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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雲端

免費、虛擬化 !!  ( 家中電話線有幾條 ?)

雲深不知處 !!

學術網路的便利性 !!

老子曰：「無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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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虛擬化及多連通性

六度分隔理論 （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
，此理論是假設世界任何角落的兩個陌生人，只要

透過六個人當中介，就可以和彼此拉上關係。這套
理論最早是在一九六○年代由兩位學者進行小規模
測試，但當時的結果並不夠全面。後來陸續有人以
電子郵件對此進行測試，但還是無法全面證實這個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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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開放特性

加拿大金礦公司 (gold corp. inc.) 
多倫多子公司 CEO
羅伯．麥克伊文 (Rob McEwen)

 Idea from MIT online courses
 $10,000,000 USD award

開放的 idea 造成新的經濟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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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是一種具備『大量』且『可擴充』
的 IT 相關能力的運算方式，透過『網際網
路』技術，並以『服務』的方式提供給外部
使用者。

一堆電腦

在幫 YOUYOU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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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不是技術，它是一種概念。

代表的是利用網路使電腦能夠彼此合作或使
服務更無遠弗屆。

但是，本身並不代表任何一項資訊科技的技
術，它是一種電腦運算的概念，而一種概
念就會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去實踐，這個時
候才會有不同的技術衍伸出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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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是將大量的系統資源整合在一起，再
以隨需服務的方式將計算資源提供給企業與
機構，企業可以在任何地方、經由任何終端
設備，取得他們所需要的應用資源。 

因為雲端計算採用的是共享基礎架構，即便是
加入更多的 IT 資源，其管理成本也不會明
顯改變，讓雲端計算成為當前最受企業關注
的 IT 架構發展趨勢。

雲端運算是強調在本地端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利用網路取得遠方的運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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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的起源

雲端運算技術（ Cloud Computing ）最早是由
Amazon 所提出的一種軟體技術，因應網
路購物平台而生的雲端運算，之後
Google 、 Microsoft也跟進，而這個技術或
者說這個概念，其實已經早就存在我們的
生活中，而且應用持續擴大，成為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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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由來

「雲端」其實就是泛指「網路」，名稱來自
工程師在繪製示意圖時，常以一朵雲來代
表「網路」。因此，「雲端運算」用白話
文講就是「網路運算」。

Cloud = Internet
運用網路溝通多台電腦的運算工作，或是透
過網路連線取得由遠端主機提供的服務等
，也都可以算是一種「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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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的前身

雲端運算其本質大抵承襲自

「分散式運算」 (Distributed Computing)
「網格運算」 (Gri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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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運算」
(Distributed Computing)

所謂「分散式運算」，顧名思義，就是將大
型工作區分成小塊後，分別交由眾多電腦
各自進行運算再彙整結果，以完成單一電
腦無力勝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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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運算」
(Grid Computing)

「網格運算」則是分散式運算加以延伸的一
支，其主要特點在於將各種不同平台、不
同架構、不同等級的電腦透過分散式運算
的方式做整合運用。

所謂的「網格」指的則是以公開的基準處理
分散各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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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架構

雲端運算的架構有以下 6 項 :
1.Clients: 存取 Cloud Application 的硬體
或軟體

例如：行動裝置 (Mobile) 終端機 (Thin 
client) 瀏覽器 (Thick client) 

2.Service (e.g. Web Service): 機器對機器
，透過網路提供某種服務。

例如：身分驗證 / 網路付款 / 地圖 /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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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架構

3.Application: 基於眾多 Service 所建構出

來的 Application 。
通常不必經過安裝即可使用 ( 但必須安裝 

Client) ，減少軟體維護、不間段操作以及
支援的成本。

4.Platform: Service 的提供者 ( 網站的所有

人 ) 所規定的 Framework ， 

Application 必須依照 Platform 的規定來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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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架構

5.Storage: 以資料儲存作為一種服務。 

(Storage as a Service)
6.Infrastructure: 以基礎資源 (CPU 、 

Memory) 作為一種服務，通常是指虛擬化平

台的環境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
例如買一台超級電腦，上面跑很多虛擬機器，每一台虛

擬機器租給別人賺錢。而 CPU( 幾核心 ) 、記憶
體 ( 多大 ) 的資源都可以依照需求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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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架構

雲端計算其最根本的原則就是「 所
有東西都可以是服務 

(Everything is Service) 」，
而任何服務都能透過網際網路來取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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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架構

使用者為主的需求模式

User is the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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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技術與應用程式開發

雲端運算讓應用程式開發圈產生重大的變革
。

正如同出版技術從紙張移到電腦（數位化）
以及最新的電子書的轉變，讓我們能夠在
彈指之間擁有世界各地的任何資訊一樣，
雲端計算基礎架構的應用程式開發能夠讓
我們在很短時間內，以更低的成本建構功
能強大的企業級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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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架構的優點

雲端計算基礎架構提供較大的擴充能力、完
整的災難復原，以及驚人的正常運作時間
數字。

其優點為 :
不需安裝任何軟體和硬體 。

部署時速度更快，風險更低。

支援深入自訂項目。

自動升級不影響 IT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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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隱憂 -stable issue

將服務集中在雲端上便有「將雞蛋放在同一
欄」的風險，把網路當電腦使用，將所有
動作都在雲端上執行。

例如：雲端上提供了一個類似「辦公室
Office 」的應用程式，若我們把儲存修改…
等等的動作都在雲端上運作而沒有做另外的
備份動作，那一旦此程式停止提供服務了，
則資料也就跟著全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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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隱憂 -stable issue

若我是利用雲端服務商提供的文字處理程式
，一旦該供應商暫停服務，我能做的就只
剩下潛心祈求我的檔案有被妥善保存並向
客服人員抱怨。

傳統使用狀況

比方說，用個人電腦上的 Office程式寫文章的
過程中，假設 Office突然無法執行，只要將
文件檔案複製到其他裝有 Office 的電腦上就
可以繼續完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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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隱憂 -security issue

使用者的行為、習慣、愛好等等，都將隨著
雲端服務一同被服務商紀錄下來。換句話
說，以往在個人電腦上被使用者視為隱私
的部分，將會更直接地暴露在網路之上。

換句話說，以往在個人電腦上被使用者視為
隱私的部分，將會更直接地暴露在網路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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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實例 -Web 2.0

Web 2.0 的特性

Web 2.0 的運用

Web 2.0 的特性

Web 3.0 與雲端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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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的發展

(Web 2.0) 並非是新的技術標準 ， Web 2.0 
只是技術轉變的術語一種觀念上的革新。

Web 2.0 這詞彙最早出現於 1999 年 
“ Fragmented Future ” 這篇文章中

我們所知道 Web 2.0“ 這個概念一直要到 
2004 年才由 O‘Reilly Media 的員工在共同合
作的腦力激盪會議中提出。

Web 2.0 這個名詞在 O'Reilly Media Web 2.0 會
議後變得流行起來。



  27

Web 2.0 的定義

 Tim O‘Reilly -
Web 2.0 對電腦工業來說是一種商業革命，
起因於開始把網際網路當成交易平台，並
企圖去理解在新的平台上通往成功的規則。
 

 IBM 的社群網路分析師 Dario de Judicibus –
 Web 2.0 是一個架構在知識上的環境，人與
人之間互動而產生出的內容，經由服務導
向的架構中的程式，在這個環境被發佈，
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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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Web 2.0

 Web 2.0強調的精神是「用戶的參與、聯繫和
共享」，使用者能透過 web平台來互動。

 Web 2.0 的網站，是由網路使用者提供內容，
網路業者只提供分享的平台，任何人只要申
請帳號，就能將自己的文章、相片甚至影片
存放到網路上，與他人分享。

造成 Web 2.0 網路革命的動力是什麼？」，就
是「電腦儲存成本與網路頻寬成本的不斷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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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1.0 Web 2.0
內容管理系統 維基 (Wiki)

個人網頁 部落格 網路相簿

FTP下載 點對點下載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 維基百科全書

發佈 參與

分類目錄 標籤 (Tag)

Web 1.0 與 Web 2.0 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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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的核心

在 web 介面上，以共通且簡易傳輸方式

（如： RSS ），傳送網頁、影音檔等基本資
訊（如：標題、作者、摘要、關鍵字、網
址等）

這些基本資訊具開放性，能以網友（而非原始
網站）為中心來使用

這些基本資訊能夠自由拼貼、改裝，在其他網
站或電腦上重新組合（甚至重新輸出重組過
的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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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的應用實例

維基百科網站 - 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知識平台。

部落格網站。例如 : 無名小站

社群網站。例如 : YouTuBe Revver, MetaCafe, 
Facebook 

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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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的架構

在非主流陣營裡，受限於制式的 W3C 規範及“
瀏覽器不是我家的”要克服互動性問題，是
一大挑戰，但沒想到這樣的發展卻是一大革
命性的挑戰，因此 Ajax 架構相應而生，設法
模組化 Ajax 開發過程，發展出相適應的開發
套件， Ajax嚴然成為一大顯學了。 Ajax 技
術是如何？ Ajax 是個混合性名詞：非同步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 X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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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交換 -XML 與 Web Service
What ：資料

內容當然是網站最重要的東西。 XML
是個公製發展，極為重要，亦是 Ajax
技術的要件。它是可擴充性標籤的
網頁語法，好處是可以自訂屬性標
籤，如圖片也視為一種資料型別來
處理，而像是 RSS 資料交換，即為
一種 XML檔案下載到客戶端後造標
籤解析器後做 RSS閱讀的呈現，不
同的解析器可以有不同的呈現。

XML 在發展 Web Service 技術是功不
可沒的，亦是在 XML 發展同步相應
而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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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的架構

Ajax 用到 XML 技術就相當於使用者介面控制的角色了。發展架構的
整合而言， XML 可做為 Web Service 及 Ajax 資料面整合，要做好
Web2.0 ， Web Service仍不可棄，甚至要做更好的整合。

在 Ajax 技術中，需要用到 XML 的部分是 XML HttpRequest ，也就是
伺服器與瀏覽器的 Request 、 Response 使用 XML 在做傳遞。在
舊的 Request 、 Response 方式是 <Form>標籤中做 POST 的方式，
傳到伺服器再回傳結果頁面的方式。 Ajax 的技術能利用 XML 
HttpRequest 及 Javascript function 實作傳遞事件，這部分必須在網
頁實作處理引擎，一方面做到資料傳遞與取得狀態的控制及時
間等待的非同步處理，而伺服器也要做一個對應的引擎利用
CallBack function 做到資料交換，這有點像在伺服器與瀏覽器中間
做一個透明的 Pipeline 機置。而 Web Service若在支援 Ajax 技術前
能做好 XML支援呈現，在 Ajax 實作將帶來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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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時間 

使用者互動技術 - 難以處理的 Javascript 及非同
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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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3.0??
Ajax 用到 XML 技術就相當於使用者介面控制的角色了。發展架構的

整合而言， XML 可做為 Web Service 及 Ajax 資料面整合，要做好
Web2.0 ， Web Service仍不可棄，甚至要做更好的整合。

在 Ajax 技術中，需要用到 XML 的部分是 XML HttpRequest ，也就是
伺服器與瀏覽器的 Request 、 Response 使用 XML 在做傳遞。在
舊的 Request 、 Response 方式是 <Form>標籤中做 POST 的方式，
傳到伺服器再回傳結果頁面的方式。 Ajax 的技術能利用 XML 
HttpRequest 及 Javascript function 實作傳遞事件，這部分必須在網
頁實作處理引擎，一方面做到資料傳遞與取得狀態的控制及時
間等待的非同步處理，而伺服器也要做一個對應的引擎利用
CallBack function 做到資料交換，這有點像在伺服器與瀏覽器中間
做一個透明的 Pipeline 機置。而 Web Service若在支援 Ajax 技術前
能做好 XML支援呈現，在 Ajax 實作將帶來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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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3.0定義

整個網路社群將由使用者共同參與、分享、擁有
、治理

網路使用隨身化，脫離固定式電腦的限制

具備人工智慧的語意，提供更為人性化使用者介
面

互助合作的網站概念

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分界線越來越模糊了

更像大腦神經觸突系統 (axon) 的連結方式

更即時的語言翻譯系統也將被一併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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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1.0 、 Web2.0 和 Web3.0
主要有哪些區別 ?

Web1.0 ：
 以靜態、單向閱讀為主

Web2.0 ：
 以分享為特徵的實時網路

Web3.0 ：
 提供更多人工智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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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3.0 的應用實例

紐約時報的商務應用而非技術的角度來看—
   規劃一個旅遊計畫：
          想去溫暖的地方渡假
          預算是美金 3000
          有 11歲小孩同行

  Web 2.0 的概念：需瀏覽很多的網站

  Web 3.0 的概念：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套裝行
                              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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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搜索引擎以有效的
用戶偏好信息處理為基礎
，對用戶進行的各種操作
以及用戶提出的各種要求
為依據，來分析用戶的偏
好。通過偏好系統得出的
結論再歸類到一起 

良好的人性化用户體驗、 
  以及基礎性的個性化配置

Web 3.0 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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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3.0 的架構

生態：可攜式的個人網路世界
目標受眾：個人
訴求對象：個人
網路媒體：語意化 (Semantic)的網路
內容型態：串聯統合的動態內容
                   consolidating dynamic content
互動應用：小元件Widget與可隨需拖拉的混搭物件
資訊結構／分類邏輯：使用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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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3.0未來發展

趨勢一：標準化

目前兩大瀏覽器主流 Firefox 與 IE目前的戰爭正方興未艾，
兩者在支援的標準與顯示方面皆有所不同。然而，在 Web 
2.0 的時代趨勢下，預計兩者將逐漸走向殊途同歸的路途。

趨勢二：豐富網站應用程式

將原本運用於桌上型電腦的應用軟體，提升至網路層次，
使每個人皆可透過網路的連結與瀏覽器來存取應用服務。



  43

Web 3.0未來發展
趨勢三：點對點

點對點傳輸為網路時代相當重要的技術，其符合去中心化與分
享的核心價值。目前主要應用為檔案分享與即時通訊（ Instant 
Message ），以網路電視為例有 P2P 。

趨勢四：虛擬實境

未來的趨勢更加強調在虛擬的世界中建構真實的人際互動。無
論是虛擬實境的 Second Life ，或是提供個人化虛擬實境，其引
人入勝之處，就是在於虛擬世界中的「真實互動」。

趨勢五：行動應用服務

結合 Web 2.0創新與分享的核心價值，再搭配上行動電話的移動
便利性，能否激盪出殺手級的新應用，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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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雖然「雲端運算」的發展態勢仍稍嫌模糊混沌
，其在「網格運算」和分散式運算間的定位
也是妾身未明。但無論如何，整合眾多電腦
的資源使之通力合作以完成更龐大的作業，
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正如趨勢科技董事
長張明正所說：「下一個 20 年，資安業會怎
麼走我不知道，但未來的 3 、 5 年，「雲端
運算」勢必是重點技術！」

Web 3.0 將是雲端發展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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