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置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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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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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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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01 
      微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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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微服務簡介 
許多組織皆運用微服務來革新應用程式開發作業，您是否有意追隨此一浪潮，但卻
不知道該從何著手？什麼是微服務？運作方式為何？在現行架構下，該如何著手建
置微服務？哪些工具有助於快速建立、交付和疊代微服務？接下來，我們將為您
一一解惑，以協助您順利開展微服務旅程。 

什麼是微服務？ 

首先，您需要瞭解什麼是微服務。此頁面將全面詳盡地
介紹微服務各面向。當中涵蓋微服務可為組織提供哪些
協助、轉換前的必要考量，以及微服務和單體設計有何
不同。 

查看此頁面 > 

微服務和單體設計 

單體設計架構是廣為業界所用的應用程式建置方法。
這篇文章可協助您比較單體設計和微服務的優缺點。 

閱讀這篇文章 >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https://tanzu.vmware.com/microservices
https://devops.com/microservices-vs-monoliths-which-is-right-for-your-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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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您已瞭解什麼是微服務，以及微服務和單體設計的比較 (後續將經常看到這項
比較)，接下來，您或許會想瞭解微服務的運作方式。 

微服務架構入門 

敬請觀賞本影片，當中將以您熟悉的 Uber 公司為例，
藉此比較微服務和單體設計架構，進而協助您掌握微
服務的運作方式。 

觀賞影片 > 

微服務如何進行封裝？又會於何處執行？ 

您曾聽過微服務比單體設計更加小巧、靈活，卻對微服務的成功秘密一無所知。 
由於微服務並非魔術，因此我們將直接公開這項秘密：當中使用容器，而容器則由 
Kubernetes 驅動。 

容器和 Kubernetes 入門 

歡迎觀賞這段長 3 分鐘的影片，以快速瞭解什麼是容器，
以及 Kubernetes 如何充分發揮容器的潛力。 

觀賞影片 > 

為何容器如此重要 

掌握容器的全貌後，此頁面可協助您瞭解容器的重要性。 

造訪此頁面 > 

深入瞭解容器

如果概觀內容已無法滿足您對容器的好奇心，這段影片可
協助您深入探索箇中奧妙。 

觀賞影片 > 

Kubernetes 5 分鐘簡介 

您或許會想進一步瞭解 Kubernetes。請觀賞這段影片，
以深入瞭解其效用。 

觀賞影片 > 

微服務的運作方式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4aDJtPYI8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ozhTXOx18
https://tanzu.vmware.com/containers/why-contain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J7qX9fkc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2FfFD2PU&t=3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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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概論 

您將需要確認自身的微服務結構是否可順暢進行通訊。這篇
文章可提供幾個實用的高階範例。 

閱讀文章 > 

技術詳細資訊 

如果有意深入瞭解，這篇文章會更深入地探討技術層面，
並提供幾項結構考量。 

閱讀文章 > 

您是否應使用微服務？ 

如果您需要分秒必爭，就相當適合選用微服務架構，而且或許您現在就迫不及待地
想立刻開始使用。不過，建議您最好不要衝動行事。 

微服務使用考量 

當您考慮採用微服務時，不妨參考這篇文章，以汲取需謹記
在心的重要因素。 

閱讀文章 > 

善盡職責的微服務 

所有出色架構皆伴隨著重要的職責。本影片旨在探討善盡
職責的微服務，將從先前的文章內容加以延伸，並提供多
項指導原則。 

觀賞影片 > 

微服務的通訊方式 

許多人認為通訊為關係中的重要環節，而微服務之間的關係也不例外。這些由程式
碼組成的小方塊，究竟會以何種方式進行通訊？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https://dzone.com/articles/how-to-make-microservices-communicate
https://microservices.io/patterns/communication-style/messaging.html
https://tanzu.vmware.com/content/blog/should-that-be-a-microservice-keep-these-six-factors-in-mi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Z-lvh3c8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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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您已瞭解微服務可為組織提供哪些價值，也能判斷您最重要的幾項工
作負載是否適合使用微服務，而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擺脫單體設計，並
革新自身的應用程式開發作業？ 

文化現代化改造 

您或許會感到有點意外，不過，推動應用程式開發現代化的首要步驟，在於推動組織
文化的現代化改造。 

為何要革新文化？ 

歡迎閱讀這篇文章，文中將說明為何
革新文化為成功開發微服務的重要
關鍵。更棒的是，當中也隨附幾項方
針，可協助您著手革新組織文化。 

閱讀這篇文章 > 

透過平衡得宜的團隊確保軟體成功 

團隊是體現文化的小型單位，本白皮
書將說明為何平衡得宜的團隊，有助
於解決複雜的軟體開發難題。 

閱讀白皮書 > 

從單體設計邁向 
微服務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https://tanzu.vmware.com/content/intersect/microservices-are-not-your-destination
https://tanzu.vmware.com/content/white-papers/how-to-build-better-software-with-balanced-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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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務應與開發營運搭配運用 

有一個特定文化類型可滿足前幾篇
文章所提及的各項需求，也就是所
謂的「開發營運」實踐方式，這有
助於發揮現代化架構的最大效益。 

應用程式現代化改造 

什麼是開發營運？ 

您或許曾聽過「開發營運」一詞，
卻無法確切掌握其定義及價值何
在。此頁面有助於釐清您的疑惑。 

造訪此頁面 > 

為何需要使用持續整合/持續交付？ 

開發營運思維的最大附加價值之一，
在於持續整合和持續交付 (CI/CD)。 
敬請參閱此頁面，以見證持續整合/持
續交付的強大威力。 

造訪此頁面 > 

深入探索文化革新 

如需推動組織文化現代化的深入逐步
解說，歡迎閱讀這本滿載深入洞悉的
電子書，當中隨附許多公司的成功轉
型案例。 

閱讀電子書 > 

在著手革新文化後，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應用程式現代化改造。 

立即實行現代化 

本白皮書能協助您著手進行可疊代
的應用程式現代化，可在短短數天
和數週內完成作業，無需花費數月
或數年的時間。 

閱讀白皮書 > 

雲原生應用程式開發 

如果您偏好使用雲原生技術，本電
子書可提供建置現代化雲原生應用
程式的詳細資訊。 

閱讀電子書 >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https://tanzu.vmware.com/devops
https://tanzu.vmware.com/cicd
https://tanzu.vmware.com/content/ebooks/monolithic-transformation
https://tanzu.vmware.com/content/white-papers/tackle-application-modernization-in-days-and-weeks-not-months-and-years
https://www.manning.com/books/cloud-native-patterns?query=corn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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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單體設計各個擊破 

應用程式現代化改造的其中一項最大挑戰，就是轉換單體設計。這些龐然大物可能已
存在數十年，而且組織內僅少數人 (也有可能完全沒人) 對其具備全盤瞭解，因而帶來
一些風險。 

初步瞭解重構 

若要展開循序漸進的思考過程，並瞭
解重構單體設計的部分概念，請參閱
此頁面。 

造訪頁面 > 

資料處理和重構 

重構應用程式期間，您可能會遇到幾
項資料相關挑戰。這段談話可協助您
解決這些挑戰。 

收聽談話 > 

深入探索重構 

本影片可協助您進一步瞭解重
構涵蓋哪些項目，以及如何測
試此一流程 (當中會包括一些技
術層面的內容)。 

觀賞影片 > 

遠端事件風暴 

在重構期間，您可能會想要使用事
件風暴。這篇文章將說明如何成功
執行遠端事件風暴工作階段。 

閱讀文章 >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https://tanzu.vmware.com/developer/guides/microservices/deconstructing-the-monolith/
https://www.brighttalk.com/webcast/14883/302219/how-to-overcome-data-challenges-when-refactoring-monoliths-to-microservic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qfiv4o7jA
https://tanzu.vmware.com/content/resources-for-remote-software-teams/how-to-conduct-a-remote-event-storming-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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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改造個案研究 

雖然將單體設計重構為微服務是一項浩大工程，但最終階段則相當輕鬆寫意，
下方的個案研究就是明證。 

Northern Trust 公司 

看看 Northern Trust 公司如何革新
舊版應用程式。 

觀賞影片 > 

將 API 現代化 

若要展開循序漸進的思考過程，並瞭
解重構單體設計的部分概念，請參閱
此頁面。 

深入瞭解 > 

Express Scripts 公司 

瞭解 Express Scripts 公司如何排除
資料障礙，同時將大型主機轉型為微
服務。 

深入瞭解 > 

加拿大豐業銀行 

加拿大豐業銀行現在使用微服務來加
快應用程式開發速度。瞭解他們如何
實現此一願景。 

深入瞭解 >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NXkvkNzn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HUZLu7itM&list=PLAdzTan_eSPRlQ8t4TU5c-AB4SHV939M6&index=20&t=0s
https://tanzu.vmware.com/content/mainframe-modernization/dmitry-milman-from-mainframe-to-microservices-with-pcf-and-kafka-bridging-the-data-divi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ZYYoVDgXk&list=PLAdzTan_eSPRlQ8t4TU5c-AB4SHV939M6&index=26&t=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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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現在，您在推動應用程式開發現代化和重構單體設計等方面已取得深入進展，但在建立
理想的微服務架構上，卻苦無方法。別擔心！我們收集了幾項資源，可助您一臂之力。 

微服務架構影片系列 

透過內容完善的影片系列來說明微服
務架構和設計。 

觀賞影片 > 

適用於前端的後端 

這篇文章旨在探討適用於前
端架構的後端。 

閱讀文章 > 

12 要素應用程式 

此網站將協助您瞭解如何開發 12 要
素應用程式。 

造訪網站 > 

閘道 

API 閘道有助於使用後端服務進行
前端作業。歡迎查看此頁面以深入
瞭解。 

造訪網站 > 

應用程式現代化改造方法 

提供一系列模式，以協助您迅速建置
現代化應用程式。 

造訪網站 >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BWi5cJeY-Y
https://samnewman.io/patterns/architectural/bff/
https://12factor.net/
https://tanzu.vmware.com/application-modernization-recipes/app-architecture/api-gateway-pattern
https://tanzu.vmware.com/application-modernization-rec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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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探索 

在微服務中進行伺服器端 
探索的相關建議。 

閱讀文章 > 

斷路器 

本指南將說明如何使用 
斷路器架構。 

閱讀指南 > 

在微服務中進行用戶端探索的相關
建議。 

閱讀文章 > 

斷路器如何處理故障 

本影片將舉例說明斷路器架構如何
處理故障。 

觀賞影片 > 

絞殺應用程式 

絞殺應用程式相當實用，在重構單
體設計時更是大有助益。歡迎深入
瞭解。 

閱讀文章 > 

微服務架構模式 

如需微服務架構模式的重要詳細
資訊，請務必閱讀這本電子書。 

閱讀電子書 >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01 
微服務簡介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https://microservices.io/patterns/server-side-discovery.html
https://microservices.io/patterns/reliability/circuit-breaker.html
https://microservices.io/patterns/client-side-discovery.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TDLDsJ7Yc
https://microservices.io/patterns/refactoring/strangler-application.html
https://www.manning.com/books/microservices-patterns?query=chris%20richar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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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微服務的 
得力助手 
終點就在不遠之處。您已瞭解什麼是微服務、微服務可為組織帶來哪些優勢、如何推動文
化和應用程式的現代化改造，以及如何在微服務開發作業中使用各種模式。但您現在最想
知道的，就是如何充分發揮微服務的優勢，對不對？有沒有任何方法 
可進一步強化微服務？當然有。 

VMware Tanzu 產品組合 

VMware Tanzu 產品組合可提供所有必備工具，以協助您進一步發揮微服務的效益。 

Tanzu Build Service 

想為您的微服務快速建置容器
映像嗎？歡迎使用 Tanzu Build 
Service，自動化企業規模的容器
建置、管理和治理作業。 

深入瞭解 > 

Tanzu Application Catalog 

開放原始碼元件為微服務拼圖中的關
鍵要項。Tanzu App Catalog 可透
過容器和 Helm Chart 等形式交付這
些服務，同時透過最佳實踐方式加以
維護，並將其運用在生產作業中。 

深入瞭解 > 

Tanzu Application Service 

現代化應用程式少不了現代化應用
程式執行階段。Tanzu Application 
Service 執行階段可勝任此一任務。 

深入瞭解 > 

Tanzu Kubernetes Grid 

Tanzu Kubernetes Grid 為企業
立即可用的 Kubernetes 執行階
段，可自動部署和管理您的容器。 

深入瞭解 > 

01 
微服務簡介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https://tanzu.vmware.com/build-service
https://tanzu.vmware.com/application-catalog
https://tanzu.vmware.com/application-service
https://tanzu.vmware.com/kubernetes-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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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zu Mission Control 

如果您會在多個雲端中大規模使用 
Kubernetes，或許會想尋求可輕鬆 
加以管理的途徑。Tanzu Mission 
Control 可協助您輕鬆管理多叢集、
多雲 Kubernetes。 

深入瞭解 > 

Tanzu Observability 

Tanzu Observability 可協助您取得
必備的微服務能見度和分析，以快速
找出問題並進行疑難排解。 

深入瞭解 > 

立即體驗 

Tanzu Service Mesh 

若要成功運用微服務，網路與安全
性為一大關鍵。歡迎瞭解 Tanzu 
Service Mesh 如何連接和保護您
的微服務應用程式。 

深入瞭解 > 

VMware Pivotal Labs 

如果想要加速開發和實現生產成果，
並採用經實證的雲原生開發方法，
VMware Pivotal Labs 可提供協助。 

深入瞭解 > 

希望這趟充實之旅，能協助您深入瞭解微服務。如有微服務相關問題，或想
知道 VMware Tanzu 產品組合如何加速您的現代化應用程式開發作業，歡迎
與我們聯絡！我們很樂意提供協助。 

深入瞭解 > 

服務網格簡易指南 

如果您是服務網格新手，請務必閱讀
《服務網格簡易指南》(Service  
Mesh for Dummies)。 

深入瞭解 > 

02 
從單體設計邁向微服務 

01 
微服務簡介 

03 
常見的微服務開發模式 

04 
推動微服務的得力助手 

https://tanzu.vmware.com/mission-control
https://tanzu.vmware.com/observability
https://tanzu.vmware.com/service-mesh
https://tanzu.vmware.com/application-modernization
https://tanzu.vmware.com/
https://www.vmware.com/content/microsites/learn/en/498818_RE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