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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雲端財務
管理指南
調整您的財務流程以
為雲端做好準備。

Bowen Wang
AWS 雲端財務管理策略師



22

executive
insights

2

executive
insights

摘要
企業正處於數位化轉型的競賽中，企圖能夠加快行
動速度、進行更多創新並保持競爭力。本指南從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的觀點，介紹了數位化
轉型要求財務管理流程實現轉變和演進的原因、組織
如何進行調整，以及可以協助您取得成功的 AWS 解決
方案。 



33

executive
insights
executive
insights

3

前言 .............................................................................................................6

重新考慮 IT 支出管理方式的時機到了 .................................................7

調整傳統流程以為雲端做好準備 ...........................................................9

AWS 雲端財務管理介紹 ..........................................................................12

雲端財務管理不僅僅可以改善成本 .......................................................25

結論 .............................................................................................................29

目錄



4

executive
insights

在與財務主管對話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
到，大型企業中財務組織的角色已經演變
為支援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領導) 企業的
數位化轉型。雲端技術能夠協助企業及其
客戶避免潛在風險，促進財務實務演進。
而財務團隊在協助企業了解雲端技術價值
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有時甚至可以協助
企業打破障礙，以充分發揮這些技術的 
價值。

財務主管在這 一 發展過程中扮演策略合
作夥伴的角色，有責任保護企業。這意味
著實施正確的財務實務和政策、協助組織

前言
追蹤和了解雲端的價值、了解使用新興技 
術可以實現的目標，以及保持市場競爭 
優勢。另外，還涉及在擴展時確定優化 
機會，並透過更具彈性的業務營運，提供
更好的客戶體驗。

在 AWS，我們與全球客戶緊密合作，以了
解他們的業務目標，並確保他們充分利用 
AWS 的價值。領導者們正在利用我們具有
廣度和深度的技術產品和諮詢服務，以優
化和有效管理雲端支出。

我們希望您透過閱讀本指南，可以找到對
您和您的團隊正在從事專案有用的內容。
我們很樂意傾聽您的成功故事，並就我們
可以如何改善產品，以協助您管理 IT 財
務、進 一 步實現業務差異化和推動積極的
業務成果，聽取您的意見回饋。

感謝您在發展業務過程中考慮 AWS 和選擇
與 AWS 合作。

AWS 財務 
副總裁 
Gopi Krish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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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閱讀本文，則很可能貴組織已經
在使用雲端服務，或正在積極研究雲端對業
務的裨益。數位化轉型以及對創新的推動，
有時甚至能夠重新定義整個產業。對於希望
取得更大業務敏捷性、靈活性和生產力，而
又不希望因實驗失敗而背負沉重成本負擔的
領導者而言，雲端成為 一 項有吸引力的戰
略投資。

重新考慮 IT 支
出管理方式的時
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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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在組織的年度 IT 支出中所佔的份額越來
越大。領導者必須利用和部署與其整體雲端
管理策略相一致的雲端服務開支管理功能。
不斷增加的支出 (往往變化很大) 給財務團隊
帶來了新的挑戰，要求他們改變其審核、協
調和優化雲端支出的方式。

管理雲端支出與管理傳統 IT (例如物理伺服
器等硬體) 或內部部署軟體授權的支出不同。
在較傳統的支出模型中，財務團隊負責批准
預算，採購團隊負責採購資源和管理供應
商，而供應鏈團隊和技術團隊則負責新基礎
設施的安裝和佈建。相較之下，雲端使任何
業務線的任何最終使用者都可以幾乎即時地
獨立取得技術資源。

使用內部部署基礎設施 (包括客戶擁有的或
主機代管資料中心) 時，IT 團隊通常無法即
時了解其基礎設施的成本。由於這些投資已
經被核准 (和採購)，因此直到團隊開始面臨
容量限制之前，團隊不會有動力更多了解如
何進一步優化已採購的資源。同時，大多數
技術團隊都無法存取，或不知道如何使用用
於追蹤和收集這些資訊的工具。在雲端環境
中，您可以透過雲端供應商的原生成本管理
工具和/或第三方解決方案，近乎即時地存取
成本和用量資料，並及時做出決策，從而最
大化投資報酬率。

雲端還改變了我們為技術投資建立預算和制
定計劃的方式。使用實體資料中心時，擴大
規模和容量意味著需要購買新的硬體，而這
需要提前數月有時甚至是數年進行計劃。而
使用雲端運算時，由於隨需定價，整個組織
的員工都可以持續地擴展或縮減資源，這會

導致每月、每週甚至每天的支出都有所不
同。雖然按用量付費的容量最容易購買，但
它也是最昂貴的選擇。您的團隊是否正在利
用 AWS 雲端定價模式的廣度和各種節省實
務，來以更低的單位成本支援雲端專案？

1 Gartner，“How to identify solutions for management costs in public cloud 
IaaS” (如何確定公有雲端 IaaS 成本管理解決方案)，Brandon Medford、Craig 
Lowery，2018 年 1 月 22 日。ID：G00347479。

 
Gartner 不為其研究出版物中所描述的任何廠商、產品或服務背書，也不建議
技術使用者只選擇獲得最高評價或其他頭銜的廠商。Gartner 研究出版物包含 
Gartner 研究機構的意見，不應被解釋為事實陳述。Gartner 對本研究不承擔任
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包括適售性或適用於特定用途的任何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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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用量是動態的，將傳統的靜態瀑布式計劃以及 IT 預算編列和成本評估模型套用於雲
端，會產生風險，包括計劃不準確和可視性降低。最終，這將導致失去有效優化和控制
成本，並實現長期業務價值的機會。Gartner 估計，缺乏確定的雲端成本管理計劃的組
織可能會超支 70%(或更多)。2 在以下各節介紹的領域中，運用傳統財務管理實務來管理
雲端成本，可能會使組織誤入歧途。

調整傳統流程以為雲端
做好準備

2 Gartner，“Your 90-Day Plan to Control Public Cloud Spend” (控制公有雲端支出的 90 天計畫)，2019 年 2 月 14 日。ID：G0038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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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可追溯性

一 旦組織開始其雲端之旅，就有機會建立 一 
個包括策略和流程的基礎，以建立成本可視
性和成本責任。但是，由於組織通常會管理
多個帳戶，因此維護準確的雲端資源清單可
能是 一 個挑戰。AWS 提供標記策略，以協
助團隊將雲端資源連結到特定的團隊、專案
和業務計劃。但是，團隊成員在開始新專案
時，通常可能不會花時間來實作這些措施。
隨著時間的推移，組織對雲端服務的採用日
益增加，將更加難以追蹤支出 (甚至根本無法
測量)，無法將支出追溯到已核准的計劃，或
將成本分配給正確的業務部門或專案。

意外或無法解釋的帳單

雲端使每個人都能夠使用技術。但是，如果
沒有控制和管控雲端支出的防護機制，
買方的自主權可能導致產生不同的帳單、意
外或無法解釋的成本，並可能增加合規和安
全風險。AWS 提供的一些工具可協助團隊整
合賬單、了解用量和支出習慣，以及設定許
可控制。通常，雲端使用者可能不了解這些
工具，或未加以積極利用，以處理和了解其
月度賬單，並實作有效的管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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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監督不足

當技術團隊沒有被明確要求以注重成本的方
式營運時，他們可能會只根據其他 IT 優先事
項 (包括架構設計的效能、可靠性或安全性) 
來確定雲端投資的優先順序。例如，他們可
能會以複製其內部部署系統的方式遷移到雲
端。或者，他們可能未充分考慮不同 AWS 
服務、可用區域，或與隨需價格相比，可以
改善單位成本的定價模式的影響。3當成本不
是架構設計要求的 一 部分時，將導致團隊購
買成本效益不高的資源，例如僅使用隨需定
價模式或選擇過大的資源。

3 隨需定價使用按用量付費模式，讓您可以輕鬆適應不斷變化的業務需求，而不
會超額使用預算並提高對變化的回應能力。 如需進一步了解，請參閱定價頁面 
https://aws.amazon.com/pricing

不準確的預測

傳統的預算編列和財務變異分析方法無法很
好地適用於雲端。技術和財務團隊可能缺乏
有效的集中式預算編列和監控機制，無法準
確預測用量、控制成本，並讓雲端投資與業
務目標保持 一 致。跨職能 (技術、產品和業
務) 工作時，如果沒有實際支出的集中檢視、
定期進行預測和預算編列，可能難以了解成
本和使用趨勢，或者在準備新的業務計 
劃時，難以估計未來成本和建立財務可預 
測性。

https://aws.amazon.com/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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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雲端財務
管理介紹

務的公司，成本節省了 51%，而對於那些
雲端管理財務超過五年的公司，節省百分
比高達 60%。 降低成本並不是唯 一 的好
處，同一項研究還發現，採用雲端財務管
理的公司中，有 67% 的因此增加了收入，
而有 64% 提高了利潤。

AWS 提供的雲端財務管理解決方案，能夠
透過成本透明性、控制、預測和優化，來
協助您實現業務轉型。 這些解決方案還有
助於形成注重成本的文化，讓所有團隊和

為避免這些陷阱，組織需要在整個雲端之旅
積極管理雲端成本，無論您是在雲端建置原
生應用程式、將工作負載遷移到雲端，還是
擴大對雲端服務的採用。AWS 雲端財務管
理 (CFM) 提供 一 組功能，可讓您在保持業
務敏捷性的同時，管理、優化和計劃雲端成
本。雲端財務管理不僅對有效管理成本至關
重要，而且對於確保投資促成期望的業務成
果至關重要。

451 Research 4 最近的 一 項研究發現，至
少連續 2-3 年使用雲端財務管理工具和實

職能部門建立責任感，並推動所期望業務
成果的達成。 

AWS 服務組合可以協助財務團隊了解成本
源頭、以最小的意外支出執行操作、為動
態的雲端用量制定計劃，以及在團隊擴大
對 AWS 的使用時節省成本。

4 Cloud Financial Management, Small Changes Can Make Big Impacts (雲端財務管理 - 小的改變可以產生重大影響)，451 Research 與 
AWS，2020 年。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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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 使用使用者定義的方法
進行組織和報告
為了了解您的 AWS 成本並優化支出，您需
要知道這些成本來自何處。這要求您精心設
計帳戶和資源結構，使財務部門可以追蹤支
出流，並確保各團隊對盈利負起應有的 
責任。

此過程需要首先建立 一 個統 一 的 AWS 帳
戶結構，透過執行以下步驟來確保成本可追 
溯性：

 使用 成本分配標籤建立組織取用模式的
精細檢視，並形成結構化的資源標記策
略。為了進行成本報告，應使用諸如擁有
者、堆疊類型和關聯的應用程式資訊，來
標記每個 AWS 服務。您可以使用標籤政
策來維護 一 致的標籤，包括標籤鍵和鍵
值的首選大小寫處理方式。您還可以使用 
AWS 資源群組 來管理和組織資源。如需
了解建立標籤的不同策略，請參閱  
AWS 標記最佳實務。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ost-alloc-tag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tag-polici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tag-polici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RG/latest/userguide/welcome.html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ws-tagging-best-practices.pdf


12

executive
insights

 使用 AWS Control Tower 建立和佈建
新的 AWS 帳戶，以使用預先設定的藍圖 
(例如，用於目錄和存取的 AWS Single 
Sign-On)，並輕鬆設定和管理安全的新
多帳戶 AWS 環境。

 使用 AWS Organizations 來建立貴組 
織 AWS 帳戶的整體檢視，以反映業務 
需求，並透過 一 次為所有 AWS 帳戶 
付款，來簡化帳單。

 使用 AWS Cost Categories，根據您的
需求將成本和用量資訊劃分為有意義的
類別。您可以編寫規則，並建立帳單明
細項目的自訂群組。有多種可用的群組屬
性，例如帳戶、標籤、服務和計費類型。 
閱讀更多 有關如何建立 Cost Categories 
的資訊。

 當依標籤和 Cost Categories 進行篩選
時，您將能夠按團隊和應用程式查看和分
享 IT 成本資訊，從而提高員工的成本意
識。這種可見性讓您的團隊可以更加了解
其 AWS 使用成本。

http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categorie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categorie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categories/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reate-cost-catego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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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所需的帳戶結構後，您將需要確定內部
成本分配模型。 AWS 建議任命專門的人員
或團隊，來開發、監控、積極設計和實作成
本分配模型，並取得利害關係人的支援， 
以推動責任制和注重成本的雲端使用文化。
您是否會向業務職能部門或產品團隊收取雲
端和內部成本 (內部計費 (chargeback))？ 或
者，您只是告知成本 (回報 (chargeback))？ 
前者可提高責任感，可以看作是一種稅收。
後者需要較少的管理開銷，但可能無法帶來
同樣程度的責任感。 

在某些情況下，AWS 建議在成本分配方面實
現內部一致。例如，組織應該就如何分配與
預留執行個體 和 AWS Savings Plans 關聯
的前期和持續費用採取一致方法，因為可以
根據購買服務者或從中受益者來分配成本。
另一種情況是分配共用成本，特別是如何分

配與 AWS 支援、資料傳輸相關的成本或其
他應由所有最終使用者共同分攤的成本。 
為確保成功分配成本，

AWS 為您提供了幾種解決方案，這些解
決方案具有不同的精細程度，可協助您
了解成本。
其中包括：

• AWS Cost Explorer 讓您可以視覺化、 
了解和管理您在一段時間內的 AWS 成本
和用量。您可以透過在宏觀上探索資料 (
圖表和表格格式)，來快速了解資料，然後
透過篩選條件和分組建立更具體的檢視，
來尋找更多詳細資訊。例如，您可以先依
服務來檢視最主要的成本來源，然後透過
團隊標籤或成本類別進一步調查，以了解
服務的使用者。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optimization/reserved-instances/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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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WS Cost Explorer 報告 UI 範例 — 分組功能

圖 2：AWS Cost Explorer 報告 UI 範例 — 分組和篩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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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成本和用量報告 (CUR) 提供 一 組
最全面的 AWS 成本和用量資料。它包含
有關 AWS 服務的其他中繼資料、價格、
定價模式的詳細資訊 (例如預留執行個
體、Savings Plans) 以及您建立的標籤和
成本類別。AWS 會每天多次將 CUR 交
付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儲存貯體。然
後，您可以將報告與  

Amazon Athena、Amazon Redshift 和 
Amazon QuickSight 等服務結合使用。您
還可以將資料導入到您自己的系統中，以
進行進 一 步分析，例如將成本和用量資
料與業務營運資料結合起來，以產生業務
單位成本 KPI，例如，每單位銷售的雲端
成本。

圖 3：AWS 成本和用量報告範例

AWS 建議客戶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開始
其成本和用量報告之旅。如果您的業務需要

更詳細的資料和自訂分析，您可以隨時轉為
使用 CUR 來滿足您的需求。

透過標記 AWS 中的所
有執行個體，我們現在
既可以在應用程式層級
查看特定成本，也可以
查看與應用程式關聯的
每個資源的特定成本。
這使我們能夠發現執 
行應用程式的隱藏 
成本。」
 

Chad Marino
Kaplan 技術服務執行長

」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d-usage-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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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 管理賬單和
控制成本
您可以建立防護機制並採取管控措施，以確
保支出符合預算。AWS 提供的多種工具可
協助您入門。

AWS 帳單與成本管理主控台 為您提供高階 
KPI，重點關注當月的總體支出、依服務劃
分的支出和免費方案用量。它還提供了有
關 AWS 帳單和成本管理入門的連結，以及
導覽到成本管理服務、帳單詳細資訊和偏
好設定的功能。

這可以協助您快速評估您的每月支出是否與
您之前的月份和預計的運轉率相符。帳單和
成本管理主控台還可以主要服務的順序提供
本月迄今明細，方便您確定成本是否符合預
期。如果不符合預期，您可能需要調查並採
取糾正措施。您還可以取得當月的帳單明細 
(例如，依服務、帳戶或區域劃分的費用)， 
以及前幾個月和當前帳戶生命週期的帳單 
明細。

圖 4：帳單和成本管理儀表板範例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billing-getting-start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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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WS 帳單主控台入
門部落格。

儘管成本控制是共同的責任，但建立基本的
管控政策，以指導許可和可存取性至關重
要。成功執行此操作的客戶透過指定的團隊 
(例如 Cloud Center of Excellence (CCoE) 
或雲端業務辦公室 (CBO))，建立集中責任
制。這些團隊協助設計和實作管控機制， 
並在全公司範圍內推廣最佳實務。

AWS 提供用於設定防護機制的工具，可
用於定義和實施對雲端用量和支出的限
制。您可以使用 AWS Identity & Access 
Management (IAM) 來建立和管理使用者
和群組，並透過許可允許對 AWS 資源的 
存取。 您還可以使用服務控制政策 (SCP) 
來集中管理組織中所有帳戶的許可。

如果您的團隊更喜歡集中佈建和共用已核
准使用的服務，並且最終使用者可以快速
搜尋和部署這些 IT 服務，則可以使用 AWS 
Service Catalog。 使用 AWS Service 
Catalog，您可以建立和管理 IT 服務的目
錄。Service Catalog 還與 AWS 預算整合，
因此您可以建立預算並將其與產品和產品組
合相關聯，並追蹤團隊的支出。

如上 一 節所述，AWS Control Tower 提
供 一 種簡化的方法來設定多帳戶 AWS 環
境。它也是重要的管控工具，可自動執行

新帳戶的政策管理，並提供整合的儀表板檢
視， 
可用於查看帳戶許可和防護機制的遵從 
狀態。

重要的是要及早發現並捕獲導致成本超支的
活動。 若您使用 AWS 成本異常偵測，我們
將為您調查您的支出趨勢，比較支出與預期
支出，並透過根本原因分析向您傳送異常 
警示，以便您評估特定帳戶、服務、 
區域等。

當您的成本和用量超出預算限制時，您可
以預先設定 AWS 預算操作，以實施特定的 
IAM 或 SCP 政策，或停止帳戶中目標 EC2 
或 RDS 執行執行個體，並防止意外支出。 
這些動作可以自動執行，也可以要求工作流
程核准。

確保高層管理人員的支
援，並在財務、技術和 
IT 部門之間建立合作，
對於我們的成本管理工
作而言至關重要。」
 

Sveta Shandilya
Rubrik
IT 計劃主管

」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back-to-basics-getting-started-with-the-billing-console/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back-to-basics-getting-started-with-the-billing-console/
https://aws.amazon.com/iam/
https://aws.amazon.com/iam/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scps.html#orgs_manage_policies_scp
https://aws.amazon.com/servicecatalog/?aws-service-catalog.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createdDate&aws-service-catalog.sort-order=desc
https://aws.amazon.com/servicecatalog/?aws-service-catalog.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createdDate&aws-service-catalog.sort-order=desc
http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omaly-detection/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get-started-with-aws-budget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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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 透過靈活的預算編列和
預測來改善計劃
建立可見性和成本控制後，您可能會想要計
劃並設定對雲端專案的支出期望。AWS 提供
建立動態預測和預算編列流程的靈活性，因
此您可以隨時了解成本是否符合或超過預算
限制。

您可以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根據過去的
支出，預測未來 一 段確定的時間範圍內的
成本。 AWS Cost Explorer 預測引擎會根據
收費類型 (例如，預留執行個體) 對您的歷
史資料進行細分，並結合使用機器學習和基

於規則的模型，來分別預測所有收費類型的
支出。這種多個時間序列方法可協助您透過 
AWS Cost Explorer 取得更高的預測準確性，
而與您使用的 AWS 服務無關。

如需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建立自訂用
量預測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AWS 成本管
理部落格上的用量預測 (現已在 AWS Cost 
Explorer 中提供)。

圖 5：AWS Cost Explorer UI 範例 — 預測功能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launch-usage-based-forecasting-now-available-in-aws-cost-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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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可以使用 AWS 預算 透過指定時間段、
重複週期或金額 (固定或可變)，並新增篩選
器 (例如服務、AWS 區域和標籤)，來設定
精細的自訂預算。

若要及時了解現有預算的執行情況，您可
以建立和排程 AWS 預算報告 ，以定期透
過電子郵件將報告傳送給您和您的利害關
係人。

您還可以根據實際成本 (為主動式) 或預測
成本，建立預算警示 ，從而為採取措施緩
解潛在成本超支提供了時間。當您的成本
或用量超出或預計超出預算額度時，系統
會提醒您。如果您購買了預留執行個體或 

Savings Plans，則還可以使用 AWS 預算
為預留執行個體和 Savings Plans 設定使
用率或覆蓋率目標。當使用率或覆蓋率低
於您定義的閾值時，您將收到警示。警示
通知可以透過電子郵件、Amazon SNS 主
題、Slack 訊息或 Amazon Chime 訊息  
(利用 AWS Chatbot 服務) 來傳遞。這些 
功能讓您可以快速應對超出預期支出的 
狀況，並降低超支和未能達到投資報酬率
目標的風險。

對我們來說，可以預測
支出，而無需擔心意 
外賬單，讓我們輕鬆 
許多。AWS Cost 
Explorer 會告訴我們確
切的資金去向，以及我
們可以做些什麼來進一
步降低成本。」
 
 

Dean Jezard
Tigerspike
CTO 兼共同創辦人

圖 6：AWS 預算 UI 範例

」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reporting-cost-budge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budgets-best-practices.html#budgets-best-practices-al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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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 — 透過定價和資源建
議優化成本

優化成本始於為新的雲端營運模式制定明
確的策略。這應該在您的雲端之旅中儘早開
始，並透過正確的流程和行為，為注重成本
的文化奠定基礎。

您可以採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來優化雲端成
本。AWS 建議客戶專注於以下方面： 

選擇合適的購買模式

您可以透過多種定價模式購買 AWS 服務。
您可以選擇隨需、按用量付費的定價購買雲
端資源，也可以透過為期 一 年或三年合約
取得折扣。您甚至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購買閒
置運算容量。

可以考慮的 一 些策略如下：

• 如果您的財務狀況允許您簽訂長期合約，
並且您的 Amazon EC2 或 Amazon RDS 
等執行個體的工作負載可預測，則預留執
行個體 (RI) 可以協助您降低成本 (相較隨
需定價最高可節省 72%)。您可以靈活選
擇以下三種付款方式：全額預付款、部分
預付款或無預付款。透過在帳單主控台中
啟用 Reserved Instances Sharing (預留執
行個體共用)，執行個體折扣還可套用於組
織的合併帳單系列中的其他帳戶。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optimization/reserved-instance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optimization/reserved-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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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 AWS 新聞部落格上的「具有多
個執行個體類型和購買選項的 EC2 Auto 
Scaling 群組」，以進 一 步了解如何在單
個 Auto Scaling 群組中將  
Spot 執行個體與其他購買模式相組合，
以降低運算成本。由於 Spot 型執行個體
是閒置容量，因此 EC2 可以在需要時透過
提前兩分鐘發出通知來回收該容量。Spot 
執行個體與 AWS Managed Services (例
如 Amazon EC2 Auto Scaling、Amazon 
EMR、AWS Batch、Amazon ECS 和 
Amazon EKS) 整合，可協助您無縫處理
中斷。請參閱 AWS 運算部落格上的處理 
EC2 Spot 執行個體中斷的最佳實務，以
了解如何利用中斷通知。

• 如果您希望按每小時付費，而不是按照特
定執行個體付費，Savings Plans 是另 一 
種基於承諾的購買選項，相較隨需定價最
高可節省 72%。使用 Compute Savings 
Plan 時，即使您在執行個體系列或 AWS 
區域之間移動工作負載，或進行工作負載
遷移 (例如，使用 AWS Fargate 將工作負
載從 Amazon EC2 遷移到 Amazon ECS)
，折扣也會自動套用。使用 EC2 Instance 
Savings Plans 時，只要執行個體在所選 
AWS 區域中的特定系列內，折扣將自動
套用，無論執行個體大小、作業系統和租
用情況如何。

• 如果您有無狀態、容錯或靈活的工作負
載，例如大數據、容器工作負載、持續整
合/持續交付 (CI/CD)、Web 伺服器、高
效能運算 (HPC) 或其他測試和開發工作負
載，Amazon EC2 Spot 執行個體讓您能
夠以大幅折扣 (相較隨需定價最高可節省 
90%) 利用未使用的 EC2 容量。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new-ec2-auto-scaling-groups-with-multiple-instance-types-purchase-options/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new-ec2-auto-scaling-groups-with-multiple-instance-types-purchase-options/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cards.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startDateTime&cards.sort-order=asc
https://aws.amazon.com/blogs/compute/best-practices-for-handling-ec2-spot-instance-interruptions/
https://aws.amazon.com/blogs/compute/best-practices-for-handling-ec2-spot-instance-interruptions/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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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容量與需求相符
佈建的資源大小和類型與實際需求相符很重
要。在架構設計中，您的團隊將要考慮針對
特定資料類型的最合適目的地，並為資料選
擇正確的儲存方案。以下所有選項均可進 一 
步降低您的成本。

例如，優化儲存和資料庫佈建：

• Amazon S3 Intelligent Tiering 透過自
動將資料移動到最具成本效益的存取層來
協助您優化成本。它的運作原理是將物件
儲存在兩個存取層中，其中 一 個針對經
常存取的資料進行了優化，而另 一 個針
對不常存取的資料進行了優化。您需要為
每個物件支付少量的每月監控和自動化費
用。

• 使用 Amazon DynamoDB 時，您需要
為在 DynamoDB 表中讀取、寫入和儲存
資料付費。使用 DynamoDB 隨需容量模
式 時，您無需指定應用程式將執行多少
讀寫輸送量，因為 DynamoDB 可以根據
工作負載的增加或減少調整。當您無法
預測應用程式流量，或者需要為未知的
工作負載建立新的表時，此功能特別有
用。您無需考慮容量規劃 — 只需為工作
負載執行的讀寫操作付費。 但需要注意的
是，DynamoDB 隨需容量模式比 佈建容
量模式更昂貴。

您還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優化 EC2 容量：

•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讓您可以新
增或移除運算容量，以滿足需求的變化。
例如，您可以監控 EC2 執行個體的運作 
狀態，並自動替換運作狀態不佳的執行 
個體。您可以提前安排擴展，以適應 Web 
應用程式的已知流量模式。或者，您可以
使用預測性擴展，它依靠機器學習來預測
未來的流量 (包括定期出現的尖峰)，以提
前提供 EC2 執行個體。

• AWS Instance Scheduler 讓您可以設定 
EC2 和 RDS 執行個體啟動和停止的自訂
排程，從而降低環境的執行成本。使用該
解決方案在工作時間內執行執行個體的 
客戶，與全年無休執行執行個體相比， 
節省了多達 70% 的成本。

https://aws.amazon.com/s3/storage-classes/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pricing/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pricing/on-demand/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pricing/on-demand/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pricing/provisioned/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pricing/provisioned/
https://aws.amazon.com/ec2/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implementations/instance-sched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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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和優化資源
選擇
最後，您可以使用 AWS 工具來取得有關優
化資源的指南，以便讓資源以較低的成本產
生高效能。AWS 建議客戶從以下方面開始操
作 (如果您尚未利用這些產品)：

• AWS Cost Explorer 資源推薦使用以機
器學習為基礎的推薦引擎，來分析工作負
載的組態和資源使用率。它還考慮了特定
的成本和節省資訊 (例如，賬單、可用積
分、RI 和 Savings Plans)，以協助您確定
未充分利用的 EC2 執行個體。這些執行
個體可以在單個或全部 EC2 執行個體系
列內，按執行個體分別縮減。

• AWS Compute Optimizer 提供 AWS 運
算資源推薦，可協助您快速確定最佳的 
AWS 運算資源。它使用機器學習來分析
您的歷史使用率指標並提供推薦，讓您可
以將成本降低多達 25%。

• 您可以透過 EC2 主控台和其 API 來使用 
EC2 執行個體類型，以了解所有 Amazon 
EC2 執行個體類型和功能的最新資訊。此
產品為所有 EC2 執行個體類型提供單一真
實來源，讓您能夠比較選項並輕鬆取得最
新資訊。

• Amazon S3 分析 — 儲存類別分析觀
察資料存取模式，以協助您確定何時從
較不常存取的 STANDARD 儲存轉換到 
STANDARD_IA (IA 表示不常存取) 儲存類
別。 

• AWS Trusted Advisor 是一個在線工具，
可為您提供根據 AWS 最佳實務佈建資源
的即時指南。這些最佳實務包括成本優
化、效能、安全、容錯能力和服務限制方
面的實務。

上線之後，我們開始監
控資源的使用率，並微
調基礎設施的規模。與
我們的預期相比，最初
佈建的基礎設施成本減
少了 20%。這在我們的
內部部署環境中根本不
可能。」
 

Paddy Raghavan
CMPUTE.IO
共同創辦人

」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optimization/right-sizing/
https://aws.amazon.com/compute-optimizer/
https://aws.amazon.com/blogs/compute/it-just-got-easier-to-discover-and-compare-ec2-instance-types/
https://aws.amazon.com/blogs/compute/it-just-got-easier-to-discover-and-compare-ec2-instance-types/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analytics-storage-class.html
https://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technology/trusted-advisor/
https://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technology/trusted-advisor/best-practice-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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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財務管理
不僅僅可以改
善成本 
CFM 的好處不僅限於避免和減少成本。要
實作 CFM 並取得成功，需要財務、技術和
業務團隊之間進行協作，並且需要轉變整個
組織傳達和評估雲端支出的方式。一 旦採
用上面列出的主要 CFM 策略並有所信心，
您就可以集中精力更好地傳達 CFM 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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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商業
價值
財務部門需要與技術團隊合作，來建立 IT 價
值故事，並進行傳播，以協助企業了解技術
支出與業務成果之間的連結。這樣，技術支
出就不再被視為成本，而是投資。

要講述 IT 價值故事，您需要確定技術投資是
增長導向還是業務營運導向，並定義和核准
一組可以量化業務影響的指標。證明增長導
向技術投資的價值相對容易，並且可以與創
收活動相關聯，例如新銷售訂單的數量或縮
短新產品的上市時間。業務營運導向技術投
資似乎難以量化，但領導者還是能夠透過 一 
些有效的方法來了解其中的價值，例如， 
技術資源支援的系統、應用程式和業務活動
可用性 (例如，計劃外停機時間更短) 和效能 
(例如，交易處理時間更快) 的改善。

AWS 最近進行了一項雲端價值基準研究 5，
其中從四個價值方面衡量了雲端對業務的 
影響：成本節省、員工生產力、營運彈性和
業務敏捷性。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雲端
價值基準研究 - 量化雲端採用收益」。

降低業務風險
風險控制和緩解是業務領導者的另 一 個關鍵
任務。財務部門應與技術團隊合作，向企業
提供有關 AWS 敏捷性如何透過實驗和可逆
決策來降低失敗成本的教育。在 Amazon，
我們將其稱為「雙向門 6」 決策模式。在準
備將來的應用程式時，團隊應評估相對成
本、技術能力、部署時間和風險。 

AWS 提供的敏捷性方便技術團隊進行創新，
而不會受到大量前期資本成本的約束。透過
提高業務透明度，並且不受沉沒成本和硬體
的限制，貴組織可以透過快速確定、棄用和
將資源轉移到其他可產生較大影響的領域，
來將與實驗失敗相關的風險降至最低。AWS 
可以協助您提高業務敏捷性，確保 IT 預算與
更廣泛的業務目標保持一致，並對現有和將
來的工作負載進行價值 KPI 基準化分析。

5 AWS “Cloud Value Benchmarking Study Quantifies the Benefits of Cloud 
Adoption” (雲端價值基準研究 - 量化雲端採用收益)，2020 年 6 月。

6 請參閱 Amazon 2015 年致股東信中的 “Amazon’s Invention Machine: one-
way door decisions vs. two-way door decisions” (Amazon 的發明機器：單向
門決策與雙向門決策)。

每使用者成本降低 
27.4%

應用程式停機時間
減少 56.7%

新產品和服務的上
市時間縮短 37.1%

https://pages.awscloud.com/CVFWhitepaper_eBook.html
https://pages.awscloud.com/CVFWhitepaper_eBook.html
https://s2.q4cdn.com/299287126/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2015-Letter-to-Sharehold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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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個案研究

Zynga 的第 一 個大型 AWS 遷移專案是其分析平台，
這對於這家以玩家為中心、資料驅動的公司而言至
關重要。在 AWS 的協助下，Zynga 進行了概念驗證 
(PoC)，在現代 Amazon EC2 執行個體類別上測試了
其分析平台基礎設施。該分析管理解決方案最初在擁
有 230 個節點的 zCloud 叢集上執行，而現在在擁有 
115 個節點的 AWS 叢集中即可執行。進 一 步的 PoC 
工作進 一 步提高了效率和效能，讓該解決方案能夠在
擁有 70 個節點的叢集上執行。

擁有探索和實驗的自由 
- 在 AWS 上，我們現在
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
有助我們履行透過遊戲
連接世界的使命。借助 
AWS，Zynga 可以專注
於開發出色的遊戲，投
資於產品創新，並改善
玩家體驗。」
 

Dorion Carroll
Zynga 資訊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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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個案研究

在 MedStar Health，該網站的每月營運和維護成本下
降了 40% 以上。同時，停機時間從每月 120 分鐘減少
到不到 5 分鐘，頁面下載時間從平均 1,500 毫秒減少到 
120 毫秒。結果，患者在網站上花費的時間更多，而放
棄搜尋的人數減少。

透過了解 AWS 雲端提供的價值，以及利用降低的失敗
風險，您可以客觀地評估雲端投資的績效，確保取得適
當的資金水平，並在各專案之間有效地根據優先順序分
配資源。

在 AWS 上執行我們的
網站極大地改善了使用
者體驗。 我們網站的退
信率下降了，頁面停留
時間增加了，最近的數
字表明頁面瀏覽量增 
加了。」
 

MedStar Health 計劃、行銷和
社群關係執行副總裁 Christine 
M. Swea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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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雲端財務需要您改進現有財務流程， 
使其可以適用於雲端，以便建立成本透明
度、控制、計劃和優化，並以此方式營運。

雲端財務管理不僅僅是控制成本。它是關於
如何利用 AWS 的敏捷性、創新和規模， 
以最大化雲端為您的業務提供的價值。

管理雲端技術及其財務不再是相互孤立的工
作。財務和技術團隊需要確保 IT 成本從根
本上與業務目標保持 一 致，還必須了解相
關的風險、緩解措施、實作方法和價值目
標。
AWS 提供的 一 套解決方案可協助您採用 
CFM 最佳實務。然而，組織轉型並不意味
著要在 一 夜之間完成巨大的轉變。正如分

析師研究 7 所表明的那樣，長年累月細微而
可衡量的改進可能會帶來巨大影響：當組織
持續採用雲端財務管理實務時，這些行為在
工作和決策方式中就會根深蒂固。結果會產
生更注重成本的文化，無論是開發人員設計
新的雲端原生應用程式，還是財務經理分析
這些新的雲端投資的投資報酬率，皆注重 
成本。

本參考指南中包含的資源和工具對於貴組織
的雲端財務管理旅程很有幫助，可協助您加
速實現商業價值。您可以從我們的 客戶成
功案例 中了解更多資訊，並在我們的雲端
財務管理 Web 入口網站上了解更多策略。
另外，我們的部落格頻道還提供解決方案發
佈和最佳實務資訊。

結論

雲端運算不僅僅涉及技
術。 它是技術與商業模
式的緊密結合。對兩者
都有很好的了解將使客
戶做出選擇，使他們的
組織能夠更好地為客戶
提供服務，同時也能有
效利用其 IT 預算。」
 

AWS 副總裁兼首 
席推廣者
Jeff Barr

7 Cloud Financial Management, Small Changes Can Make Big Impacts (雲端財務管理 - 小的改變可以產生重大影響)，451 Research 與 AWS，2020 年。
保留所有權利。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customer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customer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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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主題的更多資訊
• 《AWS 上的商業價值》白皮書

• 使用 AWS Infographic 實現商業價值

• Live Nation 如何透過 AWS Infographic 實現商業價值

• Cloud Financial Management Small Changes Can Make Big Impacts (雲端財務管理 - 
小的改變可以產生重大影響) — 451 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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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化、人才和領導力實現創新
和轉型的領袖觀點 

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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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realizing-business-value-with-aws/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how-live-nation-realized-business-value-with-aws/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analysts/451-research-aws-cloud-financial-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analysts/451-research-aws-cloud-financial-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