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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中心簡報（09：30～09：50） 

•實地查訪（09：50～11：15） 

•訪談受評單位人員（11：15 ～11：45 ） 

•綜合討論（11：45～12：00） 



計資中心：目標、定位、任務 

►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原名「電子計算機中心」，八十四
年(1995)十二月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改為今名「計算機及資訊
網路中心」，簡稱「計資中心」。 

► 總體目標為塑造一流頂尖大學資通訊環境，提供全校創新
、安全、便利、以及優質的計算與網路環境，提升教學、
研究和服務的品質。 

► 中心定位除扮演以技術為核心的服務單位外，並積極參與
技術研發及跨領域的合作。業務包含四大面向，分別為e-
大學的中心、計算的中心、資料的中心、和網路的中心。 

► 計資中心扮演校內資訊樞紐，負責開發e化校務資訊系統、
開授多樣化資訊應用課程、建置高效能運算環境、維護校
園網路及提供專業技術諮詢服務等多項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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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組織架構及服務 

主 
任 

資訊網路組(組長+11) 

行政室      (4) 

 

 

規劃、建置、管理和維護高速、強健、安全和 

隨處通訊的全方位校園資訊網路  

計算機系統及資訊服務之管理與維運， 

支援校內各項研究、教學工作之推行 

校務行政e化、行政業務管理、學生事務管理、 

線上申辦或查詢服務、學術或決策支援服務…  

教學資源與學習支援服務，提供普及應用課程 

到高效能計算課程 

單一窗口，提供諮詢服務 

人事、會計、公文收發、採購、營繕工程、總務、 
和全校電話申辦業務  

作業管理組(組長+8) 

程式設計組(組長+20) 

教學研究組(組長+4) 

諮詢服務組(作業組兼任) 

醫學院資訊組(組長+3) 
醫學校區網路環境維護與使用者諮詢、 
技術支援醫學資訊學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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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與期許: 智慧大學（i-NTU） 

計資中心 
Computer & Information 

Networking Center 

 

e-大學的中心 

e-University Center 

資料的中心 

Data Center 

計算的中心 

Computing Center 

網路的中心 

Network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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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大學的中心 
e-University Center 

 



My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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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內部入口網站 
–整合的帳號機制（計中帳號） 

–MyNTU 2.0 (個人化、行動化) 

• 計中myNTU平台提供了兩百多個服務， 

  整合了全校校務行政服務 

– 教職申辦、教學、圖書研究、帳務
財務、學生專區、課程學習、場館交
通、校園資源、消息公告、意見交流 

 
本校行政e化小組於94年9月成立，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原則上每月召開會議。 

推動本校全面e化，以打造全方位e化校園、提升行政效能及增進服務品質為目標。  

   ISMS認證(2009.5~ ) 、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 (2009.12~ ) 

– 透過導入資訊安全規範，有效提升本中心資訊系統及網路之安全防護等級

，保護各項資產之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及可

用性（Availability）。  



校內外教學課程 

資訊應用暨進階訓練課程 
–資訊應用課程 

•文書處理、多媒體動畫、網
頁設計、影像繪圖、影音視
訊、教學科技等 

–資訊進階課程 
•程式設計、作業系統、資料

庫管理、統計軟體、資訊網
路、高效能運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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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開課
數  

開課總時數  學員數  
 講師滿意度

(滿分6)   

2005~2015 745 11,695 17,494 5.08  

 年度  開課數   開課總時數   學生人數(台大)  

1996~2015 203 8,940 13,247 

歷年累計主播92門，收播71門，國際課程40門 

國際課程  

日本京都大學、日本築波大學、德國
海德堡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清大、
美國南加大、印度博拉理工學院 

 

教務處補助下，目前計資中心正在建置
另一間小型遠距教室、視訊會議室 



創新服務 

   臺大雲端會議服務 

– 單一認證+Adobe Connect ， 

即可線上開啟雲端會議室並成

為主持人，便利本校教師的教

學研究相關會議進行。 

– 可進行相關的視訊及簡報會議 

(支援桌面分享、上傳文件pdf

、ppt..等)。支援iPhone及

Android手機。 

   使用狀況： 

– 104年4月~10月，已產生277場
的雲端會議室，支援2場國內
外大型學術研討會。 

 

著作原創性檢查服務 

透過iThenticate 文件資料庫，協

助老師評估著作的原創性，降低

論文與已發表文獻雷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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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的中心 
Computing Center 

 



臺大觔斗雲 (2010 ~  ) 
校務行政系統 

公文系統 

myNTU 

NTU Space 

Mail 2.0 

臺大部落格 

臺大各行政單位系統 

臺大各大研究中心 

臺大各研究團隊 

臺大各系所 

網頁防火牆(雙系統 雙備援) 

校務行政 
服務 

NTU 
Cloud 
服務 

• 雙迴路設計 

• 配電站專線配電 

• 若停電將自動啟動發電機 
電力 

• 溫溼度偵測系統 

• 若溫溼度超過正常範圍則 

      立即簡訊通知管理人員 
溫度 

校園網路 

應用代管
（移植到
雲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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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實體伺服器、 485 TB儲存空間 
、 275 虛擬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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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建置         

– 共計6套叢集、265組計算節
點、2730組計算核心與特殊
計算軟體套件 

•服務團隊  
– 研究團隊共計131 組，涵蓋

10個學院與2個校級研究中

心共36系所。 

 

 
 

1 5 
15 22 

37 37 39 39 39 

65 
80 

100 

13 21 
40 

70 

102 110 115 119 123 130 
140 

15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計算效能（TFlops） 服務團隊數 

高效能運算服務之計算效能
與服務團隊 

鑑於 Big Data 的重要性與影響力，計中已於 2014 

年建置可有效支援Big Data分析的設備。 

•具備大量記憶體之計算主機(單機 2TB 記憶體) 

•具備異質處理器之計算叢集(GPU, Phi 加速器) 

 

高效能運算（HPC）服務 



普及運算與全校授權軟體購置  

•電腦教室服務  
–電腦教室總計提供400台個人電腦。 

–於計資中心一樓及地下室，提供24小時電腦教室服務及列印服務。 

•多媒體服務大圖輸出：101/1/1~104/7/31總計498次。 

• 建立校園版權軟體下載網站。 

• 建立「臺大雲端軟體共享平台」 

• 購置校園授權軟體： 

– 防毒軟體（Symantec Antivirus、Sophos） 

– 繪圖軟體（PhotoImpact X3、Photoshop CS3 ） 

– 統計軟體（SPSS 、SAS）、工程軟體（Matlab、AutoCAD） 

– 中文字型（華康金碟2000）、中英日文翻譯軟體（譯典通 Dr.Eye ） 

– 中文輸入法（新自然輸入法 、無蝦米輸入法） 

– 其他:  iThenticate 論文原創性比對資料庫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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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中心 
Data Center 

 

 

 



資料服務 
• 校內各式資訊服務之身份認證 (SSO) 

– 教職員: My.ntu  2,752,850    83.5%  
– 學生:     Ceiba    2,905,322    35.8%   
                   My.ntu  2,099,688    25.9% 

• NTU Mail 2.0  
– 目前約將近10萬個帳號 
– 每年亦以約1萬個帳號的速度增加 

• 校內訊息轉發服務 
– 每年約500件次 

• 臺大電子報平台 
– 校內各單位發行105份電子刊物 

• 臺大計資中心電子報 
– 已出刊34期，325篇，10274人訂閱 
– 2014/6/1~2015/10/31 瀏覽人次：347,158 

• 數位知識典藏系統 
– 將校內數位教材資訊建立索引 
– 上傳合作單位之數位教材，使用者進行線上學習 

• 其他服務: Homepage 靜態網頁空間(1185個)、 
       臨時無線網路帳號(每年超過7000個)、多元網站架設服務 

NTU Mail 2.0 

數位知識
典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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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中心 
Networking Center 



網路連線服務 
•臺大自有國際頻寬—2Gbps 

•學術單位介接 
–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TANET北區區網中心 

•臺大—10Gbps；臺大區網中心— 10Gbps 

–中研院：10Gbps 

–國家高速網路中心TWAREN臺大GigaPOP中心 
•以1G頻寬介接（TWAREN）骨幹 

•ISP介接:中華電信10Gbps，遠傳電信2Gbps， 

       臺灣固網1Gbps，亞太電信1Gbps，中嘉和網1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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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宿舍 

地震中心 

大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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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校園無線網路 
– 台大校園內所有的教室及會議室都有無線網路可使用; 有104 棟建築物有無線網路，

佔百分之90（共有116棟建築物、2649顆AP (校總區、醫學校區等)。 

– 104年到10月31日止共3595多萬人次使用，平均每天有121,350人次使用無線網路。 

•近期完成之工作 
– 戶外熱點佈建: 校門口、椰林大道、小福、鹿鳴廣場、新體廣場… 

– 加入 Eduroam 國際漫遊 



校園資安防護機制 

•建置校園網路資訊/系統安全
防護四道防線  
–防禦校園網路入口端  

•建置高效能入侵偵測防禦系統 

–防護本校網域內各系所或單位
之網站安全  
•網站弱點掃瞄  

•網站源碼檢測  

–保護本校使用者之郵件安全  

•建置郵件伺服器偵測與過濾惡
意/病毒/釣魚郵件 

–守護使用者個人主機安全  

•提供全校使用者之個人主機安
裝免費防毒軟體  

•其他資安防護機制  

–臺大資訊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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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術網路「北區學術資
訊安全維運中心」 

– 教育部委託計資中心成立7×24全年無
休的北區學術資訊安全維運中心(A-
SOC) 

– 100年7月1日開始維運並逐年擴充資安
維運點，提供北區各區網中心之連線
學校共2896所大專院校、高中與國中
小資安防護 

– 提供北區學術網路資安事件之偵測、
通報、追蹤與處理，以完善教育學術
網路整體資安防禦機制 

 



網路加值服務與電話業務 

•網路電話(VoIP)服務–  
電話行動性！節費！ 
–網路電話可以與校內電話直接互

撥，語音留言訊息轉寄email 

–從網頁打電話(webcall)、舉行
視訊會議 

–非臺大使用者可從skype撥打給
臺大總機 

–校總區與公衛學院已全部使用
3366電話 

•VPN服務–虛擬私有網路 
–校外網路可存取圖書館電子期刊

及其他需要臺大校園IP位址的服

務，每日同時上線數最多約450
個帳號，同時連線數約360個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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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基礎建設全面升級，建
置校園網路電話系統： 
–全校電話業務自民國93年1月，由

總務處移轉至計資中心接手續辦。 

– 97年網路電信系統建置後，98年度
電話費用節省約624萬元，１０４
年與電信商洽談本校電話話費優惠
費率，自５月份開始每個月約可節
省４０萬元話費。 

•承辦的日常電話業務： 
–全校性：電話業務申請(申請電話

、拆機、移機等事項)。 

–校內行政單位：行政單位電話代為
借款、繳費及報帳。 

 



其他服務與設施 



諮詢服務 Helpdesk 

  單一服務窗口(一樓諮詢室 R109) 

–服務對象 
•校內師生、畢業校友、交換學生、 

學生家長、業務相關 

–服務方式 
•親臨現場、電話諮詢 
•傳真送件、電子郵件、網路留言版 

–服務量統計 
•2014年服務人次共計：13,310。 

•2015年至10月底服務人次：11,223。 

–第一線處理達成率 
•2014：91％以上 

•2015至10月底止：94％以上 

–服務時間 
•每日 08:30 ~ 20:00 
•例假日不提供諮詢櫃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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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諮詢記錄 

提供專業服務 

後送 

第一線處理 

接獲諮詢電話/ 
使用者親臨櫃檯 

諮詢櫃檯 

無法立即
解答 

後送至業
務負責人 

處理完成  

結案 

立即解答
完成 

結案 



電力供應系統及節能措施 

•升級供電系統設備，節省寶貴的電力資源，提高系統可用率 
–備援發電機(停電五分鐘內啟動; 柴油引擎; 油箱加滿可維持十小時運作) 

–不斷電系統 UPS (12台50KVA 主機模組，分為東西兩側供電) 

–確保遇電力中斷事件，緊急備用供電系統都正確啟動。 

•進行專用供電迴路設置及雙備援的配電系統 
–重要的主機及網路設備皆提供雙迴路供電，避免單一不斷電系統故障造成的

系統斷電現象，有效提升供電的可靠度。 

 

• 省電節能措施 
–大樓電力新系統完成更新 

–照明燈具更新(T8T5燈具) 

–使用雲端技術，整併伺服主機 

–更新老舊空調冰水主機 

–辦公室送風機，22時強制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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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機房建置 

– 模組化建置 

– 封閉熱通道 

– 提升空調效率 

– 已獲總務處補助，預計2016/02 完成 

   一間節能機房。 

23 



爭取校外資源與學術交流 

 

 

 



爭取校外資源 

研發及科普計畫(104年度) 

• 科技部 
– (國家能源計畫) 運用虛擬化技術於

校園節能：臺大區網雲端服務之佈
建與經營管理  

– 科普活動：第十七屆網際網路程式
設計全國大賽  

• 國研院(國網中心) 
– TWAREN GigaPOPs 委辦維護案  

• 教育部 
– 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網路中心-

104年度基礎維運與資安人員計畫  

– 北區教育學術資訊安全維運中心營
運計畫  

– 臺北區網(臺灣大學)高效能入侵防禦
系統建置計畫  

企業捐贈 

2014年6月，在經濟部工業局「國
產雲端資料中心解決方案」計畫
下，資策會、英業達與數位無限
軟體，共同捐贈價值2,000萬元之
雲端設備予臺大計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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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科威特大學 三校聯盟: 臺大、臺師大、臺科大 

泰國斯巴頓大學 雲端安全聯盟泰國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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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中心104學年度顧客滿意度統計圖 

(秘書室統一問卷)  

問卷調查時間為104年10月1日至15日，以網頁填送方式進行，回收有效問卷1011份 



未來中長程計畫  

• 持續引進高科技技術人員、提升中心人員技
術/管理能力 

• 行政業務制度化、流程標準化 

• 多元的雲端、高效能運算與服務 

• 行動化校園 

• 資訊安全與鑑識、資料儲存與保全 

• 強化與國內外其他計算機中心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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