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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局自103年6月奉命承接軟體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感謝各廠商踴躍協助，提供各項
優質產品，使本案能順利運行。 

歷經數次財物標及雲端服務標，廣收各界
提供之建議，持續滾動式檢討採購模式，
讓採購作業能更公平、公開。 

下述簡報就推動成果、財物標採購作業與
雲端標採購作業重點、本年度推動重點進
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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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電腦軟體共同契約採購作業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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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說明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 

雲端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 



年度 上架時間 品項數 立約商 

103年財物標 - 188 215 

104年財物標 - 2,127 833 

105年財物標 - 2,615 816 

106年財物標 - 3,353 795 

107年財物標 - 3,902 908 

108年第一次財物標 

於2/15招標公告 

3/11下午5點前投標 

預計3月底前上架 

約2,591 - 

推動成果說明(1/3) 

成果統計： 

﹣自103年套裝軟體累計12,185品項上架 

﹣3,567家次立約商提供服務 

5 



推動成果說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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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統計： 

﹣ 104年起已累計完成5大類別18個領域之雲端服務上架 

雲端基礎建設服務：雲端虛擬資源服務、儲存雲 

雲端通訊服務：雲端電子郵件服務、即時通訊 

雲端影音服務：雲端視訊會議、網路直播、雲端視訊安控(2) 

雲端數據分析服務：雲端輿情分析 

雲端資料應用服務：雲端知識管理、雲端民眾關係管理、智慧
校園(6) 、雲端客服 

﹣共78家次立約商提供服務 

 年度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立約商 28 11 24 15 
預計6月底前

上架 



推動成果說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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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統計： 

﹣105年起已累計9個資訊服務領域上架 

ODF實體課程、公文系統介面整合服務、 iTaiwan

公共區域無線上網服務、資安健診服務、 SOC監
控服務、弱點掃描服務、滲透測試服務、社交工程
郵件測試服務、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 

﹣共51家次立約商提供服務 

 年度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立約商 3 23 25 預計4月底上架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 

1.採購機制調整 

2.廠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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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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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作業調整 

原全/單區廠商二期程投標     同一等標期投標兩階段跟進 原全/單區二期程投標/跟進         全/單區同期程投標及兩階段跟進 



等標期－全區及單區廠商同時投標，限全區報價 

– 全區廠商押標金為50萬。 

– 單區廠商最多選5縣市，押標金一律為5萬。 

– 全區廠商依採購標的清單品項進行報價。 

 資格/價格標審查－全區及單區廠商同時審查 

– 全區廠商及單區廠商一起進行資格標審查。 

– 全區廠商最低價者得標並採複數決標。 

– 依各品項全區廠商家數由低至高依序排列取前80%，併列為
可跟進廠商。 

 第一階段跟進－併列可跟進全區廠商進行跟進作業 

 第二階段跟進－由單區廠商進行跟進作業 

– 單區投標廠商不得報列公告之決標金額以外之價格及非屬價
格標所公告決標品項。 

– 單區廠商各品項得標家數不設上限。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2/10)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3/10) 

招標文件調整 
– 投標須知 

• 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不允許下列廠商參與投標

(1080201投標須知第四十三條)： 

• 大陸地區廠商 

• 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 

• 在臺陸資廠商 

–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件三) 

• 第十項為聲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答「是」、「否」

或未答者，均可。於投標時連同聲明書附上簽名或蓋章之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聲明書附註第2點) 

• 財物標屬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第十四項答「是」或未答

者，不得參與投標。(聲明書附註第5點)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4/10) 

公開徵求 
– 公開徵求不接受下列產品資料： 

• 中國大陸地區廠商 

• 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列為陸資來台投資之國內被

投資事業之廠商 

• 廠商所提供產品之原產地屬中國大陸者 

• 非屬電腦軟體者（含軟硬體整合設備Appliance或必

須搭配專屬硬體之軟體，或屬服務性質） 

– 財物標不自動續約及沿用過往廠商送件之徵求及決

標品項，廠商需於徵求期間主動提供欲於該次上架

之產品資料 12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5/10) 

– 提供產品相關內容，作為資訊服務商城品項展示之

用: 

• 產品Logo(JPG、PNG格式、Size：300*300 pixels、
200KB內) 

• 產品介紹（應簡述產品內容） 

• 商品特色（應簡述商品特色與功能規格） 

• 需求規格（應簡述基本環境需求） 

• 軟體產地 

• 軟體畫面介紹之照片4張(JPG、PNG格式寬不可超

過700 Pixels、長度不設限，大小400KB內) 

• 產品品項DM電子檔案。(PDF格式、大小2MB內) 

– 上述內容請勿僅填官方網站連結，並請注意是否涉

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或其他權利等。 
13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6/10) 

需求調查 

–依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之「共同供應契約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廠商提供之各項產品須

有二以上機關表示有需求，且需求數量符合

產品級距範圍內，始納入採購品項。 

–原公開徵求填寫品項之原廠或在台代理商，

可於公開徵求系統中查詢達二以上機關需求

之品項 
 

14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7/10) 

詢價作業 

– 詢價目的：為確保供需雙方能獲得合理價格，藉
由詢價機制瞭解產品市價。 

– 負責單位：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 使用時機：公開徵求及每季產品銷售價格 

– 申請流程： 

 

 

– 網址： https://inquire.spo.org.tw/ 

廠商 軟協 系統登入 
申請帳號 審核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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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8/10) 

招標作業 
– 若品項無法供貨，於開標前由原廠或原廠授權代
理商(公開徵求投件之廠商)，可向本局提出不予開

標之申請 

– 報價應含5%營業稅、運費等所需之一切必要費用，
不含1.5%作業服務費 

– 履約保證金： 

• 原則上由得標廠商之原押標金移充 

• 全區得標廠商若欲變更，應於公告決標日當日起14日

（辦公日）內申請。本局不接受單區得標廠商變更申

請 

– 各項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價為得標廠商，

該得標廠商無須表示跟進或不跟進之意願 16 



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9/10) 

本局辦理各共契標案時，將依政府採購法第50

條第1項第5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
有重大異常關聯者」規定處理： 

– 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 

– 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 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連號，顯係同一人或
同一廠商所為者 

– 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電子
郵件網址相同者 

– 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情形者 

– 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一人，屬有重大異常
關聯疑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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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10/10) 

– 跟進作業： 

• 全區可跟進廠商及單區跟進前，應確實考量決標價格

及供貨情形，再填復投標廠商跟進決標單 

• 若未於所定期限內回復投標廠商跟進決標單，視為就

已投標之品項不為跟進 

– 請投標廠商於「廠商投標文件產生系統」填寫完

畢後，利用「檔案匯出」匯出壓縮檔(ZIP)(請勿解
壓縮)，以光碟燒錄後與投標文件一併檢送 

 

18 
 其他投標廠商常見錯誤樣態，請參考軟體

採購辦公室官網(https://www.spo.org.tw) 

(採購資訊→投標廠商錯誤樣態)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 

1.採購機制調整 

2.重點說明 

3.廠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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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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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作業調整 

– 投標須知 

• 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不允許下列廠商參與

投標： 

• 大陸地區廠商 

• 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 

• 在臺陸資廠商 

• 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成項目(例如製成品之

特定組件、工程內含之材料與設施)，其不允許

使用大陸地區產品之項目：資通訊軟硬體設備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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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 第十項為聲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答「是」、

「否」或未答者，均可。於投標時連同聲明書附上

簽名或蓋章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

表」 。(聲明書附註第2點) 

• 雲端服務屬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第十四項答「是」

或未答者，不得參與投標。(聲明書附註第5點) 

–規格檢測作業 

• 投標廠商服務包含行動應用程式者，應於規格審查

指定期限內檢送通過「App基本資安檢測」之證明

文件。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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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建議書評選 

• 由評選委員向廠商提問後由廠商進行回答，廠商

不用進行簡報。 

–雲端服務各領域服務水準等級 

• 廠商可依投標領域之等級要求為評估及報價。各

雲端服務服務水準調整如下頁所示。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4/9) 

領域 服務水準 
異地備援機房 企業雲與政府雲分開建置 

原有規範 修正規範 原有規範 修正規範 

雲端虛擬資源(IaaS) 

99.95% 

雲端機房需具
備異地備援機
房，異地備援
距離至少35公
里(含)以上 

雲端服務須具備
異地備援機房 

領域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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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業雲與政府
雲分開建置 

2.具備多租戶隔
離設計 

雲端電子郵件(EaaS) 

即時通訊雲 

儲存雲 

增加具備/不具
備雲端服務異地
備援品項，廠商
可依實際服務提
供報價 

雲端客服系統 

99.9% 
具備多租戶隔離
設計 

雲端知識管理(KM) 

雲端視訊會議 

辦公室生產力雲端服務 

雲端輿情分析 

99.85% 
雲端服務可不具
備異地備援機房 

具備多租戶隔離
設計 網路直播雲 

雲端行動安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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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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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108)年度規劃2次辦理雲端服務招標作業，分
別於7月與11月完成上架，提供機關進行採購作業 

雲端服務-第1次 雲端服務-第2次 

雲端客服系統 即時通訊雲 

雲端虛擬資源服務(IaaS) 網路直播雲 

雲端電子郵件服務(EaaS) 雲端行動安控系統 

儲存雲 雲端知識管理(KM) 

雲端辦公生產力 

預計108年7月上架 預計108年11月上架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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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作業流程說明： 

 

 
 

 建議廠商於每年3-4月(當年11月上架)及9-10 月(隔年7月上架)

推薦新雲端服務領域 

 機關/廠商提出新領域之雲端需求/供給，軟體採購辦公室針對
新雲端服務進行規格研擬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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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服務體驗檢測： 

 

 

 

 

體驗檢測 

申請 

書面 

審查 

軟體採購辦公室 檢測報告彙整 

不符合 

通知補件 

檢測 

雲端特性檢測 

(雲端5大特性) 

雲端資安檢測 

(ISO27001、系統弱點、應
用程式弱點、防毒) 

            領域功能檢測 

雲端服務體驗檢測報告 

(報告僅提供廠商參考，

未來投標時仍須通過
正式雲端服務規格

檢測) 

報名期間 書面審查 檢測期間 

符合 

於正式招標啟動前實施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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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作業 

– 雲端服務標得標廠商須經： 

廠商資格審查合格→雲端服務檢測通過→服務建

議書評選分數合格且合於競標機制→議價作業 

– 經評選為及格分數以上廠商依其序位，由前序位

至後序位排列取前80%(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入)之

廠商為優勝廠商 

– 雲端服務允許共同投標，除規定之基本廠商資料

外，須檢附經公證後之共同投標協議書 



雲端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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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雲端服務領域所列之計畫主要部分，應由得標

廠商自行履行，不得分包 

– 服務建議書應依各標評選項目表及順序書寫，並將

「服務建議書相關頁次表」置於建議書封面後首頁 

– 雲端服務檢測文件及服務建議書請務必提供Word

檔光碟與書面 

– 報價應含投標廠商為提供服務所需必要準備措施及

服務提供、5%營業稅之一切必要費用；不含1.5%

作業服務費 



資訊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 

1.採購機制調整 

2.重點說明 

3.廠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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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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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作業調整 

–投標須知 

• 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不允許下列廠商參與投

標： 

• 大陸地區廠商 

• 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 

• 在臺陸資廠商 

• 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成項目(例如製成品之

特定組件、工程內含之材料與設施)，其不允許

使用大陸地區產品之項目：資通訊軟硬體設備 



資訊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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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廠商聲明書 

• 第十項為聲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答「是」、 

「否」或未答者，均可。於投標時連同聲明書附上

簽名或蓋章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

表」 。(聲明書附註第2點) 

• 資訊服務屬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第十四項答「是」

或未答者，不得參與投標。(聲明書附註第5點) 

– 資通安全服務採購作業 

• 投標「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之廠商應提出

通過TAF依據「行動應用App基本檢測實驗認證服

務計畫」 且投標時在效期內之認證證書。 



資訊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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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108)年度規劃2次辦理資訊服務招標作業，分別
於4月與10月完成上架，提供機關進行採購作業。 

資訊服務 資通安全服務 

ODF實際課程 資安健診服務 

iTaiwan公共區域無線上網
服務 

SOC監控服務 

弱點掃描服務 

滲透測試服務 

社交工程郵件測試服務 

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 

預計108年4月底上架 預計108年10月初上架 



資訊服務採購作業重點說明(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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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作業 

–投標廠商於報價及選擇跟進時，必須就至少一項

一般規格提供報價及跟進，勿僅就加值項目提供

報價及跟進。 

–資通安全服務之服務人員資格，須具備相關訓練

證明，且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不得為外籍勞工

或大陸來台人士。(詳閱資通安全服務採購規範) 



叁、【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
先採購辦法】應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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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訂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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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106年修正重點 

【產業創新條例】
第三次修正 

促進產學合作 

天使投資人
租稅優惠 

促進有限合夥
創投事業發展 

強化無形資產
評價 

強化國營事業
研發 

推動政府創新
採購彈性機制 產創§27入法 

經濟部依據§27授權訂定子法

-【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
先採購辦法】 

*【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條文請參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38 

機關得優先採購創新產品或服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38


「優先採購」創新產品或服務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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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決標 
予「創新性」 

較高之產品/服務 

凸顯產品/服務 
「創新性」價值 
之採購程序 

核心概念 

廣義概念 

明確辦理創新標的採購

應採取之採購程序 

鬆綁、調整現行最有利

標評選程序 

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重點說明 



本辦法適用之創新產品/服務「領域」 

37 

2.近來新興科技發展趨勢領域為主
(以資訊服務類別為首先適用領域) 

經濟部主管產業之產品/服務 

1.屬政府機關有需求 
(B2B非終端使用者需
求不適合) 

*參本辦法附表「創新產品
或服務基本技術特性」 

VR 區塊
鏈 

AR 物聯
網 

大數
據 

雲端 AI 

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重點說明 



本辦法vs.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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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範 【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 

決標

原則 

 依標的特性選擇適當決標原則，

但機關慣用最低標決標原則辦理 

 機關應採用最有利標決標原則辦理創新

性標的採購 

公開

評選

程序 

「價格」普遍納入評分(占比為

20%~50%)，故評選過程多仍以

「價格」為導向 

 「價格」若納入評選占比以20%為限 

 評選項目納入「創新性」，占比應為最

高、不得低於20% 

 評分結果相同時優先決標予「創新性」

得分高者 

替代

方案 

 機關得允許廠商提出替代方案，

但機關普遍不敢採用 
  廠商得提出「替代方案」 

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重點說明 



可適用本優先採購辦法之案例說明 

*圖片來源: https://www.govtechnews.org/blank-1/三年1億2千萬-健保署推醫療影像倉儲與人工智慧分析 

符合本辦法「附表」所列
基本技術特性之一(資訊
服務類/第四項) 

39 

情境1 

–招標機關：衛服部健保署 

–採購標的：107年度健保醫
療影像倉儲與人工智慧應
用平台建置案 

–創新標的需求： 

AI人工智慧技術 



情境2 

–招標機關：新北市政府 

–採購標的：新北市運輸走廊
整合道路交通與多元資訊應
用計畫 

• 大數據資料蒐集及分析 

• 路段事件監控 

• 壅塞車流預測 

• 多元資訊整合平台規劃建置及
智慧路口安全警示系統建置 

…… 

創新標的需求： 
雲端技術、物聯
網技術、大數據
分析技術 

符合本辦法「附表」所
列基本技術特性之一
(資訊服務類/第一~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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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適用本優先採購辦法之案例說明 



108年「創新資訊服務」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規劃 

規劃於108年下半年依循本優先採購辦法試辦 

41 

投標廠商應注意重點 

1.「創新性」為配分

最高之評選項目
(≧20%) 

服務建議書說明創新性 得提出替代方案 

1.招標文件將依【替代方案實施

辦法】允許廠商於截止投標期

限前提出「替代方案」 

2.投標廠商服務建議

書內容納入資訊服
務「標的創新性」
說明 

2.廠商得自行評估成本是否提出

替代方案 

4.替代方案得不受原部分需求規

格限制，但應不降低需求原有

功能條件，且更具有效益 

3.欲提出替代方案者，應同時準

備「主方案」及「替代方案」 

創新 
資訊服務 



肆、聯絡資訊 

42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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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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服務商城 https://www.cloudmarketplace.org.tw 

工業局軟體採購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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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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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所提供之招標資訊僅做參考，請以招標文件正式公告之內容為主 



附件-【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 

條號 內容 

§1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2 
本條例第二十七條所稱創新產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創新標的），指產品或服務之
品質、功能、規格、技術、製程、流程或商業模式等相較於國內同業產品或服務
為新，或可提高效益或效率者。 

§3 

機關（構）之標的需求符合附表所列基本技術之ㄧ者，得依本辦法辦理優先採購。
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前項機關（構）之標的需求符合之認定，得視個案情形，由採購機關（構）邀集
專業人士，組成採購審查小組予以認定。 

§4 
機關（構）依本辦法辦理創新標的採購者，得依第三條附表所列之基本技術特性
之ㄧ，訂定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文件或企劃書內說明之事項，供機關（構）於開標
後為審查。 

§5 

機關（構）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創新標的採購者，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招標： 
一、創新標的以不特定廠商之技術規格為標的者，依政府採購法之公開招標、選

擇性招標或經公開客觀評選之限制性招標辦理。 
二、創新標的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可依政

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 

45 



條號 內容 

§6 
機關（構）依前條第一款辦理創新標的採購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適用最有利標決標或準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決標，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中。 

§7 

機關（構）所採之最有利標評定方式，採價格不納入評分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
辦理，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採總評分法或序位法者，應於招標文件載明固定費用或費率。 
二、採評分單價法者，經評選合格分數以上之廠商依其分數由高至低，取前百分

之八十（小數點四捨五入）之廠商計算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 
機關（構）所採之最有利標評定方式，採價格納入評分者，其所占總滿分比率為
百分之二十。 
機關（構）應將廠商供應產品或服務之創新性，作為評定最有利標之評選項目之
ㄧ，其配分占總滿分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且應為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一。 

§8 

機關（構）適用最有利標辦理創新標的採購，採總評分法並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總評分最高之廠商，有二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優先決標予創新
性項目得分較高之廠商。但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應就創新性項目再行評選
一次，決標予得分較高之廠商。 
採前項優先決標方式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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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 



條號 內容 

§9 

機關（構）適用最有利標辦理創新標的採購，採評分單價法並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價格與總評分商數最低之廠商，有二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優先
決標予創新性項目得分較高之廠商。但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應就創新性項
目再行評選一次，決標予得分較高之廠商。 
採前項優先決標方式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10 

機關（構）適用最有利標辦理創新標的採購，採序位法並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序
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優先決標予創新性項目得分
較高之廠商。但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應就創新性項目再行評選一次，決標
予得分較高之廠商。 
採前項優先決標方式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11 

機關（構）準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辦理創新標的採購者，分別適用本辦法第八條、
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之評定方式。但機關（構）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與決標，
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優勝廠商為一家者，以議價方式辦理。 
二、優勝廠商為二家以上者，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
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與創新性項目得分較
高之廠商優先議價。但創新性項目得分仍相同者，應就創新性項目再行評選一次，
與得分較高之廠商議價。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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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 

§12 

機關（構）依本辦法辦理創新標的之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允
許廠商提出替代方案，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機關（構）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案者，得定明獎勵措
施，其獎勵額度，不受替代方案實施辦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13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適用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 

§14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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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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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創新產品或服務基本技術特性 
項次 基本技術類別 基本技術特性 

一 資訊服務 一.採用雲端技術之特性 
符合雲端五項基本特性（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隨
選自助服務（On-demand Self-service）、多元上網（Broad 
Network Access）、資源彙整（Resource Pooling）、快速彈
性（Rapid Elasticity）與計量服務（Measured Service），
或符合ISO/CNS 19086雲端服務水準協議框架標準。 

二.採用大數據分析技術之特性 
符合處理資料來源為具備高資料量、高速度、多樣性（多重異
質資料格式）、變異性等特徵的資料集所組成，利用可延展的
架構來進行儲存、處理、統計、分析與預測等特性。 

三.採用物聯網技術之特性 
符合結合各種感知裝置，透過網路通訊協定，實現互通互聯功
能，可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並創造各種應用服務模式之特性。 

附件-【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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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創新產品或服務基本技術特性 
項次 基本技術類別 基本技術特性 

一 資訊服務 四.採用AI人工智慧技術之特性 
符合讓電腦具備和人類類似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之類人類智
慧，透過演算發展包括推理、知識、規劃、學習、交流、感知
等能力之技術特性。 

五.採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之特性 
符合利用虛擬或實景畫面，透過電腦程式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
虛擬世界，提供使用者關於視覺等感官的模擬，讓使用者感覺
彷彿身歷其境，可以即時、沒有限制地觀察三維空間內事物之
技術特性。 

六.採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技術之特性 
符合透過影像的位置及角度精算並加上圖像分析技術，讓螢幕
上的虛擬世界能夠與現實世界場景進行結合與互動的技術特性。 

七.採用區塊鏈技術之特性 
符合透過去中心化方式，透過一致的規範與協議，以分散式結
點安全的進行網路數據的存儲、驗證、傳遞和記載資訊之技術
特性。 

附件-【經濟部創新產品或服務優先採購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