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 TOGAF 與 SaaS 系統發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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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雲端運算及知識管理，已成為企業及大
學未來發展極為重視的領域，本研究將參考開放組
織企業架構框架(TOGAF)及雲端軟體即服務(SaaS)
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DLC)之概念，整合架構開發
方法(ADM)，規劃建構雲端應用系統的發展流程，
並從藍圖/建模(Blueprint/Modeling)、由上而下的設
計 (Top-down design) 及 由 下 而 上 實 施 (Bottom-up
implement)等治理流程，重新詮釋雲端系統發展流
程，期望能發展一套「架構導向雲端系統發展模型」，
使其更有益於未來企業在雲端軟體即服務(SaaS)
的系統發展參考運用。
一、緒論
在網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結合雲端資訊科
技發展知識管理系統，是現在系統開發人員值得深
入思考的問題。傳統資訊系統的開發，通常因為沒
有整體性的考量，一但組織略為變動，資訊系統就
必須一再的重新設計規劃與製作，所浪費的重製成
本也難以估算，為了有效解決這類的問題，本研究
將導入企業架構框架(The Open Group Architecture
Framework，TOGAF)的架構開發方法(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Method ， ADM) ， 先 從 藍 圖 / 建 模
(Blueprint/Modeling)的規劃，經由上而下的設計
(Top-down design) 以 及 由 下 而 上 實 施 (Bottom-up
implement) 等 治 理 流 程 ， 探 討 雲 端 軟 體 即 服 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SaaS)的系統發展流程，研
究內容將先從文獻探討闡述雲端軟體系統發展生
命週期(Cloud 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CSDLC)以及 ADM 開發方法，在第三節將延伸整
合上述的系統發展流程及模式，發展出本研究架構
導向的雲端軟體即服務的系統發展流程，最後再將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各階段與企業架構框
架架構開發方法(TOGAF ADM)對應，期望本研究
能提供大學或企業未來在發展雲端服務管理系統
的規劃參考。
二、相關文獻探討
2.1.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
本研究之前曾指出傳統的系統開發方法在雲
端運算環境必須加以調整[9]，並提出 SaaS 雲端系
統發展生命週期(CSDLC)流程(如圖 1)，建議在設

計開發階段與維護發展階段可插入設計概念階段
以符合雲端運算的特性，並加入設計轉換階段與建
置佈署階段來提供系統的架構變化與未來在傳統
與雲端環境的替換需求。

圖 1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流程[9]
上述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CSDLC)流
程，主要是將軟體開發的方式展開並將其分為五個
階段：設計概念階段、設計開發階段、設置轉換階
段、建置佈署階段與維護發展階段。
2.2. TOGAF 架構開發方法(ADM)
由於 TOGAF 架構開發方法(ADM)是一套開發
與應用企業架構的循序漸進(步驟式)的方法
(TOGAF, 2001)，其發展過程首先是要經由準備階
段(Preliminary)，然後以架構企業願景(Architecture
Vision) 為 起 點 ， 經 過 業 務 架 構 規 劃 (Business
Architecture)，進而規劃資訊系統架構和技術架構，
然後結合現有的資訊化基礎，對齊與鏈結
(Alignment and Link)企業組織現有策略目標、業務
流程及 IT 的架構。
在此發展過程中，涵蓋了企業流程再造(BPR)
的思維，並可解構為定義願景及使命界定改進
的機會進行優劣分析分析現行（AS-IS）流程
實施未來(TO-BE)分析發展未來(TO-BE)等流
程設計。接著規劃遷移方案：依據調適性改造之解
決方案的優先次序，評估各個專案的相依模式與程
度、遷移成本、效益等，並擬定具體的實施規劃。
在實施治理(Implement Governance)階段，將制定各
個實施專案的建議，並建立架構規約來管理所有實
施和部署的過程，以確保實施專案架構與相關專案
架構的一致性；最後是架構變更管理，重點在關注
業務目標、環境和技術等方面的演變和發展，以及
提供是否啟動和規劃新的架構進化週期之決策參
考。

並執行佈署同步作業。實作項目為『資料同步』
、
『檔
案同步』
、
『程式同步』
。(5)資源使用分析：使用軟
硬體的技術來對環境監控，並計算分析資源的分配。
實作項目為『資料容量分析』
、
『資料筆數分析』
、
『資
料存取分析』
。
(二)設計開發階段
在此階段有四項工作：(1)選用雲端通用架構：
可選擇開發架構為雲端與非雲端可適用的架構（若
選較佳的架構可節省轉置雲端程式的工時）
。(2)開
發雲端通用程式：選用開發架構為雲端與非雲端可
適用的程式語言。(3)選用暫時開發資料庫：使用
通用的 SQL 語法來串連資料庫(可省去轉置程式的
時間)。(4) 測試驗證：測試問題並驗證設計概念。
圖 2 TOGAF 架構開發方法(ADM) [4]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發展模型
本研究結合之前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
流程、及 TOGAF 的架構發展方法(ADM)，並以知
識管理為例，以來試行整合雲端系統發展與架構導
向的規劃流程。
3.1 雲端系統發展五階段流程

(三)設置轉換階段
在此階段應考慮下列步驟(如圖 4 所示)：(1)
是否與原環境不同：若與原環境相同就跳過程式修
改直接到本階段的步驟(3)，若與原環境不同即接
到下一步驟。(2)是否使用 PaaS 雲端環境：若使用
PaaS 雲端環境，轉換程式碼為 PaaS 環境雲端相容
程式；若否則轉換程式碼為 IaaS 或 Server 架構環
境相容程式。(3)考慮是否與原資料庫不同：若與
原資料庫相同就跳過資料庫程式修改，進入建置佈
署階段，若與原資料庫不同即到下一步驟。(4)是
否使用雲端資料庫：若使用雲端資料庫，將資料庫
程式轉為雲端資料庫；若不使用雲端資料庫，再依
費用考量或其他配套考量選用關聯式資料庫，在處
理完成後進入建置佈署階段。
(四)建置佈署階段
在此階段分為兩個步驟：(1)建置佈署：建置
於選定的環境。(2)佈署測試：建置環境測試上線。
(五)維護發展階段
在此階段主要是系統維護：依客戶維護需求的問題
做修改相關事務。

圖 3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設計概念流程展
開 [9]
(一)設計概念階段
如圖 3 所示，在此階段，我們先將雲端系統
發展的歸納為下列五個步驟：(1)自助申請選用：
使用通知方式來交換認證(e-mail 或簡訊)，自助式
的申請啟用，自助式的選用功能。實作項目為『通
知技術』
、
『申請啟用』
。(2)提供分散服務：服務架
構與功能架構對應，再拆解服務、分散服務。實作
項目為『服務架構分析』
、
『功能架構分析』
、
『服務
架構與功能架構對應與分散』。(3)獨立資源共用：
使用軟硬體虛擬化或空間的獨立化來將軟體資源
獨立、硬體資源共享。實作項目為『虛擬化』
。(4)
快速佈署同步：使用軟硬體的技術來對環境監控，

圖 4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設置轉換流程展
開 [9]

3.2 整合 ADM 與 SaaS 系統發展流程
架構開發方法(ADM)是提供企業整體發展規
劃架構的方法，而前述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
期是提供系統開發人員，在開發 SaaS 雲端系統時
的規劃參考流程，為了能更有效架構企業或組織的
雲端服務系統，本研究試著將 SaaS 雲端系統發展
生命週期各階段分為：、目的、操作方式、輸入、
處理、輸出及後續階段六個項目，並整合於 TOGAF
架構開發方法 ADM 的各個階段，說明如下：
表 1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與 TOGAF ADM 之對
應(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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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rchitectur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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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發展階段
軟體(系統)的維
護與永續經營
修改軟體(系統)
程式
軟體(系統)程式
修改

維護規格文件
維護分析文件
軟體(系統)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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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為以設計概念文件為輸入，進行軟體(系統)
程式碼開發，輸出為系統分析文件、軟體(系統)程
式及測試報告文件等。(2)接著是設置轉換階段，
其目的是 SaaS 系統可依目標環境之需求而修改，
操作方法為輸入軟體(系統)程式碼、修改軟體(系統)
程式，轉換後輸出為設置轉換文件。(3)在建置部
署階段，目的是將軟體(系統)建置於目標環境，操
作方法為安裝於目標環境，輸入軟體(系統)程式建
置後輸出建置部署文件。在導入 ADM 的方法時，
可 融 入 機 會 與 解 決 方 案 (E. Opportunities and
Solution)、移轉規劃(F. Migration Planning)以及、
實施與治理(G. Implementation Governance)等階
段。
(三)維護發展階段：
在此階段目的是能夠維護與永續經營軟體(系
統)，操作方法為輸入軟體(系統)程式之修改，輸出
維護規格文件、維護分析文件、軟體(系統)程式、
測試報告文件等。在導入 ADM 方法時，可考慮在
實施與治理(G. Implementation Governance)以及架
構變更管理(H. Architecture Change Management)等
兩階段。
如表 1 所示，SaaS 設計概念階段可對應於
ADM 的準備(Preliminary)、A.架構願景、B.業務架
構、C.資訊系統架構、D.技術架構及 E.機會解決方
案等。主要是因為 SaaS 系統開發前的準備項目多
半對應在設計概念階段，如此才能提供開發者完整
的資訊避免後續各階段的大符變動。另外，在設計
概今階段也應將雲端運算的特性因子加入 ADM 的
技術架構(D. Technology Architecture)中規劃，以符
合 SaaS 雲端運算的需求。最後我們試著整合
TOGAF ADM 的各階段與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
週期(CSDLC)，可分為以 ADM 為主及以 SaaS 為
主體的兩個面向，如圖 5 及圖 6 所示。

設計概念階段
設計開發階段
設置轉換階段
建置部署階段

(一)設計概念階段：
此階段目的是提供設計開發階段可依循的方
向，操作方法為彙整設計概念(輸入)，其輸出為設
計概念文件。而在導入 ADM 的方法時，應考慮前
置 作 業 (Preliminary) 、 架 構 願 景 (A. Architecture
Vision)、業務架構(B. Business Architecture)、資訊
系統架構(C. Inform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技術
架構(D. Technology Architecture)、及機會與解決方
案(E. Opportunities and Solution)等。
(二) 設計開發、轉置及部署階段：
此階段包括雲端系統發展流程中間三個階段，
(1)首先是融和傳統系統開發方法來開發系統，操

圖 5 以架構開發方法(ADM)為主整合 SaaS 雲端系
統發展生命週期(本研究整理)

[6]

[7]
[8]
[9]

圖 6 以 SaaS 雲端系統發展生命週期為主整合
TOGAF 架構開發方法(ADM) (本研究整理)
四、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提出 SaaS 系統發展流程的五階段，並
試著整合 TOGAF 架構開發方法 ADM，期望能構
建一個整合設計雲端軟體即服務(SaaS)的系統開
發概念模型。其中在設計概念階段(Design and
Concept phase) 及 設 計 開 發 階 段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hase)，可導入 ADM 的資訊系統架構
(Inform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架構)，在設置轉
換階段(Setting and Conversion phase)及建置佈署階
段(Build and Deployment phase)，可融入 ADM 移
轉規劃、實施及治理階段，選用傳統的資訊基礎平
台，或是雲端軟體即服務(SaaS)的方式進行規劃設
計及佈署。另外，也可依照設置轉換選定的建置環
境，提供集中服務或是分散服務，使系統在雲端軟
體即服務，能夠在分散的架構環境提供不中斷的服
務。這部份也可以納入 TOGAF 核心精神之一的由
下而上的實施(bottom-up implement)，後續不但可
以進入維護發展階段進行小部分的修改，也可以回
到設計概念階段再行修改，以維持整體的系統發展
品質。最後，在維護發展階段(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phase) 部分，為達到雲端軟體系統的
持續運作，可進入連續(Continuum)及反複改善流
程(Flow iterative)，並取得使用者的使用經驗與紀
錄，藉此進行更有效的溝通，以做為未來開發修正
雲端服務系統架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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