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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端運算介紹
a. 甚麼是雲端和雲端運算



1. 雲端運算介紹
a. 甚麼是雲端和雲端運算 (1)
• 雲端 ≠ 互聯網 （Cloud ≠ Internet）
• 雲端可理解為於互聯網上的多台電腦（伺服器）組合。
• 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的新運用
• 透過互聯網將龐大的運算處理程序（Process），自動分

拆成無數個較小的子程序（Sub process），再交由多部
伺服器（Multi- Server）所組成的龐大系統，透過搜尋
與運算分析之後，再將處理結果回傳給使用者端。

• 服務供應商（Service Provider）可以在數秒之內，處理
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資訊。

1. 雲端運算介紹
a. 甚麼是雲端和雲端運算 (2)
• 達到和「超級電腦」同樣強大效能的網路服務。
• 是讓網路上不同電腦同時幫你做⼀件事情，大幅增進處理

速度。
• 最終目標是沒有軟體的安裝，使用者運用網路服務來完成

事情的方式。
• 所有的資源都來自於雲端，使用者端只需⼀個連上雲端的

設備與簡單的介面（例如瀏覽器）即可。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5f2FQkLfdo



1. 雲端運算介紹
b. 雲端運算的起源
• 60年代已開始研究開發，近年更因 Web 2.0 而發展更快

和成熟。
• 1999 Salesforce.com
• 2002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 2006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EC2)
• 2009 Google 提供 browser-based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Google Apps)

1. 雲端運算介紹
c. 雲端運算與傳統 I.T. 的比較
• 傳統 I.T. 於機構內的部件



1. 雲端運算介紹
c. 雲端運算與傳統 I.T. 的比較
• 所有 I.T. 部件在雲端上

1. 雲端運算介紹
c. 雲端運算與傳統 I.T. 的比較
• 投資的比較



1. 雲端運算介紹
c. 雲端運算與傳統 I.T. 的比較
• 結構的比較

廣泛而方便地連接系統(雲系統)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1)

快速而有彈性地增加資源
來應對需求的突增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2)

按需自助式

按量收費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3)

用家端能於任何地方使用雲端的資源
雖雲端上的資源是分散在供應商不同地方的系統中
但於用家來說是⼀個無縫的資源整體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3a)
• AWS 的全球雲端運算中心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4)
• I.T. 需要與 I.T. 產能 (a)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4)
• I.T. 需要與 I.T. 產能 (b)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4)
• I.T. 需要與 I.T. 產能 (c)



1. 雲端運算介紹
d. 雲端運算的特色 (4)
• I.T. 需要與 I.T. 產能 (d)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 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
• Infrastructure-as-a Service
• 包含硬體和底層軟體
• 提供獨立 IP和實質儲存體
• 建構成虛擬伺服器〈Virtual Private Server〉，使

用者像擁有伺服器般來作日常運作。
• 〈 Virtualization 〉虛擬化
• 把記憶體 、I/O裝置、儲存和運算能力集中形成虛

擬的資源中心〈即虛擬伺服器〉 ，來提供服務。
• 費用以其使用量或設置支付
• 例子：New York Times using Amazon EC2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 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例子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 平台即服務〈PaaS〉
• Platform-as-a Service
• 於供應商平台上於供應商平台上於供應商平台上於供應商平台上，，，，提供一系列開發軟件提供一系列開發軟件提供一系列開發軟件提供一系列開發軟件。。。。
• 開發員可於其上開發和編寫軟件開發員可於其上開發和編寫軟件開發員可於其上開發和編寫軟件開發員可於其上開發和編寫軟件
• 一般而言一般而言一般而言一般而言，，，，相對傳統的軟件開發系統或平台，，，，

PaaS 需要支援各種 SaaS服務，，，，所以它必須具所以它必須具所以它必須具所以它必須具
備良好的靈活性和可擴充性備良好的靈活性和可擴充性備良好的靈活性和可擴充性備良好的靈活性和可擴充性。。。。

•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它要支援大量的線上使用者它要支援大量的線上使用者它要支援大量的線上使用者它要支援大量的線上使用者，，，，因此它亦因此它亦因此它亦因此它亦
需要有更高的穩定性需要有更高的穩定性需要有更高的穩定性需要有更高的穩定性。。。。

•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Salesforce.com、、、、facebook和和和和
GoogleApps、、、、MIT App Inventor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 平台即服務〈PaaS〉例子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 平台即服務〈PaaS〉例子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 平台即服務〈PaaS〉
• MIT App Inventor 〈appinventor.mit.edu/explore〉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i. 軟件即服務〈SaaS〉
• Software-as-a Service
• 供應任何網上應用軟件供應任何網上應用軟件供應任何網上應用軟件供應任何網上應用軟件

• 軟體服務的傳遞方式軟體服務的傳遞方式軟體服務的傳遞方式軟體服務的傳遞方式，，，，使用者只需要向廠使用者只需要向廠使用者只需要向廠使用者只需要向廠
商訂購該服務商訂購該服務商訂購該服務商訂購該服務，，，，不需要佈署資訊系統不需要佈署資訊系統不需要佈署資訊系統不需要佈署資訊系統，，，，也也也也
不需要支付軟體授權金不需要支付軟體授權金不需要支付軟體授權金不需要支付軟體授權金，，，，就能使用該軟體就能使用該軟體就能使用該軟體就能使用該軟體
的服務的服務的服務的服務。。。。

•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Gmail和和和和 facebook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i. 軟件即服務〈SaaS〉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i. 軟件即服務〈SaaS〉 例子



儲存服務

數據庫

軟件系統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

iii. 軟件即服務〈SaaS〉 例子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比較 (1)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比較 (2)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a. 雲端運算的服務模型比較 (3)
• 微軟的雲架構

總體基礎服務

雲架構服務

組件式建構服務

現成方案/服務 開發工具

運算 儲存 管理

硬件 網絡 實施 操作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b. 四個雲端運算的部署模型

i. 私有雲〈Private Cloud〉
• 由⼀個企業所擁有，⼀般只有此企業或其客⼾可

使用該服務。
• 有強的隔離性
• 更安全但成本高
• 部署方式靈活
• 服務質量較高
• 更有效的控制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b. 四個雲端運算的部署模型

ii. 公用雲〈Public Cloud〉
• 供公眾使用
• 由大型企業提供雲端運算服務
• 將個人數據從私人電腦轉移到公開式的雲運算上
• 由於其開放性之故，安全性相對地較低。
• 成本較低，免費或按量收費。
• 彈性大，可按個人需要而使用不同的應用程式。
• 例: AWS & Google Drive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b. 四個雲端運算的部署模型

iii. 社群雲〈Community Cloud〉
• 由兩個或以上的機構所擁有及使用，⼀般有共同

關心的事或共同目標，亦可能是有密切關係。
• 多為非牟利方式營運
• 如不同的大學學系(同校的)

2. 雲端運算模型簡介
b. 四個雲端運算的部署模型

iv. 混合雲〈Hybrid Cloud〉
• 顧名思義，此為上三種模型的混合體。
• 重點是怎去平衡各模型的優劣勢



3. 物流及運輸業的特質
a. 物流的七項功能要素 (1)
• 基本功能

運輸

儲存

3. 物流及運輸業的特質
a. 物流的七項功能要素 (2)
• 關注重點

配送

信息處理



3. 物流及運輸業的特質
a. 物流的七項功能要素 (3)
• 輔助并技術性強

裝卸搬運

包裝

流通加工

3. 物流及運輸業的特質
b. 行業特質 (1)
• 要求以下操作參數的準確度或緊迫度都要高

• 時間
• 地點
• 人 / 單位
• 數量 / 量度單位



3. 物流及運輸業的特質
b. 行業特質 (2)
• 7 x 24 x 365
• 由於行業涉及大量的⼾外操作，或甚暴露於極端環境之

下。因此其不確定性大增，突發事件及意外時有發生。
• 大自然及環境因素對行業有很大的影響 (如天氣)。
• 高流動性及機動性

4. 物流及運輸業對雲端服務的需要
• 實時性 (即時性)
• 排程功能
• 系統需具開放性

• 能跟其他系統兼容和互動，數據亦可互相傳輸。
• 高效能地處理大量數據

• 數據的輸出輸入
• 數據的傳輸

• 強大預報及運算功能



5. 雲端運算為物流及運輸業帶來的好處 (1)
•節省資金成本
• 更新、升級更快速
• 經過驗證的網路服務整合
• 世界級的服務傳遞
• 不需安裝任何硬體和軟體
• 部署時速度更快，風險更低。
• 自動升級不影響 I.T. 資源

5. 雲端運算為物流及運輸業帶來的好處 (2)
• 節省內部管理成本



5. 雲端運算為物流及運輸業帶來的好處 (3)

• 雲端運算以達到和「超級電腦」同樣強大的運算效
能，可以滿足物流及運輸業的以下需求: 

• 實時性 (即時性)
• 排程功能
• 高效能地處理大量數據
• 強大預報的需求

• 雲端的其中⼀個特點，就是在 Internet 上存在和運
作的。它就是⼀個能容納不同系統的大型網絡系統。
因此，雲端物流管理系統必具開放性，能跟其他系統
兼容和互動，數據亦可互相傳輸。

6. 物流及運輸業的雲端方案例子
Softlink Logi-Sys www.logisys.in



Logi-Cloud www.logi-cloud.com

6. 物流及運輸業的雲端方案例子

e Log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http://www.pccwsolutions.com/public_chi/IT%20Services/Cloud
%20Computing%20Services/Enterprise%20Solutions%20Supers
tore/eLogistics%20Management%20System/

6. 物流及運輸業的雲端方案例子



Logfire http://logfire.com/wms/
6. 物流及運輸業的雲端方案例子

Shipwire http://www.shipwire.com/
6. 物流及運輸業的雲端方案例子



6. 物流及運輸業的雲端方案例子
以上5個例子是屬於…?

???? ????
????

7. 小結

• 已總體的介紹了雲端運算，并略談了物流及運輸業對雲
端服務的需要。

• 發現雲端運算對此業界的推動和幫助，是非常有效益及
適合的。

• 下⼀講開始將更具體的闡譯兩者的關係和實施的方方面
面。

• 更會介紹相關的方案和系統。如:
• Softlink Logi-Sys www.logisys.in
• Logi-Cloud www.logi-cloud.com
• …等等

答問時間
課堂完畢

謝謝!!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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