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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人類發明電腦以來，資訊科技日新月異，由過去 1980 年代的大型電腦

主機，到 1990 年代的網際網路時代(Internet)。網路促使電子商務有發展的契

機，改變了傳統的商業經營模式，而企業軟體架構由過去的集中式演化為分散

式架構。然而，分散式應用系統若建置於異質平台上，且無統一的溝通標準，

則將導致系統間資訊無法透通、系統整合不易，使系統成為資訊孤島，有鑒於

此，企業莫不致力於整合內部與外部系統。 

    近幾年業界日漸重視實作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的 Web Service 技術。服務導向架構(SOA)最初由 Gartner 提出，目的在於將服

務視為元件，透過統一的標準介面組合服務，以達到整合分散式系統的功效。

根據 IDC 針對 2005 年亞太區(日本除外) 之軟體市場提出十大趨勢預測，描述

了「當網路部署成熟與終端使用者經驗增加，企業將更深入了解 Web 服務部署

的體系架構、理念和收益，因此形成網路服務專案數目的增加，服務導向架構

(SOA)將會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顯示服務導向架構(SOA)將成為未來企業

的趨勢。不過，雖然服務導向架構(SOA)具備整合分散式系統與組合服務的能

力，但仍無法隨時因應外界環境的改變而迅速採取對策，而企業對於能夠短時

間快速回應變化的要求提高(Diana Walker, 2004)，因此，能夠補足服務導向架

構缺憾的事件導向架構(Event-Driven Architecture, EDA)也逐漸受到企業的重

視。 

    最早提出事件導向架構概念的是 TIBCO 公司在 1989 年提出的 publish 及

subscribe 的實作觀點(Roy Schulte,2004)，但事件導向架構(EDA)ㄧ直到近幾年

才受到企業的重視。事件導向架構(EDA)的目標為提升企業流程的速度與靈活

度 (Roy Schulte,2004)，讓企業可以依需求訂購 (subscribe)所需的商業事件

(business event)。當事件發生時，事件發出者(publisher)可以主動通知(notify)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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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訂購者(subscriber)，讓企業可以快速因應環境變遷採取相對應的措施。Roy 

Schulte(2004)預測在 2008 年有 0.6 以上的機率有 67%以上的大型應用系統採用

事件的概念，並歸納出趨使事件導向架構 (EDA)發展的五大因素 (Roy 

Schulte,2003)： 

1. 商業策略的成功需要藉助事件導向架構的設計 

2. 服務導向架構(SOA) 促使分散式運算的發展，而此種環境有利於事件

導向架構(EDA)的發展 

3. 提供事件導向架構(EDA)設計的工具將增多 

4. 事件導向架構(EDA)的標準將逐漸發展成熟 

5. 硬體與網路的效能提昇將有助於發展事件導向架構(EDA) 

 

    不過服務導向架構(SOA)或事件導向架構(EDA)無法取代另一方在系統架

構上扮演的角色，因此兩者的結合運用便成為系統架構發展的重要議題，而

TIBCO 公司認為藉由架構的獨立性與溝通範圍兩個緯度可以更清楚表達服務

導向架構(SOA)或事件導向架構(EDA)的互補特質(如圖 1-1-1)：第一點是前者的

溝通方式是透過 request/response 雙向傳達資訊，傳送者必須等待接收者的回

應，彈性較小，但後者是單向傳遞訊息給另一方，傳送者不必等待接收者的回

應，比服務導向架構更具有 loosely coupling 的特質；第二點為服務導向架構屬

於一對一溝通的方式，但事件導向架構可以同時與多個傳送方及接收方溝通。

由此可看出，若能同時採用服務導向架構與事件導向架構，則可以達到兩種架

構互補的綜效，所以事件導向架構並非取代服務導向架構，而是可以補足現行

服務導向架構的不足，使服務導向架構與事件導向架構的結合可以發揮更大的

效用。 

    目前絕大多數的企業仍致力於開發單純採用服務導向架構(SOA)或事件導

向架構(EDA)的系統，極少數是兼取兩者架構之優點設計。Gartner 公司認為若

企業同時採用這兩種架構，則可增強組織的彈性與應變速度，縮短程序(process)



 3

所需時間，成為一個即時企業(real-time enterprise)。在作業層面，則能夠幫助企

業改善客戶服務、降低庫存、降低風險；在管理層面，則能使企業快速掌握機

會與降低錯誤所造成的損害；在領導層面，則能夠讓企業快速因應環境改變而

採取應變策略。由此可看出，此兩種架構的結合應用可為企業帶來頗為可觀的

經濟效益，也將會成為未來企業軟體架構發展的重要趨勢。 

 

圖 1-1-1   SOA 與 EDA 的相異點(source: TIBCO)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在這個日新月異的年代，企業要如何將策略與科技架構結合運用，適時掌

握正確而重要的資訊，並依需要迅速而彈性的調整組織與策略(Ruth Malan and 

Dana Bredemeyer, 2005)，就成為企業存亡的關鍵。 

透過採用服務導向架構(SOA)與事件導向架構(EDA)可以增強企業的生存

技能，而兩架構的結合可以被廣泛應用在企業對企業(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與企業對客戶( Business to Customer, B2C)的商業模式中。對於 B2B 的商業模式

來說，此種結合架構可以整合企業內部系統、提供與外部系統溝通的標準及管

理企業流程的事件。所謂企業流程管理是指以事件為基底(蔡澤銘、張均合、吳

欽誠、廖俊傑，2005)，並將事件的概念結合到企業流程之中，讓企業可以即時

針對環境的變化而採取行動。舉供應鏈為例，供應鏈中的上下游廠商常受到長

鞭效應的困擾，導致實際需求與生產量差異過大，若希望降低長鞭效應所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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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則必須加速上下游廠商資訊的透通性。若能整合供應鏈上廠商的資訊

系統，甚至為各別廠商設計一套事件管理的機制，讓廠商可以在第一時間取得

最新情報而採取應變措施，這樣便可以大幅降低供應鏈上因資訊不足導致錯誤

決策的機率；對於 B2C 的商業模式來說，個人可以受益於個人化的事件通知和

主動提供服務的功能。以日常生活為例，若天氣預報服務提供商能主動提供天

氣變化資訊的事件，則在外出時就能更容易決定穿著；若航空公司能主動提供

飛機班次異動資訊的事件，則搭乘飛機的乘客能較快因應變化採取措施。然而，

如何依企業需求適切的結合此兩種架構，仍存在一些困難與挑戰： 

1. 現有的事件導向架構(EDA)應用缺乏一套從使用者角度出發的客製化

設計，由於使用者的需求不同，所以對事件的重視程度也不同，而使

用者的需求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在事件日益繁雜的情況下，

必須提供更完善的管理事件機制，減少使用者管理事件的困擾。 

2. 單純採用此兩種架構只能夠依事先規劃好的流程與事件路徑(static 

model)靜態的使用已存在的服務，若有新的且更符合需求的服務出現

時，則此種架構無法彈性的依使用者需求提供更適合的服務。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服務導向架構(SOA)與事件導向架構(EDA)為基礎，透過研究

domain independent 的方法來解決此兩種架構結合應用時所遭遇的問題與挑

戰，主要的研究議題如下： 

1. 設計出適切結合服務導向架構(SOA)與事件導向架構(EDA)的應用系

統 

現今已有各別應用服務導向架構(SOA)或事件導向架構(EDA)的系

統，但幾乎沒有結合兩種架構的系統，然而，此兩種架構的結合應用可以

增加系統的彈性與應變的能力，因此，該如何利用兩種架構的特性設計一

個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系統將是本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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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出事件價值系統來分析事件對使用者的效益，並增強系統篩選事件的

能力 

        由於事件本身屬於功能導向，存在某種目的性，而使用者的需求與重

視的事件價值也不同，所以同一事件可以為不同使用者帶來不同效益。在

今日資訊爆炸的時代，若能設計出智慧型的事件處理機制，不僅可以為使

用者節省時間成本，更可以減少因資訊短缺而造成的威脅與損害。本研究

希望藉由分析使用者所重視的價值系統，設計可學習使用者採用事件行為

的機制，強化篩選事件的能力，藉此確保能為使用者篩選出合適的事件，

減輕使用者處理事件的負擔。 

 

    綜合以上的議題，以下針對現行服務導向架構(SOA)與事件導向架構(EDA)

結合運用的不足之處，提出幾項本研究將予以克服的論點：  

1. 不同使用者對於相同事件之重視程度可能不相同，因此必須建立一個調

適式有效事件模型來處理，亦即利用此模型評估事件與調適使用者所重視

的價值。 

2. 事件可運用機制之設計主動提供合適的服務給使用者，使系統可提供一

套完整的解決方案，即時解決使用者所遭遇的問題。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貢獻 

目前系統整合的議題為企業關注的焦點，不過採用服務導向架構(SOA)只

能以統一的標準整合分散的應用系統，達到靜態組合服務的能力，然而，在現

今講求時間、效率的年代，若無法因應外部環境的快速變遷，即時取得重要的

資訊並採取應變措施，則會導致喪失良好的機會，甚至使企業面臨嚴重的威脅，

因此該如何兼顧服務導向架構(SOA)與事件導向架構(EDA)的優缺點，設計出互

補的系統架構，將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現今的事件導向架構(EDA)雖然可以讓使用者事先訂閱(subscribe)事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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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務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在事件發生時，發出事件通知使用者，但此概念

並沒有從使用者角度設計一套完善的事件管理機制，在資訊愈來愈繁雜的生活

中，若使用者必須透過自己的力量來管理或取消事件，則會造成使用者的不便

與困擾，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事件價值觀點(Value-driven)分析使用者採用事件

的行為，藉此替使用者調適事件篩選的條件與管理事件訂閱和取消的工作。 

綜合以上的論點，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 

1. 利用服務導向架構(SOA)整合系統的概念與事件導向架構(EDA)提供即

時事件通知的概念，設計出更具有彈性、效率與應變能力的健全系統架

構，以充分運用兩架構的互補性特質。 

2. 設計符合使用者需求的事件管理機制，讓使用者在日常中可以透過訂閱

(subscribe)事件而受惠於服務供應商主動提供訊息的服務，而使用者也

可以藉由事件管理機制取消訂閱事件，藉此減輕使用者管理事件的負

擔。 

 

本研究希望以服務導向架構(SOA)與事件導向架構(EDA)為研究基礎，透過

建構調適式 SOA 有效事件模型，以提供價值導向的事件管理機制與服務。研究

中將以 B2C 的 iCare 老人健康照護情境為例，提供老人合適的事件管理機制與

服務來滿足老人的需求，並進行調適式 SOA 有效事件模型之實用價值探討。本

研究之預期貢獻如下： 

1. 提升使用者使用事件管理機制之意願 

    藉由事件價值觀點(Value-driven)有效分析事件對使用者的貢獻，並設

計智慧型代理人觀察使用者行為，適時更新事件篩選條件，並提供連結服

務與其他管理事件的功能。 

2. 促進企業或電子商務領域發展 Real-Time Enterprise 軟體應用系統架構 

    企業或個人對於能夠提供即時訊息和服務解決方案的需求增強，本研

究藉由更完善的系統架構設計來滿足使用者潛在需求，促使企業或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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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B2B 及 B2C 領域更加重視 Real-Time Enterprise 軟體應用系統架構的發

展。 

    本研究從使用者角度設計事件管理機制並結合服務提供之功能，期望能提

供 Real- Time Enterprise 軟體應用系統架構設計時之參考方向，並進一步促成其

發展之趨勢，讓使用者可以受益於此種架構所帶來之好處與便利性。 

第五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流程分為六個部份(如圖 1-5-1)：第一部份為緒論，主要分為研究

背景、動機、問題與目的；第二部份為文獻探討，這部分會深入探討與本研究

方法相關的研究與應用；第三部份為研究方法，主要將探討本研究的事件價值

觀點(Value-driven)的核心概念和研究架構中的四大類元件(包含對外溝通的

Dispatch Agent、事件導向架構的元件、事件與服務之間的溝通橋樑 SOA 

Synthesizer 元件、服務導向架構的元件)；第四部份為實驗設計與結論；第五部

份為系統架構；第六部分為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第壹章 緒論 

研究背景、動機、問題、目的與流程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參章 研究方法 

 事件價值觀點(Value-driven)的核心概念 
 研究架構的四大類元件 

第肆章 實驗設計與結論 

圖 1-5-1  研究流程圖 

第伍章 系統架構 

第陸章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