務上，搭配新的 GPU 硬體去調整最佳化科學視算顯
示引擎，針對多樣的資料開發設計不同的顯示演算法，並結合雲
端顯示模組提供雲端服務。
4. 在資料的分析處理上，提供並包裝自有影像處理函式庫(Image
Toolkit)作為共用的影像資料服務模組，使得可與人工智慧做結
合，協助加速人工智慧網路訓練前的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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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系統問題偵測(trouble shooting, root cause analysis)工具與平
台，確保服務品質
6. 建立分散式資料庫技術，為提供高可用、可動態擴展之非關聯式
資料庫，擬建立 HBase、Dynamo、Cassandra、Hypertable 等
Key-Value 資料庫。透過雲端服務，使用者可利用虛擬機群組快
速自行建制私有分散式資料庫，各分散式資料庫無論廠商與社群
都有相當成熟且良好的支援，對服務的快速佈署、安全、穩定性
皆有一定的妥善率。建制分散式資料庫服務得以提供使用者進行
漸進式的擴充並增加可靠度(Reliability)及妥善率(Availability)，其
結果可使得系統架構有良好的調適彈性。因應 IoT 相關產業對巨
量資料儲存與利用之需求，以非結構化資料庫結合動態擴展之效
益，以本中心建制之雲端服務相結合，期望以此技術降低建制與
用戶門檻並提升產業資料創新與應用。
(二) 資料倉儲與資料分析工具
1. 持續深化資料集取得之自動化，增進資料集萃取，轉換與載入的
廣度，以及使用者介面之改善。
2. 鎖定專業領域，包含語音，影像，空品，防災等領域，透過專家
的需求與使用回饋，改善資料集精準度與廣度。
3. 結合外部力量，建立自動化資料集標籤系統(auto labeling)與擴增
樣本服務平台。
4. 整體計畫連結外部機制，在語音與影像相關的資料集，使用者可
以在平台上直接瀏覽或者下載，亦可透過 API 方式予以查詢與下
載取得。透過 API 的服務，外部的使用皆可容易的連結，打造自
己的應用，可達到資料平台共享，以及落實整體計畫外部連結。
5. 符合 GDPR 的規範，本計畫的資料集，將依照委員所建議，在取
得、儲存、使用上都以符合 GDPR 的規範來執行，達成 Privacy by
Design，在服務開發週期就考慮隱私設計。並於資料集服務平台
中提供適當回饋機制，以提供讓平台使用者或資料當事人進行其
相關權利之行使。
6. 資料服務帶動國內資料應用，AI 資料集團隊會不斷擴增實用的
資料到平台上，規劃和國內外產生數據的單位及企業合作取得資
料集，放至資料集平台，吸引更多的用戶到平台上使用或購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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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資料。因而，本計劃為促使產業應用服務落地，擬透過 AI
資料集團隊持續蒐集政府開放資料、台灣產業/學術相關資料、全
球社群資料，團隊計劃持續彙整與蒐集更多本土相關資料，如台
灣空品、中文文字資料庫、語音資料庫、衛星資料等，並同時利
用相關資料建立資料服務 API，將靜態資料與動態服務結合，例
如以知識本體(Ontology)建構並開發資料鏈結(LinkOpenData)服
務與應用將台灣農產品產銷資料應用到食品加工、販售、通路、
餐廳等相關產業，利用活絡資料帶動本土資料應用經濟之成長。
二、人工智慧創新應用研發子項計畫
(一) 創新應用服務平台
1. 發展資料集標籤(labeling)與擴增樣本服務平台，協助 AI 平台使用
者提高深度學習精準度
人工智慧最重要的地方在於資料的訓練，資料適當的分類與標籤
(labeling)，可以提高準確度，下圖為整個訓練過程的流程示意圖，資料
訓練之困難在於標籤之過程須要花大量的人力以及時間，因此本項工作
所發展的服務平台所扮演的角色在於資料集的標籤以及樣本擴充，可在
資料量還不夠多的情況下可以利用變形變色旋轉等方式來提高資料
量，並發展相關技術提高標籤的準確度以及效率。
AI 發展過程中除網路(NN)架構設計外，最重要的是資料品質，本
項工作的兩個重點為 1.如何在數量龐大的資料集中進行雜訊過濾以及
快速正確的標籤，2.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如何以擴增方式提高準確度，
年度目標規劃是以業界以及政府部會等影像深度學習相關之示範應用
為例，發展資料標籤以及擴增資料集相關技術，並以此方式來尋求其他
相似之應用，以分階段方式逐步擴大至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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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資料訓練圖示

本計畫執行期間已進行多次產業以及政府部會相關之需求、推廣
與合作案的洽談，其中業界部分包括半導體業、光學產業以及航空製造
業等，目前已了解各單位之需求並非只是單純的 IaaS，PaaS 或 SaaS 等
之服務，這些已有很多不錯的市售產品可以利用，國網中心在平台介接
優化與資料平台共享主要是以解決問題為主要目的，尤其是需要利用高
速計算才能解決的問題，如鍍膜瑕疵影像辨識等，這些都不是市售產品
可解決的，需結合應用領域從資料標籤到訓練等過程都要協同參與，初
步將以特定產業為示範案例，逐步擴大到其他領域，可達到”強化整體
計畫連結外部之落實機制”之目標。
2. 邊緣計算(Edge computing)應用模組開發
人工智慧除了資料訓練外，最終目的是要進行前端之應用，也
就是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的開發，本項工作將利用如
NVIDIA TX2 或手機平板電腦等載具來進行，結合 AI 雲端服務平
台，提高邊緣計算效能，針對影像、視覺、語音、文字、資料串流
等創新智能服務需求，於 AI 計算平台完成訓練之原型模式，移植至
前端系統來進行邊緣計算，在持續接收新資料之後可依不同的前端
環境來進行非監督式學習，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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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非監督式學習圖

(二) 以 AI 服務為主體之智慧應用平台
1. 完成模型分析運算服務系統，提供 AI 模型訓練服務
2. 針對影像、視覺、語音、文字、資料串流等需求，完成相關之訓
練模型
3. 以 restful api 或者 docker 方式提供雲端 ai 服務，架構如下圖所示。
4. 定期服務將針對防災、氣象、空汙、交通等長期應用需求
5. 即時性服務將應用於工業 4.0 以及政府部會等大量且不定期之資
訊分析等。

圖 6 訓練模式服務流程圖

(２) 109 年度重點工作
一、人工智慧共用平台研發子項計畫
(一) AI 與資料計算共用核心平台
本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務計畫擬以國網中心多年來累
積之中介軟體相關之開發經驗，以及相關服務導向研發服務，針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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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關之重點工作，進行研發與技術精進。重點工作如下：
1. 建置計算共用核心平台：
(1) 持續開發與優化容器化(Container)雲端化人工智慧服務其服
務 - 目標是以計算、網路、儲存與視覺化一條龍的方式提
供雲端服務，讓資料分析科學家透過面板控制方式即可透過
雲端服務進行相關的人工智慧研究。
(2) 於視覺化的雲端共用模組，配合 Javascript 新規格的制定，
進一步整合 VR 與 AR 的技術，於雲端的視覺化服務增加 VR
或 AR 的功能。
(3) 在資料的分析處理上，拓展自有影像處理函式庫(Image
Toolkit)成為多維度的資料工具程式庫，並且提供框架可將訓
練完成的人工智慧模型包裝模組化整合至多維度資料工具
程式庫內回饋提供服務。
(4) 持續系統問題偵測(trouble shooting, root cause analysis)工具
與平台，深化服務品質保證
(5) 橋接與支援其他前處理與後處理，並提供雲端化服務
2. 資料倉儲與資料分析工具
(1) 與公司場域合作，擴增專業領域，包含醫療、工業、產業服
務等領域，加強資料集價值性與產值。
(2) 建立產業用自動化資料集標籤系統(auto labeling)與擴增樣
本服務平台。
(3) 建立多元資料萃取、利用 auto encoder 降階多維度空間、時
間軸上的趨勢、異常狀況、及影響維度等工具。
二、人工智慧創新應用研發子項計畫
(一) 創新應用服務平台
1. 依上年度完成的示範性應用模型與平台服務經驗，強化產業應
用，包括可擴充性與客製化訓練、驗證、佈署等。
2. 建立創新應用服務套件，提供創客創意開發後台。
3. 以 API 服務模式，提供多元運用深度學習所產生之認知服務。
4. 多樣化模型的建立與收集服務，提供用戶自行發展 AI 應用所需
的預先訓練模型。
(二) 以 AI 服務為主體之智慧應用平台
1. 優化、客製化垂直整合之 AI 服務與終端實現平台
2. 持續精進生物醫療資料集收集，與擴大智慧醫療應用
3. 結合專業領域系統公司之資料平台，提供具 AI 計算與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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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智慧工廠服務
4. 擴展 AI 服務至智慧城市、智慧醫院等之不同場域與應用領域。
３.預期效益
(１)108 年度
(1) 完成圖形加速器高速計算架構之運算環境。提供各領域所需資料、
分析與視覺化人工智慧整合環境。可讓相關領域在本共用平台上做
相關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問題偵測工具可提昇服務品質。
(2) 提供可彈性擴展之平台，並預載各式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所需之
軟體堆疊。以便快速因應所需之人工智慧計算所需。
(3) 完成之資料集分享平台持續擴充各領域所需之資料集，包含影像，
圖片，語音與文字等，包含開放與非開放之資料集。可達成資料就
近可服務人工智慧運算之需求。
(4) 完成資料集的前處理平台技術研發，提高深度學習預測與辨識精準
度。
(5) 整合 AI 邊緣計算與雲端計算，系統性的進行訓練資料之蒐集，擴
大資料集，有利於其他跨領域應用之進行。
(6) 完成示範性訓練模型服務，協助產業與政府部會進行智慧化需求導
入與提升。
(２)109 年度
(1) 完成之開發異質性計算資源調度、自動配置與負載平衡等排程，可
降低使用者等待時間，增加系統服務效能。所提供可彈性擴展之平
台，引進新的應用範例供人工智慧計算所需。建立之 auto scale 的計
算支援服務可加速相關人工智慧之效率
(2) 完成之系統問題偵測工具搭配建置完成之圖形加速器高速運算環
境。經由持續改善與持續深化之品質提昇，可提昇相關領域在本共
用平台上研究之成果。
(3) 完成整合 GPU 以及相關 AI 技術的雲端視覺化服務，可加速相關領
域透過視覺化在共用平台上獲得研究成果。
(4) 資料集分享平台強化各領域所需之資料集，包含影像，圖片，語音
與文字等。透過資料集與計算資源的整合，讓使用者達成一站完成
所需。
(5) 協助產業與政府部會進行智慧化技術導入，縮短需求應用與 AI 技
術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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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發展 AI 產業與應用所需的預先訓練模型，縮短開發期程，減
少開發成本。
(7) 結合高速計算平台，持續擴展 AI 客製化服務與應用，並透過相關
發展技術之技轉與服務，提升相關產業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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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WOT 分析
1. SWOT 分析表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具國內唯一可同時提供高速計算、網  人 工 智 慧 等 研 發 資 源 落 後
路、與儲存之環境，提供完整與可靠之
GDP 與我國相仿之國家。
高速計算與大資料共用研究服務平台。  國內實際運用人工智慧進行
專業領域之研發深度與人才
 具優良之自由軟體開發與特定應用領
數量仍不足。
域之整合及跨領域專長，可高度整合資
 目前國內預算編列方式，針對
訊科技與各專業領域人才。
世界級高速計算的資源較難
 建立國家重要之科學與政府人工智慧
進行長期規劃。
與資料分析平台，故可長期培養此類的
優秀專家，繼而結合國內外科技研發團
隊，累積人工智慧計算服務軟體發展能
量，將研發內化成實際的應用服務。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雲端化人工智慧服務平台可促成相關  人工智慧的時代來臨，全球對
於 IT 與 Machine Learning 人
研究單位共同進行大尺度異質性運算
才需求孔急，以目前中心所提
合作，研發成果具備可橋接產業發展之
供薪資水平，難以留住優秀人
價值。
才。
 結合網路與計算資源，易於提供學界與
政府所需雲端深度學習服務平台以供  國 外 資 訊 大 廠 ， Google 、
Amazon、Nvidia 相繼推出雲
各項前瞻應用研究所用。
端化人工智慧計算服務平台。
 台灣地狹人稠相對的網路普及度極
高，這樣的狀態極度容易整合人智慧之  長期計算資源不足及 10 倍量
落後(不是歐美日中，而是韓
技術與醞釀智慧城市等多項應用。
國)的結果將嚴重影響國內大
 所發展之自由軟體技術，可提供客製化
尺度運算的能力與大型研究
特殊需求之專業應用軟體服務。
計畫之發展實力。
SWOT 分析(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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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外現況分析
綜觀全世界人工智慧發展趨勢，因著物聯網海量數據以及運算主機效能
備增，人工智慧相關應用快速開展。而國際先進國家如美國、歐洲、日本、
中國等相繼將 AI 納入國家重點發展政策，依據人工智慧國外智庫研究，AI
的發展趨勢可歸出幾項重點：
(一) 聚焦於機器人及自動駕駛(robotics and autonomous vehicles)、機器視覺
(computer vision)、語言(Language)、虛擬代理(virtual agents)、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5 項技術；應用面以高科技、通訊、金融服務、醫
療、交通、能源、旅遊等產業備受關注。
(二) AI 的發展將需要更高端的運算效率、更精準的感測能力、更優化的辨
識效能，此將帶動晶片設計及半導體技術的發展
(三) 預測 2020 年，AI 將創造 3,000 億美元的商業價值；到了 2021 年，30%
的經濟成長將與 AI 相關。
人工智慧（AI）成為熱門顯學，行政院日前宣誓未來八年將投入 1,000
億元發展 AI。依據國研院科政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整理資料，分為下列三大
部分闡述
(一) 科技部啟動「AI 創新研究中心」，將以五年為期投入 50 億元，成立三
至四個「AI 創新研究中心」，主要目的在於鼓勵學界投入 AI 技術及應
用研究，為台灣儲備 AI 人才並打造 AI 創新生態環境。預計號召超過
300 位專家學者投入 AI 相關技術與應用研究，並培育 3,000 名 AI 相關
人才。
(二) 經濟部 4 年 50 億元投入跨法人合作帶動 13 個領域產業創新，鎖定人
工智慧、區塊鏈、自動駕駛、精準醫療等國際重要趨勢進行相關研發，
以因應全球工業 4.0 與數位經濟帶來的產業革命新浪潮。推動作法由
16 個產業科技研發法人引領，3 大「平台型法人」領軍：工研院、資
策會、外貿協會，並緊密結合「領域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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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標實現時間規劃
分項目標

106 年 9 月12 月目標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1. 提供雲端服務予 50 家產業
2.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
用率 6 成以上，包含 10 家
1. 執行 RSC 成立前置作業
新創公司或新創部門，並
1. 規劃孕育 RSC 具體配套措
2.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
建立 5 件產業應用範例
AI 產業推廣
施
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 850 3.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
與人才培育 2.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
人
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累計
產業創新研發人才 150 人
1500 人，企業培訓方案培
訓廠商 10 家
4.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新
台幣一億元
1. 完成建置雲端服務系統加
總計算能量為 1.5 PF 合計
5.5PF，儲存系統空間新增
AI 計算平台
完成雲端服務系統加總計
達 50 PB
完成 TestBed 建置提供先期
建置與雲端
算能量為 4PF，儲存系統空 2. 服務政府重大政策計畫 10
計畫用戶之服務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80
服務
間達 50 PB
件
3. 維 運 及 管 理 AI 計 算 設
施，可用率達 99.5%
1. 發展關鍵技術，提供影
AI 軟體與大 1. Computing Platform
1. Computing
Platform
Working Engine 開發
像、視覺、語音、文字、
Working Engine 開發
數據資料集
2. 機器學習影像判識研發環
資料串流等 10 種以上 API
2. 辨識 AI 模型代訓
技術研發與
境規劃
服務，協助防災、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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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目標
1. 提供雲端服務予 50 家產業
2.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用率
7 成以上，包含 12 家新創公司
或新創部門，並新增 6 件產業應
用範例
3.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業
創新研發人才累計 3000 人，企
業培訓方案培訓廠商 12 家
4.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新台幣
一億元
1. 完成建置雲端服務系統加總計
算能量為 10 PF，儲存系統空間
達 120 PB
2. 服務政府重大政策計畫 12 件，
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90 件
3. 維運及管理 AI 計算設施，可用
率達 99.7%
1. 建立與收集多樣化模型至少 20
件，作為發展 AI 應用所需的預
先訓練模型並
2. 新增醫療、工業、產業服務 3 個

分項目標

106 年 9 月12 月目標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服務

空汙、交通及智慧機械等
應用發展
2. 新增語音，影像，空品，
防災 4 大領域資料集

五、重要科技關聯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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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目標
領域專業資料集。

參、 預期效益、主要績效指標(KPI)及目標值
一、預期效益
(一) 產業效益
1. 本計畫將本計畫建置之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平台服務目標為一
半資源服務 AI 學術研究，此部分將由國網中心團隊為主力來經
營，另一半資源則用以服務產業 AI 化發展，此部份將以委外多家
服務營運商來經營，透過服務營運商之專業及多元通路，促進國內
產業 AI 化以及 AI 產業化之發展。
2. 完成相關應用平台與模組，協助產業快速導入 AI 技術，減少所需
之計算平台建置與維護成本
(二) 社會經濟
本計畫強化產學研連結可為整體產業、社會帶來正向循環，提
供客戶專業全方位解決方案，應用涉及運輸(如自駕車)、民生(如環境
災防之空氣品質)等關鍵應用，促成國內 AI+雲端產業自研自製，進而
全面提升我國科技創新的生態及強化產業競爭力，促成經濟起飛。
(三) 產業技術
1. 本計畫建置之資料集平台以及資料市集，可成為產官學研界之
共用平台，有助於資料科學分析，以及人工智慧應用。透過產
官學研界的回饋，可協助建構更完整的資料集，進而回饋至相
關的產官學研應用，形成正循環。
2. 結合產業需求應用，發展相關 AI 技術解決所遭遇之問題，將針
對品管、良率提升以及降低維護成本之目的，進行智慧化所需
之技術開發，並已技轉與輔導方式協助產業提升。
(四) 人才培育
本計畫透由建置前瞻人工智慧學程共用之教學平台，作為人工
智慧與深度學習課程之線上實習與實作環境，培育優質人工智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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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績效表(KPI)(B003)
主要績效指標表(KPI)(B003)
屬
性

A.論文

初級產出量化值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107 年度目標值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會論文 1
篇：

績效指標

預期效益說明

學術成就 科(技基礎研究 )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
會論文 3 篇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會
論文 2 篇

產出國內外期刊、研討會
論文 6 篇。

將平台建置發表，提昇
台灣於人工智慧研究
能量並與國際接軌

形成國內 AI 資料集團隊
新增 3 隊以上

Chung-I Huang Chien-Hao Tsen
Fang-Pang Li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Based Automatic
Flashover Detection in Fire Early
Warning System"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
Observations and Societal
Impacts, Yilan, June 25-27, 2017.
B. 合 作 團 隊
(計畫)養成

形成國內 AI 技術研究團隊 1
隊：與國內 AI Lab 共同形成 AI
技術研究團隊，進行南市無人機
計畫

形成國內 AI 技術研究
團隊 5 隊以上

形成國內 AI 資料集團隊
新增 3 隊以上

與國內相關專家合
作，包含影像，聲音，
空品資料等，形成 AI
資料集團隊並建立 AI
系統相關技術

C.培育及延攬
人才

-

1.參與計畫執行之博、 1. 預 計 參 與 計 畫 執 行 之 1. 參 與 計 畫 執 行 之 博 、
碩、學士生 40 人
博、碩、學士生 40 人
碩、學士生 40 人
2.延攬科研人才 20 人 2.延攬科研人才新增 5 人 2.延攬科研人才新增 5 人
以上
以上
以上

培養資料處理人才與
雲端化人工智慧計算
人 才 包 含 AI 平 台 技
術，資料集，視算技術
等人才)

H.技術報告及

技術報告 3 篇：

技術報告 5 篇

藉由技術報告具體呈

技術報告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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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 5 篇

屬
性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績效指標
檢驗方法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現技術研發成果，有利
於未來將研發成果或
是經驗提供給人工智
慧相關單位參考與使
用完成 AI 平台技術，
資料集，視算技術等技
術報告。

(4) 曾建澔、陳倫奇、吳志泓、
林芳邦，「衛星影像物件偵
測及辨識技術報告」
(5) 鄭國陽，「整合容器化技術
與網路模擬實驗技術報告」
(6) 3. 王泰期、林敬堯，「交易
網路圖學分析展示介面 公司營業交易分析展示系
統」

I1.辦理技術活
動

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會及專題
討論會 6 場以上：
(7) 9 月 6 日辦理 AI 主機架構座

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
會及專題討論會 6 場
以上

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會
及專題討論會 6 場以上

談會
(8) 9 月 20 日辦理「語音辨識與
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智慧專
業領域座談會
(9) 10 月 3 日辦理「電腦視覺」
人工智慧專業領域座談會
(10) 12 月 8 日舉辦「AI 主機建
置發展--日本經驗分享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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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AI 相關學術研討會
及專題討論會 6 場以上

增加學研界交流，促成
跨領域合作。

屬
性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
討會 5 場以上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討
會 3 場以上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討
會 5 場以上

藉由參與研討會促進
技術交流含參與 AI 平
台技術，資料集，視算
技術國際重要研討會

技術服務 6 件以上

1.

會」
(11) (5)12 月 15 日辦理 AI 主機
架構與技術規格說明會
(12) 12 月 20 日辦理 Fujitsu AI
技術分享研討會
I2.參與技術活
動

參與國際重要技術研討會 5 場以
上：
(6) 參加 HP CAST 高速計算技
術論壇

技術創新 科(技技術創新 )

(7) 參加 SC 2017 高速計算研討
會
(8) 參加 Data Center World 2018
研討會
(9) 參加 2017 Nvidia GTC 技術
交流大會
(10) 參加 2017 NIPES（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S1. 技 術 服 務
(含委託案及

技術服務 6 件以上：
(7) UMC 先導研究計畫(聯電)

技術服務 3 件以上

技術服務 3 件以上

協助產、官、學研建立
AI 技術，促進整體技術
2.
科研設施服務收入每
2. 雲 端 服 務 之 產 業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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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
性

績效指標
工業服務)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達新台幣一億元

(8) IPCam 調焦先導計畫_早期

109 年度
年 2,000 萬元以上

108-109 年度
創新

3. Open Lab 相關之營運

驗證(明泰科技)

服務績效指標

(9) PL 產線良率預測第一階先

(4) 建立異質先期加速

期研究(住華科技)

器平台 兩套

(10) 資策會巨量資料平台技術

(5) 提供服務測試之單

服務案

位十家

(11) 熱壓爐之健康分析與預防
性維修研析(漢翔航空工業)

(6) 加速器效能比較報

(12) 南科交控中心系統整合建

告兩份

置案(資拓宏宇)
S2. 科 研 設 施
建置及服務

完成 Peta 級高速計算主機系統
建置
完成 TestBed 建置提供先期計
畫用戶之服務

完成雲端服務系統加
總計算能量為 4PF，儲
存系統空間達 50 PB
以及

完成建置雲端服務系統
加總計算能量為 1.5 PF
合計 5.5PF，儲存系統空
間新增達 50 PB 以及

(5) 完成 Computing

(5) 維運及管理 AI 計算

Platform Working

設施，可用率達

Engine 開發

99.5%

(6) 辨識 AI 模型代訓
(7) 資料市集平台上線

(6) 提供雲端服務予政府
重 大 政 策 計 畫 10

服務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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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建置雲端服務系統
總和計算能量 10 Pflops
與 120 PBytes 儲存容量
之雲端運算基礎設施與
共用研發平台以及
(6) 維運及管理 AI 計算
設施，可用率達
99.7%
(7) 提供雲端服務予政府
重 大 政 策 計 畫 12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
畫 90 件及 50 家產業
(8)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

提供共用共享資源，降
低研發投資以及發展
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
體技術與提供服務

屬
性

績效指標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8) AI 計算平台建置與

畫 80 件及 50 家產業

雲端服務，供國內

(7) 發展關鍵技術，提供

產學研各界 10 個團

影像、視覺、語音、

隊、1000 位以上人

文字、資料串流等 10

工智慧研發人員使
用
完成 Peta 高速計算主
機建置與對外服務
(6) 產學研界服務人
次：3600 人次

(9) 建立與收集多樣化模
型至少 20 件，作為發
助防災、氣象、空汙、
展 AI 應用所需的預
先訓練模型
交通及智慧機械等應
(10) 新增醫療、工業、
用發展
產業服務 3 個領域專
(8) 新增語音，影像，空
業資料集。
品，防災 4 大領域資 Peta 高 速 計 算 主 機 效
料集
Peta 高速計算主機效能

(8) 計算使用時數 340

(4)

加權核心百萬小時
(9) 整體儲存服務 13

計算使用時數 680
加權核心百萬小時

(5)

PByte

整 體 儲 存 服 務 13
PByte

(10) 提供服務之全機

平均使用率 7 成以
上，服務廠商 50 家以
及服務政府重大政策
計畫 12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90 件

種以上 API 服務，協

(7) 研發平台服務件
數：820 件

109 年度

(6)

效能達 1.8PFLOPS

提供服務之全機效
能達 1.8PFLOPS

提供 AI 與 Peta 主機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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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界服務人

能：
(4) 計算使用時數 680 加
權核心百萬小時
(5) 整 體 儲 存 服 務 13
PByte
(6) 提供服務之全機效能
達 1.8PFLOPS
提供 AI 與 Peta 主機服務
(3) 產學研界服務人次：
4000 人次
(4) 研發平台服務件數：
900 件

108-109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108-109 年度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
使用率 7 成以上，包含
12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
門，並新增 6 件產業應用
範例

建立新產業供應鏈模
式，提升國內廠商競爭
力，促進產業發展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作
研究案 2 件以上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作
研究案 5 件以上

整合學研研發能量及
資源，建立學研與產業
合作關係，培養長期技
術發展

建立 AI 雲端平台供產產
官學研使用。並建置先期
之專業領域共用資料儲
存平台。

提供共用共享資源，降低
研發投資

提供共用共享資源，降
低研發投資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
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數累
計 1500 人，企業培訓方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
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累
計 3000 人，企業培訓方

培養產業科技人才，提
升產業競爭力

次：4000 人次
(4)

研發平台服務件
數：900 件

M. 創 新 產 業
或模式建立

建立雲端服務、大數據
及 AI 綜效之創新產業建置期，故目標設定：0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
使用率 6 成以上，包含
10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

經(濟產業促進 )

門，並建立 5 件產業應用
範例
.促成與學界
或產業團體合
作研究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作研究案 1
件以上：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合
作研究案 2 件以上

促成國內廠商與芝加哥大學對
可橫向擴充高傳輸之 AI 系統研
究

其他效益

Y.資訊平台與
資料庫

其他

建置期，故目標設定：0

完成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
產業創新研發人才 150 人次

無此項指標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
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
才 85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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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性

績效指標

106 年
實際達成值

初級產出量化值

預期效益說明

107 年度目標值
108 年度

109 年度

案培訓廠商 10 家

案培訓廠商 1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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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 年度

三、目標值及評估方法
目標值
1. 產業 AI 運算服務年平均使用率 6 成以
上，包含 10 家新創公司或新創部門
2. 雲端服務之產業收入達新台幣 1 億元
3. 產業招商策略，加強 AI 科技與產業研
發接軌，形成區域創新生態體系與價
值
加速學研創新研究與提升政 1. 提供雲端服務予政府重大政策計畫 10
件，科技部 AI 相關計畫 80 件
府效能
培育人才數
培育國內智慧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
才 3000 人以上
雲端運算基礎設施與共用研 完成 10 Pflops 總和計算能量與 120 PBytes
發平台之總和計算能量與儲
儲存容量之雲端運算基礎設施與共用研發
存容量
平台
自研自製
1. 建立異質先期加速器平台 2 套
2. 提供服務測試之單位 10 家
3. 加速器效能比較報告 2 份
KPI
形成 AI 產業群聚效應

肆、 有關機關配合事項及其他相關聯但無合作之計畫
本計畫目的為打造台灣首座國家級人工智慧運算平台，提
供各領域大資料處理、分析與 AI 計算之整合與創新加值應用，
本平台重點為產學研共用之雲端服務、並彙整各類如語音、影
像辨識、自然語言處理等 AI 軟體工具與數據庫，建構開放協作
之研發環境，以促進學研發展之 AI 成果落實於相關產業，打造
AI 產學合作之創新研發生態體系，據此，並無其他機關執行相
關計畫。
伍、 就涉及公共政策事項，是否適時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之說明
為建置符合國際趨勢及 AI 應用使用者所需之大型 AI 基
礎設施，計辦理「語音辨識與自然語言處理」及「電腦視覺」
人工智慧專業領域二場座談會，以蒐集學研領域專家對 AI 研發
的需求；
「AI 主機架構座談會」由廠商提報 HPC 及 AI 主機現
有建置能量，以供整合參考；
「AI 主機建置發展研討會--日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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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分享」，邀請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及人工智能
研究中心（AIRC）專家，分享建置人工智慧橋接雲基礎設施
(ABCI)的經驗與經營規劃，藉取經日本之建置經驗，強化國網
107 年度之大型主機建構規劃參考，參與人數近 150 人次。
為廣納與徵求廠商與民眾意見，大型 AI 雲端主機廠商說
明會第一場有 40 餘廠商參加說明會，107 年 2 月 27 日(第二場)
舉行建置與營運廠商說明會，總計有 56 家廠商，近 200 人與會。
陸、 涉及競爭性計畫之評選機制說明
本計畫性質與競爭型計畫並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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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其他補充資料
一、 106 年 11 月首席專家評議專家 milestone&endpoint 會議結論如下，四年
目標與原計畫第一期相同但新增衡量指標。
Milestones

經費(千
元)

第一年(民 106 年)

第二年(民 107 年)

第三年(民 108 年)

150,000

1,800,000

1,400,000

1,400,000

1. 執行孕育 RSC 公
司成立前置作業
及育才
2. 完成雲端服務系
統加總計算能量
為 4PF，儲存系
統空間達 50 PB
3. 鏈結開放資料於
資料市集平台

1. 成立 1 家 RSC
公司
2. 培 育 智 慧 科 技
人才
3. 持 續 擴 充 大 型
AI 雲端系統
4. 提供 AI 模型庫
與辨識服務
5. AI 計算資源應
用開發與推廣
1. RSC 成立
2. 培育國內智慧
科技軟體與產
業創新研發人
才 1500 人
3. 人工智慧平台
之使用率及效
益

1. 持續孕育 AI 相關技
術與應用 RSC
2. AI 平台推廣服務
3. 完成雲端服務系統
加 總 計 算 能 量
10PF，儲存系統空
間達 120PB。
4. 提供 AI 整合客製化
解決方案

1. 規劃孕育 RSC
具體配套措施
及育才
2. 完 成 TestBed
建置提供先期
計畫用戶之服
務
3. 建 置 資 料 倉 儲
與資料市集分
享平台
衡 量 指 1. 培 育 國 內 智 慧
標
科技軟體與產
業創新研發人
才 150 人
2. TestBed 建 置
完成及提供應
用開發環境
3. 完 成 資 料 集 平
台服務入口網
站1座
目標

與原規
劃差異
說明

無

1. 完成 RSC 營運計
劃書
2. 培育國內智慧科
技軟體與產業創
新研發人才 850
人
3. 大型 AI 與大數
據高速運算平台
之計算能量與效
益
4. 完成鏈結資料服
務平台

無

無

達 成 情 完成先期 4 項硬
體採購案決標。
形
完成 3 場 AI 領域
座談，探討 AI 架
構及蒐集用戶需
求。
已完成 5 位 AI 種
子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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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民 109 年)

1. 厚植新創應用後台
研發能量，催生各
式新創服務
2. 計四年培育 3000 名
新世代 AI 科技人才
3. 人工智慧平台之能
量與使用率及效益
4. 科研設施服務收入
每年 2000 萬

無

二、 本計畫前瞻一期之年度採購設施規劃與截至 107 年 3 月之使
用情形說明以及如何作為 108 年度規劃說明如下：
(一) 本計畫 106 年 11 月科技部與國網中心簽約後，即依規劃之
AI 先期應用開發系統進行採購，機器數量與規格包含 11 台
DGX-1、10 台 8x V100 GPU 伺服器、144 台 Intel Knight Mill、
16 台 4 x1080Ti GPU 以及大資料平台。107 年 1 月起供科技
部 AI 創新研究中心之 67 個計畫、AI Lab、主機採購之
Benchmark 測試、科技部醫療影像計畫、科技部及教育部舉
辦之大挑戰及先期應用開發測試等所需之計算資源使用。
(二) 107 年建置大型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平台，標案採公開招
標最有利標方式進行，規格為 1500 片以上之 V100 GPU、提
供低延遲高性能網路 100Gbps 以上、可擴充至 1700 個以上之
節點連線、250 台以上之 x86 伺服器、50 PB 以上之儲存空間。
預計在四月底決標。
(三) Peta 級高速計算主機在 108 年為支付第三年之款項，並無增
購，其規格如下：Peta 主機(命名為台灣杉)由 630 個純 CPU
之計算節點以及 64 個 CPU 加 GPU 加速器之計算節點所共同
組成，總計有 25,200 個 Intel CPU 核心、256 個 NVIDIA P100
GPU 及 3.4 PB 巨量儲存。預計在 107 年 5 月對外提供服務。
(四) 108 年編列之 AI 大數據計算主機之主要規格為 90 個具 8GPU
之計算節點、單節點 CPU 為 18 核心以上、記憶體 768GB 以
上、硬碟容量 3.8TB 以上，合計相當於 800 片 V100 GPU 之
計算效能。以 106 及 107 年執行之經驗，AI 計算需要有大量
的數據集、標記之資料、資料管理機制等，故建置對應之儲
存系統是非常重要，所以在 108 年編列較多之經費用於共用
資料市集儲存系統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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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106 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情形(截至 106/12/31)
一、 進度及預算執行情形
「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算平台計畫」提供國家級 AI 研發
與雲端服務運算平台資源，並孕育國內大型法人設施及平台育成設
施服務型研究服務公司(簡稱 RSC)，加強 AI 科技與產業研發接軌。
106 年度辦理建置先期 AI 平台，預算 150,000 千元，至 106 年底經
費總執行 123,967 千元，包含實際支用數 102,567 千元，以及已執
行應付未付數 21,400 千元。
表一、預算及進度執行表
經費執行進度
計畫名稱

預計
(仟元)

建置雲端服務
與大數據計算
平台

150,000

實際
(仟元)

工作執行進度
實際數/
預定數

預計(%)

實際(%)

100%

100%

(%)

123,967

82.64%

差異= (實際
%)- (預計%)

0%

二、 重要執行成果及目標達成情形
(一) 產業應用橋接與人才培育
1. 研發服務與產業應用橋接之規劃作業：
對於成立研發服務公司 RSC 的推動，就相關法規面、營運方
向、配套措施等面向開始進行研議、討論與規劃。將著重在市
場驗證方面，徵詢專業管理顧問公司的意見，就產業發展的機
會與挑戰，討論未來的可能推動策略。此外亦徵詢產業 IT 廠
商，就市場需求方面，討論新創經營策略與獲利模式，並對未
來可能的互惠合作契機，進行意見交流。
2. AI 人才培育與推廣媒合：
本計畫透由建置 AI 線上學習課程及人工智慧學程共用之教學
平台，以培育優質人工智慧人才。至 106 年底達成以下事項：
(1) 與微軟公司於 12 月 6 日簽訂 AI 策略聯盟合作意向書，
合作內容包括微軟學術資料庫、AI 課程分享、產業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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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設，以及選送博士生到微軟研究院等育才合作項
目，可望為培植台灣人工智慧新世代提供更多元的內容
和管道。
(2) AI 線上學習平台 Beta 版建置完成，原則上 106 年以執行
籌備人工智慧數位學習入口網為目標，先推 CEO 課程方
案與 AI 應用能力兩類線上課程，調整平台呈現介面，並
收集與充實連結內容後，預計將於 107 年度第一季測試
版上線服務。
(二) 、國家級 AI 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
1. 國家級 AI 基礎設施建置與服務：
國家級 AI 基礎設施建置與服務的總體績效目標為：(1) 建置
有利數位創新之 AI 計算主機及儲存系統，以成為優質數位國家
創新之重要基盤。(2)提供 Peta 級高速計算共用研發平台服務，
以高速計算系統管理與應用開發能力，促進國內新興科技與產業
發展。106 年度完成：(1)完成先期 AI 平台硬體設施的建置，後
續將完成系統建置，以提供 AI 創新研究中心及業界(如 AL Lab)
之研究測試得以啟動。(2)完成大型 AI 雲端主機的基礎設施規
劃，並以公告 RFI、召開廠商說明會。
2. 大型 AI 基礎設施建置前置規劃作業：
(1) 為建置符合國際趨勢及 AI 應用使用者所需之大型 AI 基礎設
施，計辦理「語音辨識與自然語言處理」及「電腦視覺」人
工智慧專業領域二場座談會，以蒐集學研領域專家對 AI 研
發的需求；
「AI 主機架構座談會」由廠商提報 HPC 及 AI 主
機現有建置能量，以供整合參考；
「AI 主機建置發展研討會
--日本經驗分享」，邀請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
及人工智能研究中心（AIRC）專家，分享建置人工智慧橋
接雲基礎設施(ABCI)的經驗與經營規劃，藉取經日本之建置
經驗，強化國網 107 年度之大型主機建構規劃參考。
(2) 大型 AI 雲端主機 RFI 已公告，有 40 餘廠商參加說明會，採
購評審委員會亦召開，已預公告，將採最有利標評審，預計
在 107 年 2 月中旬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及公告 R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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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研發：
發展前瞻智能應用軟硬體技術與服務的總體績效目標分別
為：(1) 建構資料倉儲與資料分析核心共用平台，以處理、整合
並管理資料，提供使用者使用，發揮群聚效益。(2)建置開放資
料分析平台，透由平台提供資料計算分析服務。(3)開發機器學
習與影像辨識服務技術。106 年度完成：(1)以 CKAN 完成資料
倉儲與資料市集分享平台雛形，可管理、上傳資料集。(2) 完成
開放資料分析平台雛形，包含帳號管理、開放資料導入、資料視
覺化功能。(3)完成訂定服務模式與標準協定，並用於衛星影像
及防災影像測試案例 2 件。
三、 重大落後計畫之預警、輔導及管理
無
四、 檢討與建議
此案建置先期 AI 實驗主機之軟硬體採購共 6 案，採購作業均已
完成，然因履約、交付、驗收等程序尚待時間完備，以致 12 月下旬
無法來得及執行付款；另經常門用人費部分，因 AI 專業人才聘用不
易，未達到原規劃之聘用人數，導致預算執行率未達 90%以上。
目前購案所需作業均已完成，將督促完備相關程序，以讓廠商依
契約規定辦理請款；用人部分將積極公告聘用，並於 AI 人工智慧相
關專業領域研討會宣傳辦理，以加速聘足執行計畫任務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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