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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雲端運算的樞紐

亞太地區
雲端運算的樞紐
新加坡
麼是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簡單地說，就是使用者只要利用身邊的電腦、手

什

機等裝置，透過網路連線即可隨時隨地依需要存取遠端電腦提供的各項運算、儲存

空間與軟體服務，舉凡應用Google搜尋服務、Gmail電子信箱、YouTube分享影片、智慧
型手機下載APP軟體等皆屬於雲端的範疇，因此，民眾早已在不知不覺中漫步在雲端。
雲端不僅改變個人的生活模式與習慣，對企業而言，更可以節省資訊營運成本，大幅提
升效率，因此雲端運算被視為下一波資訊應用的新主流，其背後隱藏龐大的商機，各國
政府莫不積極推動雲端運算產業的發展，而新加坡就是一個雲端發展成效顯著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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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八○年代開始即致力於發展資訊
通信產業，近年隨著雲端運算的盛行，更視其
為扶植ICT產業之關鍵技術，時至今日新加坡
公部門與私部門在推動雲端運算應用上已獲得
良好進展。根據亞洲雲端運算協會(Asia Cloud

望成為東南亞雲端運算發展的核心。
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IDA,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為新加坡
推動與支持雲端服務的機構，希望藉由雲端運
算的應用，改變企業現有的商業模式，提升新

Computing Association)2011年針對14個國家調

加坡的整體經濟競爭力，同時透過建構雲端運

查雲端整備度(Cloud Readiness Index)的結果顯

算生態體系，以提高資訊通信產業的活力與成

示，新加坡名列第3位，僅次於日本及香港，

長。為達到上述目的，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提

而新加坡憑藉優越地理位置和穩定的政局，可

出六大雲端運算應用策略發展方向。

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為新加坡政府整合國家電腦
局(NCB, National Computer Board)與新加坡電信管理
局(TAS, Telecommunic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在1999年12月1日成立的法定機構，目標是發展資通
訊產業成為國家增長的原動力，帶領新加坡成為全
球資訊通信產業樞紐，促進經濟繁榮與社會發展。

支持雲端服務的旗艦用戶(Support Flagship Users of Cloud Services)

為鼓勵新加坡企業使用雲端運算服務，資訊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redit)，凡是企業

通信發展管理局於2010年5月起發起雲端運算

投資在雲端運算的成本，每年最多40萬新加坡

補助提案徵求計畫(Calls for Cloud Computing

幣的購置費用可享有400%稅額減免，而且企

P r o p o s a l s ) ， 邀 集 A l a t u m 、 A m a z o n We b

業不需額外申請即可在報稅時直接獲得此項稅

Services、IBM、Tata Communications等雲端服

收優惠，以藉此鼓勵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

務供應商，贊助相關服務需要的運算與儲存資

提高創新與生產力方面的投資。

源，不論企業、政府機構或研究單位均可提出
申請，依據提案內容的影響範圍，給予不同期
間與容量儲存空間。2012年7月剛結束第五次
的提案徵求，累計前四次徵求已讓57個提案獲
得雲端資源支持。

此外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與新加坡國家圖書
館(National Library Board)、新加坡電腦協會
(Singapore Computer Society)、帝國學院校友
會(Imperi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共同合
作，針對資訊通信專業領域以外的人士舉辦一

除了支援雲端運算實體資源外，政府更提供
租稅減免的優惠。依據生產力及創新優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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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公開講座，以增加民眾對雲端運算應用的
認識，並分享各類雲端資訊。

服務。除了吸引跨國雲端營運商進駐新加坡

門密切合作，努力吸引雲端營運商落腳新

外，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也推出多項計畫，從

加坡，而目前已有Amazon Web Services、

國內挖掘更多願意投入雲端運算的企業，包

Fujitsu、IBM、Microsoft Azure、Savvis和Tata

括提出五年4,600萬新加坡幣的「資訊通信產

Communications等知名雲端服務供應商在新

業生產力藍圖(Infocomm Industry Productivity

加坡建置資料中心，為當地及亞太市場提供

Roadmap)」策略規劃，幫助本地資訊通信企
業朝向以雲端計算為主的商
業模式轉型，使企業能在現
有人力下迅速擴張規模，更
有效率地服務全球顧客。

亞太地區雲端運算的樞紐

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透過與政府其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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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雲端營運商(Attract Cloud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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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為IDA官網http://www.
ida.gov.sg/

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Provide Enabling Infrastructure)
由於雲端運算受到新加坡政府高度的重
視，積極提供世界級的資訊通信基礎建設，
以打造具競爭優勢的環境。為此資訊通信發
展管理局提出「下世代國家寬頻網路(Next
Generation Nationwide Broadband Network)計
畫」、「Wireless@SG無線寬頻網路計畫」

可望加快一倍，這些設施使得新加坡人可以更
方便快捷的獲得廣泛雲端服務。
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另提出「資料中心園區
(Data Centre Park)計畫」。資料中心園區規劃
占地12公頃，預計2013年完工，目的是建立高
效能、具成本競爭優勢的產業園區環境，吸引

與「新加坡網路交換中心(Singapore Internet

跨國企業、金融機構與電信業者在此設立營運

Exchange)」。到2012年年中，約有95%的家

總部與資料中心，期望產生群聚效應，讓更多

庭和商業建築可完成光纖電纜的鋪設，享有最

國際網絡供應商進駐，以鞏固新加坡做為資訊

高速度達1Gbps的光纖網路環境，而各地免費

通信與媒體產業樞紐的國際地位，進而提升新

無線網絡服務也延長到2017年，數據傳輸速度

加坡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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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人才的能力開發(Develop Competency for Industry & Manpower)
若要建構充滿活力的雲端運算生態體系，
新加坡政府認為先決條件是，資訊通信企業有
能力開發以雲端運算為基礎的創新服務模式，
因此必須從產業與人才的能力提升著手，提供
訓練和課程，使本地資訊通信專業人員或學生
具備必要知識和技能，以因應未來的產業趨勢

可以享有學費及認證費用的補助。
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亦促成知名大企業
與新加坡大專院校合作，共同培育雲端運算
人才。微軟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Polytechnic)簽署備忘錄共同開辦課程，這也使
得南洋理工學院成為新加坡第一個擁有完整雲

與工作內容的轉變。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與訓

端運算課程的高等教育機構，學生在入學第一

練機構合作，為IT專業人員規劃一系列短期雲

年即開始接受訓練，此項計畫已於2011年4月

端運算訓練課程，並擴大關鍵資訊通信科技培

展開，預計三年內培養4,000名學生與100位教

訓計畫(Critical Infocomm Technology Resource

師，未來學生還有進入知名企業（微軟）實習

Programme)的補助範圍，使培訓課程的參加者

或取得正式工作的機會。

建立研發關係與知識資本(Forge R&D Relationships and Build
Knowledge Capital Assets)
要發展雲端運算若僅有基礎設施投資是不夠

發，尋求推動、加速雲端運算與相關商業模式

的，尚須累積知識資本，如此才能提供更有利

應用的方法，以解決企業、政府或高等教育機

的條件吸引雲端產業相關企業進駐。因此資訊

構等使用者遇到的挑戰。IBM新加坡雲端實驗

通信發展管理局與研究機構及資訊通信企業合

室第一項研發成果就是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作，建立研發的夥伴關係，並將研發成果實際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的高性能運算雲端平

應用於產品與服務提供上。
IBM新加坡雲端實驗室即在資訊通信發展管
理局與IBM合作努力下成立，透過進行應用研

臺，該校的藝術設計與媒體學院即應用此一新
的高性能運算雲端平臺製作數位動畫，使其執
行的媒體娛樂計畫創造更豐富的內容。

透過政策法規建立信任的環境(Build a Trusted Environment through
Policy and Legislations)
資料隱私、保護與安全問題被視為雲端運

情形下，企業不太可能將各種商業關鍵資訊傳

算應用上的最大障礙，在缺乏資料保護法律的

送到雲端。有鑑於此，新加坡新聞通訊及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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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護的疑慮，並為新加坡雲端運算產業建
立值得信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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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在新加坡的雲端資料中心，是否能夠提供

新加坡的雲端運算產業在政府、企業、研
究機構發展相關技術與協助導入下，逐漸達成

通信發展管理局於雲端運算應用的研究結果顯
示，對於雲端應用的普及率與成熟度，新加坡
在東南亞持續保持領先的市場地位，在下世代
寬頻網路等資訊通信基礎建設完備後，新加坡
可望成為新興的區域資料中心樞紐。儘管新加
坡房地產成本高，並存在電力供應風險，但其
擁有做為亞太地區重要金融中心與網路樞紐的

設立據點，專攻東南亞地區的雲端運算市場。
面對雲端運算快速發展，雖然臺灣在地理位
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置、資訊通信基礎設施與硬體製造方面已占有

the Arts)提出了資料保護架構與措施，旨在透

利基，但雲端運算著重的內涵是軟體、內容與

過監管個人資料的收集、使用、揭露與轉移，

服務方面，因此必須扭轉傳統硬體掛帥的思

保障每個人的個人資料安全，私人組織基於合

維，加強臺灣的軟實力，若能結合既有硬體優

法與合理的目的也能使用這些資料。在擁有明

勢與創新雲端服務模式，將有助於臺灣雲端產

確的資料保護法律後，就能解決雲端用戶對於

業發展並爭取全球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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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優勢，將持續吸引雲端服務供應商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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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智慧國家與全球性城市的願景。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