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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認識軟體系統（Software systems）

軟體系統是根據某些功能與用途所開發出來的應用系統，這些功能與用途

可以分門別類，形成各種應用領域（ Application domain）。一個軟體系統的功

能可從規格上來描述，圖 2-1列出這些規格的由來，在進行軟體的開發之前，

會先評估效益與可行性，從多方面來了解軟體的功能與用途，得到的結果產生

了各種文件，包括應用系統需求的定義與規格，最後得到完整的需求文件，這

些文件就是隨後系統設計工作的基礎。

需求分析產生的系統模型（ System model）對於應用系統的作業方式有正

式的描述，可由此推演出未來軟體系統的概觀，所以圖 2-1中的流程代表軟體

系統內涵的描述與架構的成形過程。

圖 2-1　軟體系統的規格與應用系統的需求

一般人一聽到「軟體」都會聯想到「電腦程式」，不過在軟體工程的領域

中通常會對「軟體」一詞採用比較廣泛的定義，「軟體」包括程式、相關的文

件，以及使軟體正常作業的相關資料。所以一個「軟體系統」可能包含多個程

式、設定程式的組態檔案（ configuration files）、說明系統結構的文件，以及說

明如何使用系統的手冊。把「軟體」跟「系統」加起來變成「軟體系統」，所指

的是多個程式的組合，彼此相關，共同搭配達成軟體系統所被賦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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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電腦系統中軟體的分類

通常電腦的軟體可以分成系統軟體（ system software）與應用軟體

（ application software），系統軟體跟電腦系統的一般作業有關，應用軟體則決

定於個別使用者的偏好。電腦一開機就執行的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屬

於系統軟體，一般人寫程式使用的編譯程式（ compiler）以及相關的連結程式

（ linker）、載入程式（ loader）則常統稱為系統程式（system program），也算是

系統軟體。有人習慣上把系統程式跟作業系統都歸屬於系統軟體或者就叫系統

程式，不另外區隔。

作業系統比其他的系統程式要複雜多了，對於使用者來說，作業系統讓電

腦系統變得更好用，因為作業系統會提供適當的使用介面，作業系統也改善了

電腦系統的效能，因為作業系統運用了許多技巧來管理電腦系統的資源。圖

2-2顯示電腦系統中軟體的分類。

圖 2-2　電腦系統中軟體的分類

2.1.2　系統程式

系統程式（ system program）或是系統軟體（ system software）包含很

多種程式，主要的功能是支援電腦的作業，這裡的作業多半跟電腦的內部機

制有關。一般人都有寫程式的經驗，撰寫程式時會用編輯程式（ editor）來輸

入程式碼，完成以後用編譯程式（ compiler）把程式轉換成機器語言（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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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執行的時候系統會呼叫連結程式（ linker）與載入程式（ loader）把程

式載入到記憶體中執行，然後使用者可以透過除錯程式（debugger）來偵錯，這

些程式都屬於系統程式。每個系統程式都有一些功能與特定電腦的特徵相關

（machine-dependent）或是無關的（machine-independent）。

TIP

基本上系統程式和一般的應用程式最大的差異之一就是系統程式常和電腦的架構有

密切的關聯，例如組譯程式（assembler）需要將指令（mnemonic instructions）轉換
成機器碼（machine code），自然就要考量到電腦的指令格式與定址（ addressing）
等特性，這都跟電腦的架構直接相關。
 

2.1.3　作業系統

一般人都是作業系統的使用者，接觸到的是作業系統提供的介面與表現出

來的功能，探討作業系統的原理時，我們是從系統程式設計的觀點來看作業系

統的特徵。通常一個作業系統的功能包括了表 2-1所列的幾項。

表 2-1　作業系統的功能

功能 說明

處理器的管理 
（processor management）

管理執行的程式，決定該那個處理程序使用 CPU的資源。

記憶體的管理

 （memory management）
管理電腦的主記憶體，決定那些程式能得到記憶體的配置

以及配置的大小。

檔案的管理

 （file management）
管理電腦的檔案，處理針對檔案所進行的各種操作。

裝置的管理 
（device management）

管理各種與電腦相關的裝置，例如硬碟、鍵盤與印表機等。

圖 2-3畫出作業系統的主要成員，我們需要這些軟體成員來負責上述的管

理工作，其中使用者指令介面（ command user interface）是使用者與作業系統溝

通的管道，一般的作業系統都會提供類似的介面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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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r manager)

(file manager)

(command user interface)

(memory manager)

(device manager)

圖 2-3　作業系統的主要成員

作業系統的主要成員之間必須合作才能完成整體的功能，假設使用者輸入

一個指令，開始執行一個程式：

1. Device manager會從鍵盤收到電子訊號，將按鍵轉成指令，把指令送給

command user interface，然後交由 processor manager處理。

2. Processor manager產生一個確認的訊息到螢幕上，讓使用者知道指令在

處理中，processor manager在處理指令的過程中要先確定程式是在記憶

體中還是在磁碟上。

3. 若是程式在磁碟上，file manager先計算檔案的位置，通知 device 

manager把檔案送給 memory manager，由 memory manager分配適當的

記憶體空間來放置程式。一旦程式載入到記憶體中，開始由 processor 

manager執行以後，memory manager還是要持續監控記憶體使用的狀

況。

4. 程式執行完成後，processor manager會先得知，透過 device manager將

完成的訊息呈現在螢幕上。從上面這個例子可以大致體驗作業系統主

要成員的合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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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應用軟體

電腦硬體的功能必須透過軟體來發揮，一般人的電腦裡頭除了作業系統以

外，通常還會安裝一些自己常用或是需要用到的軟體，有的軟體雖小，但是使

用頻率高，例如檔案壓縮程式，有時候人們習慣把這樣的程式以「軟體工具」

稱之。透過軟體除了能幫助我們提昇工作效率之外，對於電腦系統的學習，也

常有觸類旁通的效果。

2.2　應用系統簡介（Application Systems）

軟體工程是開發大型軟體系統必經的程序，當開發出來的系統正式上線使

用後，即可被稱為應用系統（ Application System）。一般而言，應用系統是指

支持整體作業流程所需要的軟硬體設備，例如常見的會計系統就是一種應用系

統，操作上除了需要電腦及周邊設備外，還包括資料庫管理系統（DBMS）及會

計資訊系統。若是光提及應用（Applications），一般是指某種可經由電腦及軟體

輔助解決的問題，譬如會計業務就是一種應用。

2.2.1　了解應用系統的涵義

對於各種應用的了解，有助於應用系統的組成；換句話說，要解決某種問

題，必須先了解問題的本質，對於一般的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而言，

我們可依各種應用的特徵加以分類，例如銀行資訊系統，生產管理系統等等不

同的應用範疇（ Application Domain）。不同的範疇代表不同的專業，軟體工程

師必須在了解各種不同的專業的需求後，才有辦法開發軟體系統來輔助各專業

正常運作的電腦化。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一個應用系統。

 處理的資料（Data）型態、意義與資料間的關係

應用系統可以用資料模型（Data Model）來做系統化的描述，一般說來，任

何應用系統都有最基本的資料處理的需求，例如資料的輸出、輸入、儲存與搜

尋。除了這些基本的資料需求外，資料之間的關係，資料的組織架構，資料的

涵義等等，必須仰賴一種有系統且被大家認知的方法來描述，在電腦科學裡，

我們將這種方法歸類在所謂的資料模型裡。由於各種應用範疇各有不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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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需求，因此造成了各種不同的資料模型的形成。例如資料庫系統裡常見

的關聯式資料模型（Relational Data Model），或是軟體設計方法中流行的物件導

向資料模型（Object-Oriented Data Model）。

 應用系統的涵義（Semantics of Application Systems）

同樣的資料在不同的應用系統可能會有不同的涵義。譬如說某人的身份證

字號，在國稅局所使用的資訊系統中，可能是當成報稅人的代號；但在戶政系

統裡，身份證字號是國民的統一編號。換句話說，應用系統會因其本身的需求

（Requirements），對資料做各種處理或解釋。通常，應用系統處理資料的流程常

被稱為做程序（Process），有時候，一個程序可能代表著一個公司某項業務的流

程。軟體專案最終目標就是要輔助各種程序的日常運作。了解了這些程序，等

於是了解了應用系統的涵義。

 應用系統的分類（Taxonomy of Application Systems）

將所有的應用系統加以分類是不太切實際的，因為現有及將有的各種應用

系統數目非尚的多，而且很少有人能了解所有的應用系統；但是，我們可以從

應用系統的本質做大略的分類，這樣可以幫助建立對既有應用系統的了解及未

來應用系統的歸類。例如資料庫應用系統可專指與資料庫應用有關的軟體系統。

2.2.2　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CBIS）

所謂的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 CBIS，Computer-Based Information 

System）涵蓋了企業資訊化可能涉及的各種資訊系統，圖 2-4列出這些資訊系

統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產業是由組織（ Organization）來參與經營的，組織的

決策核心仰賴各種營運的狀況來進行各種調適，會計資訊系統是任何一個行業

都需要的應用，系統的功能大同小異，不會因為行業性質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管理資訊系統（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也算是 CBIS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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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

我們可以從組織的角度來看MIS，所謂的組織資訊系統（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是指MIS在組織的功能性架構下，所建立的各種子系統，

這些子系統可以由圖 2-5來表示。

(Marketing Information System)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System)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圖 2-5　組織資訊系統

前面介紹的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 CBIS）包括五大類主要的子系統

（ Subsystem）：會計資訊系統（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管理資訊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辦

公室自動化系統（Office Automation System）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圖 2-6繪出組織資訊系統與這五大類子系統之間的關係，每個組織資訊系

統都與 CBIS的五類子系統相互聯繫，每個資訊系統之間在整合的情況下互相

合作，完成企業與組織的整體需求。不同的產業對於資訊系統的需求重點不



認識軟體系統與安全軟體發展的流程

2-9

02
一，但是所使用的資訊系統，都可以歸納於圖 2-6的分類中。我們針對各個資

訊系統，做簡單的介紹。

圖 2-6　CBIS與組織資訊系統

 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CBIS）

會計資訊系統

處理與會計相關的應用，例如傳票的維護、票據的管理、應收應付帳款的

記錄，以及各種分析統計報表的產生等。

管理資訊系統

組織與企業依照其營運的特性發展各種資訊系統，也就是組織資訊系統，

由於管理資訊系統必須隨著組織需求的變更而調整，所以其涵蓋的範圍大

於組織資訊系統，最重的功能是提供管理階層有效的資訊。

決策支援系統

管理資訊系統對大多數的管理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用途，卻不適合用來支援

組織整體決策的分析與確定。由於決策的過程除了需要各種資訊之外，還

包括分析協調、評估與設計等活動；決策支援系統就是用來輔助這個過程

的進行，讓管理階層能有效地做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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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自動化系統

或稱 OA（Office Automation），最初主要支援辦公室內經常性的工作，節省

成員的時間，後來逐漸發展成公司對內與對外溝通或正式往來的工具，而

形成完整的 OA系統。

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和決策支援系統有兩點主要的差異，首先，專家系統可以利用知識庫與自

動推理，使決策者能借助其他人的經驗；其次，專家系統可以記載並提供

所達成決策的由來，從問題解決的角度來看，不但提供了解答，而且有具

體的過程。

 組織資訊系統

主管資訊系統

提供主管階層進行組織策略性規劃時所需要的資訊與工具。主管資訊產生

的方式可以由組織內部自行研發、購買一般性的套裝軟體，或是採購專門

的主管資訊軟體，產生出來的資訊，必須以簡潔扼要而且切中所需的方式

呈現出來。

行銷資訊系統

蒐集與組織行銷相關的資訊，並且經由整理與分析之後，輸出在行銷上對

於組織有用的資訊。行銷資訊系統蒐集的資料包括與客戶相關的資訊、同

業競爭的資訊等。所產生的資訊則包括產品、物流與行銷管道、促銷策

略、價格等，這些資訊可以讓管理階層發展與制定組織的行銷策略。

財務資訊系統

提供組織的管理者有關於金流（Money Flow）的資訊，組織內部有財物方

面稽核的成員，配合組織的會計資訊系統，確保資訊系統提供的財務資訊

與營運的實績符合。財務資訊系統也同時蒐集影響金流的環境因素，例如

財務往來的對象、政府法則、股東等。財務資訊系統所產生的資訊，包括

組織的資金管理狀況、組織預算的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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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輔助組織管理人力資源流入與流出組織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事務，例如

組織成員的聘用、薪資與福利的管理、離職程序等。人力資源資訊系統必

須能提供足夠的資訊讓管理者進行人力資源的規劃，了解人力的來源、薪

資的標準，以及政府相關的法規等。

製造業資訊系統

輔助組織解決和管理有關於生產製造方面的問題。製造資訊系統必須能

描述和組織生產製造程序相關的資料，以便了解如何讓此程序變得更有效

率，同時也要從相關同業與領域中，時時擷取最新的資料，以保持技術上

的競爭力。而製造資訊系統所輸出的結果將有助於管制生產、庫存、品質

與成本。

2.2.3　企業資源規劃（ERP,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

在傳統的管理資訊系統（MI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之中，我們

看到財務資訊系統、製造資訊系統、行銷資訊系統等，企業在電腦化與自動化

的過程中，往往是逐步地建立這些系統，但後來人們逐漸發現企業的資訊資源

具有整體的不可分割性，分別建置傳統的MIS系統，到頭來仍會面臨整合的

問題。早期的企業資源以原料為大宗，所以物料（包含成品、半成品與原料）

的管理最先獲得大家的重視，表 2-2中所列出的物料需求規劃（MRP, 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就是在 1970年代運用生產設施與資訊處理的自動化，

使物料的管理最適化，達到降低成本的目標。

表 2-2　ERP發展的過程（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ITIS計畫）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企業應用軟體 MRP MRP II ERP EERP

應用範圍 部門 工廠 企應 供應鏈

資訊系統架構 Mainframe Mid-range Client/Server Web-based

需求重點 成本 品質 速度 協同規畫

市場特性 大眾市場 區隔市場 利基市場 一對一行銷

生產模式 少樣大量 多樣小量 多樣大量 大量客製

產品供給導向 客戶需求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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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資訊系統最常見的是會計資訊系統，因為幾乎所有的企業都需要使用會計系

統，會計的基本資料是科目與傳票（ invoice），一旦輸入了這些資料以後，就可以從
一些會計報表中了解企業基本的財務狀況。對於製造業來說，很多財務上的資料來

自生產的流程，例如原料的採購、委外的加工與成品的出貨。生產作業本身也需要

電腦化與自動化，所以生產作業的資訊系統需要和會計資訊系統整合起來，當然，

隨著企業管理資訊系統日趨龐大，這一類的整合變得更重要，這也就是 ERP的主
要由來之一。
 

MRP II（Manufacturing Resources Planning）是由MRP進化而來的，一般也

俗稱製造資源規劃，兩者在學理上都有深入的探討，但在實務應用上卻沒有所

謂的標準可言，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一套系統能應用在大多數的企業中。表 2-2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實，就是資訊系統的架構也隨著資料庫應用系統的變遷而進

化，從早期的大型主機（Mainframe）、中型電腦（Mid-range）、主從架構，到近

來以Web瀏覽器為基礎的環境，其實主客觀的條件，已經使人們具有更精熟的

技能來改善我們使用資訊的方式。

從 1990年代以後，出現了企業資源規劃（ ERP,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與企業程序再造工程（ BP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的觀念，

資訊資源的有效運用是這些觀念的基礎，知識可致富以及知識本身就是財富的

事實，使 BPR與 ERP逐漸落實於資料庫系統的應用之上。從表 2-2中可以看到

市場特性從 1970年代的大眾市場變成 2000年代的一對一行銷，最主要就在於

資料庫應用產生的資訊處理自動化的效應，因為光憑人工作業，絕對無法達到

多元化的行銷管道。

新知加油站

軟體開發的程序對於軟體產品的特性影響很大，好的開發程序可以生產好的軟體，

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只不過軟體品質的好壞不容易度量，所以比較能做的是從開

發程序上來改善，希望能降低成本、掌握開發時程、減少風險，當然軟體品質的改

善也是期望中的目標之一。一般的軟體開發者或是團體能做到的方法可以從兩個角

度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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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別人怎麼做：軟體工業中有很多大家遵循的經驗法則或是實用的理論，可以試
著導入到自己的軟體專案中。

2.  創造出適合自己的內部開發程序：了解自己的組織與團隊，累積經驗以後，往往
能建立出一套最適用的開發程序。

軟體開發之所以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工程的學問，是由於實務經驗的累積，並且轉換

成系統化的知識，最明顯的事實是各種衍生出來的軟體工程標準，不過由於標準

太多了，反而造成使用者的困擾，因此美國有軟體工程標準的委員會（ SESC,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Standards Committee） ，屬於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下的 Computer Society，透過委員會本身來綜合整
理現有的標準。國際上的主要相關組織是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與 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籌組的 JTC1/
SC7（Subcommittee 7 of Joint Technical Committee 1） ，SESC與 SC7目前在軟體
開發的標準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2.2.4　軟體工程與應用系統

上面介紹的 CBIS、MIS與 ERP多半都是大型的軟體應用系統，開發的時

候屬於大型的專案，勢必要運用軟體工程的方法與程序來保障專案進行的品質

與專業性，不致因為缺乏系統化的方法與理論的基礎而雜亂無章。

2.3　軟體系統（Software System）
　     開發方法論（Development Methodology）

方法論（methodology）是各種專業裡非常重要的基礎，方法論是一套方

法、步驟及程序，可以運用來使與專業有關的工作進行的有效率且有準則可循。

2.3.1　開發方法論的分類

在軟體工程中都會提到專案及軟體開發的階段，各個階段都有各種方法論

提供出來協助階段進展過程中的工作。在軟體工程裡，研討的重點在與軟體系

統開發有關的方法論，我們可以將這些方法論大致的歸納成下列幾類：

1. 描述資料架構與應用系統涵義的方法論：應用系統的主要成份包括資

料的型式、結構與組織，以及應用系統的涵義等等，要有系統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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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成份，必須使用相關的方法論，例如物件導向方法論提供的物件

導向資料模型（object-oriented data model），就可以用來描述應用系統的

資料架構。

2. 協助系統分析與設計的方法論：系統的分析與設計是系統開發的重心，

對於大型系統而言，分析與設計的階段經常耗費很多時間與成本，主

要是由於系統的複雜度（ complexity）。協助系統分析與設計的方法論

通常會提供一種系統化的表示法，作為溝通的基礎；其次，還包括分

析與設計所經的步驟、如何使未來的系統製作（implementation）最適化

（optimized）等，都是方法論中所需探討的主題。

3. 指引系統製作的方法論：系統製作的主要工作是完成程式設計及程式

間的串連，這一類的方法論探討如何提高軟體的品質與效率，例如結

構化的程式設計（structured programming），將常用的程式片段集合成模

組（module），成為程式中可呼叫（ call）使用多次的副程式。軟體工程

的實現倚賴各種軟體工具（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這些軟體工具

的基礎就是各類與軟體開發相關的方法論。雖然目前這些方法論的使

用並不是十分普及，將來大型軟體系統的開發，勢必仰賴這些方法論，

才能在競爭日熾的軟體工業上取得發展的空間。

2.3.2　好的軟體系統應該具備的特性

軟體系統表現出原來預期的功能是最基本的要求，這是開發與使用該軟體

的目的，但是這並不代表這個軟體系統的品質良好，通常有幾項特性是一個品

質良好的軟體系統必須具備的：

1. 容易維護（ maintainability）：軟體在開發的時候就要考量到未來是否容

易擴充與維護，因為客戶的需求一定會改變的。

2. 可依賴性（ dependability）：一個可被依賴的軟體系統必須在可靠性

（ reliability）、安全性（ security）等方面都滿足一定的要求，在系統運作

失敗時不致造成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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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效率（ efficiency）：軟體系統對於電腦資源的運作要有效率，使用時的

回應時間要滿足使用者的要求。

4. 好用性（usability）：在使用者介面設計與文件的準備上充分支援軟體系

統容易使用的要求。

大家應該都聽過幫軟體抓蟲 (debug)，品質良好的軟體系統應該不會有太

多的蟲 (bug)在裡頭，所謂的「bug」所指的就是軟體程式的錯誤。IEEE Standard 

729的標準對於 bug有特別的描述。有一些術語最好要分清楚，「 fault」是指人

為的錯誤，也可稱為 error，可能是在軟體開發的過程中發生的，而「 failure」是

軟體系統表現出與正常預期有明顯差異的行為，一般說來，人為的 error會產

生 fault，而 fault可能會導致系統的 failure。

2.4　安全軟體發展流程

為了維持資訊安全，軟體系統的開發應導入安全軟體開發生命週期，政

府機關在開發軟體系統時，已被要求採用安全軟體發展流程（ SSDLC，Secure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一般的機構也可以採用 SSDLC來確保自己

或是委外開發的軟體系統滿足資安的要求。

傳統的軟體發展流程以功能的開發為主，沒有同時考量安全的問題，安全

軟體發展流程必須在軟體開發時也一起考量資安，會加長開發的時程，但是能

降低維護的成本與降低被攻擊的風險。著名的安全軟體發展流程有以下兩種：

1. 微軟公司的安全發展生命週期（SDL，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

2. OWASP的 CLASP

以微軟公司來說，開發的軟體販售到世界各地，假如出了資安上的問題，

影響的層面會很大，最好在軟體開發的時候就先考量到資安的問題，避免可能

存在的弱點或是漏洞。

OWASP（The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是一個全球性的非營利

組織，OWASP發展的 CLASP（ Comprehensive, Lightweight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cess）計畫把資安運用在軟體開發的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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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軟體開發的流程也有國際標準，ISO/IEC 27034:2011提供了軟體開發

安全的流程與框架，為軟體開發商樹立實作的指引。另外也可以參考美國的

NIST SP 800-64，看如何將安全的需求整合到軟體系統發展的生命週期。圖 2-7

顯示安全軟體開發的流程。

圖 2-7　安全軟體開發的流程

摘要（Summary）

軟體系統是軟體工程的產物，就像建築工程是用來蓋房子一樣，軟體工程

的方法和程序堆砌出人類夢想中或是規劃中的軟體系統。軟體系統有其用途，

我們把這些用途稱為應用，假如和某些專業、行業或技術有關，則可歸納成一

種應用的領域。我們在本章的內容裡介紹軟體系統的涵義，認識軟體系統與應

用領域之間的關係。對於用來解決問題的軟體系統來說，要讓人認識它的特性

與功能，必須要有表達和描述的方法，就像人們心目中的理想住屋，必能以各

種方式加以形容，假如要將軟體系統真正地開發出來，就得再提出更詳盡的規

格，就像蓋房子要有藍圖一樣，在軟體工程中，描述一個軟體系統，並且把結

果規格化，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