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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 與 雲端運算 

• 行動裝置 
–更快速的擷取資訊 

–更多元化的呈現方式 

–更多種的平台 

–更不確定的未來
http://studyhost.blogspot.tw/2011/08/blog-post.html 
 

–前端的 多樣化 與 個人化 

–後端連線數量的極大化 

http://studyhost.blogspot.tw/2011/08/blog-post.html
http://studyhost.blogspot.tw/2011/08/blog-post.html
http://studyhost.blogspot.tw/2011/08/blog-post.html
http://studyhost.blogspot.tw/2011/08/blog-post.html
http://studyhost.blogspot.tw/2011/08/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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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運算 
–高可用性(Availability)、高延展性

(Scalability) 

–更低的維運成本 

–更低的進入障礙 

 

行動裝置 與 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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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Computing
更低的維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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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降低你的工作量、同時提高效率 

• 建立有價值的產出、不要當程式勞工 

• 透過方便好用的服務、迅速完成工作 

• 建立低相依性、高可用性與延展性的
架構 

 

• 讓你專注在建立自己無法取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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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企業/客戶快速建立行動裝置應用 

• 能夠善用行動裝置的特性 

• 能夠跨各種平台 

• 具有高可用性與延展性 

• 如果可以, 少寫一點程式 

• 多一些分析與有價值的產出 

我知道你要的是… 

雲端技術與行
動裝置能夠如
何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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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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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e Mobile Services 

• 快速建立後端服務 
– 可提供給Windows Phone、Windows Store App、Android、iOS、

甚至HTML5網頁 

– 走標準的REST API架構，使用JSON格式傳遞資料，不僅開放、更加兼容並蓄 

– 微軟已提供各平台所需的SDK，不用自己辛苦搞Parsing 

• 你無需自行建立服務網站、立即可享有後端資料存取功能 

• 採用高可用性與延展性的雲端架構(可以隨時增加或縮減規模) 

• 支援身分驗證(Microsoft Account、Google、
FaceBook…etc) 

• 支援三大平台的Push Notification 

• 支援Schedule Jobs、Logs、Server Site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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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歷史 

• Whatever what code you write, you need backend 

services. 

• About 5 years ago, ADO.NET Data Services (Since 2007) 

• About 3 years ago, WCF RIA Services (Since 2009) 

• Today, We talk about Azure Mobile Services 

(Sinc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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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 

• 撰寫一次後端服務，可以提供給多種前端
使用 

• 後端服務支援 
– 資料存取 

– 訊息推送服務 

– 用戶端身分驗證機制 

– 排程作業 

– Logs 

• 開發各種前端應用程式時，都有相對應的
SDK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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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e WebSites 

Mobile Services如何實現他的功能 

 

REST API/JSON 

Android 

iOS 

Windows 
Phone 

Windows 8 
App 

HTML 

SQL Azure 

Azure 
Storage 

Facebook, 
Google, MS, 

Twitter 

 

 

Android, iOS, 
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s大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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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Mobile Services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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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服務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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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三步驟、立即上手開發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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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使用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建立SQL Azure Server & Database 
(不需要先建立Table) 

 建立Mobile Service, 建立資料表 
(不需要先建立欄位, when Dynamic Schema is ON) 

 建立WP8, Windows 8 Store App用戶端 
 直接進行資料CRUD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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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oItem類別對應到了伺服器端的資料表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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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ServicesClient類別建構函示中的兩個參數，就是
MobileServices的位置與Key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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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可迅速建立前端App, 還可使用戶端Script 

 使用後端Script填入資料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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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後端Script驗證資料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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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 

    await todoTable.InsertAsync(todoItem); 

    items.Add(todoItem); 

} 

catch (MobileServiceInvalidOperationException exception) 

{ 

    new MessageDialog(exception.Message, "Error Inserting 

item").ShowAsync(); 

} 

• 調整前端UI(Insert部分)配合訊息顯示 
(InsertTodoItem)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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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使用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加入自定義的欄位(CreateDT…etc) 
 修改後端Script程式碼，加入驗證(長度) 
 調整前端UI配合訊息顯示(當驗證失敗) 
 加入儲存日期與時間 
 加入Log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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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1：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Data 

 申請Azure服務帳號 
 準備SQL Azure Server & Database 

(不需要先建立Table) 

 建立Mobile Service, 建立資料表 
(不需要先建立欄位, when Dynamic Schema is ON) 

 建立WP8 or Windows 8 Store App用戶
端 

 直接進行資料CRUD 
 修改後端Script程式碼，加入長度驗證 
 加入儲存Log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bo0eJyMt2Y&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bo0eJyMt2Y&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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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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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性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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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目前支援Dynamic Schema 

 在下方TodoItem類別中，新增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光岩資訊 www.aRock.com.tw 

 確定目前支援Dynamic Schema 

 修改ButtonSave_Click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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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後端Script加入新增時間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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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1.1：Azure Mobile Services – Dynamic Schema 

 申請Azure服務帳號 
 準備SQL Azure Server & Database 

(不需要先建立Table) 

 建立Mobile Service, 建立資料表 
(不需要先建立欄位, when Dynamic Schema is ON) 

 建立WP8 or Windows 8 Store App用戶端 
 直接進行資料CRUD 
 修改後端Script程式碼，加入長度驗證 
 加入儲存Log 
 在前端ToDoItem加上CreateDT欄位 
 透過後端Script加入新增時間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pXhmCuPThI&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pXhmCuPThI&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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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關於Push notification 
WP, Win8 App、Android、iOS均有
推送訊息機制 

訊息以推送方式主動發送給Device 

減少Device應用程式進行polling的
需求 

可喚起位於背景的應用程式 

可在動態磚(Tile)上呈現即時通知 

讓用戶可即時掌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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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Phone 7  
應用程式開發實戰經驗分享 

WP中的Push Notification 

微軟Push Notification服務 

我們自己的
Push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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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Phone 7  
應用程式開發實戰經驗分享 

WP中的Push Notification 

微軟Push Notification服務 

由Mobile 
Services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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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使用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建立WP8 App, 請求Push 
Channel 

 紀錄Push Channel 
 撰寫Server Script，在刪除

代辦事項時發送Toast訊息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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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pp.xaml.cs中加入底下程式碼 
//紀錄Channel 

public static HttpNotificationChannel CurrentChannel { get; private set; } 

//請求Channel 

private void AcquirePushChannel() 

{ 

    //先確定是否沒有同名(先前申請過)的Channel 

    CurrentChannel = HttpNotificationChannel.Find("MyPushChannel"); 

    //如果Channel尚未建立 

    if (CurrentChannel == null) 

    { 

        System.Diagnostics.Debug.WriteLine("--- ChannelUri Acquiring... ---" ); 

        //請求Channel 

        CurrentChannel = new HttpNotificationChannel("MyPushChannel"); 

        CurrentChannel.Open(); 

        CurrentChannel.BindToShellToast(); //顯示為Toast 

    } 

    else 

    { 

        System.Diagnostics.Debug.WriteLine("ChannelUri -->" + CurrentChannel.ChannelUri); 

    } 

    //顯示 

    CurrentChannel.ChannelUriUpdated += (ss, arg) => { 

        System.Diagnostics.Debug.WriteLine("ChannelUri -->" + arg.ChannelUri); 

    }; 

}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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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pp.xaml.cs的Launching中加入底下程式碼: 

 private void Application_Launching(object sender, LaunchingEventArgs e) 

        { 

            //請求Channel 

            AcquirePushChannel(); 
        }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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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apabilities中，要勾選…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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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pp.xaml.cs的Launching中加入底下程式碼: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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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2：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Push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建立WP8 App, 請求Push 
Channel 

 紀錄Push Channel 
 撰寫Server Script，在刪除

代辦事項時發送Toast訊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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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排程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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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排程Script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Mobile Services server script reference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azure/jj5542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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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排程Script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Mobile Services server script reference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azure/jj5542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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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3：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Scheduler 

 建立Mobile Service 
 建立Scheduler Job 
 調整服務執行週期 

(就先設定每15min一次吧) 

 撰寫後端Script 
(如果不知道要幹嘛，可以呼叫底下網址 
http://test2013website.azurewebsites.net/default.aspx?log=你的名字) 

 試著手動執行一次 
 放著等15min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http://youtu.be/aNM_7cW7XjQ 

http://youtu.be/aNM_7cW7XjQ


光岩資訊 www.aRock.com.tw 



光岩資訊 www.aRock.com.tw 

 關於目前的資料存取的驗證方式…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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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可選擇的驗證方式(程式) 
 Microsoft Account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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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如何申請FaceBook App?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


光岩資訊 www.aRock.com.tw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如何申請FaceBook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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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如何申請FaceBook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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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如何申請FaceBook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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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前端UI程式碼，加入驗證(Windows 8 Store App) 

 

 

 

 

 

 

 

 

 

 可先在RefreshTodoItems中測試 

//以FaceBook進行身分驗證(Win8) 

var user = await 

App.MobileService.LoginAsync(MobileServiceAuthenticat

ionProvider.Facebook); 

//顯示User ID 

(new 

Windows.UI.Popups.MessageDialog(App.MobileService.

CurrentUser.UserId)).ShowAsync();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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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時的顯示畫面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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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同意被擷取資料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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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同意被擷取資料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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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可以驗證身分之後…別忘了修改資料存取權
限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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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使用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建立Mobile Services 
 使用範本，建立ToDoItem 
 申請FaceBook App，並進行設定 
 加上驗證機制 

調整前端UI程式碼，加入驗證(Windows 8 Store 
App) 
取得用戶ID並顯示 

 將資料的讀取改為Authenticated Users 
 沒有驗證的使用者將無法讀取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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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資料時，在欄位中加入用戶身分(Server Script)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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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資料時，在欄位中加入用戶身分(Server Script) 

function insert(item, user, request) { 
    console.log(user); 
    item.userid=user.userId; 
    request.execute(); 
}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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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使用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建立Mobile Services 
 使用範本，建立ToDoItem 
 申請FaceBook App，並進行設定 
 加上驗證機制 

調整前端UI程式碼，加入驗證(Windows 8 Store App) 
取得用戶ID並顯示 

 將資料的讀取改為Authenticated Users 
 沒有驗證的使用者將無法讀取 
 儲存資料時填入用戶身分，並加入Log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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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使用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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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Server Code做為資料過濾條件 

function read(query, user, request) { 

    query.where({ userid : user.userId });      

    request.execute(); 

} 

使用Windows Mobi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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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使用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調整Server Script Code 
 讓User只能看到自己輸入的資料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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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4：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Auth 

 建立Mobile Services 
 使用範本，建立ToDoItem 
 申請FaceBook App，並進行設定 
 加上驗證機制 

調整前端UI程式碼，加入驗證(Windows 8 Store App) 
取得用戶ID並顯示 

 將資料的讀取改為Authenticated Users 
 沒有驗證的使用者將無法讀取 
 儲存資料時填入用戶身分，並加入Log 
 調整Server Script Code 
 讓User只能看到自己輸入的資料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http://youtu.be/ivGZOefSZXI 

http://youtu.be/ivGZOefSZ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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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1：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Data 

 申請Azure服務帳號 
 準備SQL Azure Server & Database 

(不需要先建立Table) 

 建立Mobile Service, 建立資料表 
(不需要先建立欄位, when Dynamic Schema is ON) 

 建立WP8 or Windows 8 Store App用戶端 
 直接進行資料CRUD 
 修改後端Script程式碼，加入長度驗證 
 加入儲存Log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bo0eJyMt2Y&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bo0eJyMt2Y&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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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1.1：Azure Mobile Services – Dynamic Schema 

 申請Azure服務帳號 
 準備SQL Azure Server & Database 

(不需要先建立Table) 

 建立Mobile Service, 建立資料表 
(不需要先建立欄位, when Dynamic Schema is ON) 

 建立WP8 or Windows 8 Store App用戶端 
 直接進行資料CRUD 
 修改後端Script程式碼，加入長度驗證 
 加入儲存Log 
 在前端ToDoItem加上CreateDT欄位 
 透過後端Script加入新增時間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pXhmCuPThI&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pXhmCuPThI&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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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2：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Push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建立WP8 App, 請求Push 
Channel 

 紀錄Push Channel 
 撰寫Server Script，在刪除代辦

事項時發送Toast訊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2zMwEl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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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3：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Scheduler 

 建立Mobile Service 
 建立Scheduler Job 
 調整服務執行週期 

(就先設定每15min一次吧) 

 撰寫後端Script 
(如果不知道要幹嘛，可以呼叫底下網址 
http://test2013website.azurewebsites.net/default.aspx?log=你的名字) 

 試著手動執行一次 
 放著等15min 

董大偉 
David@aRock.com.tw 

光岩資訊 技術總監 

台灣微軟MSDN講座講師 
http://youtu.be/aNM_7cW7XjQ 

http://youtu.be/aNM_7cW7X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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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4：使用Azure Mobile Services - Auth 

 建立Mobile Services 
 使用範本，建立ToDoItem 
 申請FaceBook App，並進行設定 
 加上驗證機制 

調整前端UI程式碼，加入驗證(Windows 8 Store App) 
取得用戶ID並顯示 

 將資料的讀取改為Authenticated Users 
 沒有驗證的使用者將無法讀取 
 儲存資料時填入用戶身分，並加入Log 
 調整Server Script Code 
 讓User只能看到自己輸入的資料 

 

http://youtu.be/ivGZOefSZ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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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5：整合應用範例 

 工作交辦 
1. 老闆指派給員工，支援HTML, Mobile Apps 
2. 指派通知 or 完工通知、預計完成日 
3. 發送email or 推播訊息 or SMS 
4. 身分驗證 
5. 工作分派報表 
6. 定時提醒(所有未結案工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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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5：整合應用範例 

工作交辦 

收到通知 

定時提醒 

完工通知 

工作狀況 
分析表 

Boss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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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程式碼(TFS) 

• 展示網站、專案網站(Azure WebSites) 

• 產品或中型、較大流量網站(Azure WebRole) 

• 網站儲存區(Azure Storage) 

• 資料庫(SQL Azure) 

• 工作環境(Azure VM) 

• 檔案儲存(Skydrive, Dropbox) 

• 日常作業(Mobile Service Scheduler) 

• 電子郵件(SendGrid via Azure) 

• 通知(Mobile Service Push Notification) 

• 程式碼報表(Azure Reporting) 

• SA, SD相關圖表(cacoo.com) 

• … 

 

平時，我怎麼用雲端服務? 

可是，老闆還
在擔心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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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Network 
針對企業網路管理員 

將現有公司內資料中心延伸到 Windows 
Azure， 讓企業網管人員可以直接管理雲端
伺服器，相互自由存取運算資源，如同是單
一資料中心 

Windows Azure  
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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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層開發技術持續的改變是
不可避免的事實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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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服務將會逐漸取代 
1.你寫的程式 

2.你以購買的方式採購的軟硬體產品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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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在價值，別專注在技術上 
1. 你的產品提供給客戶的價值 

2. 你的服務提供給客戶的價值 

3. 你，提供給公司的價值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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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術對我有或沒有意義，在於能否提高我
的價值 

• 世界瞬息萬變，請掌握永恆的、長存的、把
握不變的，不要追求勢必改變的 

• 花點錢，把苦工留給別人做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沒必要全部自己來 

• 注意永續經營，回歸基本面 

結論 

你的時間在哪裡；你的成就就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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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Azure 資源 

David’s Blog:  

http://blog.studyhost.com 
 

David’s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DotNetWalker 

 

 

 

 

 

 

http://blog.studyhost.com/
http://blog.studyhost.com/
https://www.facebook.com/DotNetWalker
https://www.facebook.com/DotNet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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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Azure 資源 
Free Trial Link:  

http://www.windowsazure.com/en-us/pricing/free-

trial/?WT.mc_id=WWE001_1032548834 

MSDN Subscription Offer:  

https://www.windowsazure.com/en-us/pricing/member-

offers/msdn-benefits/?WT.mc_id=WWE001_1032548834 

BizSpark Offer:  

https://www.windowsazure.com/en-us/pricing/member-

offers/bizspark-

benefits/?WT.mc_id=WWE001_1032548834 

MPN Offer:  

https://www.windowsazure.com/en-us/offers/ms-azr-

0002p/?WT.mc_id=WWE001_1032548834  

http://www.windowsazure.com/en-us/pricing/free-trial/?WT.mc_id=WWE001_1032548834
http://www.windowsazure.com/en-us/pricing/free-trial/?WT.mc_id=WWE001_103254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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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ndowsazure.com/en-us/pricing/member-offers/bizspark-benefits/?WT.mc_id=WWE001_103254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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