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政府軟體採購雲端服務產品規
格與產業標準專家工作會議(II) 

經濟部工業局 軟體採購辦公室 

108年9月25日 



簡報大綱 

共同供應契約雲端標背景介紹 

服務水準等級要求 

雲端服務品項之技術規格與標準 

依據國家標準調整之契約條款/建議書內容 

附件一、 1090202雲端服務採購規格 

附件二、 1090202雲端標服務建議書調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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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供應契約雲端標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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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採購方式 

採購 
規則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雲端服務屬資訊委託服務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9款） 

決標原則－準用最有利標：雲端服務不同供應商之服務水準不同 
（依據『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合約
規範 

雲端服務標案配合「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
資訊服務採購限制，排除陸資資訊服務業者投標或作為分包廠商。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所公佈之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 

本案明訂契約之主要部分為「雲端服務系統之整合或代理」，此部
份應由投標廠商自為履行，不得轉包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65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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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採購政策指導小
組 

(訂價暨規格審查會) 

etc. 

國發會 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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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適用機關 

軟體採購辦公室 

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
經濟推動小組 

公協會 主要部會 

台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 

台灣雲端運算
產業協會 

中華民國資訊
軟體協會 

提出需求 

 

提供產品
與服務 

 

訂約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1 指導制定相關政策 

2 共同政策推
廣與蒐集採
購需求 

3 合作產業
溝通 

採購機制由院層督導與部層合作並透過產官攜手，以期共創雙贏 

雲端服務推動架構 

etc.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Budget_accounting_statistics_directorate_logo.pn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ROC_Ministry_of_Education_Seal.sv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NDC_logo.png
https://www.google.com.tw/url?url=https://edm.moica.nat.gov.tw/moicatraining&rct=j&frm=1&q=&esrc=s&sa=U&ei=Hg-6VLSKHoWi8AWjmIDgCw&ved=0CBcQ9QEwAQ&usg=AFQjCNGirmPa28KAb9oYyUS6LGzWHw08qQ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hanguang.org.tw/Friends/&sa=U&ei=JOAhU9CmOIz8lAWQ6IC4CA&ved=0CCwQ9QEwAA&sig2=R5NTutujfLGFKZkYJ5ngIw&usg=AFQjCNGIxgH0G3lqWO5uhSI3tl_fCHP30A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twcloud.org.tw/Cloud/activity.do?id=26&sa=U&ei=_PlAU6S5MsLwkQWkkICwAw&ved=0CC0Q9QEwAA&sig2=TNtcku-k4MWiDhuo7ySZrQ&usg=AFQjCNFAnzfaykkRvTPK_hXvMBLzeJDN-A


   嚴選雲端服務 

雲端服務檢測及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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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資訊安全管理標準ISO 27001證書。 
  排除陸資資訊服務業者投標或作為分包廠商。 資格 

雲端五大特性檢測、資訊安全檢測、領域功能檢測、 
APP資安檢測、詮釋資料Metadata檢測。 實施檢測 

專業能力、資訊安全、 
服務能力(服務水準)、價格合理性。 建議書評選 

  底價依排序高低，訂定不同底價， 
名次優，底價高。 

同一品項 
複數決標 

  服務之所屬一切資料存取、備份、及備援實體所
在地，應為我國管轄權所及之境內。 契約 



共契雲端服務契約狀態 
標案 雲端領域 狀態 

1070206 

即時通訊雲 

107/11/14-108/11/15 

網路直播雲 

雲端行動安控服務 

雲端視訊會議 

雲端知識管理(KM) 

1080202 

雲端客服系統 

108/06/20-109/06/1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儲存雲 

雲端辦公生產力 

1080206 

即時通訊雲 

前置作業中 

預計108/11月底上架 

網路直播雲 

雲端行動安控服務 

雲端視訊會議 

1090202 

雲端客服系統 

前置作業中 

雲端虛擬資源(IaaS)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儲存雲 

雲端辦公生產力 7 



1090202雲端標預計時程及內容 

標案 雲端領域 預計時程 

1090202 

第一組 

雲端客服系統 

108年9月25日 產品規格及產業標準討論會議  

2月份 體驗檢測報名 

第二組 
雲端虛擬資源(Iaas) 

2月初~3月初 體驗檢測 

3月中 公開閱覽 

第三組 
雲端電子郵件(Eaas) 

3月底~4月底 招標公告(等標期) 

第四組 
儲存雲 

5月初~6月初 規格審/檢測 

第五組 
辦公生產力 

6月底 決標/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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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水準等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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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雲端領域服務等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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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等級 
領域 

每點違
約金 

SLA 罰則點數調整 異地備援機房 
企業雲與政府雲分開

建置 

高 

第二組 
雲端虛擬資源
(IaaS) 

 
第三組 

雲端電子郵件
(EaaS) 

 
第四組 

儲存雲 

4,000  99.95% 

□可用性每不足0.01％計罰2點，以此累
計。 

□最大可容忍資料遺失時間：45分鐘；
每超過5分鐘計罰2點，以此累計 

□最大可容忍資訊服務復原時間：2小
時；每超過5分鐘計罰2點，以此累計 

雲端服務須具
備異地備援機
房 

 

1.企業雲與政府雲
分開建置 

2.具備多租戶隔離
設計 

中 

第一組 
雲端客服系統 

 
第五組 
辦公室生產力雲
端服務 

 

3,000  99.9% 

□可用性每不足0.01％計罰1點，以此累
計。 

□最大可容忍資料遺失時間：45分鐘；
每超過5分鐘計罰1點，以此累計 

□最大可容忍資訊服務復原時間：2小
時；每超過5分鐘計罰1點，以此累計 

雲端服務廠商
可自行選擇具
備或不具備異
地備援之品項
投標 

 

具備多租戶隔離設
計 

 

依第十三次訂價暨規格審查會決議之雲端服務SLA等級辦理 

依第十四次訂價暨規格審查會決議，依所定義之雲端服務等級，區分為是否需
具備「異地備援機房」及「企業雲與政府雲分開建置」 



依據國家標準調整之契約條款/

建議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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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條款內容調整(1/2) 

 配合雲端服務水準協議框架國家標準(CNS19086)對於服務終止
後資料及日誌留存期限之要求，本案契約將增訂下述條款： 

   第14條「權利及責任」第19款「資訊安全責任」增訂：
「服務履約期滿或終止後，廠商除與機關另有約定外，因
執行服務所持有機關之資料保存時間由雙方合議，相關日
誌應至少保存3個月；保存期間期滿後，廠商應刪除或銷毀
執行服務所持有機關之相關資料，或依機關之指示返還
之，並留存執行紀錄；廠商刪除或銷毀資料後，應依機關
指定期間通知機關。」 

   第16條「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增訂：「廠商與機
關間服務終止或期滿時，廠商除與機關另有約定外，因執
行服務所持有機關之資料保存時間由雙方合議，相關日誌
應至少保存3個月；保存期間期滿後，廠商應返還之，或經
機關同意在其監督下以自己之費用銷毀所有屬於機關之資
料；廠商銷毀資料後，應依機關指定期間通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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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條款內容調整(2/2) 
 

 為即時掌握資安事件並為有效對策，修訂本案契約第14條「權
利及責任」第19款「資訊安全責任」第5目 

   「廠商提供服務，如發生資安事件時，須於1小時內通報機
關及本局軟體採購辦公室，提出緊急應變處置，並配合機
關做後續處理。本局接獲資安事件通報後，將即刻通知其
他訂購機關，並得請廠商提供相關資料，綜合一切情事決
定是否暫停廠商服務被訂購，直至該資安事件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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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規格_評選項目 
本案服務建議書評選項目如下： 

 
品質管理規格 

需求特性 
資格標  檢測與評選  決標  

(招標文件)  規格檢測  建議書評選  (合約規範)  

共通需求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廠商納稅之證明 

•廠商信用之證明  

•雲端運算特色檢測  

•領域功能需求檢測  

•服務水準(SLA)

規範 

•服務水準及服
務不中斷稽核
及計罰  

 

•契約明訂違反
資安的法律規
範 

資訊安全 

 

•檢視廠商具有效期內之國際資
訊安全管理標準ISO 27001證
書。 

 

•SaaS服務，可將應用系統遷移
至符合ISO 27001認證IDC業
者機房，由此業者協同提供
ISO 27001認證。 

 

•雲端服務標案配合「具敏感性
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
疇」之資訊服務採購限制，排
除陸資資訊服務業者投標或作
為分包廠商。 

支援TLS安全通訊協定 

 
最新版OWASP Top 10

應用 程式弱點掃瞄 

 
系統資安漏洞掃描 

 
檢視廠商具有效期內之
「行動應用App基本資
安檢測」合格證書 
防毒/防惡意程式軟體 

•專業能力 

 

•資訊安全能力 

    

•服務能力 

 

•價格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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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建議書內容調整 
 參考國家標準CNS19086相關條文，精進本次雲端服務建議書之內容 

 

 

建議書章
節 

小節 細項 新增內容 

(二) 
資訊安全  

5.資料及軟體安全 

A.資料分類  

雲端服務投標廠商需對下述資料分類相關名詞進行定義說明及
相關聲明，包括: 
(1).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對「客戶資料/提供者資料/帳戶資料」進
行定義，並提供佐證資料(廠商可不限用文字說明) 
(2).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對「客戶資料運用方式/衍生資料/衍生資
料使用範圍/衍生資料存取權限」進行作業聲明，並提供佐證資
料(廠商可不限用文字說明) 

B.資料備份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對「備份期間/備份資料留存期間/備份方法/
資料備份儲存地點」進行作業聲明，並提供佐證資料(廠商可不
限用文字說明) 

(三) 
服務能力 

2.資訊系統進駐雲
端環境與退出移轉
作業方式與配合事
項。 

  

 (2).廠商需詳述客戶資料之刪除流程: 
雲端服務供應商需詳細說明當與客戶契約終止時，廠商如何完
整刪除客戶相關所有資料並無法檢索之作業流程，以達到刪除
資料不可回復、確保資料刪除完整性，並提出相關佐證資料。  

3.維運及營運管理
能力  

C.機關用戶可透
過多種管道進行
諮詢，即時獲得
所需技術資訊 

(2).請描述通知雲端服務客戶當雲端服務變更(改版)時，其「通
知期限/通知方法」之作業聲明:  

6. 標準、政策及法
規符合清單 

  
請雲端服務提供者描述當遵循「標準/政策/法規/服務宣告」之
作業聲明：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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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次產品規格與產業標準專家工作會議之調整內容(規格品項、契

約、建議書)，為本辦公室與各廠商間的內容溝通版，廠商如有任
何建議，可於108年10月31日前提供給予本辦公室評估。 

 

領域規格新增/調整須「兩間以上機關提出需求」、「非獨規領域/

品項」；後經「軟體採購辦公室」、「工業局」、「國發會」等
各主管機關初審同意後，送審「訂價暨規格審查會」決議，審查
通過後可正式新增/調整內容。 

 

建議書撰寫內容為評選委員評分之依據，內容若有較多「部分符
合」、「待確認」之項目，委員將會依相關內容進行評選提問或
予以增減分數，將會影響評選名次結果。 

「部分符合」：「僅部分說明」、「未完整說明」之部分 

「待確認」 ：「完全未說明」、「說明內容錯誤」之部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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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idbspo/ 

軟體採購辦公室之各類公告，同步刊登於工業局軟體採購辦公室FB粉
絲團中，請各位機關踴躍加入，以獲得最新採購資訊。 

工業局軟體採購辦公室FB粉絲團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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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聯絡資訊 

電話 02-6600-2558  

傳真 02-6600-6717 

意見信箱 service@spo.org.tw 

地址 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33號2樓 

服務時間 AM9:00~PM6:00 

軟體採購辦公室官網 https://www.spo.org.tw 

軟體採購辦公室討論區 https://www.spo.org.tw/phpbb 

資訊服務採購網 https://marketplace.moeaidb.gov.tw 

工業局軟體採購辦公室 

FB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idbspo 



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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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0202雲端服務採購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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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1 1 
一般規格:上班日9時-18時
/話務人員1~2席  (一)、值機功能: 

  1.雲端客服系統值機，進行電話接聽、掛斷、保留、三方通話、外撥、值機狀態設定。 
  2.全程電話錄音，錄音檔線上保存三個月；並提供合約終止前三個月之錄音檔給予客戶。 
  3.具備整合機關內部系統(如網頁)頁籤介面。 
  4.具備自動話務分派(ACD；Automatic Call Distribution)功能。 
  5.具備互動式語音回應系統(IVR；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可線上同時執行不同語音流程、自動應答及轉接。 
  6.具備客戶服務案件管理系統功能；包含客服進線新增案件服務，不同席位間案件轉派功能/案件結案審核、結案追蹤功
能/案件工作進度提醒、逾期通報功能/跑馬燈、公告欄功能/HTML編輯器回覆內容記錄/至少(含)提供服務績效統計、案件服
務狀況統計，逾期案件統計三類制式報表/提供資料匯出成Access或Excel格式。 
  7.具備至少提供E-Mail案件後送處理 。 
  8.提供IVR流程腳本及錄製功能包含至少5個結點數服務；並依客戶之各結點文字內容，專人錄製音檔。 
  9.當所有客服人員忙線時，其他來電可自動跳轉至佇列宣告語音服務；佇列宣告語音服務所另需之線路數可於「必選加值」
處採購。 
註:結點數:電話進線客戶聽到語音引導服務選項後，每按下服務選擇鍵，進行選擇，即算一個結點。 
(二)、管理功能: 
  1.除具備雲端客服值機席功能外，增加監聽、插話、耳語、文字訊息、調聽錄音、即時報表顯示、歷史報表調閱之管理客
服中心之相關功能。 
  2.Web-base檢視24小時內的線上統計資訊，包括：即時話務統計資料、即時客服人員統計資料、以及即時群組統計資料，
可以依不同的管理層級設定顯示不同的群組或客服人員。 
  3.提供Web-base查找線上保存錄音檔，可單筆下載錄音，下載後之檔案格式為電腦一般播放軟體可播放之格式。 
  4.提供ACD(Automatic Call Distribution)(自動話務分派管理報表)、Agent(值機人員績效報表)、Queue(待機管理報表)、
及CDR(Call Detail Record)(通話明細報表)四種類型之歷史統計報表線上保存三個月，可匯出多種格式(HTML/PDF/Excel)，
亦可以訂閱方式產生報表至訂閱者的email信箱或檔案目錄中。  
  5.於一般規格中，每一項次至少含一席管理功能。 
(三)、話務人員:  
  1.話務人員服務地點為合約商所提供場所。 
  2.國、台、客語三種語言中，機關可選擇具備其中兩種語言服務能力之人選。 
  3.話務人員之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段可由雙方合議。 
  4.須符合勞基法規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維護話務人員權益。 
  5.話務人員需年滿18歲以上，且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或合法取得工作證之外籍人士。 
  6.上班日: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公布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提供機關管理帳號 
  1.提供客服系統管理人員權限帳號，使機關人員可遠端登入客服系統。 
  2.機關管理帳號權限同管理功能。 
  3.提供到場基本軟體操作教育訓練2小時。  
(五)、異地備援架構(第1組第7項次~第12項次需具備) 
  主機房與異地備援機房距離至少35公里(含)以上，營運機房須通過ISO 27001認證。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2 
一般規格:上班日9時-18時
/話務人員3-10席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3 
一般規格:上班日9時-18時
/話務人員11席以上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4 
一般規格:7x24小時/話務
人員1~2席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5 
一般規格:7x24小時/話務
人員3-10席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6 
一般規格:上班日9時-18時
/話務人員1~2席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7 
一般規格:上班日9時-18時
/話務人員3-10席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8 
一般規格:上班日9時-18時
/話務人員11席以上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9 
一般規格:7x24小時/話務
人員1~2席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10 
一般規格:7x24小時/話務
人員3-10席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11 
一般規格:7x24小時/話務
人員11席以上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席話務人員
/月 

1 12 
一般規格:上班日9時-18時
/話務人員1~2席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席話務人員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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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1 13 

雲端客服系統 
必選加值:機關維持原代
表號需求之線路服務 
(4條電話線路) 

(一)、機關進線客服線路數功能: 
  1.當機關有維持原代表號需求時，可以機關原客服代表號碼作為客服系統。 
  2.當機關有新代表號需求時，亦可採購本項次以機關新客服代表號碼作為客服系統。 
  3.可於客戶端設置語音轉換處理設備。 
  4.須備事先申請巿話線路。 
  5.並完成安裝、設定、服務開通，即客戶端經由類比或數位市話進線，經VOIP閘道轉接後，可與雲端
客服人員進行通話。 
  6.若機關有將此設備與交換機界接需求，請機關另行專案辦理。 
 
(二)、機關VoIP閘道至客服系統之專線(虛擬網路): 
  1.可連接機關至客服中心的虛擬網路。 
  2.一個線路須搭配至少100Kbps(含)以上速率。 
  3.完成服務開通。 

線路數
/月 

1 14 

雲端客服系統 
必選加值:機關維持原代
表號需求之線路服務 
(30條電話線路) 

線路數
/月  

1 15 
雲端客服系統 
加值服務:增加上班日9時
-18時 /值機話務人員1席 

增加上班日9時-18時/值機話務人員1席。  
(訂購此服務者，必須在上述一般規格中任選一項服務，始得採購此品項) 

每席話
務人員

/月 

1 16 
雲端客服系統 
加值服務:增加7x24小時/
值機話務人員1席 

增加7x24小時/值機話務人員1席。 
(訂購此服務者，必須在上述一般規格中任選一項服務，始得採購此品項) 

每席話
務人員

/月 

1 17 
雲端客服系統 
加值服務:其他語言之話
務人員 

依機關需求提供英語、日語、韓語或其他種語言之話務人員。話務人員班別由機關與廠商合議。 
每席話
務人員

/月 

1 18 
雲端客服系統 
加值服務:每增加1個客製
化語音IVR流程腳本 

1.依機關規劃之客服電話進線後之IVR流程，製作IVR流程腳本。 
2.IVR流程腳本前測，更換流程腳本時，不影響線上系統。 
3.結點音檔更換。 
註:結點數為電話進線客戶聽到語音引導服務選項後，每按下服務選擇鍵，進行選擇，即算一個結點。 

結點 

1 19 
雲端客服系統 
加值服務:保留錄音每增
加一個月 

線上錄音保存期限每增加一個月(含客服值機席及客服管理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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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2 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2 Core RAM:2GB HD:1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購任一款雲端虛擬資源時，必須加購必選加值的網
路流量選項，進行搭配。 

台/月 

2 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2 Core RAM:2GB HD:100GB ，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2 Core RAM:4GB HD:1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2 Core RAM:4GB HD:100GB ，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2 Core RAM:8GB HD:1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2 Core RAM:8GB HD:100GB ，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4 Core RAM:4GB HD:1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4 Core RAM:4GB HD:100GB ，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4 Core RAM:8GB HD:100GB，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10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4 Core RAM:8GB HD:100GB ，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1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4 Core RAM:16GB HD:1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1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4 Core RAM:16GB HD:100GB，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1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8 Core RAM:8GB HD:1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1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8 Core RAM:8GB HD:100GB ，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1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8 Core RAM:16GB HD:1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1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8 Core RAM:16GB HD:100GB，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2 1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8 Core RAM:32GB HD:200GB ，作業系統:Windows 

台/月 

2 1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CPU:8 Core RAM:32GB HD:200GB，作業系統:Linux 

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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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2 1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IaaS Resource Pool) 
CPU:10 Core / RAM:20GB / 儲存空間硬碟：1TB (內含5 
Public IP） 

雲端虛擬資源池服務提供機關彈性的IaaS資
源分配模式，使機關可依各系統所需資源，
隨時自由進行不同VM規格(包括CPU、RAM、HD)
及VM數量之配置。其功能如下所述： 
 
1、機關可於所採購之資源池範圍內，自行建
立/修改/刪除各VM之規格(包括CPU、RAM、HD)
及VM數量等設定。 
2、提供使用者組織內部不同權限之申請、審
核、部署等權限帳號管理及登錄機制，以符
合使用單位內部資源管理政策。同時可依資
源使用量提供線上即時資訊 Dashboard功能。 
3、選購任一款雲端虛擬資源池時，必須加購
「必選加值」的網路流量/頻寬選項，進行搭
配。 

套/月 

2 20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IaaS Resource Pool) 
CPU:20 Core / RAM:40GB / 儲存空間硬碟：2TB (內含5 
Public IP） 

套/月 

2 2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IaaS Resource Pool) 
CPU:30 Core / RAM:60GB / 儲存空間硬碟：3TB (內含5 
Public IP） 

套/月 

2 2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IaaS Resource Pool) 
CPU:40 Core / RAM:80GB / 儲存空間硬碟：4TB (內含5 
Public IP） 

套/月 

2 2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IaaS Resource Pool) 
CPU:50 Core / RAM:100GB / 儲存空間硬碟：5TB (內含5 
Public IP） 

套/月 

第二組_雲端虛擬資源(IaaS) 



26 

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2 2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2 Core / RAM:2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提供機關既有實體或虛擬主機之異地備援功能，其功能如下所述： 
 
1、既有平台支援: 
實體機P2V:Windows 7 (含)以上 / Windows server 2000 (含)以上 
/ Linux等平台 
虛擬機V2V:KVM / VMware / XenServer / Hyper-V 
2、備份資料同步：可依據機關需求定義備份週期 
3、備援機制啟動/切換：服務提供用戶線上管理網站帳號，可依據
需求自行啟動備援服務機制。(每月可做5次備援服務，每次備援時
間以一天為限；備援時間不足之部分可於加值規格採購) 
4、選購任一款雲端備援服務資源時，必須加購「必選加值」的網路
流量/頻寬選項，進行搭配。 
註:採購前請先依需求與合約商確認異地備援機房位置。 

台/月 

2 2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2 Core / RAM:4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2 2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2 Core / RAM:8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2 2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4 Core / RAM:4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2 2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4 Core / RAM:8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2 2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4 Core / RAM:16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2 30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8 Core / RAM:8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2 3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8 Core / RAM:16GB / 儲存空間硬碟：
1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2 3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一般規格:雲端備援服務 
含備援一個VM / CPU:8 Core / RAM:32GB / 儲存空間硬碟：
200GB / 含1個Public IP 

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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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0-500MB 

流量制資料傳輸量月租計價 

月 

2 3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500MB-1GB 

月 

2 3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1GB-10GB 

月 

2 3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10GB-40GB 

月 

2 3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40GB-100GB 

月 

2 3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100GB-1TB 

月 

2 3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1TB-5TB 

月 

2 40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流量制):5TB-10TB 

月 

2 4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固定制):5Mbps 

固定承諾頻寬月租計價(以Mbps/月租) 

月 

2 4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固定制):10Mbps 

月 

2 4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固定制):20Mbps 

月 

2 4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固定制):50Mbps 

月 

2 4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固定制):100Mbps 

月 

2 4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必選加值:網路頻寬(固定制):200Mbps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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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專用VM伺服器作業系統
_Windows 提供雲端虛擬資源池服務專用資源，機關可自行加購設定

VM之伺服器類型 

台/月 

2 4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專用VM伺服器作業系統
_Linux 

台/月 

2 4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雲端備援服務_加購備援機制啟動/切換
時間 

雲端備援服務加購1次(每次備援時間以一天為限)備援機
制啟動/切換時間 

次/月 

2 50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每新增一個Public IP 

每新增一個Public IP 月 

2 5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儲存空間硬碟擴充50GB 

適用於「雲端虛擬資源VM」或「雲端虛擬資源池」之額外
加購選項 

台/月 

2 5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儲存空間硬碟擴充100GB 

台/月 

2 5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儲存空間硬碟擴充500GB 

台/月 

2 5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儲存空間硬碟擴充1TB 

台/月 

2 5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儲存空間硬碟擴充10TB 

台/月 

2 5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儲存空間硬碟擴充50TB 

台/月 

2 5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Virtual Core增加2vCPU 

增加Virtual Core 
台/月 

2 5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Virtual Core增加4vCPU 

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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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記憶體(RAM)增加2GB 

每台VM增加記憶體容量 

台/月 

2 60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記憶體(RAM)增加4GB 

台/月 

2 6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記憶體(RAM)增加8GB 

台/月 

2 6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快照備份(snapshot)100GB 

  台/月 

2 6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Firewall服務每台10條 Policy 

一台提供10條Policy 台/月 

2 6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Firewall服務100條 Policy 

提供100條Policy (不限制台數) 月 

2 6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VPN 接取費(1台虛擬機(VM)) 

  台/月 

2 6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Load Balance服務 1台VM(至少2個port) 

  台/月 

2 6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Template範本服務 100GB 

  台/月 

2 6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IPS入侵偵測及阻擋應用進階型 50 M(含)以下 

本服務採雲端資安架構，提供下列相關入侵偵測及防禦資安服務，
包括：  
1、客戶專屬資安訊息整合動態網頁: 服務提供資安訊息整合動態
網頁及即時資安訊息等功能。機關可自行定義Threshold門檻值，
當異常情況發生時，能即時告警以及阻擋；並提供相關報表功能。 
2. 基本監控IP (指納入 IPS 防護的 VM IP)數量1個   
3. 依據安全需求提供客製化安全政策，可依據客戶需求進行防範
網路入侵、網路駭客、DoS/DDoS攻擊、殭屍網路，及其他「行政
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公布之最新系統弱點攻擊，
提供完善保護機制。   
4.提供客戶額外IP黑名單(基本數量100組)阻擋服務。 

月 

2 6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IPS入侵偵測及阻擋應用進階型 51~100M 

月 

2 70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IPS入侵偵測及阻擋應用進階型 101~200M 

月 

2 71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IPS入侵偵測及阻擋應用進階型 201~300M 

月 

2 72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IPS入侵偵測及阻擋應用進階型 301~400M 

月 

2 73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IPS入侵偵測及阻擋應用進階型 401~500M 

月 

2 74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IPS入侵偵測及阻擋應用進階型 501M以上 

月 

第二組_雲端虛擬資源(I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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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2 75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雲端VM資料備份儲存空間服務1TB 

本服務提供支援雲端虛擬資源(IaaS)之資料備援儲存空間服
務，為Object Storage規格之雲端資料儲存服務，機關可使
用符合標準S3協定之終端軟體或API進行該服務之資料備份
服務。包括下述功能: 
 
1、提供雲端資料儲存使用量資訊，並依據機關需求自行下
載每日使用量管理資訊。 
2、提供標準S3協定終端軟體進行雲端資料儲存備份服務。
機關可利用S3終端應用軟體，設定雲端資料備份作業時程、
安全性。並可自雲端資料儲存空間，取回備份資料。 
3、可依機關需求租用雲端資料儲存空間單位，超過基本承
租量部分可加購以搭配使用。 

套/月  

2 76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雲端VM資料備份儲存空間服務2TB 

套/月  

2 77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雲端VM資料備份儲存空間服務超量空間
(每1GB) 

GB/月 

2 78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HD:SSD(固態硬碟) 每升級100 GB 

HD升級成為SSD(固態硬碟)，每升級100 GB；對應第二組項
次1至項次18。 

套/月 

2 79 
雲端虛擬資源(IaaS)  
加值規格：雲端虛擬資源池(IaaS Resource Pool)
儲存空間硬碟SSD(固態硬碟) 每升級1 TB 

資源池HD升級成為SSD(固態硬碟)，每升級1 TB；對應第二
組項次19至項次23。 

套/月 

第二組_雲端虛擬資源(I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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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3 1 
雲端電子郵件(EaaS) 
一般規格：1-30人，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5GB 

1.需含 WebMail/POP3/IMAP4 
2.需具備TLS 加密傳輸服務  
3.需含outlook、webmail、行動裝置(Android/iOS)等郵件、
通訊錄、行事曆內容同步功能 
4.需含防毒、防垃圾廣告信、防APT攻擊信 
 

帳號/月 

3 2 
雲端電子郵件(EaaS) 
一般規格：31-100人，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5GB 

帳號/月 

3 3 
雲端電子郵件(EaaS) 
一般規格：101-500人，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5GB 

帳號/月 

3 4 
雲端電子郵件(EaaS) 
一般規格：501-1000人，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5GB 

帳號/月 

3 5 
雲端電子郵件(EaaS) 
一般規格：1,001人(含)以上，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5GB 

帳號/月 

3 6 
雲端電子郵件(EaaS)  
一般規格：雲端監控備援服務 

1.監控備援機關內部的Email，自動同步備援機關郵件所需之
帳號至雲端，當機關的郵件主機無法運作時，以切換DNS啟用
備援機制，供使用者不間斷之收發郵件服務。 
2.提供郵件/簡訊通知方式進行異常通報 
3.服務內含一年兩次備援服務，每次內含三天郵件收發服務。 

套/月 

3 7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5GB 

每帳號每月增加5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3 8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1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1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3 9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2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2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3 10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3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3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3 11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5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5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3 13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Mail歸檔 每帳號每月:5GB 

1.全網域郵件進/出備份  
2.提供郵件搜尋與還原 (轉寄,ISO,POP3)  
3.資料存放於台灣ISO27001 IDC機房，確保資料安全 

套/月 

3 14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新增Mail歸檔儲存空間 

每帳號5GB 套/月 

3 15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Mail稽核 

1.提供大量外寄防護設定 
2.提供外寄郵件關鍵字與附檔攔截政策 
3.提供外寄郵件機敏個資攔截政策 

套/月 

第三組_雲端電子郵件(EaaS) 



32 

3 16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Mail服務即時log 

提供帳號登入登出、來源 IP 資訊等紀錄 (Log) 供機關SOC 中心資安
訊息蒐集與管理 
註:系統整合費用另計 

套/月 

3 17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Mail帳號轉移 (500個帳號
以內) 

1.提供現有帳號轉移至雲端郵件整合服務 
2.提供整合單位內現有帳號管理系統(LDAP/AD)認證服務 

次 

3 18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針對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
(APT)之 惡意郵件沙箱防護 

垃圾信過濾加入進階沙箱（Sandbox）分析功能，將郵件送入一個網路
及資源受限的系統環境進行即時動態分析，偵測信件與附檔安全性，攔
截惡意程式。可產出最常收到可疑/病毒檔案的類型、來源帳號排名的
圖形化報表。 

套/月 

3 19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加值規格:雲端檔案線上編輯與 ODF 
匯出 

1.提供從 WebMail 新增  ODF 標準文件檔案、試算表、簡報檔案類型 
2.提供從 WebMail 開啟信件附件 MS Office 檔案進行編輯或匯出 ODF 
標準檔案格式 

套/月 

第三組_雲端電子郵件(E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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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4 1 

儲存雲 
一般規格：帳號數
1~10組；每帳號每
月使用空間10GB 

    
1.同步裝置:支援Windows/MacOS作業系統個人電腦、Android/iOS行動裝置與雲端儲存空間同
步功能  
2.檔案同步:用戶可自行選擇本地端資料夾，並自動將檔案同步至雲端儲存空間  
3.檔案分享: 
  ■系統可以自動產生檔案或資料夾的分享網址，將資料分享給其他人，並有共享權限設定  
  ■可以設定專屬密碼或是有效期限，亦可設定下載次數的限制  
4.檔案搜尋:支援網頁線上搜尋功能，至少支援資料夾及檔名搜尋方式  
5.檔案管理:用戶可自行線上搬移、複製檔案及資料夾  
6.檔案上傳限制:支援單一檔案上傳2GB(含)以上  
7.線上預覽:可線上預覽MS office文件、PDF文件等文件  
8.線上播放:支援多媒體影音串流，可線上播放相片、影片  
9.線上掃毒:所有上傳至儲存雲服務之檔案會進行病毒掃描  
10.傳輸加密:檔案傳輸時會以TLS加密方式傳輸  
11.檔案版本:回溯當誤刪檔案、錯誤編輯時，可回溯更新前的檔案  
12.權限管理:管理者帳號可新增、刪除和修改其他成員帳號資料及修改其密碼；並可指定特
定資料夾，設定該資料夾之存取權限  
13.安全警示:管理者可做密碼安全管理，可提醒各帳號更換密碼  
14.統計報表:如系統異常狀態、使用者紀錄、檔案存取狀況、檔案分享狀態、容量使用狀態
等  
15.資源回收桶: 
  ■檔案刪除後可移至資源回收桶，由用戶自行清空後才正式移除  
  ■資源回收桶可支援回復檔案或目錄到被刪除前的的位置  
16.APT 攻擊防護:具備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防護機制  
17.檔案檢核機制:具備檔案檢核機制，確保本地端與雲端儲存檔案完整性  
18.文件關鍵字全文搜尋: 
  ■可搜尋檔案內文之關鍵字(諸如：docx、pptx、xlsx、txt、pdf、ods、odp、odt等)  
  ■關鍵字無語言類別之限制，檔案內文中的各國文字均可進行搜尋 
  ■可輸入多個關鍵字，如以「空格」隔開多關鍵字時，搜尋結果會以聯集方式呈現 

帳號/月 

4 2 

儲存雲 
一般規格：帳號數
11~100組；每帳號
每月使用空間10GB 

帳號/月 

4 3 

儲存雲 
一般規格：帳號數
101~200組；每帳
號每月使用空間
10GB 

帳號/月 

4 4 

儲存雲 
一般規格：帳號數
201組以上；每帳
號每月使用空間
10GB 

帳號/月 

第四組_儲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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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項
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4 5 
儲存雲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1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1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
月 

4 6 
儲存雲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2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2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
月 

4 7 
儲存雲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5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5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
月 

4 8 
儲存雲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10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100GB 
(本項次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
月 

4 9 
儲存雲 
加值規格:雙重驗證 

提供雙密碼驗證機制，藉由動態密碼做雙重身分認證  套 

4 10 
儲存雲 
加值規格:個資掃描 

提供自動檢查文件內是否有敏感個資名詞，並禁止敏
感個資檔案分享  

套 

4 11 
儲存雲 
加值規格:整合AD/LDAP 

1.提供整合機關用戶現有帳號管理系統(AD/LDAP)  
2.提供現有帳號轉移至儲存雲整合服務 

套 

第四組_儲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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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項
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5 1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1-3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10GB 

(一)、提供線上文件編輯(與儲存)、試算表製作、簡報製作等雲端服務功能:  
1.可透過瀏覽器編輯文件：  
  支援瀏覽器線上建立及編輯.odt、.ods、.odp文件，並可直接開啟Microsoft Office文件
進行線上編輯。  
2.支援多人同時文件/試算表/簡報線上編輯：  
  可多人同時在同一份文件上作業，並經授權編輯或檢視權限給其它一至多人。並可即時看
到別人所做的編輯。  
3.提供修訂版本記錄：  
  可追蹤文件修訂變更並還原至之前的版本。 
4.「文件編輯(與儲存) 」、「試算表製作」及「簡報製作」支援檔案類型: 
   ■文件編輯(與儲存) 可將 Microsoft Word (.doc、.docx) 現有的檔案匯入，經轉換後
即可開始編輯。可匯出的格式包括 .doc、.docx、.odt、.pdf。  
   ■試算表製作可將 Microsoft Excel (.xls、.xlsx) 現有試算表的檔案匯入，經轉換後
即可開始編輯。可匯出的格式包括 .xls、.xlsx、.ods、.pdf  
   ■簡報製作可將 Microsoft PowerPoint (.ppt、.pptx) 現有的檔案匯入，經轉換後即
可開始編輯。可匯出的格式包括 .ppt、.pptx、.odp、.pdf。  
5.「試算表製作」及「簡報製作」支援常見的圖表:  
  試算表製作及簡報製作支援顯示Microsoft Office之各類圖表(包含直條圖、橫條圖、折
線圖、區域圖、曲面圖、雷達圖、圓形圖、環圈圖、XY 散佈圖、泡泡圖等)。  
6.「試算表製作」支援公式與函式運算:  
  試算表製作支援各類公式與函式運算(包含資料庫、日期和時間、財務、資訊、邏輯、數
學、陣列、統計、試算表、文字等)。  
7.「簡報製作」投影片設計:  
  簡報製作支援全螢幕播放投影片，並可以鍵盤及滑鼠控制投影片之翻頁(上一頁/下一頁)。 
 
(二)、教育訓練 
   廠商需針對雲端辦公生產力進行3小時之教育訓練 
 
(三)、異地備援架構(第5組第6項次~第10項次需具備) 
  主機房與異地備援機房距離至少35公里(含)以上，營運機房須通過ISO 27001認證。 
 

帳號/
月 

5 2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31-10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10GB 

帳號/
月 

5 3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101-50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10GB 

帳號/
月 

5 4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501-100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
10GB  

帳號/
月 

5 5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1001帳號(含)以上；每帳號每月使用空
間10GB  

帳號/
月 

5 6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1-3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1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
月 

5 7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31-10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1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
月 

5 8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101-50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1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
月 

5 9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501-1000帳號；每帳號每月使用空間
1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
月 

5 10 

雲端辦公生產力  
一般規格:1001帳號(含)以上；每帳號每月使用空
間1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
月 

第五組_辦公生產力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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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5 11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 電子郵件
服務 
 

(一)、電子郵件服務 
1. 單位網域專用的電子郵件地址 
  使用自訂電子郵件 (如 : @<機關單位>.gov.tw) ，以單位專屬之電子郵件地址，進行電子郵件服務。 
2.郵件分身功能 
  可設定虛擬帳號名稱，一對一或一對多發送給系統的郵件分身、群組代表帳號或真實帳號；每一個使用帳號最多可隸屬於 10 組郵件分身，每一個郵件分身最多可對應到 
100 組使用者帳號。 
3.與常用AP的介面相容  
  可與 Microsoft Outlook或Apple Mail或Mozilla Thunderbird 之使用者搭配，以進行郵件、行事曆和通訊錄資料之雙向同步。 
4. 郵件自動分類過濾 
  依據系統定義的條件（如：好友來信、本週來信、未讀新信）將所有實體信件匣中的信件過濾與分類。提供自行建立虛擬信件匣功能，將跨信件匣中的信件依自訂條件（如：
信件匣、時間區隔、旗標條件、標題）進行虛擬分類。 
5. 線上附檔預覽 
  收件匣的信件若包含Word、PowerPoint、Excel、ODF、PDF等檔名，可以預覽附檔方式觀看。 
6.支援多網域管理 
  可支援多重網域（Multi-domain）之管理與使用機制，支援多個網域電子信箱收發信，可提供各機關以不同網域收發信件。 
7.大量外寄郵件防護 
  可針對內對外的大量信件發送行為，進行帳號封鎖發信動作。 
8.自動產生ODF格式附件 
  如發送郵件的附件為MS Office格式，系統將自動產生ODF格式附件。(收信者可同收到原始MS Office格式檔案及ODF格式檔案) 
9.可匯出電子郵件 
  可將搜尋到的電子郵件匯出，凡是授權帳戶的搜尋結果皆可匯出。 
10. 透過稽核報告追蹤活動 
  系統管理者可追蹤特定使用者之活動，依稽核報告進而搜尋郵件畫面、匯出資料等內容。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11. 歸檔管理服務 
  系統具備歸檔功能，並可進行相關歸檔郵件搜尋。 
12. 支援郵件稽核 
  支援內送或外寄信件稽核，可退信、直接刪除、加密傳送、直接傳送…等動作，每個動作可設定監控通知信，將原始信件存成附檔，通知指定監控帳號。 
13. 提供完整稽核郵件處理紀錄 
  可提供郵件寄出/接收時間、郵件稽核狀態、郵件名稱、寄收件人、稽核人員、稽核時間、稽核層級及稽核備註。 
14. 郵件自動加密 
  可提供外寄郵件內容或附檔自動ZIP壓縮格式或是PDF加密保護。 
15. 條件式附檔追蹤 
  ■外寄郵件可以附檔轉連結的方式寄出，收件人可點選URL 下載附件。 
  ■可提供完整寄件人附檔轉連結紀錄、檔案下載紀錄及URL 自動/手動刪除功能。 
16. 郵件誤寄防護 
  ■延遲送信設定：郵件寄出後先進行短暫留置，以便確認郵件內容是否有誤。 
  ■密件遞送設定：當收件與副本人數合計超過限制條件後，自動將收件人資訊轉為密件遞送。 
(二)、日曆管理服務 
1. 建立群組日曆 
  可建立群組日曆並可讓機關內指定使用者存取。可建立群組休假日和定期會議等活動。 
2. 整合式線上日曆 
  與電子郵件、雲端硬碟、聯絡人和即時通訊整合，隨時可掌握成員行程。 
3. 智慧安排會議 
  可查看成員的空檔，並在單一畫面中重疊同事的日曆。共用日曆時可對使用者顯示完整活動資訊。 
4. 跨裝置存取行事曆 
  在手機或平板電腦中查看及編輯行程。支援CalDAV 標準通訊協定同步行事曆資料，使行動裝置與行事曆同步。 
5. 查看共用的會議行程與資源 
  在日曆中查看會議行程與會議相關資源。 
6. 多元活動提醒 
  可透過手機、瀏覽器或 Email 提醒活動進行，並可編輯提醒時間。 

帳號/月 

5 12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 電子郵件
服務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月 

第五組_辦公生產力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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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5 13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 群組溝
通服務 

(一)、群組溝通服務 
1.群組通訊錄 
  ■應具備使用者管理個人及群組通訊錄功能。 
  ■須具備機關通訊錄管理功能，如員工資料管理、權限認證管理等。 
  ■提供首次機關通訊錄批次匯入服務(資料匯入格式由廠商提供) 。若後續需匯入通訊錄，則由機關自行匯入。  
2. 即時訊息服務 
  提供文字、照片、檔案傳送等即時訊息服務。 
3.群組聊天室 
  提供一對一、多人及群組聊天室功能。 
4.訊息標籤與快篩 
  ■針對重要的關鍵訊息，可標註“重要”或是自訂的標籤，以便透過訊息快篩，迅速找到。 
  ■任何被傳遞的訊息，可依成員（帳號）發布、日期或被打上的標籤名稱進行篩選，快速搜尋重要訊息。 
5. 通訊安全 
  提供使用者訊息傳輸內容須經加密。 
6. 帳號整合 
  提供Active Directory帳號整合功能，可整合電子郵件服務之帳號、操作介面。 
7.記錄管理服務 
  系統管理者可控制即時通訊紀錄的保留時間，並可進行相關資料搜尋。 
 
(二)、異地備援架構(第5組第13項次需具備) 
  主機房與異地備援機房距離至少35公里(含)以上，營運機房須通過ISO 27001認證。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14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 群組溝
通服務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月 

第五組_辦公生產力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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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5 15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 雲端硬
碟服務 

(一)、雲端硬碟服務 
1. 跨裝置存取檔案 
  提供線上儲存空間，可存放各類檔案，並可透過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存取所需內容。 
2. 彈性的儲存空間 
  管理者可設定每位使用者不同儲存空間。 
3. 自動與電腦同步檔案 
  可將雲端硬碟上部分或所有檔案雙向同步至電腦上的指定資料夾。 
4. 可線上檢視檔案 
  可線上預覽Word、PowerPoint、Excel、PDF、ODF …等附檔。 
5. 關鍵字搜尋功能 
  輸入關鍵字以搜尋相關檔案。 
6. 檔案分享 
  ■檔案可產生分享連結，提供他人點擊連結下載檔案。 
  ■分享連結分為指定存取對象的封閉連結，與不指定存取對象的公開連結。 
7. 版本紀錄 
  ■雲端硬碟內之檔案更新時，系統將自動保留更新前之版本。 
  ■使用者可以觀看過往的版本，並進行回復。 
8. 整合防毒 
  ■使用者上傳檔案至雲端硬碟時，系統將會自動進行掃毒。 
  ■若掃描後顯示為病毒檔案時，將會寄送病毒通知信件給系統管理者與檔案擁有者，由管理者決定是否上傳該檔案。 
9. 共用權限設定 
  可針對分享資料夾進行授權，使用者可新增、刪除與編輯檔案，並可設定下載及異動通知。 
 
(二)、異地備援架構(第5組第15項次需具備) 
  主機房與異地備援機房距離至少35公里(含)以上，營運機房須通過ISO 27001認證。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16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 雲端硬
碟服務 
(不具備異地備援)  

帳號/月 

第五組_辦公生產力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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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次  品名  說明  單位  

5 17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1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1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18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2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2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19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5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5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20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10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10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21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200GB 

每帳號每月增加20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22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1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帳號每月增加1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23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2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帳號每月增加2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24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5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帳號每月增加5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25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10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帳號每月增加10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5 26 
雲端辦公生產力  
加值規格:每帳號每月增加儲存空間 200GB 
(不具備異地備援) 

每帳號每月增加200GB 
(加值規格之購買帳號數需與一般項目購買帳號數相同) 

帳號/月 

第五組_辦公生產力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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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建議書(1/9) 
評分項目  

  

1.廠商專業背景  

2.計畫主持人經歷  

3.團隊專業能力  

4.五年內與本案服務內容有關且已完成實績  
  

1.機關利用雲端服務之所屬一切資料存取、備份之實體所在地應為我國管轄權所及之境內；廠商所投標服務依本採購規格清單之要
求必須具備「異地備援機房」（距離本地至少35公里(含)以上）者 亦同。  

◎註：必須具備異地備援機房之服務：  
第一組：「雲端客服系統」(廠商所提供服務倘具備異地備援機房者，應自主說明並檢附舉證文件)  

第二組：「雲端虛擬資源(IaaS)」（全部項次服務） 
第三組：「雲端電子郵件(EaaS)」（全部項次服務） 
第四組：「儲存雲」（全部項次服務） 
第五組：「辦公室生產力雲端服務」(廠商所提供服務倘具備異地備援機房者，應自主說明並檢附舉證文件)  

2.提供資格審查使用之ISO 27001國際資訊安全驗證文件，必須是有效期內，且驗證地點應與本案營運所在同一地點。即驗證地點需
包含本案雲端機房及異地備援機房所在地點。  

3.資訊安全管理政策 

A.保密協議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制定保密協議，並要求其員工、供應商、註冊均詳閱遵守。 

B.事件通報  
系統應偵測入侵嘗試，自動警示給雲端服務供應商與機關用戶。  

C.營運備案  
系統在遭遇主系統服務中斷時，應有備援方案進行系統線路切換，提供機關用戶於主系統服務中斷時的配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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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內容 

D.內部外部稽核機制 

 定期辦理內/外部稽核機制，系統的風險評估面向包括弱點掃描、滲透測試、威脅模型等，稽核過程之監控與紀錄與後續追蹤

與改善措施。 

 外部稽核機制：請提出外部稽核最近1次之報告。另為配合「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稽核，雲端服

務供應商需協助提供機關最近2次網站安全弱點檢測及最近1次滲透測試報告。 

4.資訊系統安全政策 

A.活動日誌 

機關用戶所進行的各種重要動作，如新增、刪除、異動等均應予以記錄存入日誌。  

B.檔案檢測 

機關在上傳/下載檔案交換時，雲端服務供應商需提供檔案之檢測服務，需以防毒軟體/APT工具/檔案檢核等機制確保檔案安全。 

5.資料及軟體安全 

A.資料分類 

 機關用戶可依據不同角色/群組指派資料的存取與擁有支援至少三種使用者角色與兩種群組 

１.使用者角色如系統管理者(admin)/一般使用者(user)/進階使用者或主管(manager)  

2.群組包括系統管理群組(admin group)或使用者群組(user group) 。 

 雲端服務投標廠商需對下述資料分類相關名詞進行定義說明及相關聲明，包括: 

(1).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對「客戶資料/提供者資料/帳戶資料」進行定義，並提供佐證資料(廠商可不限用文字說明) 

1. 客戶資料如客戶行使雲端服務之數據/身份驗證資訊 

2. 提供者資料如存取與身份辨識資料/維運資料 

3. 帳戶資料如客戶聯絡清單/付款資訊 

服務建議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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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內容 

5.資料及軟體安全 

A.資料分類 

 雲端服務投標廠商需對下述資料分類相關名詞進行定義說明及相關聲明，包括: 

(2).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對「客戶資料運用方式/衍生資料/衍生資料使用範圍/衍生資料存取權限」進行作業聲明，並提供

佐證資料(廠商可不限用文字說明) 

1. 衍生資料如客戶瀏覽紀錄/位置/社交資料 

B.資料備份 

 雲端服務供應商符合本案最大可容忍資料遺失時間進行資料備份防止資料遺失作業解決方案部署。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對「備份期間/備份資料留存期間/備份方法/資料備份儲存地點」進行作業聲明，並提供佐證資料(廠商可

不限用文字說明) 

1. 備份期間如備份資料間之時間間隔，或在已定義期間內之資料備份次數 

2. 備份資料留存期間如雲端服務提供者留存備份資料之時間 

3. 資料備份儲存地點如雲端服務資料備份之儲存地點(地理位置) 

C.資料加密 

雲端服務供應商需針對機關用戶資料進行保護，並符合國際標準AES的資料加密機制。 

D.資料隔離 

D-1.企業雲/政府雲分開建置 

         （第二組：「雲端虛擬資源(IaaS)」、第三組：「雲端電子郵件(EaaS)」、第四組：「儲存雲」投標廠商填寫） 

雲端服務供應商須將企業雲與政府雲分開建置，以降低政府雲資料外洩的風險。 

    D-2.具備多租戶隔離設計 

    （第一組～第五組投標廠商皆需填寫）雲端服務供應商須有多租戶隔離之設計。 

服務建議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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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內容 

E.身分註冊 

機關用戶註冊時應輸入帳號密碼與基本資料進行註冊，註冊資料事後必須可進行修改。 

 帳號可包含英文、數字等。 

 密碼可包含英文、數字、特殊字元等。 

 若使用電子郵件或手機方式註冊，須進行驗證確認。 

F.身分驗證 

機關用戶於登入需輸入正確帳號密碼，若忘記密碼可透過電子郵件信箱進行重新設定。 

 帳號可包含英文、數字等。 

 密碼可包含英文、數字、特殊字元等。 

G.防竄改防護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有防竄改防護；當有雲端服務新增/刪除/異動時，必須經過雲端管理者授權程序。 

H.日誌稽核 

雲端服務供應商需具備維運安全即時日誌及稽核管理收集平台，且需定期進行日誌稽核作業。 

6.資料儲存傳輸之風險管理（入侵、外洩、應變規劃） 

A.避免營運網路遭受攻擊，廠商應具備防駭及惡意流量防護等功能 

如：防火牆、阻斷服務攻擊DDoS (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惡意IP、防毒、 入侵偵測系統IDS(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入侵防禦系統IPS(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APT防惡意程式等防護解決方案。 

B.自建或租用虛擬主機服務，應具備多租用戶設計 

提供虛擬防火牆、虛擬主機隔離、防止虛擬主機間相互攻擊防護、虛擬主機安全防護紀錄保存與監控等措施。 

C.設有資安監控7*24小時區域聯防SOC(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監控惡意的網路活動、資安監控分析與事件追蹤。 

D.當發現資安事件後，雲端服務供應商需協助機關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子法中的「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進行通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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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當發現資安事件後，雲端服務供應商需協助機關依據行政院
資通安全處「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進行通報處理。 

 

由於「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自今年3月5日已經廢
止
(https://nicst.ey.gov.tw/Page/7CBD7E79D558D47C/5806b5

05-e142-483e-a835-09965793d2cc) 

  

改由資通安全管理法子法中的「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
取代
(https://nicst.ey.gov.tw/Page/7CBD7E79D558D47C/5806b5

05-e142-483e-a835-09965793d2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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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內容 

7.個資保護管理機制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設有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之機制及作為，且在傳輸、儲存、稽核、舉證過程設有

解決方案。 

1.系統不中斷服務之風險管理(備援、災害復原規劃)  

A.為達營運設施能有高度使用性 

應說明網路系統備援、伺服器/虛擬主機備援、儲存設備備援、資料備份、異地備援等達成高可用性方式。 

B. 建置完整的客戶服務機制 

提供7*24小時服務，即時且全天候回應及協助用戶服務問題障礙排除回應需求。 

C. 重大異常事件 

如發生重大異常事件造成服務中斷(如網路中斷、駭客攻擊、機房毀損等)時，雲端服務供應商需於30分鐘內通知用戶，並於事

件處理完成後3日內提出說明。 

2.資訊系統進駐雲端環境與退出移轉作業方式與配合事項。 

(1). 廠商需詳述客戶順利移轉之流程: 

   為服務用戶順利移轉資訊系統，廠商具體說明用戶資訊系統進入或退出雲端服務，移轉作業方式、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2).廠商需詳述客戶資料之刪除流程: 

雲端服務供應商需詳細說明當與客戶契約終止時，廠商如何完整刪除客戶相關所有資料並無法檢索之作業流程，以達到刪除

資料不可回復、確保資料刪除完整性，並提出相關佐證資料。 

3.維運及營運管理能力  

A.空間及結構 

所屬建築物須符合921地震後內政部公布之建築法規標準，5級抗震設計(提供土木結構技師出具之「建築物結構證明書」佐證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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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內容 

B.基礎設施系統 

 應同時具備有(N+1) 設計的發電機與油槽、獨立式UPS及電池組。 

 7*24小時門禁系統與溫度、溼度監控，應由專責人員或系統進行控管。  

 7*24小時無死角監控錄影，錄影保存期限至少30天。  

 7*24小時網路監控服務。 

C.機關用戶可透過多種管道進行諮詢，更新即時獲得所需技術資訊用 

(1).提供至少兩種技術諮詢管道，技術諮詢管道包括Email、電話、線上論壇、傳真、即時通訊等。 

(2).請描述通知雲端服務客戶當雲端服務變更(改版)時，其「通知期限/通知方法」之作業聲明:  

1.通知期限如雲端服務廠商自通知機關用戶至實作變更完畢，包括服務變更最短時間。 

D.雲端服務供應商應有營運持續計畫 

包含風險管理、災害管理、程式及設備管理、供應鏈管理、品質管理、緊急事件管理，確保可達成服務水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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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內容 

【第二組-雲端虛擬資源(IaaS)】 

【第三組-雲端電子郵件(EaaS)】 

【第四組-儲存雲】 

A.可用性(衡量週期內服務可用性) 

每月服務水準需達99.95%。 

(A-B) / (A) *100% 

A:服務總時間  

B:總服務中斷時間。 

B.服務持續之回復要求(衡量災害造成資料遺失時間) 

每次最大可容忍資料遺失時間為45分鐘。 

C.服務持續之回復要求(衡量災害造成服務中斷之目標回覆時間) 

每次最大可容忍資訊服務復原時間為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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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內容 

【第一組-雲端客服系統】 

【第五組-辦公生產力雲端服務】 

A.可用性(衡量週期內服務可用性) 

每月服務水準需達99.9%。 

(A-B) / (A) *100% 

A:服務總時間  

B:總服務中斷時間。 

B.服務持續之回復要求(衡量災害造成資料遺失時間) 

每次最大可容忍資料遺失時間為45分鐘。 

C.服務持續之回復要求(衡量災害造成服務中斷之目標回覆時間) 

每次最大可容忍資訊服務復原時間為2小時。 

5.使用者經驗(UI/UX)之友善度  

請說明使用界面及注重用戶體驗設計之易用性、可存取性。且建立標準設計流程、文件及規範，確保提供一致性的服

務體驗，亦可增加說明其他創意功能。 

6. 標準、政策、法規及服務宣告符合清單 : 

 請雲端服務提供者描述當遵循「標準/政策/法規/服務宣告」之作業聲明： 

(1).標準如ISO 27001國際資訊安全驗證文件等。 

(2).政策如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訊安全規範及標準、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共通規範等。 

(3).法規如政府採購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等法律規定。 

(4).服務宣告如由第三方查證之標準、政策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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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項目 

內容 

(四)服務價格 

1.價格編列之合理性。(詳列各主要項目之成本結構)  
A.採”每月”成本結構分析，項目應包括： 

a.硬體成本(各項目、價格、小計、佔總成本%) 
b.軟體成本(各項目、價格、小計、佔總成本%) 
c.人力成本(各項目、價格、小計、佔總成本%) 
d.營業成本(各項如水電等、價格、小計、佔總成本%) 
e.網路及基礎建設成本(各項目如頻寬、機房等、價格、小計、佔總成本%) 
f.其他成本(各項目、價格、小計、佔總成本%) 
g.總成本(上述6項成本總計) 
h.將總成本與經濟規模預測，例如攤提年限(月)及月租用帳號總數預估值等，撰寫成本結構分析。 

B.倘若有市場類似銷售產品之價格，建議一併提供作為分析比較參考。 

2.價格的完整性及正確性。 
(價格以招標附件規格清單內容作為報價依據，且為含稅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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