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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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業雲端應用推廣講座 (共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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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雲端業界的分享
3.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挑戰
4. 小結



上講提要 (i)

1. 介紹了雲端運算的概念
› 服務模型 (IaaS, PaaS & SaaS)
› 部署模型 (私有、公用、混合&社群)

2. 物流及運輸業的特質
3. 物流及運輸業對雲端服務的需要

上講提要 (ii)
服務模型 (IaaS, PaaS & SaaS) 的重溫



•這行業需要快速收集外部資訊，幫助
管理者做決策。

•普遍面臨的問題，包括
•無法掌握總成本數據
•高庫存及低銷售
•預計入庫的時間與實際有落差
•呈現被動而非主動的物流管理
•等等…

1. 物流及運輸業的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好處 (i)

•如何導致智慧物流技術，讓供應運籌管理變得更有
效率及彈性，攸關企業未來的競爭力。

•雲端運算可以有效提升智慧物流效率的應用技術

•雲端運算與供應鏈是非常合拍的

1. 物流及運輸業的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好處 (ii)



•市場瞬息萬變，供應鏈必須要有能力應付變化，由於
供應鏈對於 I.T. 的依賴很深，而且要求非常彈性。

•為貼近最後端客戶的要求及產品特性去動態適應
•提升彈性管理能力
•整合不同層面的流程及平台
•加強財務面管理

這也正是雲端運算適合用來作為供應鏈管理的原因

1. 物流及運輸業的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好處 (iii)



總括而言，雲端運算對業界的好處有
• 更高的成本效益 (尤其是 I.T. 方面的成本)
• 實施 [開發] 週期縮短
• 可擴展性高及方便
• 保持業務的不間斷性
• 高效及實時的協作效應
• 具體地實踐全方位的彈性工作模式
•時間及地點
•客觀環境的影響相對較輕微

1. 物流及運輸業的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好處 (iii)

2.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考慮因素 (i)

首要考慮的，當然是成本效益 (但不能
單考慮低價)，還有
•外部的考慮
•安全性 / 保安程度
•全方位的彈性
•服務計劃的彈性
•實施的彈性
•日常營運的彈性

•穩定性
•技術 / 平台 / 版本的更新安排







雲端業界的分享

2.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考慮因素 (ii)

首要考慮的，當然是成本效益 (但不
能單考慮低價)，還有

•內部的考慮
•人力資源
•營運改動
•管理層的

支持、投入及堅持



大環境的挑戰 (a)
• 基建開發的速度
•電訊及互聯網的基建是雲端之房角石

• 安全意識
•⼀般的安全和私隱意識已提高了不少
•以下方面需加強

平衡風險和實際需要
吸收相關知識和資訊
具結構的實施方案
建立相關的操作 / 營運流程

3.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挑戰 (i)

大環境挑戰 (b)
• 怎樣配合移動技術的發展
•雲端運算 + 移動技術

= 實時無地域限制的營運模式
• 商界 (特別是中小企) 的認知、接受和教育
• 多渠道的吸收相關知識和資訊

• 政府的推動

3.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挑戰 (ii)

CHALLENGESCHALLENGESCHALLENGESCHALLENGES



http://www.ogcio.gov.hk/tc/strategies/government/cloud_strategy/

http://www.bqjournal.com/ogcio-interview-bqjournal



3. 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挑戰 (iii)

企業面對的挑戰
• 數據的保安和私隱
• 數據儲存的位置
• 數據於災難後之恢復
• 可攜性及互通性
• 能否獲得足夠的相關技術和知識

4. 小結

• 這⼀講已探討了使用雲端運算於本業界的好處。
• 雲端業界的分享，更實際了解它在香港的⼀些現況。
• 最後是中小企業應用雲端運算的考慮和挑戰 。
• 下⼀講

• 將提供⼀些建議或方向，好讓企業面對應用雲端運算的
挑戰時可有相應的處理方案。

• 如何選擇不同的雲端方案及雲端方案比較
• 其成功因素及注意事項
• 相關的示範或雲端業界的分享

答問時間
課堂完畢

謝謝!!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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