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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雲端應用推廣講座 (共四講)
第⼀講

1. 雲端運算介紹
2. 雲端運算模型介紹
3. 物流及運輸業的特質及對雲端服務的需要
4. 雲端運算為物流及運輸業帶來的好處及例子

第二講
1. 物流及運輸業的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好處
2.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考慮因素及技術挑戰

第三講
1. 如何選擇不同的雲端方案及雲端方案比較
2.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因素及注意事項

第四講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2. 行業雲端方案介紹

上講提要

1. 重溫第三講的重點
2. 簡介了移動雲
3. 再用另⼀表達方式歸納了雲端設置模式的比較
4. 談及了不同的雲端方案需注意的事項
5. 亦分析了業界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因素



物流業雲端應用推廣講座 (共四講)

第四講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2. 雲端方案介紹
� IaaS
� PaaS
� SaaS

3. 價格例子
4. 實施雲端項目之工序清單
5. 總結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i)

http://www.hkcs.org.hk/ccsss/chinese/cases_video.html
http://www.hkcs.org.hk/ccsss/chinese/cases.html



a) 香港機場管理局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ii)

a) 香港機場管理局
•雲端移動設備管理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on the Cloud
•移動應用程式下載
•移動設備的內容更新
•成功要素

1. 逐步實施
2. 考慮管理要點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iii)



b) 香港空運貨站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iv)

b) 香港空運貨站
•雲端開發及測試環境
•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Environment on Cloud
•大大縮短環境建立的時間
•由 6 至 7 星期縮短至半天

•成功要素
1. 選擇非敏感數據放在雲上
2. 提供足夠的網絡帶寬
3. 做好契約上和技術上的安排

，以備未來需要轉用其他
服務供應商。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v)



c) 雅瑪多國際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vi)

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1. 物流及運輸業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 (vii)



雲端業界的分享

2. 雲端方案介紹 (i) – IaaS



2. 雲端方案介紹 (ii) – IaaS

2. 雲端方案介紹 (iii) – IaaS



http://beta.appinventor.mit.edu/

2. 雲端方案介紹 (iv) – PaaS

2. 雲端方案介紹 (v) – PaaS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

2. 雲端方案介紹 (vi) – PaaS

2. 雲端方案介紹 (vii) – SaaS



2. 雲端方案介紹 (viii) – SaaS

示範



3. 價格例子 (i) – IaaS

http://www.sugarcrm.com/products/editions-and-pricing
3. 價格例子 (ii) – SaaS



訂定目標 ���� 例: 提升成本效益, I.T. 基建的策略配合
確定項目的涵蓋範圍
資料或知識的搜集 ���� 例: 網上, 參加講座或課程
團隊建立
財務預算
項目時限預算
風險管理 ����例: 應變計劃
資源分配 ���� 例: 網絡設施的增加或調配
任務細分
任務排程

4. 實施雲端項目之工序清單 (i)

尋找服務供應商并篩選
項目實施
•統籌 / 聯絡 / 協調
•重訂營運 (操作 / 工序)

流程 (若有需要)
•系統開發 (PaaS)
•測試
•培訓

正式使用服務
營運後評估

4. 實施雲端項目之工序清單 (ii)



雲端業界的分享

5. 總結

���� 雲端運算的概念，業界對雲端的需要。
���� 使用雲端運算於本業界的好處
����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考慮和挑戰
���� 簡介了移動雲
���� 雲端設置模式的比較和注意的事項
���� 業界應用雲端服務的成功案例分享及其成功因素
���� 雲端方案介紹
���� 價格例子
���� 實施雲端項目之工序清單
���� 雲端業界的分享，更實際了解它在香港的⼀些現況。

答問時間
四講講座完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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