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序 英文 中文
1 3G network 第三代網路

2 4G network 第四代網路

3 access control 存取控制

4 addressing 定址

5 antivirus software 防毒軟體

6 application controls 應用控制

7 application proxy filtering 應用代理過濾

8 application server 應用程式伺服器

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10 attribute 屬性

11 authentication 身分認證

12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授權管理系統

13 authorization policies 授權政策

14 automated toll-collection systems 自動收費系統

15 autonomic computing 自主計算

16 bandwidth 頻寬

17 benchmarking 標竿

18 biometric authentication 生物辨識技術

19 blog 部落格

20 broadband 寬頻

21 bugs 程式錯誤

22 bullwhip effect 長鞭效應

23 bus topology 匯排流拓墣

24 business 企業

25 business intelligence 商業智慧

26 business model 商業模式

27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企業流程管理

28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企業流程再造

29 business process 企業流程

30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31 business to consumer B2C

32 client/server computing 主從式運算

33 c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有線電視網際網路連線

34 cable modem 纜線數據機

35 capacity planning 產能規劃

36 case-based reasoning 個案推理

37 cellular phone / mobile phone 行動電話

38 centralized system 集中式系統

39 Certificate Authority 憑證管理中心 (憑證認證中心)

40 change management 變革管理

41 CIO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資訊長

42 CKO (Chief Knowledge Officer) 知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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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hurn rate 流失率

44 class 類別

45 click fraud 點閱詐欺

46 client 客戶端

47 cloud computing 雲端計算

48 cloud infrastructure 雲端基礎建設

49 cloud platform 雲端平台

50 cloud software 雲端軟體

51 collaboration 協作

52 co-location 主機代管

53 compact disk read-only memory 唯讀記憶體光碟

54 competitive forces model 競爭力模型

55 computer crime 電腦犯罪

56 computer virus 電腦病毒

57 CAD(Computer-Aided Design) 電腦輔助設計

58 C2C (Consumer to Consumer) C2C (網路交易的方式，是指個人對個人的交易形

59 content provider 內容提供者

60 conversion 轉換

61 copyright 著作權

62 cost transparency 成本透明化

63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

64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ystem 決策支援系統

65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顧客關係管理

66 customization 客製化

67 data 資料

68 data dictionary 資料字典

69 data flow diagram 資料流程圖

70 data mart 資料市集

71 data mining 資料探勘

72 data warehouse 資料倉儲

73 data workers 資料工作者

74 database 資料庫

75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資料庫管理系統

76 database server 資料庫伺服器

77 data-driven 資料導向

78 debugging 除錯

79 demand planning 需求規劃

80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systems 數位資產管理系統

81 digital certificate 數位憑證

82 digital goods 數位商品

83 digital video discs 數位影音光碟

84 distributed processing 分散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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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omain name systems 網域名稱系統

86 domestic exporter 出口商

87 downstream 下游

88 dynamic pricing 動態定價

89 e-government 電子化政府

90 e-business 電子化企業

91 e-commerce 電子商務

92 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電子資料交換

93 e-mail 電子郵件

94 encryption 加密

95 end users 終端使用者

96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企業應用系統

97 ethernet topology 乙太拓墣

98 business ethics 企業倫理

99 expert system 專家系統

100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延伸式標記語言)

101 extranet 外部網路

102 feedback 回饋

103 field 欄位

104 firewall 防火牆

105 fuzzy logic 模糊邏輯

106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檔案傳輸協定

107 Gantt chart 甘特圖

108 genetic algorithms 基因演算法

109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資訊系統

110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111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112 hacker 駭客

113 hub 集線器

114 hybrid computing model 混合式運算模型

115 HTML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字標記語言

116 HTTP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超文字傳輸協定

117 inference engine 推理引擎

118 information 資訊

119 information asymmetry 資訊不對稱

120 information system 資訊系統

12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122 input 輸入

123 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財產

124 intelligent agents 智慧代理人

125 internet 網際網路

126 internet protocol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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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128 intranet 內部網路

129 just-in-time strategy 及時策略

130 key field 鍵值欄位

131 KM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識管理

132 knowledge workers 知識工作者

133 local-area network 區域網路

134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

135 magnetic disks 磁碟

136 MI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資訊管理系統

137 mass customization 大量客製化

138 metropolitan-area network 都會網路

139 microwave transmission 微波傳輸

140 mobile commerce 行動商務

141 multi-touch 多點觸控

142 neural network 類神經網路

143 normalization 正規化

144 object 物件

145 object-oriented DBMS 物件導向資料庫管理系統

146 offshoring 境外外包

147 on-demand computing 隨需運算

148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線上分析處理

149 operating system 作業系統

150 output 輸出

151 outsourcing 外包

152 packet filtering 封包過濾

153 packet switching 分封交換技術

154 patent right 專利權

155 P2P (peer-to-peer) P2P ("群對群技術"又稱"對等網際網路技術")

156 portal 入口網站

157 privacy 隱私權

158 programmer 程式設計師

159 project management 專案管理

160 query language 查詢語言

161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s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162 relational database 關聯式資料庫

163 ring topology 環狀拓墣

164 safe stock 安全存量

165 search engine 搜尋引擎

166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 (安全套接層, 網頁伺服器和瀏覽器之間以加

解密方式溝通的安全技術標準)

167 information security 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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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semi-structured decision 半結構化決策

169 server 伺服器

170 smart grid 智慧電網

171 spam 垃圾郵件

172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結構化查詢語言

173 spy software 間諜軟體

174 supply chain 供應鏈

175 switch 交換器

176 systems analysts 系統分析師

177 system development lifecycle 系統開發生命週期

178 tacit knowledge 內隱知識

179 telnet 遠端登入

180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全面品質管理

181 touch point 接觸點

182 transaction cost 交易成本

183 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交易處理系統

184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傳輸控制協定

185 Trojan horse 木馬程式

186 URL (Unified Resource Locator) 統一資源位址

187 valued web 價值網路

188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有網路

189 VR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

190 voice over IP IP語音傳輸

191 web browser 網站瀏覽器

192 web mining 網際探勘

193 web server 網站伺服器

194 wide-area network 廣域網路

195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無線感測器網路

196 workstation 工作站

197 WWW (World Wide Web) 全球資訊網

198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業資源規劃

199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軟體即服務 (SaaS)：消費者使用應用程式

200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務 (PaaS)：消費者使用主機操作應用程

式。

201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基礎架構即服務 (IaaS)：消費者使用「基礎運算

資源」，如處理能力、儲存空間、網路元件或中介

軟體。

202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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