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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架構的限制



原 CodeIgniter 架構: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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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控制層

商業邏輯層視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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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架構: MVC +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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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邏輯層

資料庫操作層

流程控制層

• API 層為系統的商業邏輯(Service)層

• 讓商業邏輯可以共用於控制器
     或其他 API 之間

• 應將 商業邏輯移至 API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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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架構的限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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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只是控制器的延伸邏輯，
沒辦法直接代表某個系統功能

• 系統功能的概念散落在 控制器 與 API 層 之間，
導致 沒辦法將系統功能概念化

• API 缺少結構，
    導致常須使用暫時變數或邏輯，
    彌補缺少結構的不足



現行架構的限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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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需要臨時變數跟邏輯，
彌補缺少結構的不足

臨
時
邏
輯

臨時變數



現行架構的限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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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的概念散落於控制器與 API 之間
導致沒辦法將系統功能 概念化



現行架構的限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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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其實都是在操作 預設簽核 的邏輯



改善方案

加入領域模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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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領域模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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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邏輯層

資料庫操作層

流程控制層

領域模型層



領域模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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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模型 是由 現實業務實體 所歸類出來的

• 領域模型，是一種歸類
• 為 業務 和 技術實現 之間的橋樑
• 可減輕認知的負擔
• 避免重複的工作 和思考
• 提升工程師學習的速度
• 提供團隊一個共同的語言

預設簽核模型

＊領域模型 應該捕捉 業務規則 或 領域邏輯（business rules / domai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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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模型 (2/7)

由業務實體歸納出領域模型

業
務
實
體

領
域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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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模型 (3/7)

用 領域模型 取代業務實體 減輕認知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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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模型 (4/7)

都可以用 領域模型 取代實體
避免重複的工作和思考

程式碼中有六段差不多的邏輯

×6
工程師不須每次再學習重複的邏輯 提升工程師學習系統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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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模型 (5/7)
幫助系統功能概念化

開課功能 課程建造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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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模型 (6/7)
組合領域模型
減少重複的邏輯

表單模型

委派 表單簽核模型

取得表單簽核流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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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模型 (7/7)

Course_creator
課程建造器模型

根據開課畫面的設定
建立課程資料

create()
開始建立課程

[Observer 觀察者模式]

Teacher_setter
負責設定老師資料

Assessment_creator
負責建立評核資料

Signup_processor
負責報名學生邏輯

（若有的話）

Course_copier
負責複製課程邏輯

（若有的話）

提供團隊一個共同的語言

開發團隊開始可以用 領域模型 來溝通業務的處理流程或實現方法

視情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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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項目

現行架構的限制 影響 引入領域模型

• 系統功能的概念散落在 
控制器 與 API 層 之間

• 寫一個功能需要遍歷多
個檔案

• 須使用暫時變數或邏輯
彌補缺少結構的不足

有結構的領域模型改善：
• 減輕認知的負擔
• 去除重複的工作和思考
• 提升工程師學習系統的

速度

• API 沒辦法直接代表某
個系統功能

• 沒辦法將系統功能概念
化

提供團隊一個共同的語言

開發團隊可以用領域模型
溝通業務的處理流程或實
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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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領域模型的隱憂

隱憂： 改善方法：

類別數量會變多 也是優點，類別符合單一職責，只有單一理由會
修改類別（Debug 或需求異動）

須維護領域模型文件 領域模型必須被持續學習跟關注

團隊新增/修改每個 領域模型 後，
必須讓每位成員得知異動項目。

文件內容應包含：
• 領域模型的用途（解決哪個業務需求）、
• 領域模型的屬性與方法、
• 領域模型如何組合其他模型

（參考：P.18 領域模型 (7/7)）

目前構想：
使用 DokuWiki 來做維護文件系統，
可每日發送「文件異動通知」信件，
取代 敏捷開發 的每日站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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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領域模型文件

目前推薦使用 DokuWiki 來做維護文件

DokuWiki 優點：
• 支持 Markdown
• 文件系統架構相當容易編寫跟維護
• 每日寄送文件異動 Mail（有訂閱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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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領域模型(1/3)
• 目前 領域模型 都放在 

application/libraries/Clouder 目錄下

• 為了讓領域模型可執行 單元測試，
故設計每個 領域模型必須搭配一個 
Repository 資料庫操作層

• 盡量使用 Factory 來建立領域模型物件，
減少複雜的初始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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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領域模型(2/3)

組合

領域模型

領域模型資料庫操作層

調用

現有架構之 API

範例：
領域模型必須搭配一個 Repository 資料庫操作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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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領域模型(3/3)

    盡量使用 Factory 來建立領域模型物件

 避免複雜的初始化程序。

範例：
透過 Factory 取得 Form 物件

範例：
在 Factory 內初始化 Form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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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自動化測試環境
目錄：
• 測試程式一律放在 application/tests 目錄
• integration 為整合測試目錄，
     迴歸測試 應放在此目錄下
• unit 為單元測試目錄，

每個 領域模型 應該都要有單元測試

檔案：
• AdminTestCase.php：
    測試案例都要繼承此類別 ，
    此類別提供：

• 登入後台功能（供回歸測試用）
• 資料庫交易機制
  （測試異動資料庫的功能後，須做滾回）

• phpunit_integration.xml：
PHPUnit 設定檔，用來執行所有 整合測試

• phpunit_unit.xml：
PHPUnit 設定檔，用來執行所有 單元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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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求

• 需要一個專門給自動化測試使用的 DataBase，
    否則 DataBase 不斷異動，會造成測試案例失敗。
• 需要一個可訂閱的文件系統，共維護領域模型文件用。
• 要找一個方便維護文件的 SOP、套件。（最好一次不要超過 5 分鐘）



持續重構系統，逐漸引入領域模型

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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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重構技術，產生領域模型

由業務實體歸納出領域模型

業
務
實
體

領
域
模
型

其實就是運用重構技術，產生領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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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技術

不改變軟體外部行為的前提下，改變其內部結構，使其更容易理解且易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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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流程

•確認修改部分沒有影響到既有功能。建立回歸測試

•將相關的程式碼複製到一個新方法裡
不屬於方法的變數，就當作參數傳入。擷取函式

•將原本的程式碼註解（或移除），改呼叫新的方法。替換程式碼

•若被重構的程式不符合 單一職責原則，
可將擷取函式產生的新方法搬移進適合的類別。建立新類別

•步驟類似擷取函式，在程式碼內引入上一步驟的類別。
移除原程式碼的方法，改呼叫引入類別的方法。替換程式碼

•若有辦法的話，
務必替新程式撰寫單元測試，以提升系統的測試覆蓋率。建立單元測試

＊必要

＊必要

            （可選）
需建立新類別時

         （視情況）
有辦法撰寫就要

            （可選）
需建立新類別時

＊必要

註：建立新類別，就是產生領域模型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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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重構流程

以 預設簽核設定畫面 為例 預計重構 取得預設簽核流程 邏輯

＊以下範例將假設您已經安裝好 PHPUnit 。

重構目標
• 建立領域模型
• 提升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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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回歸測試(1/7)
回歸測試：
用來確認 整個功能 在重構過程中，有沒有影響到原本的功能。

確認方法：
在重構過程中，每做一次修改 就驗證相同的輸入是否能得到相同的輸出結果。

建立 回歸測試 流程：
1. 新增 測試程式 與 測試案例
2. 取得程式的 輸入 與 輸出，並在 測試案例 中給予 輸入 與 預期的輸出結果
3. 在 測試案例 中引入被重構的程式
4. 執行測試案例 ，驗證程式執行結果是否與 預期的輸出結果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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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回歸測試(2/7)
步驟 1: 
新增 測試程式 與 測試案例

測試程式 都要放在 application/tests 目錄下，
且測試檔案應該模擬「受測程式」所在目錄結構。

受測程式(application/) ：
modules
    └──admin
        └── common
            └── modules
                └── form
                    └── controllers
                        └── Default_workflow.php

測試程式 (application/tests/):
modules
    └──admin
        └── common
            └── modules
                └── form
                    └── controllers
                        └── Default_workflow_test.php

測試程式名稱：XXXX_test.php，為 受測檔案 的名稱加上 _test 為後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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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回歸測試(3/7)
Default_workflow_test.php

步驟 1-2: 
在測試檔案中新增 測試案例

測試案例 必須為 public 方法，
且方法名稱須以 test_* 作為前綴。

建議：
以 BDD 的格式撰寫測試案例：

@scenario:  使用情境
@given :      某個條件下
@when:       當使用者執行某些動作
@then:         預期的執行結果

提高測試案例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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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回歸測試(4/7)
步驟 2-1: 
取得程式的 輸入 與 輸出

取得程式的 輸入 取得程式的 輸出

建議找可明顯判斷的差異部分，當作程式的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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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回歸測試(5/7)
步驟 2-2:
在 測試案例 中給予 輸入 與 預期的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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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回歸測試(6/7)
步驟 3:
在 測試案例 中引入被重構的程式

引入被重構的程式，
並調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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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回歸測試(7/7)

步驟4:
執行 測試案例，驗證程式執行結果是否與 預期的輸出結果 相符

＊只有回歸測試顯示通過時，才可繼續重構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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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擷取函式

把要重構的程式碼擷取到 新方法 裡面。
擷
取
後

擷
取
前

強烈建議使用 IDE 提供的重構功能：
各家 IDE 都有提供 擷取函式 的重構功能
讓 IDE 自動幫你找出哪些變數要變成參數
        
＊記得執行回歸測試，確認輸出是否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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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建立新類別(領域模型)

組合

領域模型

領域模型資料庫操作層

調用

現有架構之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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