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構企業雲端資訊系統專案管理	  
@	 

企業網路系統研究	 

2014/5/8	  (四)	  
美兆集團	 資訊長	 黃嘉建	  

Jacky_huang@mjlife.com	  0917-‐758-‐783	 
	 



* 1991	 淡江資管3A畢	 
* 1993	 國防部服役	 
* 1993	 NEC系統工程師	 
* 1997	 台北國際商銀副科長	 
* 2008	 新光人壽專案襄理	 
* 2014	 美兆集團資訊長	 





Angeda	 

* 一.何謂雲端	  
* 二.雲端企業運用	  
* 三.雲端企業成本	  
* 四.課業與企業結合	  



一.何謂雲端	 
* SAAS:軟體	 (OFFICE365…)	  
* PAAS:平台	 (微軟AZURE,AWS,GCP..)	  
*  IAAS:基礎架構	 (HI	  CLOUD,GOOGLE..)	  
* 公有雲,私有雲,	 混合雲,自建雲(BYOC)等.	  
* 虛擬化(	  VM,	  HYPERV..)	  
* 資源集中	  
* 資源分享	  
* 高速網路(4G,1000G)	  
* 集中(大型主機)-‐>分散(C/S)-‐>WEB-‐>CLOUD	 





(1)	  https://cloud.google.com/	 



(2)	  http://aws.amazon.com/	 



(3)	  http://azure.microsoft.com/zh-‐
tw/pricing/free-‐trial/	 



	  
(4)http://hicloud.hinet.net/	  

	 



什麼系統適合上雲端?	 

* 輕巧短小運用	  
* 大量資料	  
* 系統集中在20%時間使用,80%是閒置的	  
* 專案建置測試,開發環境短暫時間	  
* 臨時性的電子商務促銷網站	  
* 不想一開始即投入採購大量軟硬體設施	  



什麼系統不適合上雲端?	 

* 機密資料(法務專員)	  
企業內部:自行規範條文	  
主管機關:衛服部,勞動部,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 大量影像下載佔用頻寛.	  
* 對IT建置掌控絕對主導性	  



* 教育界:教育雲(北市政府KM開啟知識新生活)	  
* 金融界:金融雲(國際股市,理財資訊,財金)	  
* 醫療界:健康雲(EMR,遠端照護),Irobot機器人	  
* 製造業:製造雲	 (ERP訂單、出貨、發票廣達)	  
* 環保業:環境雲(環保署大氣、水、林、地)	  
* 服務業:服務雲(POS行動收銀+行動支付)	  
* 運輸業:交通雲(交通部,即時路況,監控,停車)	  
* 新北市企業金斗雲(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雲端企業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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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端企業成本	 

* CPU:	  	  GHZ….	  	  (小時,天,	  月…)	  
* RAM:	  	  GB	  
* HDD:	  	  GB,TB	  	  	  
* OS:	  	  	  WINDWS,LINUX…	  (不計價)	  
* DB:	  	  	  SQL,MYSQL…	  (自購或租用)	  
* NETWORK:	 	 用多少算多少	  
* 客製化,即時生效	 







專案WBS安排人,事,時,地,物	 



* 未來:	  
雲:	  VM,DATA	  CENTER,Os,Database,Web,AP..	  
網路:VPN,VOIP,QOS,防火牆,SSL,Router..	  
	  	 	 	 端:	  IOS,ANDROID,.NET,PHP,JAVA,網頁,美工..	  
* 知識:教授,同儕,兄長,父母,自我學習	  
* 產業:關心商業發展趨勢(雜誌,新聞,網路..)	  
* 人脈:往下10歲(12Y)	  	  -‐>創新	  
	 	 	 	 	 	 	 	 	 	 同年	 	 	 	 	 	 	 	 	 (22Y)	  	  -‐>榜樣	  
	 	 	 	 	 	 	 	 	 	 往上10歲(32Y)	  	  -‐>導師	 

四.課業與企業結合	 



找工作建議	 

* 面試前:	  
◎1-‐2頁的RESUME(把社團,當兵,比賽獎狀)	  
◎最好有介紹人推介(加分)	  
◎自己準備10道問題練習	  
* 面試中:	  
◎得體的打扮(女生套裝,男生西裝)	  
◎禮貌: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 面試後:	  
◎不要常換工作(1個工作至少3年以上)	  
◎保持學習心態:自我,公司,證照.	  



104徵才資訊1	 
職務名稱：	 軟體系統架構師(資訊處)	  

需求人數：	 1人	 

職務類別：	 軟體設計工程師、電腦系統分析師、MIS程式設計師	 

職務說明：	 

1.微軟.NET架構設計、共用模組及核心元件開發���
2.雲端技術或產品評估導入���
3.分析應用系統需求，設計資訊應用系統架構���
4.指導.NET	  團隊進行系統開發���
5.提供微軟相關軟體技術產品導入，升級等等	 

工作條件限制	 

1.熟	 VS.Net	  C#、VB、資料庫語言:SQL	  Server與Oracle等設計能
力���
2.有程式設計5年以上經驗���
3.能獨當一面也能與團隊合作開發專案���
4.具MCSD,MCSE相關認證.	  
5.使用.net開發專案共用架構、元件與模組���
6.熟悉web-‐based系統設計���
7.具醫院醫療資訊系統開發經驗尤佳	 



104徵才資訊2	 
職務名稱：	 系統分析師(資訊處)	  

需求人數：	 1人	 

職務類別：	 電腦系統分析師	 

職務說明：	 

1.與各事業單位進行協調與溝通事宜���
2.與事業單位進行商業分析並估算範圍���
3.分析、評估舊系統與新系統之作業流程���
4.撰寫使用者需求規格書(URS)及測試計劃.	  
5.規劃執行軟體架構及模組之設計，並控管軟體設計進度���
6.開立系統整合測試個案���
7.協助使用者單位進行驗收測試���
8.主要為健檢系統與健康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	 

工作條件限制	 

1.具資訊系統規劃與開發能力���
2.熟	 VS.Net	  C#、VB、資料庫語言:SQL	  Server與Oracle等設計能力���
3.有程式設計3年以上及系統分析3年以上經驗���
4.具醫院醫療資訊系統開發經驗尤佳���
5.有雲端系統開發經驗尤佳.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