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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不知道的科技之四

天上一朵雲當紅炸子雞
─簡介雲端運算

▓柯博文

Cloud的意思是「雲」，初學英文時

就認得這字，但現在cloud卻有了新意，

中文翻譯作「雲端」，而這個新名詞，

近來很紅、很流行，我們看電視新聞，

它會出現；看報紙，它也會出現；看股

票消息，它更會出現。究竟什麼是「雲

端」？為什麼跟它沾上關係的企業，股

票就會大漲？為什麼像鴻海、廣達等等

超大企業，都一頭鑽了進去？

平板電腦崛起，雲端應運而生

其實「雲端」並不複雜，只是一種

架構在網路上的磁碟機，能讓你把資料

存放在裡面，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拿出

來用，譬如你在公司存放了一張商業報

表，當你去紐約拜訪客戶時，就可以在

他辦公室裡，把這張報表下載到電腦給

他看。

事實上「雲端」的崛起，是拜平

板電腦之賜。因為平板電腦短小輕薄，

操作簡便，可是它為了減重和縮小，當

然沒有夠大的硬碟來儲存資料，必須透

過網際網路來尋求可存放大量資料的空

間，「雲端」乃應運而生。

當蘋果公司在推出iPad之前，「雲

端」只是一個科技概念，很難商業化，

因為大家都用個人電腦（PC）或筆電，

裡面都有硬碟。

iPad熱賣之後，企業界產生了新思

維，跟著智慧型手機又由於iPhone的出

現而大賣特賣，這玩意比平板電腦更

小，更欠缺儲存資料的裝置，自然也更

需要透過網路來存放文件。於是，「雲

端」開始商業化，一年功夫，就成為當

紅炸子雞。它之所以能暴紅，就是能補

救泛稱「行動裝置（mobil device）」

的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的弱點，而「行

動裝置」正在淘汰個人電腦，所以「雲

端」的前景也就非常明亮。

雲端架構單純，商業包裝神秘

「雲端」雖然崛起的因素很單純，

架構也不複雜，但業者為了賺錢，卻把

它包裝的神秘兮兮，讓人看到這個字，

就肅然起敬，這就像《三民主義》的教

學，孫中山寫的《三民主義》是講給販

夫走卒聽的，淺顯易懂，但教《三民

主義》的夫子們就要想方設法把它複雜

化，否則他還教個什麼書？

其實「雲端」只是個簡稱，它

的正式名稱是「雲端運算（ c l o u d 
computing）」，這也比較符合它的本

意，但是加上了computing之後，就變得

複雜了，大多數不懂電腦的人，望而生

畏，退避三舍，所以商人往往就把後面

這個字給省略了，只叫它「雲端」，留

下很大的神秘感和想像空間。

為什麼把網路上的磁碟機叫做「雲

端」呢？其實早在40年前科學家發明網

路後，往往就以一朵雲彩的圖案來代表

網際網路，意思是無遠弗屆、涵蓋萬

方。我們如果用Visio來製作圖表，就能

看到這套90年代的軟體，正是以雲彩圖

案來代表網際網路。

「雲端運算」的基本架構，是在網

際網路上架設一個容量極大的硬碟，大

家把資料儲存在這硬碟裡面，然後透過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功能，讓大家可以

走到哪裡，儲存或讀取資料就到哪裡。

當然，「雲端」還是有它的技術瓶

頸，譬如它使用的不是單一的硬碟，而

是非常多的硬碟串聯起來的陣列架構，

由於有上萬人甚至數十萬人同時使用，

連線的速度、分配的效率等等，都需要

相當的技術來處理。最重要的還是對客

戶資料的安全保障，包括不會遭到硬體

故障的損毀、人為的侵犯和資料的外洩

等。這些問題，在擁有大量客戶群後，

就需要相當的技術了。

PC誕生三十年，PC時代將結束

「雲端運算」普及後，你根本就不

需要又重又容易損壞的硬碟來存放你的

資料，而是把你所有的創作或蒐集，都

放在雲端硬碟中。當然，企業的機密、

個人的帳號等等非常隱密的資料，是

否也能放心存放在雲端硬碟中，疑慮很

大。雲端商業運轉還不到兩年，其信賴

度尚待時間的檢驗。幸好「私密性雲端

（Private Cloud）」也開始普及，這是企

業架設在自己防火牆內的網路硬碟，只

提供企業內員工使用，外人進不來，也

就沒有安全性的問題了。

在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年銷售量逾

億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就能夠理解，

▲90年代軟體visio即用雲來表示網際網路。

▓柯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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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似錦的話，HP為什麼會割捨呢？

更何況HP去年才以12億美元收購最

老牌的平板電腦公司Palm，而在今年六

月開始力推TouchPad平板電腦，如今都

喊停。TouchPad售價已經跌到一台不到

100美元，還賣不出去。

這反映出HP放棄的不只是PC，還有

其他和蘋果與谷歌重疊的產品，損失當

然慘重。HP以壯士斷腕決心來停損，也

凸顯蘋果與谷歌這兩大公司，勢將在這

一領域稱霸對陣的殘酷事實，其他公司

要想生存，只有妥協，或是被吃。

第三件則發生在台灣

台灣最老牌的PC公司宏碁，第二

季虧損高達約新台幣68億元，創下歷年

最高數字。宏碁是台灣自創品牌Acer的
國際性大公司，它在歐洲市場的佔有率

相當高，但是因平板電腦的崛起，業務

立刻受創，雖然高層改組，把對歐洲市

場極為熟悉的義大利籍執行長蔣蘭奇撤

換，但是頹勢沒能停止。

宏碁的例子，說明PC業者目前的艱

難處境。

微軟靠攏雲端，Office365開先聲

微軟（Microsoft）公司自也無法

忽視這一個大趨勢，不得不向行動裝置

和雲端運算來靠攏。很可惜，它起步

晚，又無法擺脫老大身段，在這個市場

上，已經落後了蘋果和谷哥。它推出在

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使用的作業系統

WebOS，幾乎無人看好，而搭載WebOS
的惠普TouchPad之夭折，也是微軟的滑

鐵盧。

微軟固然靠Windows作業系統賺

錢，但他們的金雞母卻是Office，幾乎每

台灌Windows的PC，都有Office，太多人

用MS Word寫文章，用PowerPoint來讀

寫簡報，或用Excel來記帳。由企業到個

當「行動裝置」和「雲端運算」結合

後，能產生多麼巨大的能量，這能量足

夠顛覆現在的個人電腦生態，IBM的資

深工程師馬克．迪安（Mark Dean）就說

「PC時代即將結束。」

說來很諷刺，現任IBM非洲區技術

總監的馬克．迪安，不僅是IBM的資深

元老，三十年前，他還參與了第一台PC
的研發生產。當年的技術人員，三十年

後還活躍在業界的，他是碩果僅存的一

位。

今年八月十二日是PC誕生30週年紀

念，馬克．迪安卻在這重要的紀念日前

夕，實話實說，狠狠澆了PC一盆冷水。

蘋果的前執行長賈柏斯，在iPad發
表會時就曾預言：「後PC時代即將來

臨」，當時大家還以為這不過是商業宣

傳罷了，但隨著iPad的席捲全球之勢，

「雲端運算」跟著發燒，兩年時間，果

然燒掉了PC的商機。

最近業界發生三件大事，足可以印

證後PC時代業已經來臨的事實。

三件業界大事，行動新世來臨

第一件就是全球最大的搜尋引擎

谷歌（Google）公司在今年八月十五

日，以125億美元的天價，購併生產第

一支行動電話的摩托羅拉公司行動部門

（Motorola Mobility）。這筆交易，代

表谷歌將取得摩托羅拉公司的一萬七千

多項專利，讓谷歌可以有和蘋果公司

iPhone對抗的本錢。

這筆交易的本身，不在實體的取

得，重點是在專利權的移轉，換句話

說，谷歌看中的是那一萬七千多件專

利，而這些專利中，至少有18件可以讓

谷歌所發展的Android作業系統更為完

美和大權獨攬，讓他的智慧手機功能更

齊全，更有控告其他手機公司侵權的條

件，包括宏達電（HTC）、三星等使用

Android作業系統的手機業者，現在都被

迫轉型，或是和谷哥妥協，花鉅資購買

專利。

第二件則發生在谷歌購併摩托羅拉

後的第三天，全球PC龍頭的惠普（HP）
公司，在八月十八日宣布自十月開始，

他們將不再生產PC。
這是一個震撼彈。

惠普供應全球18%的PC，是舉足輕

重的PC製造商，而且他們都是委託台灣

的代工廠製造生產，HP決定不再玩PC
了，對台灣代工業者的打擊可以想見。

目前很多人的目光放在究竟誰來接

手HP放棄的這一塊市場？但是無論誰接

手，都是慘澹經營而已，因為如果PC前

▲IBM的資深工程師馬克．迪安。 ▲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抓住市場脈動，成為後PC時代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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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層架構」，也有人稱為「底層分

級」，業界有一個專有名詞來表示：

IaaS，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的

簡寫，直譯是「基礎架構即服務」，但

這意思太含糊了，所以一般的中文翻譯

都稱為「雲端設備」。

在這一個層面上，其實不僅硬體設

備，還要用程式把硬碟切割為可供大量

不同客戶租用的獨立空間，就像一棟大

廈，要經營旅館，必須把每一層樓區隔

成很多的小房間才成。

在作業系統方面，稱為「中層架

構」或「中層分級」，也有專有名詞：

PaaS，是「Platform as a Service」的簡

寫，一般翻譯作「雲端平台」，而不是

什麼「平台即服務」這種讓人搞不清楚

的術語。

這一個層面，類似架在個人電腦上

的Windows平台或Linux平台，如果沒有

這樣的作業系統灌在你的電腦裡面，那

你是沒有辦法把應用程式安裝進去的，

更別說利用電腦寫文章或看圖片了。

雲端運算的硬體也需要這種作業平

台，讓開發人員透過網路撰寫程式，提

供服務，客戶也可以在上面執行程式，

管理自己的資料檔案。

雲端運算的應用軟體，稱為「上

層分級」或「上層架構」，專有名詞是

SaaS，即「Software as a Service」，稱

為「雲端軟體」，這與一般應用軟體相

似，不同的一點是，一般PC上的應用軟

體同一時間只能提供一人使用，雲端的

應用軟體則必須同時提供眾多人使用。

雲端軟體超廉，買方主導市場

雲端軟體的經營概念和一般賣給

個人使用的軟體完全不同，賣給個人的

軟體，大多很貴，可說賣一個宰一個，

因為對使用者來說，非用不可的話就非

買不可，往往沒有可取代的程式可用。

但雲端軟體就不同了，軟體公司採薄利

多銷制，因為競爭者多，就像軟體往往

貴得讓人手軟的微軟公司，一旦搬上雲

端，也不得不大發佛心，低價求售了。

可說傳統軟體是賣方市場，消費

者要嘛咬牙被宰，要嘛不用，但雲端軟

體卻是買方市場，任何人都可以寫程式

放到雲端賣，沒有管銷經營費用，也無

須銷售通路和開店，只要你寫的程式好

用，就能大賣，不管你是16歲的學生，

還是微軟公司，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點

上。所以這就變成買方市場，情況完全

顛倒過來了。

「行動裝置」和「雲端運算」正在

改變世界，PC時代結束在即，但PC並不

會消失，就像當大家都用PC寫作時，紙

筆還是不會捨棄。不過對PC的依賴性，

卻會大大的降低了。

現在雲端才發燒不久，很多雲端

公司為廣招來，紛紛推出免費專案，筆

者就知道有這樣的幾家公司，您想試用

嗎？請您寫e-mail到本會的信箱，本會同

仁會把您的e-mail轉給筆者，筆者就推薦

您免費取得雲端儲存空間。（作者為本

會會員） 

人，估計全世界有高達七億的使用者，

雖然其中很多是使用來路不明的軟體，

但買正版的還是有好幾億，這就夠微軟

賺的了。

當後PC時代來臨時，硬體業者固然

很慘，微軟受的衝擊也不小，這就迫使

微軟不得不向「雲端」低頭，發展在網

際網路磁碟機上運作的Office。換句話

說，微軟把Office搬上雲端，你不必再花

萬把元買Office，只要每月花美元6塊錢

（約170元新台幣），就可以盡情使用。

微軟公司已經架設了雲端Office的
官方網站，稱為「Office 365」，網址是

http://www.office365.com 有興趣的讀者

可以連進去看一看，試用一下。

其實谷哥也有類似的服務，如

Google Docs，但是和Office的相容度有

不少問題，Office的商業普及化已有很多

年了，大家都習慣了它的格式和操作模

式，所以儘管Google Docs是免費的，但

使用率很低。

搬上雲端的Office情況就不同了，

雖然要錢，但是每月170塊新台幣實在

不多，比起一套上萬元的正版，可說超

便宜，而操作方式與傳統的Office又很相

同，筆者以為這是微軟在面對行動裝置

和雲端運算時，唯一可以和蘋果與谷哥

競爭的優勢。

淺說雲端運算，認識技術層面

雲端運算既然是電腦科技的一種，

所以它的大架構也離不開電腦技術的通

用性，和PC一樣，分為「硬體」、「作

業系統」和「應用軟體」三個層面。

在「硬體」面上，雲端運算叫做

▲微軟公司為因應電端所推出的office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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