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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售競拍事業是一個需要彈性及速度的產業，使用中信國際電訊CPC的
SmartCLOUD™雲端方案大幅降低企業投入IT與人力的成本，充分提高投資效益。」

領航開拓新市場
行將以SmartCLOUD™ 平台搶進中國有成

身為裕隆集團旗下一員，專門負責中古車事業的行將企業-

SAVE大聯盟，是由裕隆汽車、中華汽車、裕融企業、格上租車

等合資成立，藉由與日本中古車流通業者技術合作，專業經營

中古車競拍、認證及保修服務，讓台灣消費者能購買到物美價

廉的二手車。行將企業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均設有競拍中

心，各拍賣中心每週都會舉行兩次競拍活動，每月競拍場次可

達10場以上，堪稱是為台灣首屈一指之中古車競拍平台，交易

車輛已超過25萬輛。

引進中古車認證服務 創新買賣交易模式

為奠定公司在中古車競拍市場上的競爭力，行將企業多年來不

斷引進各項創新服務，包含車輛查定(檢測/認證)、POS電子競

拍系統等機制，對協助台灣中古車市場走向透明正向的交易環

境帶來很大助益。中古車認證服務的商品化，是奠定中古車產

業長久穩健發展的重要基礎，唯有讓消費者在購買中古車時有

更多保障，才能可加快車商手上車輛的流通速度，進而創造出

三贏的局面。行將企業總經理洪舜彥說：「POS電子競拍系

統，將台灣汽車拍賣機制推向數位化時代。有別於人工作業的

拍賣方式，POS電子競拍系統除能讓人為失誤的干擾降到最

低，也能讓拍賣效率翻倍，可在同樣時間內處理更多的待拍賣

車輛。」長期觀察中國中古車市場之後，行將企業發現穩健發

展的中國汽車市場二手車交易非常熱絡，但在市場上卻沒有一

個可靠而有規模的拍賣機制，在長時間的評估之下，決定在

2013年年底與杭州當地的康橋汽車合作，預計將以同樣的競拍

與認證保修等服務內容，進軍中國的中古車競拍市場。

中國市場幅員遼闊 行將引進企業首選SmartCLOUD™雲端服務

為掌握市場先機，行將企業杭州辦事處必須在兩個月內完成競

標平台的建置，只是POS電子競拍系統特殊的「即時出價競

拍」模式，車商可以到現場使用競拍場的智慧型裝置，或從遠

端登入的方式參與競標活動者，只要登入帳號、密碼後，即可

針對每項拍賣品進行出價，最多曾有200多人同時上線的記錄。

因此，對IT設備的硬體和品質要求相當嚴苛，中國當地網路環境

不是很穩定，很難讓競標系統達到快速、精準、公平的要求。

洪舜彥總經理指出：「初期我們想要以傳統方式在當地自建機

房，但是光是租辦公室、採購設備，就得花超過2個月以上時

間，加上建置、維護成本都很高，根本趕不上系統上線需求。

第二種方式，則是向中國IDC業者租賃機櫃空間，但仍然得面

臨採購設備與設定時間過長的問題，而且機櫃租賃成本非常

高，也不符合經濟效益。」

最後，透過中信國際電訊CPC的SmartCLOUD™ Compute雲

端解決方案，可以一次解決快速上線、人力管理，以及資安等

三大問題，該平台具有資源充足、彈性的特色，可以依照系統

需 求 快 速 分 配 資 源 。 此 外 ， 透 過 中 信 國 際 電 訊 C P C 的

TrueCONNECT™ MPLS VPN多協議標籤交換虛擬專用網路連

接，其服務在中國及亞洲擁有分佈綿密的POP點，並配備應用

程序分類，可將網路流量分成不同種類及資料分組處理，讓關

鍵應用運行暢順。因此，行將企業在台灣總部與中國各分部間

享有穩定、快速、安全的私有網路，沒有連線延遲的問題，讓

競拍場的所有資訊無時間差延，拍賣過程得以順利進行。

此外，SmartCLOUD™ Compute提供穩定且符合SLA服務標

準的雲端服務，不僅效能與穩定性兼具，也有完善工具能協助

資訊部同仁輕鬆管理外部雲端資源，對提升工作效率有很大幫

助。尤其SmartCLOUD™ Compute PA的管理平台，是以

VMware虛擬化技術為底層，對大多數管理人員來說，管理介

面不僅非常熟悉、亦能提供完整的報表功能，可隨時掌握雲端

應用服務的使用狀況。在資料備份方面，行將採用雙重保障，

不但利用SmartCLOUD™ Compute及在地備份服務，進行每

日定期資料備份，同時並透過TrueCONNECT™ MPLS VPN網

路，每月定期把最新的備份資料傳送回台灣總部保存，確保若

遇上任何情況，資料均可以儘快復原。此外，為有效阻絕駭客

入侵，SmartCLOUD™ Compute雲端平台還配備專屬的實體

UTM，配合二座SOC安全中心作7X24小時的監控，針對網路

封包進行詳細檢查，徹底杜絕惡意程式入侵。 

洪舜彥總經理認為要在1個多月內完成進軍中國市場的準備，並

準備要接受未來當地業者的強烈競爭，企業經營者應該要將資

訊管理交給專業的ICT服務供應商負責，本身則專注在掌握市場

變化，制訂出最佳行銷策略上。尤其汽車零售競拍事業是一個

需要彈性及速度的產業，使用雲端解決方案之後，可以大幅降

低企業在資訊環境建置的投入成本，也能相對減輕IT人員的負

擔，是企業佈局全球市場的最佳選擇。

複製成功經驗 行將擴大使用SmartCLOUD™

洪舜彥總經理認為行將企業雖然在中古車競標市場累積相當多

的經驗，也為台灣二手車業者帶來了新的商業模式，但因中國

市場的幅員相當廣大，若採用傳統設立據點方式切入市場，不

僅得耗費昂貴成本，時間上也無法跟上市場變化，因此利用中

信國際電訊CPC 的雲服務是最佳選擇。由於採用SmartCLOUD

™雲端服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在行將企業的長期規劃中，將

會持續透過SmartCLOUD™雲端服務開拓更多中國服務點，作

為奠定行將品牌在中國中古車市場的最佳伙伴。

中國市場幅員相當廣大，採用傳統設立機房據點方式很昂貴，時間上也無法跟上市場變化。行
將企業利用中信國際電訊CPC的SmartCLOUD™雲端服務成功開拓中國市場，未來將會持續以
此模式拓展至更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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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幅員相當廣大，若採用傳統設立據點方式切入市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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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國際電訊CPC的SmartCLOUD™解決方案，提供前所未有
的彈性和可擴展性，讓大小不同的企業都能以最短的時間和最
少的負擔，快速部署任何規模的服務。客戶可彈性配置關鍵的
IT資源來處理業務難題，包括中央處理器、記憶體及儲存配
置，並確保他們均經過高度安全的連結保護，以及維持數據的
完整性。SmartCLOUD™解決方案能與我們其他的產品和服
務互相融合，並配合中信國際電訊CPC高有效性的尖端互聯網
數據中心一起運作，幫助企業IT基建的延伸。

表現出眾靈活安全 專業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