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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資訊系統是一個幫助企業以追求最小成
本和最大利潤為基礎的經營平台，企業依靠著資訊
系統支配企業架構下各種不同的資源。這些資源有
些是靜態可重複利用的，也有些是動態建立不能重
複利用的，有些採用分散管理，也有些是集中管
理，有些甚至是行動裝置可隨處移動的。因此，企
業資訊系統勢必擁有非常大的擴充彈性，將企業架
構下的資源做最有效的發揮。當下各界在企業資訊
系統規劃的領域有眾多的方法論和設計工具，令人
遺憾的是至今仍然沒有任何一種模式能用簡單的
方法來敘述複雜的企業架構。目前流行的各種方法
傾向使用多種不同構面的視圖來敘述企業資訊系
統。而每一個構面都需要花費時間相互測試，一旦
面對問題需要進行評估或修正的時候，必須仔細研
究每一張視圖才能從複雜的構面中取得相關資
訊。這個過程使得企業增加了有形及無形的成本，
相對造成經營上的損失。由於上述問題的不斷產
生，因此本研究利用過去軟體工程領域中的一種雛
型理論，搭配其衍生的圖型化介面理論為基礎，對
異質性平台整合提出一種新的解決方法。此方法實
作過程中包含兩項工作︰(1)分析企業組織架構(2)
分析組織工作流程。是故，本研究係以前述兩項工
作為基礎，對企業資訊系統做進一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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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為了因應企業架構下的協同作業中所產生異
質性資訊系統整合議題，本研究的目的乃在設計一
個 「 異 質 性 企 業 架 構 整 合 器 」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Integrator, HEAI)使其可提
供企業分析工作流程及組織架構。並且為異質性企
業架構進行細部分解，藉此協助企業的流程再設計
(Business Process Redesign, BPR)。研究中探討的
HEAI 具備能夠描述企業組織功能和運作流程，同
時也能夠分析各項作業過程中的條件和參數細
節。HEAI 還提供了外部組織的功能加入，能夠從
處理企業內部的流程控制到企業外部的流程並給
予整合。為了方便讓企業內部非資訊相關人員操
作，本研究強調以簡單的操作介面來處理複雜的敘
述。企業若善加利用 HEAI 則能夠避免長期採購複
雜而昂貴的輔助軟體，也能有效防止委外設計的資
訊系統造成後續不可維護的問題。
二、技術背景
針對研究目的所設計的 HEAI 是利用可擴展
標記語言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12]
技術做為資料交換的標準，並且採用雛型系統描述
語 言 (Prototype System Description Language,
PSDL) [9]理論做為分析工具，同時配合電腦輔助
雛 型 系 統 (Computer-Aided Prototyping System,
CAPS) [7]為視覺輔助介面。HEAI 綜合以上技術獨
特的功能性，幫助企業建立物件存取協定(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
(一) 雛型系統描述語言 PSDL
根據 PSDL 的理論，它是以作業中的層次結

構為設計基礎[6]，使用高階程式語言[15]將任意一
層的作業元件做更詳細的分解。每項動作的描述都
包含內部控制流程以及外部依賴關係；每一個作業
元件都可以是高層次抽象描述，也可以是詳細實作
的方法[4] 。以 PSDL 定義的 2 項作業如圖 1 所示，
簡單的描述出 2 項作業的依賴關係。因此能夠得知
PSDL 的設計概念對於反應事件需求以及流程再造
相關工作的方便性[6]，經由過去的相關研究發
現，PSDL 有效的增加了設計的可靠性[10]。
OPERATOR Order
SPECIFICATION
OUTPUT Send_message : Order_info
END
OPERATOR Confirm
INPUT Send_message : Order_info
OUTPUT export_commodity_inspection : Order
END

圖 1 以 PSDL 敘述的 2 項作業
(二) 電腦輔助雛型系統 CAPS
CAPS 是以標準化的規範運用抽象方式將使
用者提出的需求快速展現，透過一個可重用的方法
元件庫直接產生可運作的系統架構[7]。這種開發
模式在設計的概念層級做關鍵整合，再以分解的方
式逐一詳述每項作業。在過去的相關研究資料顯
示，這樣一個高度自動化的環境是一個能夠確實滿
足需求的有效方法。不但縮短了整體架構分析的人
力跟時間，並且能明顯的提高了系統完成後的可信
度和整體效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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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APS 描述一個處理流程
如圖 2 所示，透過資訊流「→」的方向表示
發送與接收端間的關係，當中包含資料格式的定義
和資料本身的內容，是各作業元件之間連結的重要
符號。圖中的「◎」符號代表流程內包含細部流程，
而「○」符號則是代表流程目前沒有提供進一部的
細部描述。
(三) 可擴展標記語言 XML
XML 分離各顯示區塊和內容描述，可以改善
內容讀取的效能並且減少解析錯誤的機會。區塊清

析並且使得解析程式能夠更加容易判斷，對於經常
變換內容的需求能夠更加流暢的適應[12]。XML
是從 1995 年開始有其雛形，並向 W3C(全球資訊
網聯盟)提案，在 1998 年 2 月發佈為 W3C 的標準。
(四) 簡單物件存取協定 SOAP
SOAP 由 國 際 商 業 機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
在 1998 年發表，於 2000 年提供給全球資訊網聯盟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目前為各界所
認同的標準。SOAP 的產生是為了讓資料在遠端存
取的時候，明定雙方或多方共通的標準規格[1]。
SOAP 是以 XML 格式的檔案互相交換彼此的資
料，與企業所使用的資訊技術均無直接關連。因此
異質性的企業平台能夠輕易的利用 SOAP 建立合
作標準。
三、問題探討
當下的分析企業架構的理論及輔助軟體已經
為企業製訂了多種構面[11]，並依照各個構面產生
了數種至數十種概念完全不同的視圖[16]。過度地
對作業上不同的構面所建立的分析，反而會妨礙對
企業流程的瞭解。如同「義大利麵文字(Spaghetti
Code)」[18]，即是一種複雜難懂的文字，雖然得到
了分析結果，卻損失了分析效率。所以我們開始找
尋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了推出至今近 30 年的歷
史的 PSDL 理論，其主要用途是快速展現即時系統
的需求[4]。PSDL 語法簡單易懂，除了能夠輔助開
發，也可以持續更新並擴充。使用 CAPS 輔助 PSDL
做為軟體工程用途近乎完美，但若將其理論應用在
HEAI 架構上仍有少數問題有待解決。這些問題有
些是早在設計之初就存在的缺憾，有些則是為了符
合現代化需求所必須建立的新規格。
PSDL 的語法沒有明確的將動作指令與動作
參數分離，因此在解析時容易造成輔助解析工具的
編譯錯誤。比較明顯的例子除了一般的語法容易出
現編譯錯誤之外，編譯過程中無法解析萬國碼
(Unicode Transformation Format, UTF)。這是一個嚴
重的缺陷，此缺陷使得 PSDL 無法建立以萬國碼編
碼的文字。如圖 3 所示的 PSDL 的內容如果加入了
如圖 4 所示的中文或是萬國碼，將使得其內容無法
解析。
OPERATOR Order
SPECIFICATION
OUTPUT Send_message : Order_info
END
OPERATOR Confirm
INPUT Send_message : Order_info
OUTPUT export_commodity_inspection : Order
END

圖 3 以 PSDL 敘述的 2 項作業

OPERATOR 訂購
SPECIFICATION
OUTPUT 訊息傳送 : 訂單資料
END
OPERATOR \u78bc\u7dad\u8b77
INPUT \u52a0\u9078 : \u78ba\u5b9a
OUTPUT \u8acb\u52fe\u9078 : \u67E5\u8A62
END

圖 4 PSDL 敘述嵌入中文編碼將無法解析
PSDL 易學易用，但是 PSDL 對於元件的敘述
方式受限於 PSDL 本身所規範的格式無法進一步
擴充。如圖 5 所示的內容中新增「COST」屬性後
便無法解析。為了描述協同作業的企業架構或新加
入的工作流程，PSDL 在企業應用上必需擴充方法。
OPERATOR Order
SPECIFICATION
OUTPUT Send_message : Order_info
COST : 10
END
OPERATOR Confirm
INPUT Send_message : Order_info
OUTPUT export_commodity_inspection : Order
COST : 70
END

圖 5 PSDL 無法對應此新屬性「COST」
企業內的組織架構、各種活動、不同狀況產
生的不同流程與複雜元件若以 PSDL 描述，會使得
PSDL 文件的內容將日漸增長，同時文件的搜尋效
率必定和文件長度成反比。當檔案資料成長到硬體
處理效能的極限時，將會導致分析工作難以進行。
綜合上述問題，本研究提出利用 XML 輔助
PSDL。經過 XML 的重新編排，對於上述問題，
能提供顯助的改善。首先，XML 能夠明確的將文
件中的區塊標示與區塊內容分開，因此輔助解析工
具對於內容中的資料編碼不需以特例的方式處
理，因此 XML 被廣泛用來作為跨平台之間交互數
據的形式。
<operator>
<name>訂單受理作業</name>
<output>訂單資料</output>
</operator>
<operator>
<name>貨運物流作業</name>
<input>訂單資料</input>
<output>出貨資料</output>
<fax>02-2345-6789</fax>
</operator>

圖 6 將圖 1 的動作以 XML 敘述

XML 格式的檔案可用來傳送自定格式的資料，
XML 能夠同時可以表現資料內容，也能說明資料
架構格式，甚至能任意擴充並使其更豐富[13]；如
圖 6 中的第 2 項作業以標籤所顯示新屬性「fax」。
<operator>
<name>接單作業</name>
<output>訂單資料</output>
<cost>
<fax>6</fax>
<print>4</print>
</cost>
</operator>
<operator>
<name>出貨作業</name>
<input>訂單資料</input>
<output>出貨資料</output>
<cost>70</cost>
</operator>

圖 7 運用 XML 為流程中增加屬性
XML 格 式的文件 可同時接受 按照循序 排
列，或是隨機排列的格式讀取，並且允許任意插入
資料。除此之外還能夠對於複雜的 XML 加上文件
類型定義(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DTD)XML 能
夠提供索引，增加辨識的效率[12]。
四、需求分析
組 織 活 動 的 單 位 集 合 可 稱 為 架 構 (Aarchitecture)，架構技術至今無論在企業界、學術界
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模式，而不同方法所採用的觀
察角度也會造成不同理解。本研究之需求分析從組
織及其活動進行細部分析，依據分析結果進一步針
對原本的作業模式做功能架構設計及整合。為使本
文方便閱讀，接下來的例子中每項作業元件或組織
單位，只針對本研究相關的屬性提出並加以分析。
企業

台北總公司

北區業務部

台中分公司

行政管理部

倉儲管理部

台南分公司

南區業務部

生產製造部

圖 8 企業組織架構圖
某個企業的組織架構如圖 8 所示，其架構下
有 3 間子公司，而各子公司都擁有 2 個部門及若干
單位。在這個階段尚未使用任何資訊技術或科技輔
助，只使用抽象的概念把圖形加以連結用來表示彼
此間的關係。為了整合企業資源的前置工作，首先
有需要先將這些抽象的最上層節點加以分析，產生
標準格式的 XML。
(一) 架構分析

如圖 9 所示的一段 XML 敘述，當中每筆資
料是運用「parent」屬性的關連性建立樹狀清單的
結構，其屬性資料若為「NULL」代表為根元素，
反之則表示該資料擁有上層元素。
<enterprise-config>
<unit-beans>
<unit-bean name="台北總公司" parent="NULL"/>
<unit-bean name="台中分公司" parent="NULL"/>
<unit-bean name="台南分公司" parent="NULL"/>
<unit-bean name="北區業務部" parent="台北總公司"/>
<unit-bean name="行政管理部" parent="台北總公司"/>
<unit-bean name="倉儲物流部" parent="台中分公司"/>
<unit-bean name="生產製造部" parent="台南分公司"/>
<unit-bean name="南區業務部" parent="台南分公司"/>
</unit-beans>
</enterprise-config>

圖 9 以 XML 表示組織架構
(二) 資源分析
如圖 10 所示，以細部分析檢視組織中的一個
單位「倉儲管理組」
，該單位擁有 2 個「parent」標
籤，分別為「行政管理部」、「倉儲物流部」。這表
示由台北總公司的「行政管理部」及台中分公司的
「倉儲物流部」2 個上層組織的架構下都有配置
「倉儲管理組」的相關業務。因此「倉儲管理組」
可以獲得其上層組織架構的所有屬性參數，無需再
做多次的重複分析。如果有擴充的需求，可以在屬
性標籤內增加欄位。
<enterprise-config>
<unit-beans>
<unit-bean name="台中分公司" parent="NULL"/>
<unit-bean name="台北總公司" parent="NULL"/>
<unit-bean name="行政管理部">
<parent>台北總公司</parent>
<telphone>02-2345-6789</telphone>
<fax>02-6789-5432</fax>
</unit-bean>
<unit-bean name="倉儲物流部" />
<parent>台中分公司</parent>
<telphone>06-789-1234</telphone>
<fax>06-789-2468</fax>
</unit-bean>
<unit-bean>
<name>倉儲管理組</name>
<parent ext="222">行政管理部</parent>
<parent>
<name>倉儲物流部</name>
<ext name=”林組長”>333</ext>
<ext name=”陳組員”>666</ext>
</parent>
</unit-bean>
</unit-beans>
</enterprise-config>

能夠清楚顯示︰撥了「台中分公司」的電話就可以
利用分機 333、666 都可以找到「倉儲管理組」的
相關人員。以這個模式將整個系統所描述輪廓更加
簡單嚴謹，前因後果清楚明白地表達。即使未來的
狀況有所變動，只需要在根節點做修正即可。有效
避免整體規劃的結果中發生前後矛盾的情形。
(三) 作業分析
經過分析後以 XML 表示的作業內容如圖 11
所示。其內容主旨為︰北區業務部傳送一筆訂單資
料給行政管理部，行政管理部得到訂單資料後將生
產命令下達給生產製造部。
<operator>
<name>訂單受理作業</name>
<unit>北區業務部</unit>
<output>
<name>訂單資料</name>
<receiver>行政管理部</receiver>
<receiver>生產製造部</receiver>
</output>
</operator>
<operator>
<name>訂單審核作業</name>
<unit>行政管理部</unit>
<input>
<name>訂單資料</name>
</input>
<output>
<name>生產指令</name>
<unit>生產製造部</unit>
</output>
</operator>

圖 11 作業的細部描述同時與組織形成關連
五、實作驗證
企業架構下的組織各司其職並有效率的分工
合作，而合作過程中，資料交換是一項重要的工
作。如圖 12 所示的一項典型的資料交換作業「南
區業務部」將「訂單」傳送給「行政管理部」，而

網際網路

訂單

確認

行政管理部

圖 10 針對一個單位進行細部描述並擴充
業務單位

圖 10 的例子中顯示︰「倉儲管理組」內標記
的 2 個上層單位「parent」標籤均增加了辦公室分
機「ext」屬性。因此追溯上層組織的屬性可以就

圖 12 既存的資料交換架構
「行政管理部」將「確認」傳回給「南區業務部」。

雙方得到相關資料後，就能夠順利進行後續的工
作 。資料交換的工作內容非常簡單，因此也很有
效率的運作。但是隨著資訊科技的提昇，本研究對
此資料交換流程提出了 3 項簡單的需求︰ (1)數位
簽章(Digtal Signture)、(2)傳輸過程加密、(3)即時
性的資料備份。
這 3 項新加入的作業流程若使用了目前主流
的各種新技術或是昂貴的輔助軟體以多種構面和
管理單位
視圖展現。比較好的狀況是企業內部資訊人員在查
閱數張至數十張不等的視圖後，經過很長的時間仔
細分析各種構面，就能夠開始設計新流程。比較糟
榚的狀況則是企業內部資訊人員無法分析這數張
至數十張不等的視圖，必須以極高的代價聘請企業
外的顧問公司協助分析。委外設計雖然能夠快速得
到分析結果，但是顧問公司無法於短時間分析企業
的完整架構，在佈署後的新作業流程則存在極高的
風險。
使用 HEAI 為輔助工具分析如圖 12 所示的資
料交換架構圖，產生的 HEAI 圖形介面如圖 13 所
示。圖中顯示有 2 項可分解的工作分別為「訂單受
理作業」和「訂單確認」，這 2 項作業各自在完成
內部工作後之後產生 1 條資訊流。其中包含資料本
身、各種屬性以及控制參數。

即動作。條件為「all」時，則表示全部事件完成才
能進行下一動作。如果有多項動作產生時則以
「order-by」標籤產生陣列，依先後順序排列表示。
<operator>
<name>訂單受理作業</name>
<unit>北區業務部</unit>
<unit>南區業務部</unit>
<output>
<name>訂單資料</name>
<unit>行政管理部</unit>
<order-by>some</order-by>
</output>
</operator>
<operator>
<name>訂單確認作業</name>
<unit>行政管理部</unit>
<input>
<name>訂單資料</name>
</input>
<output>
<name>生產排程資料</name>
<order-by>生產製造部</order-by>
<order-by>北區業務部</order-by>
<order-by>南區業務部</order-by>
</output>
</operator>

圖 14 以 XML 分解的作業內容
為了加入本研究為資料交換架構提出的 3 項
新需求，因此以 HEAI 介面為流程提出修改。利用
圖形化的操作介面在過程中加入了新的作業元
件，幾乎對整份設計毫無變更的情況下嵌入這些流
程。實作上無論是企業內部的資訊人員開發，或是
委外開發均能確實達到需求，不會造成任何風險。

圖 13 以 HEAI 描繪的資料交換架構
分解後的 XML 檔案如圖 14 所示，圖中同樣
有 2 項作業標籤「operator」
，第 1 項作業標籤包含
2 個「unit」標籤，分別為「北區業務部」及「南
區業務部」，因此能夠得知這項作業目前適用於這
2 個單位。接下來的「output」標籤中只包 1 個「unit」
為「行政管理部」，表示資訊流只有傳給行政管理
部 1 個單位。第 2 項作業擁有第 1 項作業所沒有的
「input」標籤，這是為了承接第 1 項作業而產生
的，因此第 2 項作業能夠辨識資訊中包含的發送單
位回傳「確認資料」給該單位，雙方完成作業。圖
14 的內容顯示，作業中若由 2 個組織共同合作的
情況下，產生的「order-by」標籤是為了指明觸發
條件。條件為「some」時，表示何事件觸發則立

圖 15 使用 HEAI 對原先的作業加入了 3 項新需求
如圖 15 所示的 HEAI 運用原本的「訂單受理
作業」分解並加入了 3 項需求，產生了新的資料交
換架構。由於根元素的重複利用，因此在加入新的
流程設計時，將會連動相關的各項作業，不需逐一
修改調整。為了快速符合新的需求，甚至能夠隨時
給予調整。圖 14 的作業階層顯示，在訂單確認的
作業中，順利地在適當的時機加入了新規劃的 3
項新需求，如圖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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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經過重新設計後的新架構
六、結論
現代軟體工程的需求已經朝向大量且快速建
置的開發模式，為了提高軟體可信度及後續發展，
新的流程必須以適應需求變化為目的[3]。企業流
程的週期性與軟體工程的週期性有著顯著的相同
之處。改善後的 HEAI 將為軟體工程與企業流程建
立一座溝通的橋樑，能夠更加靈活而且更加正規化
的高效率的適應新需求。HEAI 能將需求經過簡單
的操作分解流程中的元件，當流程運行了一段時間
後需要擴充或修改時，HEAI 則再次運用相同的操
作模式快速的反應新需求。目前 HEAI 已可達到分
析組織架構並和工作流程的要求，未來將配合非資
訊人員設計更人性化的操作介面。為了建立新一代
的 CAPS 工具，我們同時會在未來的研究中增加與
軟體工程相關的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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