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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DevOps的歷史淵源

攤開網路產業的歷史、以及其中的各種模式和想法，將有助於理解是什麼造就了 devops

運動。理解歷史源淵之後，我們才能懂得我們目前身處的位置，以及下一步該何去何

從；透過 effective devops，我們得以打破下述這種不良的循環模式——因為日趨嚴重的

專業分工，造成了穀倉效應譯註 1及特定職位的重要性被降低，然而這樣的結果導致專業分

工化又更加嚴重，於是又更進一步加劇了更深的穀倉效應⋯⋯

開發人員也是維運人員

早期開發人員（Developer）就是維運人員（Operator）。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

政府對主修數學的學生遞出了徵召令，希望他們能夠擔任「運算者」（Computer），這份

工作是為了滿足戰爭的需求，這是一份需要負責計算並整理彈道發射之數據與圖表的工

作。Jean Bartik是眾多響應國家徵召的女性之一。但在當時她的大學教授卻不鼓勵她響

應政府的徵招。因為 Bartik的家族長期傳統以來都在教育界服務與貢獻，再加上教育工

作者一直以來都令人非常敬佩與尊重。他擔心與其從事這種重複單調的軍事任務，還不

如繼承家族傳統。

 譯註 1 穀倉效應——意指企業因內部缺少溝通，且部門間各自為政，加上分工過細而造成無法建立共識，
使得組織無法和諧地運作。各部門、單位就像是一個又一個的穀倉，各自擁有獨立的進出系統，欠
缺穀倉間的溝通與互動。更多資訊請參閱《穀倉效應》（三采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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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面臨的問題

在 1960年代，太空飛行並非是唯一讓軟體顯得更重要的領域。隨著硬體的成熟，加上軟體

工程的增長，硬體對軟體的依賴度越來越驚人。人們開始預見軟體的複雜度將更甚於以往。

尤其是這個領域又無法直接套用其他工程領域的標準。

1967 年，由不同國家和領域的科學家所組成的北約科學委員會（The NATO Science 

Committee）舉辦了一場會議，專門討論並評估軟體工程的現狀。並在 1967年的秋天，成

立了電腦科學研究小組，該小組的主要目標是定義、描述並設法解決軟體工程面臨的問題。

他們從業界的各個領域邀請了 50位專家，分成三個工作小組，分別專注於軟體設計、軟體

開發和軟體服務。

在 1968年舉辦的北約軟體工程研討會（The NATO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ference）中，

有幾項軟體工程的關鍵性問題被定義出來，包括：

• 如何定義與衡量成功

• 建立複雜的系統需要大量的投資與未知的可行性（unknown feasibility）

• 按照時程及規格（specification）進行開發

• 給予製造商一定程度的預算壓力，藉此打造明確的產品

這些問題的確立有助於定義和塑造這個產業未來幾年的重點領域，且時至今日仍然影響著整

個業界。

專有軟體和標準化的來臨譯註 3

直到 1964年之前，電腦都是根據客戶要求的規格及目標，進行客製化量身訂製。當

時軟體和硬體都尚未標準化或具備通用性。1964 年，IBM 正式推出一系列名為 The 

System/360的電腦，可以支援不論從商業到科學研究，以及各種規模大小的專案開發。

IBM所推出的電腦，目標是減少開發、製造、服務和客服的成本，同時也能夠依據客戶

需求進行升級。The System/360電腦正式成為主流，讓客戶可以根據實際需求，先以小

譯註 3  專有軟體（Proprietary Software），又稱非自由軟體、專屬軟體、私有軟體、封閉性軟體等，是指在
使用、修改上有限制的軟體，意味著軟體的出版商或作者保有軟體的智產權、版權或專利權。與專
有軟體對應的是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更多資訊請參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prietary_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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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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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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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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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與維護
（Maintenance）

圖 4-1.瀑布模型

Agile 

敏捷式開發方法（Agile），是多種軟體開發方法的統稱，所指的是比起過往（例如瀑布

模型）更佳輕巧、靈活的軟體開發方法。敏捷宣言譯註 1寫於 2001年，我們在前面的章節

也曾提過，其主要原則如下：

藉著親自執行並協助他人進行軟體開發，我們正致力於發掘更優良的

軟體開發方法。透過這樣的努力，我們已建立以下的價值觀：

個人與互動 重於 流程與工具 

可用的軟體 重於 詳盡的文件 

與客戶合作 重於 合約協商 

回應變化  重於 遵循計劃

也就是說，雖然右側的項目有其價值，但我們更重視左側的項目。

敏捷式開發方法含括多種流程及方法，我們接下來就要說明的 Scrum也隸屬其中，這些

方法皆重視協作、靈活性以及軟體開發的最終成果。 

 譯註 1  敏捷軟體開發宣言，更多資訊請參閱 http://agilemanifesto.org/iso/zhcht/manifes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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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在 XKCD這個網站上有一幅關於浪費時間對比節省時間的漫畫（http://xkcd.com/1205/）；
漫畫是與一段相關文字一起發表的：「別忘記你因為想要確認自己節省了多少時間，因此在查看這

張表格時花費了多少時間。以及你閱讀本段提醒文字花費的時間。還有你為了搞清楚這一切到底有

沒有意義所花費的時間。請記住，每分每秒對你的生命都是有意義的，包括此時此刻。」

已經有許多的討論，專注於探討在任何環境中自動化分別擔任什麼樣的角色，以及有哪

些人為因素會影響我們決定何者需要自動化，以及如何將其自動化。要注意這些都是能

夠展現跨領域親和力（Affinity）的案例；如果我們用心，在其他的產業中也擁有許多我

們可以學習之處。

自動化對我們至關重要，因為系統變得越來越複雜，組織也因共享服務而變得相互依

存。然而，如果團隊間沒有相似的思維背景並且關注到人的需求，自動化也會創造出未

知的額外風險。自動化可以使你工作得更迅速，但為了達到最好的效率，你還需要提升

流程的透明度、加強協作以及相互理解、建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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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在航空業的自動化

1977年，美國眾議院的科學與科技委員會在進行航空業審查時，認定座艙駕駛自動化是主

要的安全性議題。在航空領域的研究發現，雖然使用自動化駕駛，飛行員還是能駕駛飛機，

但使用自動化駕駛卻導致他們在重要時刻的思考能力嚴重降低。飛行員逐漸失去許多能力，

無論是不靠地圖顯示就能確認飛機所在位置、對於下一步該做些什麼的決策能力，或是辨別

儀器與系統故障的能力。在我們的環境中實行自動化時，這是其中一項必須注意的警訊。工

具會改變我們的行為與想法。

2013年 7月，韓亞航空 214航班在舊金山國際機場撞上防波堤，造成三人重傷。在調查

過程中，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發現了許多問題，包含飛行員過度依賴自動駕

駛，他們並未完全了解這套自動化系統，導致對空速（飛機與空氣的相對速度）的監控掌握

度過低。

開發自動化控制系統的設計人員，努力彌補人為執行時的不可靠性，卻在

不知不覺中創造了發生新錯誤的機會，這些新錯誤甚至可能比他們原本極

力避免的更加嚴重。

——James Reason, Managing the Risks of Organizational Accidents

devops只是一時的風潮而已

由於 devops並非局限於特定的技術、工具或流程，因此它不太會過時或被新東西取代。

這場關於提高團隊效率和員工個人幸福感的運動，可能會被融入吸收成為通用常規，但

卻不會過時。

devops，它與 ITIL、Agile等方法的其中一項主要區別是，ITIL或 Agile都有著嚴格的

定義，而該定義是隨著時間產生並逐漸完備的。相反地，devops是由許多個人、團隊

和組織的故事及想法所共同定義而形成的運動。它代表的是透過「持續不斷地溝通」與

「持續不斷地改善」這兩種過程及想法，所帶來的成長與改變。

在 devops社群中曾經有過一些討論，探討的內容是 devops是否已經失去了方向。這個

運動的批評者說，devops的定義實在是太過於非黑即白，人們用「什麼不是 devops」來

定義 devops，多過於「什麼是 devops」（甚至沒有為它提供一個簡明的定義）。他們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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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主題，即表示在他們彼此之間擁有更高層次的信任和同理心，並且能夠擁有更高的

生產力，同時在面臨壓力時能夠整個團隊一起面對。比起僅僅是電子郵件信箱或是公司

的員工通訊錄，人們通常跟那些能真正碰面的「真人」能建立起更好的相互交流。

實踐社群和興趣社群

當一群擁有相同的角色（職務）或關注同樣議題的人們聚集形成一個團體，並且會定期

舉辦活動，藉此提升他們在組織內部的表現，這便是所謂的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組織內的每種角色都有機會能夠形成自己的實踐社群，因此有可能會產生某個社

群主要是提供給開發人員參加，而另一個社群則是提供給 QA和測試工程師參加，以及另一

個社群是提供給 Scrum Masters參加。實踐社群也可能會圍繞著特定的工具或程式語言而形

成，但不論是哪一種狀況，實踐社群並不會局限只有單一專案或單一團隊的人員能夠參加。

通常在欠缺管理階層介入，任由社群自然成長與轉變時，社群才能夠發展的最好。社群活動

就如同專案一樣，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潮起潮落。重要的是要注意，實踐社群限制只有積極參

與社群並關注社群議題的人才能參與其中成為社群的一份子，如此一來發生於社群內的學習

和討論，將會來自於人們所擁有的實務經驗與知識。

興趣社群（Community of Interest）跟實踐社群很類似，但它並不只限於從業人員參與，它

經常是由組織當中對於團隊管理、團隊治理及團隊溝通有興趣的人們所組成的。他們可能負

責監督或創建實踐社群，或討論其他更高層次的問題，而這些高層次的問題並不會對從業人

員所討論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造成太多影響。部分社群則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興趣社

群」這個術語，他們定義的興趣社群是由一群對某個特定主題、團隊或技術有興趣的人們所

組成並參與討論的社群，同時社群參與者不一定需要實際實行討論主題中的各種事物。不論

是實踐社群和興趣社群，兩者皆是跨職能並且都將重點放在學習和共同的目標。

我們不該期望員工在工作之外還會彼此成為好朋友。試著更深入的了解一個人和侵犯到

對方的隱私只有一線之隔；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願意分享他們的生活，這是十分正常

的。關鍵在於不要強迫社群建立人際溝通，而是要為它創造機會，輕輕地鼓勵它，然後

讓它自然而然地發生。建立關係和建立社群都需要時間，兩者皆非一蹴可幾也不是可以

被強迫的。

不論是一起享受下午茶時光或共享午餐，此種時間長度足夠並且能夠讓人

們盡情用餐聊天的活動，或是提供彈性，讓有共同興趣的人們能夠自由選

擇參加的團體活動，這些活動對於建設強大的社群都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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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溝通？

你選擇用來溝通的方法會依照內容、急迫性跟訊息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試圖想要進行

有效溝通時又更是如此。此種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將使你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想

法，並增進你團隊中的理解與共識，也使得其他團隊和人們更容易與你合作。此外，你

還要考慮你想要將訊息傳達給哪些目標受眾，為了要對目標受眾達成有效的溝通，你需

要了解目標受眾多少的背景資訊，同時為了這些目的，你會需要投入多少的努力。除此

之外，也許你還會考慮可以如何更組織化或採取更自由的形式來進行溝通。

不同的文化會看重不同的表達風格。有些文化看重自信（自我肯定），願意直接面對反對

意見，並在社交行為中毫不避諱地表達感情。其他的文化則看重委婉，為了維持群體和

諧，要求人們要能夠察覺藏在別人表達背後的弦外之音。

溝通媒介

通常人們在工作職場溝通時，會使用各種媒介或方法。並不是每一種媒介在各種情況都

是最有效的，不同的組織和團隊有各自喜歡的溝通媒介。表 7-1為一份清單，上面列舉

了數種因應不同條件的溝通方法（並未包含世上一切溝通方法）。

表 7-1.不同的溝通工具和方法 13

即時性 受眾觸及率 投資 需要背景資訊 組織化

電子郵件 低 高 中 高 中

即席視訊會議 高 低 中 低 低

即時通訊軟體 中 中 低 高 低

正式會議 極低 高 高 低 高

Twitter或其他微網誌 低 中 低 高 低

GitHub pull request 低 中 中 中 中

便利貼 極低 中 低 高 低

PagerDuty pages譯註 8 高 高 高 中 低

Nagios的警報 中 高 高 中 低

書籍或部落格文章 極低 低 中 中 高

照片、圖表或 GIFs圖檔 低 低 低 高 低

譯註 8  PagerDuty 是一間網路服務供應商，提供系統監控與警報的匯總與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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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在其他章節也提過的，從工程部門轉任管理職是一種職務變化，而並非晉升），

而且階梯模型也使得人們對於階層比自己「低等」的群體更難產生同理心。除外，它也

忽略了群體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的方式。

想像一下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張梯子，而是一組繩索金字塔（rope pyramid）——也就是偶

爾會在遊樂場上看到的那一種遊樂設施，繩索金字塔以繃緊的五彩繩索提供足夠的張

力，使得孩童能夠在其上攀爬嬉戲（見圖 9-1）。雖然它依然具有層級的結構，但在此種

模型中，很容易地你可以想像的到，IT和客戶支援部門的角色就像是其餘部分的基底，

並且你能意識到如果沒有一個堅實的基底，整體結構的穩定性和成功都將受到威脅。一

張梯子可以失去一個較低的橫檔而仍然保有其功能，這也就是為什麼用階梯模型看待這

些領域時，通常會將其視為是成本中心，並且在第一時間內放棄他們，但事實上即便這

些領域所能帶來的並非金錢層面的價值，這些價值也都必須被重視與考慮。如果你切斷

這個金字塔底部的其中一條繩索，則整個結構都將喪失其穩定性。

圖 9-1.階梯與金字塔階層的對比 （譯註：C*O泛指 CFO、CIO等 xx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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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開放並建立副本分支儲存庫（opening and forking）；

• 能夠貢獻回饋至儲存庫（contributing back）；

• 對於自己擁有的儲存庫，能夠挑選並管理被提交而來的貢獻（curating contributions）；

• 能夠定義提交貢獻的歷程（defining processes for contributing）；

• 能夠分享提交檔案的權限（sharing commit rights）。

有一些缺乏協作功能的工具已經在你的環境中使用了很長的時間，以致於組織內部針對

這些工具已經累積了高水平的機構知識（institutional knowledge）譯註 1。在這種情況下，

要評估若不遷移至其他的工具可能會產生哪些影響——例如，是否還有辦法聘雇到善用舊

工具的員工，或是舊工具在處理不同的分支合併時會浪費的時間——然後嘗試將不遷移

會產生的影響與失去既有機構知識會造成的影響，兩者進行比較。雖然過程並不容易，

但透過妥善的規劃，協作仍然可以發生在協作能力較低的工具身上。

程式碼的行數不能成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世上有著不同類型的開發人

員，有些能夠重構數百行的混亂程式碼，並將其精簡成幾十行簡單易懂的

程式碼，讓團隊中的其他人能以此為基礎繼續開發。有些則專注於尋找隱

藏在程式碼中的 Bug。如果你使用量化分析來評估貢獻度，就會透露出你

重視量化的訊息，並且會鼓勵將程式碼寫得越多越好。舉例來說，除非你

有能力能夠檢查程式碼的品質，否則別想理所當然地認為寫得越多就 

越好。

其他與版本控制相關的術語包括：

Commit

Commit（常見譯為提交，有時也意指實際用於命令列的 git指令 git commit）是指在

版本控制的保護之下，對各個檔案進行的一系列操作，其中包含了你對檔案進行之異

動的總數量。譯註 2

 譯註 1 機構知識（institutional knowledge）是與 personal knowledge、social knowledge 相對應的概念，意指
組織（機構）透過各種資源（包含人才）的積累而獲得屬於組織並對組織有用的知識。

 譯註 2 一次 commit 可以包含對多個檔案本身的新增、修改與刪除，以及對檔案中逐行程式碼的新增、修
改與刪除。



308　|　第十四章：擴展：轉折點

工作只是為了
賺取薪資

工作激動人心，
具有挑戰性；

薪資和工作條件不良

工作令人滿意；
合理的薪資及工作條件

工作無趣；
薪資及工作條件不良

保健因素

激勵因素

圖 14-1.激勵保健理論

激勵因素能提高工作滿意度，這些因素包含挑戰性的工作、對於成就的賞識和表彰、人

們感受到的責任感和自主性、以及有機會執行有意義的工作。有五個關鍵因素能激勵個

人並令個人自主：

• 自由

• 挑戰

• 教育

• 個人有意義的貢獻

• 正面積極的環境

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包括工作的保障、公平的工資、福利、工作條件和假期等，

這些可以降低人們對工作的不滿意度。

基於赫茲伯格的激勵保健理論，J. Richard Hackman和 Neil Vidmar在 70年代針對最佳

的團體大小規模進行研究 7。他們組成了數個小組，小組人數介於 2至 7人，藉此評估團

體大小會對於各種任務的流程和績效造成哪些影響。當任務完成之後，他們會向參加者

詢問他們針對團體規模及任務分配的感受。根據這項研究，他們發現最佳的團體大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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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有三種關鍵類型（見圖 14-2）：

• 時間

• 知識

• 金錢

我們大多數的行動都會落在這三者交集範圍的某個位置。對於個體而言，「給予」能帶來

的整體價值，以及必須付出多少的成本，在思考這件事情時，試著從這三種關鍵類型切

入將有所助益。例如，「指導」和「提供回饋」，就可能比「引薦」要花費更高的成本。

當你在思考如何成為一位更優秀的「給予者」時，去回想一下在接受「給予」時，有哪

些部分是令你感到欣賞的，以及哪些地方讓你有所受益，將你的注意力放在這些層面。

有時「索取者」其實並不需要你提供的某些幫助，因此不要浪費那方面的資源。例如，

如果有人針對某件事情尋求情感上的支持，這並不代表他們也需要或想要知道你針對事

件的想法或個人的見解。

提供幫助
（Helping）

指導
（Mentoring）

投資
（Investment）

捐款
（Donations）

時間
（Time）

金錢 
（Money）

知識（Knowledge）

提供回饋
（Feedback）

提供建議 
（Recommendations）

引薦 
（Introductions）

情感上的支持
（Emotional Support）

圖 14-2.「給予」的三種關鍵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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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政府機構面臨的挑戰之一是不同小組之間頻繁的重複工作（見圖 14-3）。每個小組除了

自己小組內的重點或專業任務之外，每個小組都必須為各自小組的應用程式提供核心基

礎架構的元件。由於這些核心服務並未集中化管理，因此每個團隊或小組必須花費額外

的時間來聘雇擁有這些技能的專家。

在政府內部創建一個多組織用戶平台服務（multitenancy platform services），將能替各個

服務小組節省不少時間，該平台提供集中化的支援服務，並且能符合法規要求的所有安

全和隱私限制。與其讓每個小組各自架設並維護他們所需的服務，集中化提供服務反而

讓每個服務小組能夠專注於自身獨有的領域、技能和需求。在政府內部此種平台的主要

需求是：

• 應該要讓使用者能夠自行設定或提供自助式服務（self-service）；

• 必須要使用多間服務供應商（不被單一供應商綁定）；

• 應該要有獨立隔離的程式碼、數據與 Log。

圖 14-3.政府內部的重複工作（不同部門重複建立相同的基礎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