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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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伯說：原來，我早就在「雲端」

http://pingyeh.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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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i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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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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place winners of the 2001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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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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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http://www.kavistechnology.com/ 

何謂雲端運算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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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Email
線上掃毒

YouTube
線上文件

部落格

etc.

什麼是雲端服務

http://trac.nchc.org.tw/grid/raw-
attachment/wiki/YM_Course_2009/Part-14.pdf



雲端運算的發展

根據統計，企業 IT 資源，大約只有 15 ％的運算是用在生產活動上，
其餘 85 ％的運算資源都浪費。
資料來源： IBM ，資策會 MIC 整理， 200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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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特色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6082.htm

超大規模

虛擬化

高可靠度

高通用性 高擴充性

使用者付費

成本低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Mainframe

Client Server

ASP/SaaS

Cloud?

Minicomputer/PC

軟體未來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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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 App Engine

網路平台，讓開發者可自行建立網路應用程式於
google平台中

提供：

500MB of storage
up to 5 million page views a month
10 applications per developer account 
Limit ：
Language: Python, Java
web applications

http://www.google.com/support/a/bin/answer.py?hl=b5&answer=17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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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實體 (Cloud Computing Ontology)

L. Youseff, M. Butrico, & D.D. Silva, Toward a Unified Ontology of Cloud Computing, 
Grid Computing Environments Workshop at GCE 2008, Austin, Texas, pp. 1–10. 

Amazon Web Service (AWS)

Amazon EC2

Amazon S3

Google AppEngine/
Hadoop

Microsoft CSF

Hypervisor

SalesForce.comCRM/ Google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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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erver

Cloud Servers

http://trac.nchc.org.tw/grid/raw-attachment/wiki/jazz/10-05-28/vm.pdf



18

虛擬化架構特性

http://opm.twnic.net.tw/cloud/doc/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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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虛擬化 (Full Virtualization)
VBox, VMware WS, etc.

半虛擬化 (Para-virtualization)
Xen, Eucalyptus, OpenStack

硬體輔助虛擬化 (Hardware-assisted virtualization)
WMware ESXi, KVM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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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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Service) 」，而任何服務都
能透過網際網路來取得 。

「一雲、三網、五屏」的概念於現實
生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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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端 服 務

資料傳遞
運用

軟體程式
開發下載

雲端運算
與儲存

設備即服務 
（ IaaS）
例如： Amzon 提供
企業租用的 AWS 的
作業系統 OS 、運
算能力 CPU 及儲存
空間等產品…

平台即服務 
（ PaaS）
例如： Force.com 開
發平台，除整合各種
軟體開發工具，更建
置開發平台讓所開發
的軟體能在一致的架
構上執行。

軟體即服務 
（ SaaS）
例如： Google 
Apps ，
Gmail 、 Google 
Map等，透過單一軟
體的使用便能提供個
別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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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整合

雲端服務的出現，促成了電信網路、網際網
路及數位傳播的三網匯流趨勢。 

互聯網 通訊網 電視網

互動 + 社群 便 利 溝 通 單 向 影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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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五屏

對於未來終端裝置的開發將聚焦省電 / 電池續
航力、便利性、舒適性使用介面。

LED看板屏

電腦屏 平板屏

電視屏

手機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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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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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未來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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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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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的特性

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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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 

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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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1.0, We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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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r-webs.com/bbs.cgi?no=4791&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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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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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端的設備型態

http://mikechen.com/

35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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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應用 - Botnet

http://www.botnet.tw/content/confs/BoT2009.PPTs/A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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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應用 - Botnet (cont.)

Most members of Botnet. Taipei City!! 
台北市屬於彊屍電腦約 34萬台 ( 全球 8%)

http://www.botnet.tw/content/confs/BoT2009.PPTs/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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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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 balancing  (scheduling/VM placement)

Security and Fault tolerance

http://www.idc.com/prodserv/idc_cloud.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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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Security Alliance (CSA) Guidelines

http://www.cloudsecurityalliance.org/

Storage Server 

Networks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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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is useful ?

Monitoring and alerting on necessary information.

Understand cloud provider security policies and 
SLAs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http://big5.wallcoo.com/animal/LowellHerrero_farm_cow/images/0LHerrero_ChangeofSeason-iej.jpg
http://www.philsu.tw/index.php/visual-design/244-milk-pakage-de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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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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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化服務將是雲端發展的重要概念

行動雲端 => 平民商機
尋隱者不遇尋隱者不遇 <<<<賈島賈島 >>>>
松下問童子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藥去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只在此山中（大概只有雲知道）（大概只有雲知道）

雲深不知處雲深不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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