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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系統的建置工作已經接近軟體系統完成的階段，建置的工作包括軟體

的撰寫、軟體的測試、新舊系統的轉換、系統的文件化、使用者的訓練，以及

支援程序的建立，除此之外，也要準備軟體專案的結案，評估專案的成敗，開

始把重心轉往軟體系統的正式運作與維護。

11.1　在系統分析與設計完成以後

軟體開發程序中，建置（ Implementation）的過程需要相當密集的人力支

援，一般說來，有了良好的系統分析規格及軟體架構的設計，軟體的製作並

不困難，不過由於程式語言及開發工具的種類很多，選擇上必須考慮軟體系

統本身的特質及開發人員的技能，假如配合得不好，也有可能拖延軟體開發

的時程，因此，在製作前的準備階段，就要先行了解所需要的製作環境，事

實上也就是開發環境的一部份。軟體的測試與軟體品質的管制緊跟著建置工

作之後開始進行。

 軟體的測試

軟體的測試是目前大多數的開發環境都會支援的功能，雖然理論上可以試

著證明軟體系統的正確性（ Correctness），但在實務上是不可行的，一般的測

試多半是以所看到的結果來與實際的需求比較，只要是在能接受的範圍之內，

就算通過測試。不過軟體系統內部潛在的問題，不見得會在測試的過程中全部

找出來，任何完成的軟體系統都應該要有完整的文件記錄，一旦發現問題時，

才能據以尋求解決的方式。

 軟體品質的管制

軟體品質的管制是實務上比較難以具體化的項目，雖然軟體度量（Software 

metrics）、效能測試（ Performance test）等方法可以提供一些量化的資訊，但

是軟體本身的可移植性（ Portability）、可擴充性（ Extensibility）、開放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等特質，就比較難有客觀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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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把軟體當做一種產品，當然就會有品質管制的問題，思考一下大型的軟體公司在這

一方面可能面臨那些問題 ?
 

11.2　軟體系統建置的程序

軟體系統的建置最主要的工作是程式設計，要選擇適當的程式語言及開發

工具，最好能了解那種語言適合用來製作那一類的系統，在實務上可以用各種

軟體工具為目前的專案的開發工具，體驗開發與製作的程序。以一般的軟體開

發專案來說，製作程序的首要工作是建置所需要的軟硬體環境，其次則是密集

的程式設計工作，在下面的兩個小節中，我們將介紹建立製作環境的程序，以

及程式設計過程中的一些細節。

11.2.1　建立軟硬體的環境

軟體系統完成後會部署（deploy）到作業的環境裡，在進行軟體系統的開發

之前，應該要對未來軟體的作業環境進行了解，例如微軟公司的軟體主要是以

個人電腦為訴求，只要軟體能在一般的個人電腦上執行即可，不過由於個人電

腦的品牌、配備及效能有很大範圍的差異，軟體成品在測試時必須考慮到這些

差異性，當軟體推出時，要讓使用者了解使用該軟體時所需要的硬體基本規格。

至於由客戶委外開發的專案，同樣要考慮到客戶現有的電腦軟硬體環境，

因為開發完成的軟體系統將安裝到客戶的電腦環境中使用，假如需要額外的軟

硬體，必須預估增加的費用，未來軟體系統在作業環境中的效能，也要預先考

慮，包括硬體的效能、使用者人數、系統的負荷等因素。

軟體系統開發時所需要的工具種類很多，除了開發工具之外，最重要的系

統製作的必需品就是程式語言（ Programming language），選擇程式語言時要考

慮軟體應用系統的特質與所使用的開發方法，圖 11-1畫出這三者的對應關係，

例如物件導向的開發方法適合採用像 C++一樣的物件導向程式語言，數學運算

公式繁複的軟體應用系統則適合用 Fortran。資料庫應用系統可使用 SQL做為

查詢語言，採用另外一種程式語言做為介面開發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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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了類似於圖 11-1的完整對應資訊，要選擇一種開發用的程式語言

並不難，不過近年來程式語言與開發工具的關係密切，往往選定了開發工具

之後，就限制了可用的程式語言的種類。在實務上，開發者本身的程式語言

基礎也是選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程式語言本身是否成熟普及，亦將影響開

發的工作。

A B

C

圖 11-1　程式語言的選擇

以目前網際網路的開發工具來說，可供選擇的種類相當多，能不能按照圖 11-1
的模式來建立一個對應的表格 ? 幫助一般人做決定。

?
思 考 活 動

11.2.2　系統建置的細節與雛形化

系統建置（ System implementation）的細節屬於比較實務性的領域，通常和

設計的方法、開發工具與程式語言的使用有關，而且製作的技巧和開發者的經

驗常扮演重要的角色，系統製作的細節包括很多實務性的內容。與系統製作有

關的重要主題是所謂的「軟體雛形化」（Software prototyping）的方法，一般說

來，正規的軟體開發程序所經歷的時間較長，往往延遲了發現某些潛在問題的

時機，軟體雛形化可在短時間內完成軟體系統的雛形，達成下面幾項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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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除開發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誤解：需求分析的結果不見得完全正確，

透過一個可作業的系統雛形，比較容易找出原先溝通時的誤差。

2. 探索需求規格的完整性與可行性：使用者體驗軟體雛形的功能時，可

能會發現原需求規格中的缺失，開發者則可從製作的經驗中發現是否

有些規格無法完成。

3. 需求規格衝突的排解：彼此衝突的需求規格可從雛形的作業中發掘，

交由使用者取捨。

4. 迅速展示效果：從雛形所提供的功能，可讓管理階層預覽未來軟體系

統的用途。

5. 提前展開使用者的訓練：雛形系統可用來讓使用者先接受訓練，延長

適應的期間。

6. 建立系統測試的計畫：雛形系統可和完整的系統一起接受測試，假如

結果相同，代表未發現錯誤，假如結果不一樣，表示系統可能有錯誤。

增廣見聞

軟體系統的建置工作雖然軟體撰寫的成份很高，但是仍然有其他的工作需要進行，

包括軟體程式相關文件的建立（ documentation）、軟體的測試，以及軟體的安裝
（ installation）。寫好的軟體一方面要以文件來描述，一方面也要進行測試。進行測
試前要有測試的計畫，準備測試的案例與測試的資料。軟體的安裝也要預先規劃，

排定軟硬體安裝的時候，做好新舊系統與資料轉移的規劃。
 

1. 漸進式的雛形化（Evolutionary prototyping）：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可用的

系統，開發初期沒有詳細的需求規格，開發者以現有的需求資料迅速

地建立系統雛形，經由使用者試用之後，提供的回饋用來進一步改善

雛形系統的功能。

2. 丟棄式的雛形化（Throw-away prototyping）：目的在於發掘軟體系統的

詳細規格，雛形本身未必能用來發展軟體系統，只是用來幫助系統開

發者從使用者取得詳實的需求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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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系統雛形開發的程序

漸進式與丟棄的雛形化方法各有優缺點，加成式的雛形化（ Incremental 

prototyping）方式綜合以上兩種方法的特點，如圖 11-3所示，讓最後的系統能

在比較完整的架構下逐步完成，避免漸進式方法更改頻繁的缺點，由於系統不

是一次完成，所以開發時並不需要完整的需求規格。

圖 11-3　加成式的雛形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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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雛形化所需要的技術和一般軟體製作的技術不太相同，因為雛形最好

能盡快地完成，可用的技術包括高階的語言、可執行的規格描述語言、第四代

語言、可再使用的軟體元件等。系統雛形化在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的開

發上有很重要的用途，因為畫面的描述不適合用來定義使用者介面的規格，對

於使用者來說，能看得到的介面最容易決定是否滿足自己的需求，在這種情況

下，可以利用漸進式的雛形化方法先建立使用者介面，經過試用後，依照使用

者的意見改良介面的設計，如此一來將可大幅提昇使用者的滿意程度。

11.3　設計軟體系統的架構

分散式系統的種類很多，分散式的作業系統、多處理器的平行作業環境等

大多屬於比較技術性的軟體系統，是一般人較少有機會接觸的，目前常見的分

散式系統開發案例，大部分屬於多電腦環境中的主從架構，這一類的系統又以

資料庫的應用居多，而且有和網際網路結合的趨勢。

以一般常見的主從架構型分散式系統來說，其實系統的主要邏輯和單機系

統是一樣的，所以在設計的時候可試著先進行單機系統的設計、製作與測試，

然後再從功能上依分散式系統的作業環境分成主從兩部分的程式，最後進行整

合測試。圖 11-4畫出可採用的開發程序流程。

Server

Cient

圖 11-4　主從架構型分散式系統的開發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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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主從架構型資料庫應用系統的開發

資訊系統的開發已經逐漸地集中到主從架構的環境中，以個人電腦及小

型伺服器為主的主從運算方式，節省成本，得到較佳的費用與效能比率；換言

之，我們能用較低的費用讓使用者享用更高的系統效能。另外一個重要的發展

是企業網際網路與資料庫的結合，圖 11-5描繪出主從架構正在面臨的變遷，由

於WWW的用戶端瀏覽器介面在市場上的普及率極高，而且簡單好用，包括

資料庫系統在內的各種應用程式，都很適合整合於單一的瀏覽器介面之下；變

遷以後的主從架構，以Web的主從架構為主，也就是所謂的「企業網際網路」

（Intranet）。

web

web

圖 11-5　主從架構的變遷

以開發工具來說，並沒有因上述的變遷而改變太多，主要的改變在於系統

的介面與架構，介面轉移到Web的瀏覽介面，以及以Web server為核心的應用

程式介面；架構則轉變成Web的主從架構。經過這些改變之後，很多企業的商

業自動化應用就能在 Intranet的平台上作業，其中就包含了資料庫系統。

11.3.2　主從架構系統開發的基本觀念

系統開發（System Development）有固定的流程可循，圖 11-6整理出主從架

構型系統的開發流程；和單機單人使用的系統比較起來，主從架構系統必須支

援多人同時使用的情況，並維持適當的系統效能；若是純粹以應用系統的邏輯

來看，單機系統和主從架構系統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我們下面就以圖 11-6中的

各步驟為主，來說明主從架構系統的開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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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主從架構型系統的開發流程

1. 需求分析：使用者的需求（End-user Requirement）主導系統開發的目標，

是整個開發流程中最重要的步驟，但往往也是常被人忽略的重點。開

發者和使用者應該要共同訂定系統的需求和功能，通常得到的結果是

最佳化的，也就是在最好的成本效能比例（Cost/Performance Ratio）下，

所能做到的地步；而不是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案，因為成本是使用者的

主要考量之一，不計成本的規劃很可能在實際上是不可行的。

2. 環境的規劃與建立：電腦化和網路化的環境，是主從架構系統要求的

先決條件，對於使用者來說，成本和效能是主要的考量；因此，軟、硬

體的選擇與搭配取決於使用者本身的需求。以往大型主機所導致的高

成本，引起所謂的「小型化」（ Downsizing）的趨勢，利用個人電腦級

的主機，加上適當的規劃，也可以建立一個相當穩定的環境；不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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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業別及組織特性的差異，有時候中型（Mid-range）電腦或是工作站

級的主機還是有使用的必要，所以也有人提出「適型化」（Rightsizing），

這是我們規劃時要先有的了解。在網路的規劃與建立上，牽涉的專業

背景較廣，選擇性又大，需要有「系統整合」（ Systems Integration）的

經驗，才有能力做好完善的規劃。

3. 應用系統的設計：建立了電腦和網路的環境之後，從系統整合後的結

果，我們可以確定所用的作業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網路協定，以

及開發工具等。換句話說，我們有了開發的環境，以及系統測試與作

業的環境。如此一來，就可以開始進行應用系統的設計，所謂的「系

統分析與設計」（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是設計應用系統的正規

方式，由於分析與設計的方法很多，最好能配合開發工具，選定適當

的方法來進行設計。例如物件導向的分析與設計方法，就是目前常見

的方式之一，支援工具的種類也很多。

4. 資料庫設計：資料庫設計把應用系統的設計轉化成資料庫管理系統能

接受的型式；通常在應用系統設計的過程當中，使用者參與的成份很

高，轉化成資料庫的設之後，就可以當成純粹技術上的專案，讓系統

開發者和程式設計師全面接手。有些工具能幫助我們自動地產生資料

庫的定義，所以一旦資料庫的設計一完成，這些工具可以依所用的資

料庫管理系統的類別，產生該系統接受的資料庫定義；對於大型的應

用系統來說，資料庫的設計相當的複雜，尤其是在轉化應用系統設計

的過程中，要能擷取資料之間的微妙關聯。

5. 應用系統的分割：單機系統不必考慮應用系統的分割（Partition），因為

所有的程式都在同一台主機上執行，主從架構系統有伺服程式（Server）

和客戶端程式（Client），如何把單機系統的功能分配到主從架構上，並

沒有定論，原則上是讓系統的效能得以最佳化；由於多重式主從架構

（Multi-tierd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系統，能有效地提供系統的效能，

應用系統的功能如何在這樣的架構下分割，是系統開發者必須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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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效能調整與系統測試：主從架構系統的效能，決定於很多不同的因素，

例如網路的效能、伺服器的等級、使用者的數目、應用系統的分割方

式等，只有等到系統正式部署完成後，我們才能比較精確地了解系統

的效能，以及瓶頸的所在。在系統的測試上，多人多機的環境，和單

機的情形差異很大，必須確認系統的正確性，以及資料庫在多人使用

下的一致性。最重要的測試項目，是系統是否符合需求分析所訂出的

規格。不正確的系統將造成作業上的錯誤，營業損失更無法估計。

主從架構系統的開發，失敗的例子很多；上述的每

個步驟，都有可能成為失敗的主因，審慎地經營每個步

驟，才能有效地避免問題的發生。由於越來越多的應用

系統都逐漸地建立在以個人電腦為主的平台上，以檔案

為導向的資料庫管理系統（File-Oriented DBMS），可以配

合網路的作業系統與檔案系統，提供主從架構的基礎，

像微軟的 FoxPro與 Access，或是 dBase、Paradox等，都

屬於這一類的 DBMS，雖然價格低，但是功能不齊全，

表 11-1列出以檔案為導向的 DBMS所欠缺的功能：

1. 效能：由於資料庫的作業必須從客戶端的電腦將

伺服器上的資料庫檔案下載，再進行處理，不像

真正的主從架構 DBMS，可以直接處理客戶端的

請求，將結果傳回客戶端的電腦。因此，以檔案

為導向的 DBMS，客戶端電腦上執行一個較小的

資料庫引擎，下載的檔案必須在客戶端處理，一

旦使用者增加，網路的負載增大，檔案伺服器的

工作量也變重，客戶端的電腦就無法立即下載所

需的資料庫檔案。

2. 安全性：以檔案為導向的 DBMS在安全性的管制上，多半直接仰賴網

路作業系統所提供的功能，也就是以檔案為管制的基本單位，假如一

個檔案只含單一的表格，則是以表格為單位。在這種情況下，無法以

資料記錄（Record）做為管制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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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穩定性：以檔案為導向的 DBMS在使用次數及使用者增加的情況下，

會逐漸形成網路及檔案系統的瓶頸，間接造成系統作業失常，嚴重者

會發生資料庫檔案的毀損，而一般此類的 DBMS在自動錯誤復源的功

能上又十分欠缺，所以比較適合於小型的資料庫應用。

4. 同時存取控制：真正的主從架構 DBMS通常都是提供相當完整的同時

存取控制（Concurrency Control）機制，主要是因為主伺服器上有強大的

DBMS架構，能掌握各種層次的資料處理與控制，客戶端只要提出請求

及接收結果。以檔案為導向的 DBMS把資料的處理分攤到客戶端，主伺

服器難以掌握客戶端占有的資源，因此同時性控制要依賴網路作業系統

和複雜的程式設計技巧，對於應用系統的開發是很大的額外負擔。

表 11-1　資料庫管理系統的抉擇

特性類別 檔案為導向的 DBMS所欠缺的功能
效能 隨使用者的增加而遽降

安全性 以檔案或表格為單位

穩定性 隨使用者及使用次數的增加而降低

同時性控制 仰賴網路作業系統及程式設計技巧

11.3.3　主從系統架構的建立

資料庫應用系統的架構（ Architecture）會影響系統作業時的效能，應用系

統的特性通常是決定使用何種架構的主要因素，以主從架構的應用系統來說，

可分成下面幾大類：

1. 線上交易異動處理（OLTP,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這類應用系

統以處理交易異動（ Transaction）為主，也是最常見的應用之一，例如

信用卡交易的處理，必須在線上作業，得到系統回應確定完成交易異

動。OLTP要能容許很多使用者同時上線。

2. 即時應用系統（ Real-Time Application System）：即時性代表系統的作業

必須在一定的時限內完成，通常都與交易異動的作業有關。例如航空

公司即時訂位系統，每個訂位作業都要在一定的時限內完成，否則等

候的人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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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流程（Work-flow）應用系統：利用軟體系統來幫助工作流程的順

暢，要仰賴資料庫、網路及各種電腦系統的支援，最好能將工作流程

完全自動化，讓紙上文件的傳遞變成電子訊息的交換。例如公司收到

發票之後，要建立應付帳款的文件，交由銷售或生管業務部門確認，

最後由主管批准付款，在電腦化的作業下，可以與會計系統連結，而

且可以追蹤應付帳款的狀況。

4. 不定期作業的應用系統：有些不定期的作業像費用綜合報表、臨時的

人事資料異動報表等，使用的次數並不頻繁，不會同時有很多人一起

上線，所以資料庫伺服器的負荷不大。

上述的幾種應用系統的需求不同，通常系統的架構也因此而有差異，在成

本上自然也各不相同；除了成本的考量之外，設計系統架構的時候，也要考慮

到系統未來維護的難易，以及部署以後系統的效能是否令人滿意。了解應用系

統的種類及需考量的因素之後，我們就可以一起來看看如何建立一個應用系統

的適當架構。

一、系統架構建立的方法

系統架構通常包括邏輯架構（ Logical Architecture）與實體架構（ Physical 

Architecture）。圖 11-7畫出建立邏輯架構的主要程序，首先是把應用系統依功

能分成數個邏輯物件的組合，通常物件導向分析與設計的結果，就是由邏輯物

件畫成的物件圖（ Object Diagram），常見的邏輯物件包括資料維護的表單、視

窗介面的控制項、資料庫的運算程序等；接下來要詳細地定義物件的功能，包

括物件之間的關連，然後把物件分配到三個層次裡：

1. 表現層（ Presentation Layer）：代表使用者直接接觸的介面的管理與控

制，例如各種視窗控制項出現的時機與呈現的屬性，或是報表呈現的

格式等。

2. 應用層（ Application Layer）：大多數的物件都屬於應用層，因為應用系

統提供的處理與服務，主要是在應用層裡進行的。

3. 資料層（Data Access Layer）：與資料庫直接溝通的物件屬於這個層次，

這些物件負責將資料從資料庫中取出，或是將資料存入資料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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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上面提到的資料庫系統的主從架構在實務中是如何建構的 ?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
從一個商業化的資料庫管理系統開始，以 Oracle為例，在整個產品線中包含了
database server，database client, application server, development tools等，試由網
路上的資料看看 Oracle如何建立主從架構的資料庫系統。
 

Presentation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Data Access Layer

圖 11-7　邏輯架構的建立

雖然邏輯物件的功能和所屬的層次互有差異，對於 CASE工具來說，這些

物件都可以用一樣的方式來管理，一旦完成了邏輯架構的設計以後，CASE工

具能將邏輯架構轉換成實體的架構，實體架構將考慮到應用系統的部署方式，

由於各種應用系統的特徵和需求不同，部署的方式也因而會有差異，從邏輯物

件的角度來看應用系統的部署，有點像把應用系統分割（ Partition）幾個獨立執

行的系統，有可能在相同或是不同的電腦上執行；完成了應用系統的分割之

後，我們就得到了系統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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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系統的分割

在主從架構的系統中常聽到多重式的（Multi-tierd）架構，就是應用系統分

割（ Application Partitioning）的結果。最常見的分割方式是所謂的「二重式分

割」（ Two-Tier Partitioning），將資料庫應用系統分成客戶端（或稱前端）及資

料庫伺服端（或稱後端），二重式分割的爭論是到底要把各種功能放在客戶端

還是伺服端，表 11-2列出各種分配方式的優劣，從表中可以看出來在二重式分

割的架構下，每種分配方式都各有優劣；當使用者數目增加時，不宜將太多功

能放在伺服端，假如資料處理的負荷很大時，則功能多的客戶端會大幅降低效

能；換句話說，在比較大的應用系統中，二重式分割是不適用的，因而有所謂

的多重式分割的架構。

表 11-2　二重式分割

　二重式分割方式 優缺點

主要功能集中在客戶端伺服

端只負責資料存取

優點：可支援較多的客戶端程式

缺點：客戶端效能降低

主要功能集中在伺服端客戶

端僅當成使用介面

優點：客戶端效能提升

缺點：支援的客戶端數目低

多重式架構的觀念來自於所謂的「應用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這些

伺服器上所執行的程式能幫助主從之間調整系統資源的適當分配，圖 11-8畫出

應用伺服器加入之後所形成的三重式主從架構（Three-tier Architecture），其中應用

伺服器上可執行的程式包括交易異動監控程式（Transaction Processing Monitor，亦

稱 TP Monitor）、分散式物件（Distributed Objects）、應用系統分割工具等。

圖 11-8　三重式的主從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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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異動監控程式：伺服端所提供的資源由 TP Monitor來分配給客戶

端使用。所謂的資源包括資料庫在內，TP Monitor運用交易異動的模

型（Transaction Model），應用系統的功能及各種處理都以一個交易異動

的觀念來進行，所以一旦有錯誤發生，系統內的資料能還原成原有的

狀態；TP Monitor也可以讓系統的負載均衡（ Load Balancing），當某個

伺服器的負荷過重時，自動把客戶端的請求送到另一個伺服器上處理。

2. 分散式物件：圖 11-9畫出分散式物件的觀念，應用伺服器上有可執行

的分散式物件，這些物件可以跨平台執行，不需倚賴語言或工具，物

件之間能依照一個相同的協定來溝通；因此，由客戶端來的請求會觸

發某個分散式物件的執行，然後依需要帶動其他物件的執行，最後把

結果送回客戶端。由於每個分散式物件都可獨立開發和自由分配到

各種平台上，所以可形成的多重式架構是動態的，也就是說應用系統

部署後仍然可依環境條件的改變而重新分割。最有名的分散式物件

的標準是 OMG（ Object Management Group）組織負責訂出的 CORBA

（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標準；此外，微軟公司的

DCOM（ 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el），也採用類似的觀念，而

且把功能加入網路的作業系統中。目前 CORBA雖然有商業化的軟體

上市，但種類很多，並不普及，但以分散式物件的觀念而言，CORBA

的架構最符合未來的需求。

3. 應用系統分割工具：這一類工具可以幫助我們開發分散式物件，然後

把這些物件分配到各種平台上。使用輔助性的開發工具可以使應用

系統的分割更有彈性和效率。例如當使用者增加或系統的負荷昇高

時，系統的功能可以分配到更多的伺服器上，達到所謂的「擴充性」

（ Scalability），在使用工具的情

形下，應用系統本身不必做大

幅的修改。有關於 CORBA的

相關資料，以及建立在 CORBA

基礎上的工具，可以透過 www.

omg.org的網路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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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分散式物件的三重式架構

11.3.4　主從架構系統的開發

主從架構系統隨著使用者需求的複雜化而變得龐大，為了維持系統的正確

性、效能、以及開發時的順暢，主從架構的細部設計與測試過程，有一些輔助

的方法與工具，來引導系統開發者做好各種技術上的抉擇，避免因設計上的缺

陷或是測試不周而造成重大的損失，同時也簡化開發的程序。我們下面就從系

統架構（System Architecture）的角度上，來看主從架構系統的開發。

 系統架構的新發展

從傳統的主從架構到企業網際網路（ Intranet）的架構，代表著應用系統為因

應需求及結合新技術而產生的轉變，我們可以把這些轉變分成幾個階段來描述：

1. 以檔案為導向的（ File-Oriented）應用系統：例如以檔案為導向的資料

庫管理系統，只是共享檔案，並非真正的主從架構；當使用者數目增

加時，系統的效能大減。

2. 傳統的主從架構：也就是二重式的主從架構系統，可做到資料記錄層

次的共享，但是對大型系統而言，在使用者數目或系統負荷增加時，

效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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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重式的主從架構：利用應用伺

服器的觀念，對伺服器的負荷做

適當的調節，同時也提昇客戶端

的效能及系統回應。

4. 企業網際網路的架構：將多重式

的主從架構移植到 Intranet的環

境中，讓使用者有一致的客戶端

介面，同時將應用系統的範圍擴

展到網際網路上。

 多重式的主從架構

Intranet的架構可以有各種不同層次的選擇，圖 11-10是二重式的 Intranet

架構，客戶端對Web伺服端發出請求，伺服器回應的結果將執行程式下載給客

戶端的Web瀏覽器，再由瀏覽器向資料庫索取資料，不管是客戶端對Web伺

服器，或是客戶端對資料庫伺服器，都算是一種二重式的主從架構，由於其中

有Web程式的參與，所以也稱為 Two-tier Intranet Architecture；例如使用 Java或

ActiveX，客戶端可下載 applets的程式片斷來進行與資料庫伺服器的溝通。

圖 11-10　二重式的 Intranet架構

圖 11-11是三重式的 Intranet架構，可使用 CGI 、NSAPI（即 Netscape API）

或 ISAPI（ Internet server API），這些程式或介面可以和Web瀏覽器、Web伺服

器及資料庫伺服器溝通；客戶端對Web伺服器送出請求後，伺服端啟動中介的

CGI或其他方式寫成的程式片斷，這些程式可以獨立作業，從資料庫取得資料，

然後直接傳送給客戶端的Web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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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三重式的 Intranet架構

圖 11-12是四重式的 Intranet架構，和三重式的架構類似，但加入了應用伺

服器的觀念，其用途和前面應用系統分割中提到的是相同的。雖然 Intranet的

架構可以承襲目前Web應用的普及性，但是在使用者人數多的情況下，也造成

了 Intranet架構的瓶頸，以 CGI為例，每個 CGI程序的執行來自於一個Web瀏

覽器的請求，下個請求可能會產生另一個獨立的 CGI程序，當使用者增加時，

系統的效能將大減。

圖 11-12　四重式或更多重式的 Intranet架構

11.4　系統安裝完成後的工作

系統完成以後最主要的工作目標是讓系統真正成為輔助商業程序運作的主

力，可以在組織中支援成員的日常作業。這個階段中組織已經轉換到新系統，

原來的專案經理以及其他的相關人員都會持續關注系統接受程度與使用的狀

況，幫助使用者進入狀況，並且了解是否有各種需要解決的系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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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團隊完成系統並且導入之後，系統作業的團隊 (operations team)就要

接手讓系統持續地運作。系統支持 (system support)的工作簡單地說就是幫助使

用者運用系統，最常見的是解決使用者的問題或是提供一些臨時性的教育訓練。

常設性的線上支持人員算是第一層的支持人員 (level-1 support staff)，要能

解決一般常見的疑難雜症，假如是發生系統少數異常的狀況，需要比較專業的

人員，就要產生問題描述的資料給第二層的支持人員 (level-2 support staff)，假

如是發現系統的錯誤，需要修改程式，就要填寫改變的請求 (change request)，

交由我們後面要介紹的維護人員來進行修改的工作。

11.5　軟體重構（refactoring）

所謂的重構（ refactoring）是指一種保持軟體系統功能與行為的轉換

（ behavior-preserving transformation），假如從軟體的觀點來看，是指對軟體內部

結構的一種改變，改變的目的是讓軟體更容易了解，而且修改容易，可以在不

改變軟體外觀行為的條件下輕易地變更。為什麼要對軟體進行重構呢 ? 有下面

幾個主要的動機：

1. 讓新的程式碼能更容易的加入 : 假如系統需要新的功能，我們可以直

接撰寫程式碼來支援新的功能，或者從系統的整體設計來考量，先重

構再加入程式碼，前者的好處是快，但是未來可能還是需要進行重構，

從設計著手的話，新程式碼的加入會比較順利。

2. 改善現有程式碼的設計 : 改善現有程式碼的設計會讓程式碼更容易維

護與管理，所以在新增程式碼與加強功能的同時，也應該注意持續地

改善軟體系統的設計，這就是圖 11-13提出來的概念。

3. 對程式碼建立更深入的了解 : 有的程式碼很難理解，即使加上註解還

是無法清楚地說明，這時候就需要進行重構，所以重構也會讓我們對

程式建立更深入的了解。

4. 降低撰寫程式的阻力 : 有的系統中可能存在著一些很難處理的程式碼，

而且很可能在改善系統的過程中經常會和這一部分的程式碼發生關係，

這時候最好把這樣的程式碼透過重構來改善，一勞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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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重構的概念

（資料來源 : Martin Fowler, Refactoring :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Existing Code）

對於大型的軟體開發公司來說，是有可能遇到軟體重構的情況，本書前面

曾經介紹過物件導向技術，後面第 17章會介紹設計模式 (design patterns)的概

念，這些都是軟體重構過程中會需要的知識背景。例如軟體系統是以 Java語言

撰寫，則軟體本身的規格可以用 UML來表示，再參考Martin Fowler書中介紹

的重構原則與案例，可嘗試對軟體系統進行改善。當然，軟體的重構目標是不

錯的理想，真正參與軟體專案開發時，在時間的壓力下是否真能都按照理論的

引導來實現這些軟體開發的好方法，可能還是有很大的變因與阻力。

對軟體重構進行深入的探索可以參考測試驅動的軟體開發 (TDD，Test-

Driven Development)與 Bowling Game Kata，利用已經開發出來的程式設計練習

來結合觀念與實務。

大數據 (big data)的應用也跟軟體重構有關，現有的軟體需要有比較好的結

構，才易於修改，搭配大數據所需要的資料來源的提供，由此可見軟體重構的

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