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務挑戰
遠雄自由貿易港區原先使用的主機 x86 Server 面臨原廠停止服務，且維護
合約期滿，提升硬體維運風險。資料庫既有維護合約即將到期，有版本
升級需求，然而新購授權費用成本過高。必須沿用開源軟體架構，並符
合企業 ESG 規劃，未來又能方便擴增主機效能之需求。

轉型
遠雄自由貿易港區打造「全球物流運籌智慧化平台」，因應未來更多元
的業務發展及 ESG 規劃，導入具備高效能、高可靠、高密度、綠色運算
的 IBM LinuxONE，解決未來系統擴張的瓶頸。

業務成效：

90%

降低了 90％ 軟體授權費用

20%

耗電量節省了 20%

3倍

與原使用系統相比，平均速
度快了 3 倍

6ⅿ²

IBM LinuxONE III 只需使用
6ⅿ² 的機房空間

124%

截至 8 月業務績效已達成
全年目標的 124%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打造物流運籌智慧化平台，
開源綠色運算實現 ESG 願景

「 IBM 是我們未來業務成長的
重要夥伴，遠雄自貿港區與
IBM 的合作，是一加一等於
三！這次導入 IBM LinuxONE，
看重的就是 LinuxONE 系統
『高效、綠色、節省』的技
術與環境保護的特色。 」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公司董事長葉鈞耀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為全國首座境內關外之航空貨運園區兼自由貿易
港區，前身為遠翔空運倉儲，2003 年正式啟動「遠雄自由貿易港區」，
佔地 45 公頃。提供的服務包含加值園區、航空貨運站、國內外物流中心、
倉辦大樓及企業運籌中心，集五大功能於一身，為小而美、小而能的綜
合園區。
分享

全面佈建物流運籌智
慧化平台

加上必須採購沿用開源軟體架構、符
合企業 ESG 規劃，未來又能方便擴增
效能需求的綠色機器。因此，透過敦
陽科技的協助，遠雄自貿港區與 IBM
攜手合作，希望能解決業務的挑戰。

美中貿易戰推升台商回流，後疫情時代
讓宅經濟、跨境電商蓬勃發展。因應未
來空運物流的業務成長需求，遠雄航空
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遠雄自貿港
區」）除了積極興建園區，更攜手 IBM，
打造「全球物流運籌智慧化平台」，將
自動化、智慧化系統的主機遷移至具備
綠色運算的 IBM LinuxONE，在全球淨零
碳、碳中和的趨勢下，擁抱 ESG（環境、
社會和公司治理原則）浪潮。

導入航母級綠色主機
IBM LinuxONE
葉鈞耀表示：「遠雄公司當初選定與
IBM合作，看中的就是 IBM 在科技創新
領域上的口碑與名聲，IBM是我們未來
業務成長的重要夥伴，遠雄自貿港區與
IBM的合作，是一加一等於三！這次導
入IBM LinuxONE，看重的就是 LinuxONE
系統『高效、綠色、節省』的技術與環
境保護的特色。」

因此，遠雄自貿港區希望打造「全球物
流運籌智慧化平台」，以智慧化、自動
化、高效及省力四大面向，規劃一系列
的倉儲設備升級及倉儲硬體設施佈建計
畫，並推動園區智慧化升級及全面 E 化
作業升級，建立即時且準確的管理機制，
加強貨物的控管及人力的調控。預計整
體提高人員作業效率 10%以上、提升儲
棧進出效率 20%以上，促使服務流程再
升級，增加貨物周轉率。

「因應未來更多元的業務發展及 ESG
規劃、更大量的載運、資料與運算需
求，更要在 IT 基礎建設跟技術上超
前部署。」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公司董事長葉鈞耀

台灣IBM公司科技事業部總經理朱宥鑫
指出：「遠雄自貿港區是第一個在台灣
大規模部署 LinuxONE 的客戶，也是願意
與我們一起創新的客戶！IBM 科技事業
部有一個很強的生態系團隊，透過合作
夥伴敦陽科技，很榮幸能與遠雄自貿港
區攜手進行創新合作。」
葉鈞耀指出： 「今年實現雙位數的營收
成長，顯見物流智能化的優勢，迅速反
映市場需求。因應未來更多元的業務發
展及 ESG 規劃、更大量的載運、資料與
運算需求，更要在 IT 基礎建設跟技術上
超前部署。」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資
訊企劃室經理李訓祥表示，遠雄自貿港
區每天處理百萬交易量、數十萬貨物，
高度自動化源於精密的計算，約需要 6
台 x86 伺服器才有辦法完全支援，相當
於每個子系統都需要一台 x86 伺服器，
所以系統主機要能承載複雜的交易量。

未來園區建造完成後，倉儲貨量空間
將會多出 3 倍，系統與伺服器的效能
也必須增加至少 3 倍以上。
然而，遠雄自貿港區原先使用的主機
x86 Server 卻面臨原廠停止服務，且維
護合約期滿，提升硬體維運風險。其
次，資料庫既有維護合約即將到期，
有版本升級需求，但新購授權費用成
本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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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自貿港在台灣是非常創新的案例，
台灣 IBM 科技事業部技術總監趙文振回
憶一開始設計專案時，IBM 團隊參考內
部的全球貨運客戶案例，根據客戶擁抱
開源、綠色運算、未來效能擴充等需求，
推薦遠雄自貿港區採用航母級主機 IBM
LinuxONE。趙文振表示：「專案驗證時，
IBM 團隊打造實際的場景，讓原先需要
400 秒的大量查詢，縮短至不到 20 秒就
完成。」

趙文振剖析，遠雄自貿港區物流運籌智
慧化平台橫跨 6 個子系統，資料串連耗
費時間。且使用 x86 伺服器，只能做單
一平台的思考，無法做到大量資料運算，
即時得到資料回饋，未來隨著空間需求
增加，管理系統也將越來越複雜，需部
署機房空間及更多管理人力。他說：
「LinuxONE 可以解決這些業務挑戰！」
李訓祥說：「當初選用 IBM LinuxONE，
是因為一台 LinuxONE 就能抵過多台 x86
伺服器；更具備平行擴充的能力，可以
隨業績增加調整運算效能，解決未來系
統擴張的瓶頸；開源的綠色機器，是遠
雄自貿港區實現 ESG 的首選。」
朱宥鑫指出：「IBM LinuxONE 是一台航
母級的主機系統，以『以一頂百』的集
中式管理架構聞名，是企業採用綠色運
算時最好的選擇，可以提供客戶雙位數
以上的成本節省、節能減碳以及廠房空
間節約，具備其他系統望塵莫及的高效
能與經濟效益。」

IBM LinuxONE 特性

•

高可靠：智能 N+1 全冗餘體系架構，
單機就能做到高可用性，不因單一零
件損壞，導致系統當機。高效多工，
CPU 運算效能可高達 90%以上，仍維
持健步如飛、飛快如梭。LinuxONE 是
全球單機第一台具備 99.9999%的高可
靠性，能達到對外營運不中斷，免於
停機所造成的損失或商譽受損。

IBM LinuxONE 的高效能，來自於 IBM 研
發團隊強大的技術，例如協同合作技術，
能根據不同的工作負載運用不同的處理器
運算。趙文振強調：「IBM LinuxONE 可支
援遠雄自貿港區部署各式各樣的 IT 服務，
實際驗證可以部署至 8000 個虛機，有如
8000 台電腦同時運算，而 IBM LinuxONE
一台就能完成！」

•

高密度：以一頂百，一台 LinuxONE 就
能抵過多台 x86 伺服器。具備縱橫雙
向強大擴展能力，例如 LPAR 安全隔離
技術，一台機器最多可切割 85 個邏輯
分區，還能達到 100%同機精準級時間
同步。客製化的服務，讓原機就地升
級符合業務資源需求，完全不浪費既
有投資。

此外，面對淨零碳、碳中和的未來浪潮，
IBM LinuxONE 也能協助客戶實現 ESG 的願
景。IBM LinuxONE 又可稱為「綠色機器
（Green Machine）」，趙文振指出，在
某中國保險公司的應用案例中，LinuxONE
與 x86 相較之下，耗電量節省了 62%，佔
地面積節省了 86%。其次，資料庫或應用
程式整合至 LinuxONE 集中式管理架構，
有助於打造更環保的 IT 環境，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

根據全球研究數據顯示，LinuxONE 與 x86 的效
能比差距大於 9 倍。因此，IBM LinuxONE 可成
為遠雄自貿港區業務高速成長的強大後盾。
IBM LinuxONE 具備高效能、高可靠、高密度等
三大特性如下：
•

「當初選用 IBM LinuxONE，是因為一
台 LinuxONE 就能抵過多台 x86 伺服
器；更具備平行擴充的能力，可以隨
業績增加調整運算效能，解決未來系
統擴張的瓶頸；開源的綠色機器，是
遠雄自貿港區實現 ESG 的首選。」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公司資訊企劃室經理李訓祥

高效能：LinuxONE 擁有商用伺服器中最高
時脈 4.5GHz、4 級大緩存、超大 I/O 頻寬、
超高虛機性能。分別具備 I/O 的 CPU 及運算
能力的 CPU，讓運算 CPU 的效能更高，不
會影響主要的工作負載，帶來更好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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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導入 IBM LinuxONE，李訓祥表
示：「一開始軟體合適度的效能沒有
預期得好，不過，經過兩個團隊互相
研究、調整數據。最後整體營運的結
果，我們非常滿意！」

解決方案元件
‧ IBM® LinuxONE®III
‧ IBM® FlashSystem® 5010
‧ IBM SAN Switch®

IBM LinuxONE 讓遠雄自貿港區的總體
擁有成本降低，亦降低 90％軟體授權
費用；與原使用系統相比，平均速度
快 3 倍，耗電量也大幅減少，節省 20%
耗能；機房空間更只佔了 6ⅿ²，讓遠
雄自貿港區的營運更加靈活、敏捷、
高效率。擁抱開源創新科技的同時，
也透過節省能源，完善企業的 ESG 目
標，邁向自動化、智慧化轉型。

採取下一步行動
如欲瞭解有關 IBM LinuxONE 系列最新產品的
更多資訊，請聯絡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業務
合作夥伴，或造訪以下網站：
https://www.ibm.com/tw-zh/itinfrastructure/linuxone

聯繫 IBM 儲存業務代表：
+886 80 001 6888 按 1

郵件告訴我們您的需求：
https://ibm.biz/BdqM7d

訪問 IBM LinuxONE 官網：
https://www.ibm.com/tw-zh/itinfrastructure/linux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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