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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OFFICE	  ?	  
WORK	  EVERYWHERE,	  WORK	  
REMOTELY,	  WORK	  USING	  MOBILE	  
DEVICE,	  WORK	  BY	  ANY	  DEVICE...	  



中時電子報 2014年10⽉月03⽇日	  04:10	  記者郭建志／台北報導	  

下班後任意LINE員⼯工	  ⽴立委：應付合理加班費	  



⾏行動裝置市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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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GITIMES   2013/3	  

單位：百萬台

我是Notebook 195M  15%	  
我是Tablet 247M  19%	  

我是Smartphone 874M  66%	  



❖  Gartner預測，⾄至2014年，九成的企業機構將於各
式個⼈人裝置上⽀支援企業應⽤用程式，從傳統的筆記型
電腦、平板、⼿手機到各種變形裝置或其他今⽇日尚不
普及的裝置。	

❖  Gartner預測，⾄至2015年，⾄至少有60%的資訊⼯工作
者將透過⾏行動裝置與內容應⽤用程式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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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14	  

hAp://www.forbes.com/sites/peterhigh/2013/10/14/
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trends-‐fo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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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5	  	  

	  
•  公務⼈人員禁⽤用LINE	  
•  未來公務⼿手機仍可安裝LINE，但應避免談論

敏感公務或傳輸公⽂文	  



20世紀的行動辦公室	  

台灣IBM也在1996年8⽉月開始實施＂機動辦公室(Mobile	  Office)＂	  

Reference	  from:	  120.105.184.250/ctlien/⽣生產管理個案研究/IBM資訊服務業.pdf	  



手機其實不輸電腦	  



FROM:	  NIST	  CLOUD	  COMPUTING	  	  	  	  
REFERENCE	  ARCHITECTURE	  	  

10	  Reference	  from:	  NIST	  Cloud	  CompuTng	  	  	  	  Reference	  Architecture	  	  



Focus	  of	  Cloud	  CompuTng	  

•  the	  primary	  focus	  is	  a	  more	  economic	  method	  
of	  providing	  higher	  quality	  and	  faster	  services	  
at	  a	  lower	  cost	  to	  the	  users.	  	  

•  In	  addiTon,	  The	  cloud	  compuTng	  model	  
enables	  CIOs,	  IT	  project	  managers	  and	  
procurement	  officials	  to	  direct	  their	  aAenTon	  
to	  innovaTve	  service	  creaTon	  for	  the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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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ual	  reference	  Model	  

12	  Reference	  from:	  NIST	  Cloud	  CompuTng	  	  	  	  Reference	  Architecture	  	  



Actors	  in	  Cloud	  CompuT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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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	   DefiniFon	  

Cloud	  Consumer	   A	  person	  or	  organizaTon	  that	  maintains	  a	  business	  
relaTonship	  with,	  and	  uses	  service	  from,	  Cloud	  Providers.	  	  

Cloud	  Provider	   A	  person,	  organizaTon,	  or	  enTt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a	  
service	  available	  to	  interested	  parTes.	  	  

Cloud	  Auditor	   A	  party	  that	  can	  conduct	  independent	  assessment	  of	  
cloud	  services,	  informaTon	  system	  operaTons,	  
performance	  and	  security	  of	  the	  cloud	  implementaTon.	  	  

Cloud	  Auditor	   An	  enTty	  that	  manages	  the	  use,	  performance	  and	  delivery	  
of	  cloud	  services,	  and	  negoTates	  relaTonships	  between	  
Cloud	  Providers	  and	  Cloud	  Consumers.	  	  

Cloud	  Carrier	   An	  intermediary	  that	  provides	  connecTvity	  and	  transport	  
of	  cloud	  services	  from	  Cloud	  Providers	  to	  Cloud	  
Consumers.	  	  

Reference	  from:	  NIST	  Cloud	  CompuTng	  	  	  	  Reference	  Architecture	  	  



Example	  Services	  Available	  to	  a	  Cloud	  Consumer	  	  
	  

14	  



Cloud	  Provider	  -‐	  Major	  AcTv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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叡揚的經驗分享	  



GSS	  Clou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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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叡揚雲端服務官網 http://www.gsscloud.com/  

      點選VIdegree連結 

GSS Cloud Service Portal 

叡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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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gree官網 點選⽴立即開通 

叡揚資訊



點選	  Pricing	  buAon	  



Click	  for	  your	  choice	  



Choose	  trial	  or	  purchasing	  



Key	  in	  payment	  informaTon	  



•  接著您就可以繼續結賬 或是 點選	  shopping	  
cart	  的	  Icon,	  取消其中的某個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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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訂購與帳號申請 

叡揚資訊

查看您的email信箱， 

收到GSScloud確認信。 

收到VIdegree確認信，點開連結。 

 

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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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APP下載 

叡揚資訊

        下載APP 





雲端報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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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à-Vis 

叡揚資訊



每個⼈人都有重要記事要記或分享？ 

叡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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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Vis 最簡單的記事和協同⼯工具！ 

叡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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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t Service API	


多租⼾戶	


權限控管	


全⽂文檢索	
 Metadata格式	


使⽤用者	

	
	


管理者	
 App使⽤用者	


Web Based / RESTful API

Application Server	


報告撰修	


重要指標檢索	

標籤檢索	

進階檢索	


留⾔言討論/轉寄	


報告權限設定	

設定管理	


Metadata設定	


使⽤用者帳號管理	


報告權限控管	


資料匯⼊入	


報告撰修	


重要指標檢索	

標籤檢索	


報告權限設定	


拍照/錄⾳音/錄影	

報告編修	


使⽤用者帳號	


功
能
區
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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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erver

Web Based / RESTful API

Depot Server

I
E Firefox Chrome SafariAndroid iPhone iPad

⾏行動裝置 瀏覽器

Depot Service API	


系
統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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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雲端讓寫報告變得更容易? 

每種裝置有最適合
的使⽤用介⾯面 

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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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行動化 雲端服務化 

34	  

好讀 好⽅方便 好寫 

Android 或 iOS皆提供APP 



之前管理⽅方式… 

ì  報告內容常有遺漏，拜訪客⼾戶/案家後，回到公司才
做記錄。(NPO/⼀一般業務) 

ì  資料不易傳承，相關的知識/流程/意⾒見/經驗將無法有
效留存。(扶輪社) 

ì  資訊分散， Mail/電話/傳真/⼝口頭/便條紙… 
ì  紙本管理，不易查詢，也容易遺失。(找10年前的資料) 

ì  溝通與整理上，很⿇麻煩 。(需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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叡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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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雲端愛報告Vis-a-Vis服務後… 
 

36	  

ì  利⽤用重要指標，了解業務(會員/社⼯工/
產品)特定時段內⼯工作或銷售情況，及
時給予協助，提⾼高業績。 

ì  統⼀一平台，資訊傳承不脫節。新同事
交接有跡可循。同事之間還可以互相
學習。 

ì  留⾔言互動，隨時隨地掌握客⼾戶資訊。 
(新產品/競爭者資訊) 

ì  即時記錄拜訪情況，⾏行動化功能記錄
多元。(NPO訪視拍照) 





38	  

Videgree 愛客⼾戶 服務簡介與使⽤用情境 

n  Videgree 愛客⼾戶 

協助企業使⽤用視覺化的標籤對
客⼾戶進⾏行分類、掌握客⼾戶區
隔、利⽤用簡訊與 eDM 針對
不同的客⼾戶提供「精準⾏行銷」，
輕鬆記錄客⼾戶聯絡事項、發
覺久未聯絡的客⼾戶，透過客
⼾戶⼈人脈關係開拓商機。 



特色一：便宜、簡單、易上手！



特色二：多樣匯入方式  客戶名單建檔容易

ü 名片辨識

ü Excel	 檔

ü G-Mail

ü Google	 文件

ü Facebook 好友 

ü 手機通訊錄 

轉出 Excel	 檔
1. 選名名單
2. 工作日誌
3. 消費紀錄



1客⼾戶特性 
群組分類 (標籤)) 

企業客⼾戶 Skin Care 會員 

Skin Care 會員 
多條件查詢 

類別分析 

特色三：貼標籤將客戶分類



特⾊色四：針對族群發送簡訊、email、LINE 

⽜牛排套餐 



相關記事、⼯工作、消費紀錄 

企業客⼾戶 Skin Care 會員 

基本資料 

特⾊色五：⼀一覽客⼾戶相關記事 



特⾊色六：⾏行動版APP 
3

ü APP 通知 ü Email 通知 

ü 系統通知 

⼯工作指派:選擇負責⼈人 



七：60個eDM樣版輕鬆套⽤用 



⼋八：⼈人脈網絡圖 



九：來電顯⽰示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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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雲端愛客⼾戶VIdegree服務後… 
 

ì  客⼾戶依照不同屬性分類，管理好EASY。  

ì  針對適合族群，做最精準的⾏行銷。(標籤/配對功能) 

ì  個⼈人化email/sms ，讓⾏行銷⽂文宣不再是垃圾。 

ì  來電顯⽰示功能，⽴立即稱呼客⼾戶姓名，客⼾戶就感⼼心。  

ì  透過客⼾戶⼈人脈關係圖開拓商機。 

ì  ⼿手機/平板隨處查， 客⼾戶資訊⽴立即掌握。 



Thank you! Thank	  you!	  

Welcome	  to	  contact	  me	  by	  	  
Flora_hu@gs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