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人類總是想盡方法利用資訊科技提昇企業處

理效能，分散式系統即是這樣背景的產物，藉環環相扣的系統模式，

不論是網路的相關應用或檔案複製流程，結合許多不同處理單元完成

所賦予工作。因此，分散式系統是由一些分散在各地的處理單元所組

成，藉由結合彼此間的資源、運算能力及處理能力的優勢，以因應可

能產生的問題。然而，隨著網路時代不斷的進步，資訊處理量大幅增

加，分散式系統亦產生資源分配的瓶頸，另一種採用網路作為基礎技

術-網格計算(Grid Computing )-概念嘗試提出解決有效資源分配問

題。 
 
本研究主要在對網格計算如何解決證券業於尖峰交易負荷量所

產生資源不足與硬體調配問題之探討。網格概念的提出雖有 10 多年

歷史，基礎技術亦不斷在學術文獻中刊出與討論，但我國目前尚未出

現商業性應用商品，故其實際應用更值得探討評估。故本章文獻區分

兩部份，第一節先就現行證券交易內容與制度改革進行文獻探討，初

步了解證券交易內容與制度的運用如何影響資訊系統的流程，藉以做

為建構評估項目之依據；第二節為網格計算發展及其相關研究之文獻

分析，以了解現行網格計算發展狀況及瓶頸所在。 
 
第一節  證券交易制度 
 
壹、證券市場與交易方式 
 
一、證券市場商品種類部份： 
 

證券市場商品種類大致可分為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衍生性金融

商品及共同基金等四項。 
(一)貨幣市場：國庫券、商業本票、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

附條件交易、金融業拆款。 
(二)資本市場：普通股、特股、存託憑證、政府公債、金融債券、公

司債、資產證券化、外國債券。 
(三)衍生性金融商品：期貨、選擇權、認購(售)權證。 
(四)共同基金：貨幣型、股票型、債券型、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  

 
二、證券市場參與者部份 

 
在證券市場的運作過程中，除投資人外，尚有其它參與者如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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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監督角色的主管機關與交易市場管理機構，在發行市場與流通市

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證券經紀商、經紀商與自營商、提供資產管理業

務的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及信託業，辦理信用交易

業務的證券金融公司與負責證券集中保管業務的證券集中保管公

司，及針對發行公司或其發行證券進行信用評等機構[劉玉珍、李志

宏、周賓凰，2005；謝劍平、林傑宸，2005；曾國輝，2000]。整體

市場結構與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如附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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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台灣證券市場結構與參與者角色 

資料來源：謝劍平、林傑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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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人： 
    參與證券市場的投資人，大致可分為國內、外的自然(即個人投

資人)與法人。若依投資金額大小，自然人又分為一般散戶、中實戶、

大戶或公司大股東等。而法人主要有國內的證券自營商、證券投資信

託公司(共同基金)與外資法人等，合稱「三大法人」。由於投資人不

論法人或自然人均無法直接進入證券交易所進行買賣，必須委託證券

經紀商代為執行買賣，故投資人必須先與證券經紀商簽訂委託買賣證

券的契約，進行所謂「開戶」的動作，才能進行交易，故投資人在此

又可稱為委託人。 
 
(二)金融機構： 
    現行買賣證券，資金的移轉須透過金融機構進行資金的轉帳，故

金融機構提供證券市場資金移轉的媒介。投資人要在證券市場進行交

易，須先於證券經紀商所指定的銀行開立帳戶，以利未來交易進行時

價金的轉帳。 
 
(三)證券金融公司： 
    證券金融公司是從事信用交易的授信機構，對資金不足或缺乏證

券的投資人，給予資金或證券的融通，業務範圍包括證券融資1、融

券2及轉融資、轉融券3。 
 

參與融資融券的投資者，均須向其授信機構繳交一定數額的保證

金，故此種信用交易又可稱為保證金交易，融資融券的功能主要有下

列三種[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民 88]： 
1.活潑交易、刺激股市之繁榮。 
2.由於融資融券的相互運用以及保證金調整的運用，可以達到調節供

需平衡股價的目的。 
3.由於充分買賣所帶來的風險，此種風險的避免，除要作詳細的股價

分析之外，還要能因應股價變動情勢，及時轉手，以保持信用.交
易之機動性。 

                                                 
1
「融資」：指投資人購買證券時，手中資金不足，於是以部分自有資金做為保證金，其餘部份可

以向證券金融公司或已開辦信用交易之證券公司辦理資金之融通，買進之股票歸授信機構保

管，作為借款擔保品。 
 
2
「融券」：指投資人手中在無股票的情況下，向證券金融公司或已開辦信用交易之證券公司辦理

證券之融通，由投資人繳納規定之保證金後，取得一定數量之股票，先行在證券市場上賣出，

達到賣出證券的目的，而賣出所得到的價金則交由授信機構保管，作為融券之擔保。 
 
3
轉融資、轉融券：指證券金融公司對證券商所進行的轉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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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經紀商： 
    證券經紀商是投資人從事有價證券買賣的仲介者。目前證券經紀

商與客戶的關係，為一種行紀關係。所謂有價證券買賣的行紀，係指

證券商受委託人的委託，以自己的名義，為委託人的計算進行有價證

券的交易，因此取得報酬的營業[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民 88]，故證券經紀商主要的功能在於為投資人和證交所之間建

立一座溝通的橋樑，使投資人能藉由證券經紀商進入證交所交易，並

以賺取手續費為主要收入來源。 
 
(四)證交所： 
    證券交易所簡稱證交所，指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設置場所及設

備，以供給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目的之法人(證券交易法第十一

條)。而所謂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指證券交易所為提供有價證券

之競價買賣而開設之市場(證券交易法第十二條)。證交所是主要的證

券市場，以提供交易場所供投資人進行證券撮合交易。 
 
(五)櫃檯買賣中心： 

我國於民國八十三年七月規劃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簡稱櫃檯買賣中心或店頭市場(Over-the-Counter Market，
OTC Market)，負責有價證券店頭市場的交易，即提供上櫃股票及債

券店頭交易之場所。 
 
(六)集保公司： 
    我國為將已流通在外及每日交易之有價證券設置專責機構集中

保管，成立臺灣證券集中保管公司，簡稱集保公司。並於民國七十九

年初正式實施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制度，將證券交易市場中，關於

證券的結算、過戶、交割及保管等作業，以帳簿劃撥方式進行交易。

以減少證券買賣時點數股數及證券搬運的工作，防止偽造或瑕疵證券

的流通及證券商營業員盜賣股票。 
 
三、證券市場交易方式 

 
目前證券市場所採取的交易方式有營業員下單、網路下單、電話語

音下單、行動號子或傳真下單等不同的方式[鄧雁芬，1999]。 
 
(一)向營業員下單： 
1.手續費：没有折扣 
2.交易限制： 
 (1)交易尖時間內營業員電話不易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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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容易受外界干擾。 
 (3)電話往來容易產生口誤。 
 (4)必須在交易時間內下單。 
3.額外花費：無。 
4.下單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卅分。 
5.下單效率：無法掌握確實交易時點。 
6.交易私密性：無私密性。 
 
(二)傳真下單： 
1.手續費：没有折扣。 
2.交易限制： 
 (1)交易尖峰時間內傳真機不易接通。 
 (2)無法確認券商是否收到傳真。 
 (3)交易內容易受到傳品質影響而失誤。 
 (4)須有傳真機或使用附傳真軟體、數據機的電腦。 
 (5)缺乏時效性，易引起爭議。 
3.額外花費：無。 
4.下單時間：廿四時。 
5.下單效率：無法掌握確實交易時點。 
6.交易私密性：具私密性。 
 
(三)網路下單： 
1.手續費：有折扣 
2.交易限制： 
 (1)必須有電腦上網設備、支援軟體(瀏覽器)、電子郵件帳戶及開立

網路證券帳戶。 
 (2)不能當日沖銷。 
 (3)當日交易金額及交易數有限制一定額度。 
 (4)不能委託買賣全額交割股。 
3.額外花費：電話計費及網路費。 
4.下單時間：廿四時。 
5.下單效率： 
 (1)若在正常速度下連線，則下單成交快速。 
 (2)若傳輸發生斷訊或塞車現象，下單效率差。 
6.交易私密性：具有私密性。 
 
(四)電話語音下單： 
1.手續費：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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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限制： 
 (1)按鍵操作繁瑣。 
 (2)特別股代碼有英文字時須按數字轉換。 
 (3)没有畫面及人員應答，較無安全感。 
3.額外花費：電話費。 
4.下單時間：廿四時。 
5.下單效率：快速。 
6.交易私密性：具私密性。 
 
(五)行動號子： 
1.手續費：有折扣。 
2.交易限制： 
 (1)必須有行動電話或股票機配備。 
 (2)須在合作券商開立網路證券帳戶。 
 (3)須向行動電話業者申請交易無線下單服務。 
3.額外花費： 
 (1)股票機傳輸費。 
 (2)行動電話通話費。 
4.下單時間：廿四時。 
5.下單效率：快速。 
6.交易私密性：具私密性。 
 
貳、證券交易制度改革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 52 年 2 月 9 日成立，為非營利性的公司

組織型態。開業初期採取分盤競價、口頭唱報、配合專櫃申報方式，

自民國 61 年 9 月起，全部改採專櫃申報方式。復自 74 年 8 月初，開

始採用「電腦輔助交易」作業，人工交易大廳不復存在；82 年 5 月

起，分階段實施「電腦自動交易」作業，並於同年 11 月將全部上市

有價證券納入該系統作業。實施電腦交易作業後，臺灣證券交易所交

易撮合作業之處理能量增加，效率提高，拓展了證券市場的交易發展

空間。 
 
    臺灣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場每營業日交易時間為星期一至星

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30 分（委託下單時間為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

午 1 時 30 分），盤後定價交易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2 時

30 分。投資人買賣有價證券得親自至證券商營業處所提出買賣委託

書、或以電話或網路等下單方式，透過證券商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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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系統進行競價撮合交易，上市有價證券如有特殊情形者，其交易方

法得以議價、拍賣、標購或其他方式為之。 
 
    集中市場交易制度採集合競價來決定成交價格，盤中採取瞬間價

格穩定措施以避免股價波動過鉅，同時揭露最佳五檔買賣價量使交易

資訊更透明，最後於收市時採五分鐘集合競價之收盤，期使收盤價格

之決定更公平。 
 
證券商之設立，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及發給證

照，方得營業。證券商應與臺灣證券交易所簽訂使用市場契約， 並
繳存交割結算基金後，方得參加臺灣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場買賣。

 
臺灣證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市場為邁向國際化與自由化，及促進交

易制度更公平、效率、資訊更透明，自 91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撮合

取消兩檔限制採集合競價、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措施、收盤改採五分鐘

集合競價、揭露未成交的最高一檔買進及最低一檔賣出申報價格與張

數資訊等四項措施；另於 92 年實施揭露未成交的最高五檔買進及最

低五檔賣出申報價格與張數資訊。相關措施說明如下，彙整表如表

2-1。 
 

措施一：撮合取消兩檔限制採集合競價 
 
(一)舊制度 

開盤採集合競價，開盤後採連續競價，後者成交價依前盤買賣揭

示價格範圍內，以能滿足最大成交量的價格成交；僅有單邊買進(賣
出)揭示時，其範圍為買進(賣出)揭示價及向上(向下)延伸兩檔的範圍

內，以能滿足最大成交量的價格成交；沒有買進或賣出揭示價時，則

就最近一次成交價格上、下兩檔的範圍內，以能滿足最大成交量的價

格成交。 
 
(二)新制度 

調整後實施的新制度，盤中成交價格的決定，係採行取消兩檔限

制的集合競價，「集合競價」的價格決定原則為： 
1.當市漲跌幅範圍內，以滿足最大成交量的價格成交，高於決定價格

的買進委託與低於決定價格的賣出委託須全部滿足。 
2.等於決定價格的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至少一方須全部滿足。 
3.合乎前二項原則的價位有二個以上時，採接近最近一次成交價格的

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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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二、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措施 
 
(一)執行方式 

在開盤價格產生後，每盤撮合前依集合競價規則試算成交價格，

若超過最近一次成交價格上、下 3.5％時，即延緩該盤撮合 2 至 3 分

鐘，俾接收更多委託後，再予撮合，讓更多投資人共同決定合理價格，

撮合時將不再檢查成交價格是否超過波動限制。例如，當前次成交價

格為 54.00 元時，於撮合前試算的本次撮合決定成交價格為 56.00 元，

已超過最近一次成交價 54.00 元加 3.5％的 55.89 元，故延緩該盤撮合

2 至 3 分鐘，延緩期間將接受更多之委託參與價格決定後再予撮合；

另於撮合前試算本次撮合的決定成交價格為 51.00 元，已超過最近一

次成交價 54.00 元減 3.5％的 52.11 元，故延緩該盤撮合。 
 
(二)執行延緩撮合期間 
1.台灣證券交易所電腦仍繼續接受買賣申報的輸入、取消及改量作

業，同時對市場揭露延緩撮合的訊息，包括試算價格為趨漲或趨

跌、最近一筆成交價格、成交股數。 
2.遇此情形資訊公司將以新聞方式揭露，或透過證券商及用戶的電視

牆及單機，在價格揭示資訊上用註記方式揭露，提供投資大眾參考。 
 
(三)不執行本項措施之五種情況 
1.決定當市開盤價格 
有價證券的開盤價格係當市第一筆成交價格，一般自上午八時三十

分起證券商輸入委託，至上午九時決定開盤價格時，已累積三十分

鐘買賣委託，故不執行瞬間價格穩定措施，而直接依漲跌幅範圍

內，滿足最大成交量的價位成交。 
2.收市前十分鐘 
配合新制收盤改採五分鐘集合競價，即於收市前五分鐘暫停撮合，

並收集委託後，再依集合競價決定收盤價，為避免於收盤前執行瞬

間價格穩定措施致影響收盤時間與作業，造成證券商及投資人困

擾，爰規定收盤前十分鐘起不執行本項措施。 
3.開盤競價基準為一元(含)以下之證券 
開盤競價基準一般係指前一日收盤價格，但遇除息或不含現金增資

除權時，則為最接近除息除權參考價的檔位價，遇含有現金增資除

權時，則為未扣減現金增資權值之參考價的最接近檔位價。開盤競

價基準為 0.57 元，股價跳動一檔為 0.01 元，每當價格上升或下降

二檔，價格波動幅度即超過 3.5％，將出現動輒即需執行瞬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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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措施之情事，為避免影響撮合效率及方便投資人記憶，爰如是

規定。 
4.處置證券 
所謂「處置證券」係指有價證券因交易異常被台灣證券交易所處以

延長每盤撮合間隔時間，處置證券每盤撮合間隔時間一般延長為五

或十分鐘，較其他有價證券之撮合間隔時間為長，投資人已有較多

充裕時間來進行下單決策，故應無執行本項措施之必要。 
5.認購(售)權證 
因認購（售）權證有其商品特性，而其交易制度原本自成一格，包

括權證價格波動會即時反映標的證券之當市價格，二者之間具有連

動關係及價格發現功能，且其每日升降幅度並非如一般股票固定為

7%，係依標的證券之漲跌幅度為計算基礎，甚至可能為數倍；又

其買賣申報之揭示，以最優先之買賣價格及其數量為原則，不同於

一般股票之二檔限制買賣揭示價格方式；另其撮合原本一律為集合

競價方式，不同於一般股票自開盤後採取二檔限制之連續競價方

式，為符合該商品交易之特性，故明訂不予執行本項措施。 
 

措施三：收盤改採五分鐘集合競價 
 
(一)舊制度 

每日下午一時三十分以連續競價收盤，並以該盤之成交價作為收

盤價，若該盤未成交者，則以當日最後一次之成交價格作為收盤價；

若當日均無成交價者，則無收盤價。 
(二)新制度 

自下午一時二十五分起至下午一時三十分止暫停撮合，但電腦持

續接受買賣申報的輸入、改量及取消作業，直至下午一時三十分停止

上述委託作業，再依集合競價決定收盤價格並執行撮合，針對個股收

盤五分鐘集合競價結果，若無任何買賣申報得以成交時，則以當日最

後一次成交價格作為收盤價；若當日均無成交者，則無收盤價。 
 
措施四：揭露未成交買賣委託價量資訊 
 
(一)舊制度 

每盤撮合後，就當市最近一次成交價或當時買進或賣出揭示價延

續二檔範圍內，揭露該範圍未成交最高買進價格與最低賣出價格，若

揭示價格為漲停買進及跌停賣出時，並揭露其未成交申報張數。故單

獨揭示買進價格，表示同價位之賣出申報價格以下皆無申報數量，單

獨揭示賣出價格，表示同價位之買進申報價格以上皆無申報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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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制度 
自 91 年 7 月 1 日起，每盤撮合後，揭露未成交最高買進申報價

格及其張數、最低賣出申報價格及其張數，以提供投資人更充分的資

訊作為買賣決策參考。如成交價 56.00 元 185 張，買進 55.50 元 10 張，

賣出 56.00 元 7 張等資訊。 
 

另於 92 年起，每盤撮合後，揭露未成交最高五檔買進申報價格

與其張數，最低五檔賣出申報價格與其張數。例如：揭露買賣最佳五

檔價量情形，買進分別為 55.50 元 10 張、54.50 元 57 張、53.50 元 30
張、52.50 元 99 張、51.50 元 22 張，及僅餘賣出最佳四檔，分別是

56.00 元 7 張、56.50 元 25 張、57.00 元 36 張、57.50 元 94 張。 
 

表 2-1 證券交易新舊制度比較 
項目 舊制度 新制度 新制度優點

開盤後價

格決定方

式 

開盤後至收盤採連續競

價，即於揭示買進價與揭示

賣出價之範圍內，以能滿足

最大成交量之價格作為成

交價(即所謂「兩檔限制」)。

採集合競價，即每盤撮合皆

於當市漲跌停範圍內，以能

滿足最大成交量的價格作

為成交價。 

交易撮合更

公平，更有效

率 

盤中瞬間

價格穩定

措施 

無。 開盤價產生後，每盤試算成交

價格，若超過最近一次成交價

格上、下 3.5％時，即延緩該盤

撮合 2 至 3 分鐘後再予撮合，

同時揭露延緩撮合的訊息。 
但當市開盤成交價、收市前十

分鐘、開盤競價基準為一元

(含)以下之證券及處置證券均

不執行此項措施。 

避免股價波

動過鉅 

收盤價格

的決定方

式 

以連續競價收盤，並以收盤

時成交價作為當日收盤價。

收市前五分鐘暫停撮合，但

仍接受委託，並於收市時以

集合競價收盤。 

收盤價格決

定更公平 

揭露未成

交買賣委

託價量資

訊 

一般於每盤撮合後就當市最

近一次成交價或當時買進或

賣出揭示價延續二檔範圍

內，揭露該範圍內之最高買進

價與最低賣出價。揭示價格為

漲停買進或跌停賣出時，並揭

露其未成交張數。 

91 年 7 月 1 日起揭露未成交

之最高買進及最低賣出申

報價格與張數；另預計 92
年實施揭露未成交的最高

五檔買進及最低五檔賣出

申報價格與張數。 

交易資訊更

透明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 
 
第二節 分散式計算 
     

分散式系統(Distributed System)的概念與電腦網路的發展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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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在過去，傳統的計算主要以主機為主的中央電腦所執行，隨著

網路及電子商務的興起，打破以往提供資訊的方式[Bal, Steiner & 
Tanenbaum, 1989; Mulender, 1989]。分散式物件架構，伺服器和用戶

端之間並無區別，系統可以視為是由一組互動的物件所組成，這些物

件的所在位置則無關緊要。系統中的服務提供者和服務使用者之間也

無任何區別。分散式系統的特性如資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開放

性(Openness)、並行執行(Concurrency)、可延展性(Scalability)、容錯

性(Fault Tolerance)及透通性(Transparency)；但其缺點為系統複雜性

(Complexity)、安全性(Security)、可管理性(Manageability)及不可預測

性(Unpredictability) [索默斐爾，2004]。 
 
網格計算(Grid Computing)基本上是分散式系統的延伸，藉由高

速網路大規模整合的電腦系統，可按照使用者的需求提供資料處理功

能，或提供單台機器或一小群機器所無法提供的功能。網格計算從設

計開始即設定為高效能的動態形式，它能整合諸如人的資源、軟體的

資源、儲存資源、計算的資源、無線網路資源及設備儀器資源等。 
 
壹、傳統分散式計算架構 
    

傳統常見的分散式計算架構有多種類型，如主從式計算、叢集計

算、點對點計算等，主要都是藉由網際網路，將各種不同的電腦系統

和作業平台串連起來，並採用相同標準的技術和機制達到互通的目

的。 
 
一、主從式計算(Client-Server Model)： 

 
主從式計算的簡單定義是：「一個伺服端軟體接受來自客戶端軟

體對資料或服務的請求，並且將結果回傳給客戶端」，優點是為最簡

單最典型的分散式計算模式，具有方便應用和容易建構的優點，但缺

點是適應性(Adaptive)低、可用性(Availability)低、擴充性(Scalability)
低和產出率(Throughput)低等，僅適合用於小型的應用範圍之下。 
 
二、叢集計算(Cluster Computing) 

 
Greg Pfister 對叢集式計算的定義是：「一種平行或分散式系統的

形式，由一群由高速網路相互連結的電腦組成，可被看成是一個單一

的電腦資源使用」，優點是容易建造、具有高效能、高可用率、具擴

充性和不昂貴等優點，但缺點是叢集式計算主要以區網為主，對於資

源管理的彈性不高，無法進行大量的擴充等，因具有穩定的計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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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常被用於一般中大型的科學和商業的用途[Tsai, et al., 2000]。 
 
三、點對點計算(Peer-to-Peer Computing) 

 
Merriam-Webster 對點對點計算的定義是：「每個端點(peer)都與

其它的端點地位相同，基於這種由多個地位相同的端點所執行的計算

即為點對點計算，這種計算的目標是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這種計

算模式的優點是擴充非常容易，成本低廉等，但是由於每個端點都是

屬於獨立的個體，因此資源非常不易管理，不能提供穩定的計算能

力，因此實際上能應用的範圍會受到限制。 
 
    總言之，上述技術並不能滿足虛擬組織(Virtual Organization，VO) 
所需，共享的協議相對地靜態與限制在單一組織之下，沒有提供一套

整合性的方法，協調多個不同地方的資源共同合作，也有一些新興的

分散式計算公司，試圖以國際性規模來利用閒置的資源，但是迄今還

是只能以高度集中控管的方式存取那些資源。亦即，這些技術不是不

能配合資源型式的種類，就是不能提供彈性與建立虛擬組織所需要的

共享關係的控制[蕭智遠，2004]。 
 
貳、網格計算 
 
一、網格發展與組織 
     

網格 (Grid)[Foster, 1999]概念係由電力網格 (Power Grid)而來

[Mitchel, 2002]，表示由網絡結合(電力)格點上的各式資源而成。其觀

念及技術初始主要為遠距的科學合作，諸如影像的共享、分散式資料

分析及遠距電腦的結合等 [Catlett, 1992; Foster, 2002; Foster & 
Kesselman, 1999]，主要精神為透過虛擬組織所實現的分散資源之統

合與有效利用，並達到下列功能： 
1.實質及有效地增進國際間分工合作與資源整合，共同處理從基本粒

子物理、生物學上之基因體與蛋白質體、乃至宇宙起源等更大尺度

問題。 
2.突破空間障礙，建立彼此可共享資訊、資源、應用工具與知識的虛

擬組織(Virtual Organization)，透過虛擬組織則可彈性的形成各種議

題取向的合作機制。 
3.有效管理分散於各機構之異質(Heterogeneous)資源，促進資源分享

與利用。 
4.整合網際網路上的各式計算資源，彙整為遠超過單一計算系統甚至

單一機構所能提供的計算能力，有助於科學家們處理更大尺度、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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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度更高的問題。 
5.建構安全穩定的資料儲存、管理與共享機制。[林誠謙等，2003] 
 
    1996 年美國能源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太空總署、IBM、Microsoft、Cisco 等組織為了發展並

推廣分散式運算，聯合成立了 Globus Organization。該組織從事 Grid 
Computing 相關技術之研發、提供開發者測試環境、研製軟體發展工

具(Toolkit)供開發者下載、甚至提供 Grid 相關應用程式。其中最為人

矚目的便是 Globus Toolkit。這個軟體工具是以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方式在網路上發展與配送，供用戶開發網格計算 (Grid 
Computing)之應用程式。目前可以運行的平台包括 Linux、IBM AIX、

Sun Solaris 及 SGI IRIX，不過實際應用上還是以在 Linux 上運行為主。 
 
     網格計算(Grid Computing)發展至今，一些大廠商如 IBM、Sun 
Microsystems、Intel、HP 等及部份較小公司如 Platform Computing、
Avaki、Entropia 等均將 Grid Computing 列為下一代領導產品，並將

重點集中在商業應用而非僅學術研究。 
 

網格計算組織及角色依其功能可區分四大部份 [Joseph, J., 
Fellenstein, C., 2003]如附圖 2-2： 
1.發展網格標準及實務方針之組織 
2.發展網格計算工具套件、框架(frameworks)及中介軟體之組織。 
3.以網格為基礎解決計算、資料及網路需求的組織 
4.採用網格觀念到商業產品應用的組織。 
 
               Grid Users 

             (NSF, TerraGrid) 
Corporate Toolkits and Users 

(IBM, Avaki/Sun, HP, MS, Platform…)  
 

Tool Kits and middleware solution providers 
       (Globus, OGSI, NET, NMI) 

Custom Middleware 
 (Sun Grid Engine…….) 

 
 
 

                    Standards Organizations 
                    (GGF, IETF, DMTF, W3C, OASIS) 
        CIM, WSDL, SOAP, NET, OGSA, OGSI, URI, HTTP, J2EE, CORBA

 
 
 

圖 2-2 網格計算組織基本分類  
資料來源：Joseph, J., Fellenstein, C., [2003] 

 
 
 
1.發展網格標準及實務方針之組織 
 

這些組織主要為科學及產業界定義網格標準程序及實務指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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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其中最有名的為 GGF(Global Grid Forum)。其它與 GGF 緊密合作

的 尚 有 OASIS(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IETF(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DMTF(the Distributed Management 
Task Force)。不過除 GGF 主要以網格計算為發展領域外，前述合作

組織的研究還含蓋更廣大範圍，如網路、資源、企業及網際網路標準。 
 

GGF 基本目標為： 
˙創造開放性的規格。 
˙創造網格規格、架構文件及實務導方針。 
˙管理及版本管控。 
˙處理智慧財產政策。 
˙提供一個資訊交換及合作的論譠。 
˙改進網格研究、網格框架建立、網格部署、網格使用者等參與者的

合作。 
˙從實務經驗創造最佳導引。 
˙提供高階網格技術教育及經驗分享。 
 

至今日，GGF 中能吸引網格社群討論的最主要活動之一就是以

定義開放標準網路服務架構為基礎的「開放網格服務架構(Open Grid 
Services Architecture)」。 
 
2.發展網格計算工具套件、框架(Frameworks)及中介軟體之組織。 
 
(1)Globus 
 

網格的採用必需有適當的架構、安全機制、服務項目及可攜性。

在 1990 年代早、中期，即有大批研究機構在作有關分散計算的研究。

而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即在使分散式運算能像一個大型電腦

一樣。如 IEEE/ACM 1995 年聖地牙哥(San Diego)超級電腦研討會上

由 Ian Foast 將 17 部高檔(High-end)電腦以網路連接，創造成一個超級

〝後設電腦〞(Meta-computer)，主要在示範讓所有計算資源能一起作

業。前述的示範成功，使得美國政府於 1996 年以專案方式成立基金，

準備開發分散式計算的基礎工具，並由 Ian Foast 及南加州大學 Carl 
Kesselman 領導研究專案，此專案訂名為〝Globus〞。 

 
Globus 專案主要致力於網格計算基本架構及架構中如何在實務

運作中所作的軟體設定。其最新發表架構為 Globus GT3，提供軟體

在網格層級架構中低階服務層至高階服務層的服務。高階服務層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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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監控、管理、安全、資料管理及存取有關，而低階服務層

級則提供至高層級服務的框架，詳如附圖 2-3。 
 

Globus High-Level Service 
GRAM, MDS 

 
  GSI 

WS-Security OGSI Web Service 

Globus GT3 Core 

 
 
 
 
 
 
 
 圖 2-3  Globus GT3 架構 

資料來源：Joseph, J., Fellenstein, C., [ 2003]  
 
(2)Legion 
 

Legion 是由 Virginia 大學所主導，以物件導向為基礎的後設系

統(Metasystems)中介軟體專案。所以，Legion 以提供處理器、資料

系統、檔案系統等物件標準來提昇分散式系統軟體設計準則為目標。

在應用上為使使用者能廣範用到可能的資源，Legion 提供一個使用

者控制命名系統名為本文空間(Context Space)，讓使用者在分散式系

統中能簡單的創造及使用物件。Legion 系統的架構如圖 2-4。 
 
 
 
 
 
 
 
 
 
 
 
 

Legion 
 File 
System 

Resource 
Management 
Service 

Context 
Space 
Directory 
Service 

Legion Object Management services(Core Object) 

Infrastructure 

 
…………… 

Legion Library(method invoc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圖 2-4  Legion 應用架構 
資料來源：Joseph, J., Fellenstein, C., [2003] 

 
(3)Condor and Condor-G 
 

Condor 由美國威斯康新麥迪遜大學所主導，一種能管制閒置設

備能量的工具，非常適合於高產出計算。所以也可視為計算密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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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負載管理系統。此外，Condor 也與 Globus 結合提供一個名為

Condor-G 的工作管理元件，讓 Condor 使用者也能透過 Globus 
Toolkit 執行遠端機器工作。 
 
(4)Nimrod 
 
    Nimrod 由澳洲莫納許大學主導，已應用於空氣污染研究、生態

研究、電腦輔助設計數位模擬、量子化學研究、企業流程模擬及醫學

保健研究方面。此專案為一個參數模型工具(Parametric Modeling 
Tool)，管理各獨立實驗的排程，並分享網路內閒置的電腦資源，提供

實驗工作的公式化、執行、監督等功能，並與眾多獨立實驗結果相比

對。 
 
(5)UNICORE(Uniform Interface to Computer Resource) 
 

UNICORE 專案由德國教育與研究部 (Germ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所贊助。主要目標包含易接受式使用介面設

計、抽象作業的開放性架構、一致的安全架構及對現有程式工具(如
Java, Web)的利用等。 

 
(6)NMI(NSF Middleware Initiative) 

 
NMI 由美國國科會所創設，主要在協助科學家及研究者利用網

際網路有效的分享彼此之工具、實驗室及資料，或彼此間的合作。其

中中介軟體是一軟體，透過網際網路或區域網路用以連接兩兩分離的

應用，並提供終端使用者一致、安全及隱私的資源分享。 
 
3.以網格為基礎解決計算、資料及網路需求的組織 
 
    這些是網格計算的實際使用者，他們從資源分享及虛擬組織中實

際應用，所用專案通常出現在科學領域，常見的組織如下：美國能源

部 的 科 學 網 格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Science 
Grid(DOE) 、 歐 洲 聯 盟 網 格 專 案 (European Union: EUROGRID 
Project)、歐洲聯盟資料網格專案(European Union: Data Grid Project)、
NSF 首先發表的兆網格 (TeraGrid)、NASA 資訊能力網格 (NASA 
Information Power Grid)等。 
 
4.採用網格觀念到商業產品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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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計算近幾年的發展已有大量投入商業應用的研究，計算的資

源包含群集計算(Cluster)、伺服器、刀鋒伺服器(Blade)、作業系統應

用等。主要的核心觀念如 IBM 的及時服務(On Demand Solution)、HP
的計算及資料中心 (Utility Computing and Data Center) 、 Sun 
Microsystems N1 技術及 Microsoft 的「Net」策略。 
 
二、網格計算定義 
 
    網格觀念及技術是第一個被發展可在廣泛科學合作中能分享資

源[Catlett, 1992; Foster, 2002; Foster, 1999; Johnston, 1999; Stevens, 
1997]其試圖要在高效率(High Performance)、群集(Cluster)、點對點

(Peer-to-Peer)及網路計算(Internet Computing)領域中以一種定義來完

成所有工作。目前常見的網格計算定義如下[Abbas, A., 2004]： 
1. 一個硬體和軟體的架構，其提供可靠、一致、普遍和價格低廉的

特性至高階的計算能力。至今日，已逐漸發展為在異質虛擬組織

(Heterogeneous Virtual Organization)資源分享的架構[Foster, 1999]。 
2. 在動態的個體、機構及各項資源中有彈性、安全及協調的分享資

源[Foster , I., Kesselman , C., Tuecke, S., 2001]。 
3. 在各工作站中以一種透明的、安全的及協調性的分享資源及合作。 
4. 為了解決共同問題使得虛擬、合作的組織在開放異質伺服器環境

中能分享應用工具及資料。 
5. 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區域，為解決很多大問題及負載，而能聚集大

量計算資源使得所有伺服器及資源好像在單一工作站上的能力。 
6. 透過網際網路的聯結，以及適當的作業系統與軟體協助，將分散

各地的電腦資源加以串聯。這些資源包括了計算設備、儲存設備

(Storage)以及各式各樣的輸出入裝置。當你將個人電腦開機，或啟

動其他可上網的設備時，串聯網路中的電腦群將會尋找到閒置的

電腦，進行相關資料處理與運算，使用的不只是自己電腦上的資

源，還可取得威力更強大的虛擬電腦資源，包括分布於整個網際

網路的運算能力、儲存空間、應用程式、資料、輸出入設備（I/O 
device）等等，涵蓋整個網際網路中的各個節點所能提供的資源。

亦即，網格運算可以算是一部我們可以隨時隨地使用的虛擬超級

大電腦[行政院國科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國高中心)、台灣 IBM 公

司，2002]。 
 

綜整以上資料，Globus 以多年的研究實務，提出較具廣度的網格

計算定義：即能夠使虛擬組織在追求共同目標時，以一種非集中位

置、集中控制及存在信任關係，分享在地理上為分佈資源的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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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格計算模式 
 
    在一個封閉環境中使資源一致的使用已是重要問題，而要跨越地

理及組織疆界就更複雜了。從時間的觀點來看共享的關係是相當動態

的，在每段不同的期間之內，眾多使用者或組織對資源的使用、權限

和存取方式都不盡然會相同，這種動態改變的環境與虛擬組織的概念

將會成為現代化計算的基本考量，能促使個人、組織甚至是國家，可

以在一定的控制之下，以協同合作的方式，達成一個共同的目標。跨

越地理及組織疆界分享資源主要關键問題如下： 
1. 身份認證 
2. 權限及政策制定 
3. 可用資源位置 
4. 可用資源特性 
5. 可用資源分配 
6. 可用資源管理 
7. 可用資源使用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 
8. 安全 
 
    而克服上述問題，對於資源的擁有者及使用者在安全及政策上必

須定義其協定及機制。綜整 Foster, Kesselman, & Tuecke[2001],  
Ahmar[2004]學者所述，網格計算架構模式如圖 2-5，圖中左方為網格

協定架構，右方為對映的網際網路協定架構： 
 
1.結構層(Fabric Layer)： 
 
    結構層定義分享的實體(如網路、資料庫、計算資源等)或邏輯上

(如分散的檔案系統、軟體應用等)資源。有兩個基本的功能視為作網

格計算的準則，其一為提供查詢機制，其二為提供合宜的資源管理能

力。 
 
2.結合層(Connectivity Layer)： 
 
    結合層定義特定網格服務的核心通訊及認證協定。通訊協定包含

傳送(Transport)、路徑(Routing)、名稱(Naming)及支援與結構層的資

料交換。認證協定建構在網路通訊服務之上，以保證資料交換之安全

認證。 
 
3.資源層(Resource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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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層由網路層所定義的通訊及安全協定去控制安全協調、啟

動、監控、衡量及在使用個別資源時的支付約定。資源層有兩個主要

協定，一是資訊協定 (Information Protocol)，另一為管理協定

(Management Protocol)。     
 
4.集合層(Collective Layer)： 
 
    資源層主要針對個別資源的管理，而集合層則對全球資源的管理

與集合資源間的互動。在網格計算系統中常見的集合服務如下： 
(1)查詢服務(Discovery Services)： 
  使得虛擬組織上成員能查詢到虛擬組織的資源是否存在或其特性。 
(2)共同分配服務： 
  允許虛擬組織成員對處理的工作在某一特定時間提出資源的分配

或安排適當的資源。 
(3)監控及診斷服務： 
  這個服務提供虛擬組織資源失敗復原能力、監控網路及設備服務及

就事件記錄(Logging)與入侵之診斷服務。 
(4)資料複製服務： 
  支援虛擬組織儲存資源的管理。 
(5)程式網格能力系統(Grid-Enabled Programming Systems)： 
  此系統能使相似程式均能在不同網格計算網路中利用網格計算環

境。 
(6)工作量管理系統： 
  提供多重步驟、非同步、多重單元的工作量管理。 
(7)軟體查詢系統： 
  提供可用在網格環境中尋找及查詢最佳軟體執行的機制。 
(8)社區授權伺服器(Community Authorization Servers)： 
  這些伺服器藉由強制社區利用政策及提供不同存取的能力以控制

資源的存取。 
(9) 社 區 帳 目 及 支 付 服 務 (Community Accounting and Payment 

Services)： 
  提供資源使用計價的機制。 
 
5.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 
 
    應用層為屬於使用者定義的網格應用。此應用可直接使用到資源

或透過集合層服務介面(API, Application Provider Interface)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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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在網格架構中，每一層均提供一組服務介面 (APIs,  
Application Provider Interface) 及軟體發展工具 (SDKs, Software 
Developer Kits)。 
 

 

 

 

 

ApplicationCollective Service Protocols 

              Collective Services

      Collective Service APIs and SDKs

Language/Frameworks

                       Application 
 
 
 
 
 
 

                       Resource APIs and SDKs 
 Resource Service Protocols 

                         Resource Services
 Transport Connectivity Protocols 
     Connectivity APIs 

Internet  
Local Access APIs and Protocols 

 
                       Fabric Layer Link  

 
圖 2-5 網格計算架構模式 
資料來源：Abbas, A.(2004) 

 
 
 
四、開放網格服務架構(Open Grid Services Architecture) 
 

開放網格服務架構(OGSA)[Foster, 2002]是一種以服務為基礎的

架構(service-based architecture)，它由全球網格論壇(Global Grid Forum, 
GGF)和美國阿岡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ANL)的 Globus 
計畫負責發展和維護。Curbera(2002)認為 OGSA 是網格服務有系統的

陳述，可視為網路服務的一部份，其使用標準的網路服務定義及協

定。網格服務所應具有的功能，它是網路服務(Web Services)和網格技

術(Grid Technology)融合之後的產物，也是一種公開的來源與架構，

主要是用來作為商業上的應用，而在此所指的服務所涵蓋的範圍非常

廣泛，包含各種計算資源、儲存資源、網路、程式等。 
 

    在 OGSA 中，只著重於對廣泛用途的核心基本服務作規範，也

就是定義網格服務應該有什麼功能(what to do)，如系統管理與自動化

(system Management and Automation)、負載與效能管理(Workload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安 全 性 (Security) 、 有 效 服 務 管 理

(Availability Service Management)、邏輯資源管理(Logical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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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群集服務(Clustering Services)、連結管理(Connectivity 
Management)、實體資源管理(Physical Resource Management)等管理上

的功能。OGSA 架構是一個層級架構，每一層級均分別有清楚的功

能，如附圖 2-6。 
 
 

Host Env. & Protocol Binding 

Open Grid Service Infrastructure 
   (OGSI) 

OGSA Platform Services 
(CMM, Services Domain, Policy, Security, Logging, Metering 
/Accounting) 

More specialized and domain-specific services      
 
 
 
 
 
 
 

Hosting Environment Protocol  
 
 圖 2-6 OGSA 平台架構 

資料來源：Joseph, J., Fellenstein, C., [2003]  
 
 
五、開放網格服務規格(Open Grid Services Infrastructure) 
 

開放網格服務規格(Open Grid Services Infrastructure, OGSI)遵循

在 OGSA 所規範出來的功能，具體定義如何(How to do)建立網格服

務，包含服務之間資訊的創造、管理和交換，為網格服務的介面和行

為制定出詳細的技術規格書，可以用於達成服務與服務之間的相互運

作(Interoperability)，和服務與客戶端程武之間的互動(Interacts)。 
 
OGSI 可以算是 OGSA 的基本單位，其以網路服務標準為基礎，

除了擴充原有的網路服務描述語言(WSDL)之外，同時也擴展一些網

格應該具有的 XML Schema 的定義，用以達成下列的目標：(1)提供

具有狀態性的網路服務，(2)擴充原有網路服務的介面，(3)非同步狀

態改變的通知(Notification)，(4)作為服務實體(Service Instance)的參考

依據，(5)提供服務實體的集合，(6)透過服務狀態資料，擴充在 XML 
Schema definition 上能力的限制。至於其它更詳細的規格資料內容可

在 OGSI 規格書中找到[蕭智遠，2004]。 
 
而 OGSA、OGSI、GT3 三者發展關係，OGSA 尤如建築師所畫

的建案，著重在定義層面，OGSI 則如工程師對建案所做的詳細藍圖，

著重在規格的制定，最後則交由工人按圖去執行建築工作(G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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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格類型 
 
(一)概念類型： 
     

Keith Jeffery(1999) 將網格分成三個不同概念層次，左邊由下而

上的直線代表資料所表達的意函由少變多，右邊由上往下的直線則代

表控制活動層級由高至低(如圖 2-7)。 
 
 

知識網格 
(knowledge Grid)

 
 
 

資訊網格 
(Information Grid)

 
 
 

資料/計算網格 
(Data/Computing Grid)  

 
 
 

圖 2-7 三種網格概念層次 
資料來源：[Keith G. Jeffery, 1999] 

 
 
 
(1)資料/計算網格： 
    第一層用以提供從安全和受到審核的途徑中提供原始的計算能

力、高速頻寬網路與資料儲存場所，多樣化的資源可看成是單一的〝後

設電腦〞(Metacomputer)或是虛擬電腦(Virtual Computer)，因此，計

算資源可以在此接受配置、排程與執行的任務，資料也可以在處理中

的資源之間相互傳遞。 
 
(2)資訊網格 

第二層是以同質性方式存取分散且又異質性的資訊，資訊的表

達、儲存、取用、共享和維護皆採用相同的協議，使用協調後的資料

與應用程式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包含智慧型搜尋 (Intelligent 
Search)、工作流程(Workflow)、視覺化(Visualization)、元資料存取

(Metadata Accessing)、資料管理(Data Management)等工具，目前的

Web 和其它中介軟體(Middleware)皆可歸屬於這一層。 
 
(3)知識網格： 

第三層則是使用以知識為基礎的方法和技術，用來解決較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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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並可依需求的形式找出合適的流程來提供解答，包括資料探

勘(Datamining)、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科學模擬(Simulation)、
本體論(Ontology)、智慧型入口網站(Intelligent Portals)等，支援知識

的獲得、使用、萃取、散佈與維護。 
 
(二)應用的類型：[Foster, 1998] 

 
Ian Foster 將網格分成五種不同的應用類型，分散式超級計算、

高產出計算、隨需計算、資料密集計算及協同計算[蕭智遠，2004]。 
 

第三節 網格計算應用 

網格運算的概念，是網際網路的自然延伸。網際網路讓溝通虛擬

化了；任何人、任何裝置，不管身在何處或者是採用何種途徑，都可

以連結上其他的人與裝置。這樣的結果導致各種創新的功能快速出

現，比如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對等網路(Peer-to-Peer)應用-包括

KazaA 這類的檔案共享系統，以及 SETI@home、FightAIDS@home
與「天花研究網格」等簡單的分散式運算架構。對研發網格而言，目

標是把運算及資訊虛擬化，以便任何人或裝置都能提供軟體服務給其

他人或裝置。另外，同樣重要的一點，讓使用端能夠安全可靠地取得

此類的各式服務。 

國際上重要的網格計劃諸如︰ 

一、生物醫學資訊學研究網：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贊助，為生物醫學數據的整合與分析。 

 
二、能源部科學網格： 

美國能源部科學局贊助，連結能源部科學實驗室的各項資源與應

用程式。 
 
三、地球系統網格： 

美國能源部科學局贊助，分析大型的氣候模型數據組。 
 
四、歐洲太陽觀測站網格： 

歐盟贊助，整合歐洲各太陽資料中心的研究。 
 
五、歐盟數據網格： 

歐盟贊助，發展高能物理學、環境科學及生物資訊學等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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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格實驗室： 

歐盟贊助，發展網格科技及應用程式。 
 
七、網格物理學網路：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為大規模物理實驗的資料分析。 
 
八、資訊力網格： 

美國航太總署，支援航太科學研究。 
 
九、我的網格： 

英國電子科學計畫，做為生物資訊學應用的工作台。 
 
十、國家核熔合網格： 

美國能源部科學局贊助，支援核熔合研究運算。 
 
十一、國家研究網格策進會方案： 

日本教育部贊助，支援日本國家研究網格計畫。 
 
十二、國家虛擬觀測站：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整合與分析天文資料。 
 
十三、地震工程模擬網路：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援地震工程研究。 
 
十四、粒子物理學數據網格： 

美國能源部科學局贊助，支援高能物理與核子物理實驗的數據

分析。 
 
十五、生物網格： 

新加坡政府贊助，支援生物資訊學研究。 
 
十六、萬億網格：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為連結四大科學資源中  
      心的高速基礎建設。 
 
十七、世界網格： 

美國能源部與國家科學基金會及歐盟贊助，提供全球基礎建設

給擁有大量數據的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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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台灣的「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配合推動六年國發計畫的

基礎建設，提出「高品質學術研究網路」與「台灣知識網格」

建置計畫。國網中心初期推動的旗艦型網格應用計畫包括長期

生態觀測網格（福山植物園）、慢性病與氣喘網格、超級視頻

網格、洪水預報與防洪減災網格等。 

理論上，網格計算除了商業應用在資源的分享外，也可應用在更

專門的領域。例如醫學領域裡，如果醫師能存取遠端的電腦與資料

庫，就能把 X 光片拿來與其他上百萬病患做比較，或能因此提早發

現惡疾（如一方面專家，與另一方的醫師與病人，便能透過國家級的

數位疾病影像資料庫進行諮詢、分析與交叉比對）。另外，生化學家

也能藉由網格系統，把篩選一萬種藥物的時間，從一年縮減為一小

時；土木工程師只要數分鐘就能完成抗震橋樑設計的測試，而不必再

耗上數個月。但很顯然，網格的應用上目前普遍存在於大型學術研究

機構或國家層級研究，商業應用案例極少被提及，在台灣應用案例更

僅限於國家高速電腦中心的研究及對學術單位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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