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chived
成本優化支柱 
AWS Well-Architected 架構 

2020 年 7 月 

This paper has been archived.

The latest version is now available at:

https://docs.aws.amazon.com/zh_tw/wellarchitected/latest/cost-optimization-
pillar/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zh_tw/wellarchitected/latest/cost-optimization-pillar/welcome.html


Archived

聲明 

客戶應負責對本文件中的資訊自行進行獨立評估。本文件：(a) 僅供參考之用，(b) 代表目前的 

AWS 產品供應與實務，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以及 (c) 不構成 AWS 及其附屬公司、供應商或

授權人的任何承諾或保證。AWS 產品或服務以「現況」提供，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擔保、 

主張或條件。AWS 對其客戶之責任與義務，應受 AWS 協議之約束，且本文件並不屬於 AWS 與

其客戶間之任何協議的一部分，亦非上述協議之修改。 

© 2020 Amazon Web Services, Inc. 或其附屬公司。保留所有權利。 

  



Archived

目錄 

簡介 .............................................................................................................................................................. 1 

成本優化 ...................................................................................................................................................... 2 

設計原則 ................................................................................................................................................... 2 

定義 ........................................................................................................................................................... 3 

實作雲端財務管理 ....................................................................................................................................... 3 

功能擁有權 ............................................................................................................................................... 4 

財務與技術的合作夥伴關係 ................................................................................................................... 4 

雲端預算和預測 ....................................................................................................................................... 6 

成本感知程序 ........................................................................................................................................... 6 

成本感知文化 ........................................................................................................................................... 7 

量化透過成本優化提供的商業價值 ....................................................................................................... 7 

支出和用量感知........................................................................................................................................... 8 

管控 ........................................................................................................................................................... 9 

監控成本與用量 .....................................................................................................................................12 

除役資源 .................................................................................................................................................14 

經濟實惠的資源.........................................................................................................................................15 

選擇服務時評估成本 .............................................................................................................................16 

選取正確的資源類型、大小和數量 .....................................................................................................18 

選擇最佳定價模式 .................................................................................................................................19 

資料傳輸計劃 .........................................................................................................................................23 

管理需求與供應資源 .................................................................................................................................25 

管理需求 .................................................................................................................................................26 



Archived

動態供應 .................................................................................................................................................26 

隨時間優化.................................................................................................................................................28 

檢閱和實作新的服務 .............................................................................................................................28 

結論 ............................................................................................................................................................29 

作者群 ........................................................................................................................................................29 

深入閱讀 ....................................................................................................................................................31 

文件修訂 ....................................................................................................................................................31 

 

  



Archived

摘要 

本白皮書的重點是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Well-Architected 架構的成本優化支柱。本文提

供了相關指導，可協助客戶在設計、交付和維護 AWS 環境時運用最佳實務。 

成本優化的工作負載可充分利用所有資源，以最低的價位達到成果，並符合功能上的要求。本白

皮書提供深入的指導，協助您在組織內打造能力、設計工作負載、選擇服務、設定和操作服務，

以及運用成本優化技術。 

https://aws.amazon.com/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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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WS Well-Architected 架構可協助您了解在 AWS 上建置工作負載時所做決策的權衡取捨。此架

構提供架構的最佳實務，以便讓您在雲端設計和操作可靠、安全、有效率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工作

負載。此架構展示了一種根據最佳實務一致地量測架構，並找出需要改進方面的方式。我們相

信，擁有 Well-Architected 工作負載可大幅提高企業成功的可能性。 

此架構以五大支柱為基礎： 

 卓越營運 

 安全性 

 可靠性 

 效能效率 

 成本優化 

本文著重於成本優化支柱，並說明如何建構工作負載，以便最高效地運用服務和資源，用最低的

價格達到商業成果。 

您可了解如何在您的組織內運用成本優化支柱的最佳實務。對傳統式的內部部署解決方案而言，

成本優化可能挑戰性頗高，因為您在巡覽複雜的採購程序時，也必須預測未來的容量和業務需

要。採用本白皮書中的實務有助於您的組織達成下列目標： 

 實作雲端財務管理 

 支出和用量感知 

 經濟實惠的資源 

 管理需求與供應資源 

 隨時間優化 

https://aws.amazon.com/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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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書適用於擔任技術和財務職位的人員，例如技術長 (CTO)、財務長 (CFO)、架構師、開發

人員、財務總監、財務規劃師、商業分析師和營運團隊成員。本文沒有提供實作細節或架構模

式；但是，它包含了適當資源參考。 

成本優化 

成本優化是在工作負載生命週期內持續精進及改善工作負載的流程。本白皮書中的實務可協助您

建立和營運成本感知工作負載，以達成業務成果，同時降低成本，並讓您的組織獲取最大投資報

酬率。 

設計原則 

請考慮以下成本優化的設計原則： 

實作雲端財務管理：為了達成財務成功並加速在雲端實現商業價值，您必須投資雲端財務管理。

您的組織必須投入必要的時間和資源，以打造這個新的技術與使用管理領域的能力。與您的安全

性或營運能力類似，您需要透過知識累積、計劃、資源和程序打造能力，以成為具成本效率的 

組織。 

採行取用模式：僅為您消耗的運算資源付費，依照業務要求增減用量。例如，開發與測試環境通

常僅於一週工作日的一天八小時當中使用。您可在不使用這些資源時加以停止，如此一來便有機

會可節省 75% 成本 (40 小時相對於 168 小時)。 

衡量整體效率：測量工作負載的商業輸出和遞送的相關成本。使用此資料以了解您透過增加輸

出、增加功能及降低成本所獲得的增益。 

停止將金錢花在差異不大的繁重工作上：AWS 會處理資料中心營運的繁重工作，例如架設伺服器。通過

受管服務，它也免除了管理作業系統和應用程式這些營運負擔。這可讓您專注於客戶和業務專案，

而非 IT 基礎設施。 

分析和歸因支出：採雲端式能更容易準確識別工作負載的用量和成本，繼而允許將 IT 成本透明化

地歸因至收入流和個別工作負載擁有者。如此有助於測量投資報酬率 (ROI) 並且讓工作負載擁有

者有機會可將資源優化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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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雲端成本優化有五個重要方面： 

 實作雲端財務管理 

 支出和用量感知 

 經濟效益資源 

 管理需求與供應資源 

 隨時間優化 

與 Well-Architected 架構中的其他支柱類似，進行成本優化需要權衡得失。例如，要針對上市速

度還是成本來優化？在某些情況下，最好是針對速度來優化，例如快速上市、推出新功能，或滿

足截止日期，而不是投資預付成本優化。 

設計決策有時會因倉促而不是資料來引導，因為總是會有過度補償的趨向，而不是花時間為最經

濟實惠的部署做基準化分析測試。過度補償可能會導致過度佈建和優化不足的部署。不過，若必

須將內部部署環境內的資源「平移」至雲端，然後再實施優化，這是理性的選擇。 

前期對成本優化策略進行適當投資，因能確保一致奉行最佳實務，避免不必要的過度佈建，可讓

您更穩當地體現雲端的經濟效益。以下各節提供初始和持續實作工作負載雲端財務管理和成本優

化的技術和最佳實務。 

實作雲端財務管理 

雲端財務管理 (CFM) 可讓組織透過優化成本和用量以及在 AWS 上進行擴展，實現商業價值和財

務上的成功。 

以下是雲端財務管理最佳實務：  

 功能擁有權 

 財務與技術的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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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預算和預測 

 成本感知程序 

 成本感知文化 

 量化透過成本優化提供的商業價值 

功能擁有權 

建立成本優化職能部門：此職能部門負責建立和維護成本感知文化。它可以是現有個人、組織內

的團隊，或是由組織內主要財務、技術和組織利害關係人組成的新團隊。 

此職能部門 (個人或團隊) 會優先進行成本管理和成本優化活動，並在這上面花費所需時間。相較

於大型企業的全職職能部門，小型組織的此職能部門可能會花費較少百分比的時間。 

此職能部門需要採行跨領域合作的方法，具備專案管理、資料科學、財務分析和軟體/基礎設施開

發等能力。此職能部門可透過執行成本優化 (集中式的方法)、影響技術團隊以執行優化 (分散式) 

或結合兩者 (混合) 來改善工作負載的效率。可以根據成本優化目標 (例如工作負載效率指標) 來衡

量此職能部門的執行和交付能力。 

您必須為此職能部門取得高層的支持。高層保證人被視為是具成本效率雲端消耗的擁護者，並為

此職能部門提供向上呈報支援，以確保其成本優化活動獲得組織定義的優先級。高層保證人和此

職能部門共同確保您的組織高率地使用雲端，並持續提供商業價值。 

財務與技術的合作夥伴關係 

建立財務與技術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由於核准、採購和基礎設施部署週期縮短，技術團隊可在

雲端提高創新速度。對於之前習慣於執行耗時且資源密集型程序，以便採購資料中心和內部部署

環境，並且只在核准專案時才分配成本的財務組織來說，這是一項調整。 

在關鍵財務和技術利害關係人之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形成對組織目標的共識，並建立可在雲

端運算可變支出模型中取得財務成功的機制。組織內的相關團隊必須參與雲端之旅各個階段的成

本和用量討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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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主管：財務長、財務總監、財務規劃師、商業分析師、採購和應付帳款必須了解雲端消

費模式、購買選項和每月發票開立程序。由於雲端與內部部署營運存在基本差異 (例如，用

量改變速率、按使用付費定價、分級定價、定價模式以及詳細帳單和用量資訊)，財務組織

必須了解雲端用量如何影響商業層面，包括採購程序、激勵追蹤、成本分配和財務報表。 

 技術主管：技術主管 (包括產品和應用程式擁有者) 必須了解財務需求 (例如，預算限制) 

以及業務需求 (例如，服務水準協議)。如此可允許實作工作負載，達成組織希望的目標。 

財務與科技的合作夥伴關係可帶來下列好處： 

 財務和技術團隊可近乎即時地檢視成本和用量。 

 財務和技術團隊建立標準操作程序來處理雲端支出變化。 

 在資本如何用於購買承諾折扣 (例如，預留執行個體或 AWS Savings Plans)，以及如何使

用雲端來發展組織方面，財務利害關係人會擔任策略顧問。 

 現有的應付帳款和採購程序會與雲端搭配使用。 

 財務和技術團隊協作以預測未來 AWS 成本和用量，以符合/建立組織預算。 

 透過共同的語言以及對財務概念的一致理解，促進跨組織溝通。 

組織內應參與成本和用量討論的其他利害關係人包括： 

 業務單位擁有者：業務單位擁有者必須了解雲端業務模式，以便對業務單位和全公司提供

指引。當有需要預測成長和工作負載用量，以及需要評估長期購買選項，例如預留執行個

體或 Savings Plans 時，此項雲端知識相當重要。 

 第三方：如果您的組織使用第三方 (例如，顧問或工具)，請確保他們符合您的財務目標，

並能透過其參與模式和投資報酬率 (ROI) 證實符合。通常第三方會報告和分析其管理的一

切工作負載，並且提供所設計一切工作負載的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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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預算和預測 

建立雲端預算和預測：客戶使用雲端以提高效率、速度和靈活性，這會產生高度變動的成本和用量。

成本會隨著工作負載效率的增加或部署新的工作負載和功能而降低。或者，工作負載會擴展以服務更

多客戶，進而提高雲端用量和成本。必須修改現有的組織預算編列程序，以納入這樣的變動。 

使用以趨勢為基礎的演算法 (使用歷史成本做為輸入) 或使用以業務驅動因素為基礎的演算法 (例如，

新產品推出或區域擴展)，或結合兩者，調整現有的預算和預測程序，使其變得更加機動。 

您可以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對歷史成本套用機器學習演算法 (以趨勢為基礎)，預測每日 

(最多 3 個月) 或每月 (最多 12 個月) 的雲端成本。 

成本感知程序 

在您的組織程序中實作成本感知：必須在新的和現有的組織程序中實作成本感知。建議盡可能重

複使用和修改現有程序，這樣可將對靈活性和速度的影響降到最低。下列建議有助於在您的工作

負載中實作成本感知： 

 確保變更管理包含成本測量，以量化變更所帶來的財務影響。這有助於主動解決成本相關

疑慮，並提供成本節省資訊。 

 確保成本優化是您營運能力的核心部分。例如，您可以利用現有的事件管理程序，調查並

找出成本和用量異常 (成本超額) 的根本原因。 

 透過自動化或工具加速節省成本和實現商業價值。考慮實作的成本時，將 ROI 部分納入對

話中，以證明時間或金錢投入的合理性。 

 擴展現有的培訓和發展計劃，將成本感知培訓納入整個組織。建議包含持續培訓和認證。

這將建立一個能夠自我管理成本和用量的組織。 

報告和通知成本和用量優化：您必須定期在組織內報告成本和用量優化。您可以提交專門的成本

優化報告，或在工作負載的定期營運報告週期中包含成本優化部分。AWS Cost Explorer 提供儀

表板和報告。您可以使用 AWS 預算報告根據設定的預算追蹤成本使用和用量狀況。 

您也可以使用 Amazon QuickSight 及成本和用量報告 (CUR) 資料，以提供具有更精細資料的高度

自訂報告。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e-forecast.html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whats-new/2019/07/introducing-aws-budgets-reports/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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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成本和用量通知，以確保能夠快速處理成本和用量的變化。AWS 預算可讓您針對目標提供通

知。我們建議針對工作負載成本與用量的增加和減少設定通知。 

主動監控成本與用量：建議監控組織內的成本與用量，而不只是在發生例外狀況或異常狀況時。

在所有辦公室或工作環境中均可以使用高度可見的儀表板，確保了關鍵人員可存取所需的資訊，並

且這些儀表板指出組織專注於成本優化的程度。提供可見度的儀表板可讓您主動推廣成功的成果，

並在整個組織中實作。 

成本感知文化 

建立成本感知文化：在您的組織中實作變更或計劃，以建立成本感知文化。建議從較小的計劃開

始，然後隨著能力的增強和使用雲端的增加，再實作更大和更廣泛的計劃。 

成本感知文化可讓您透過在組織中以系統和分散的方式執行最佳實務，擴展成本優化和雲端財務

管理。相較於嚴格的由上而下、集中式的方法，這可在整個組織中建立高水準的能力。 

文化中的小幅變化可以對目前和未來工作負載的效率產生很大的影響。這些範例包括： 

 在您的組織中對成本和用量進行遊戲化。這可以透過公開可見的儀表板，或比較各團隊的

標準化成本和用量報告來實現 (例如，每工作負載成本、每交易成本)。 

 認識成本效益。公開或私下獎勵自願或未經要求完成的成本優化成就，並從錯誤中學習，

以避免重蹈覆轍。 

 建立由上而下的組織要求，讓工作負載依預先定義的預算執行。 

掌握最新服務版本：您可以實作新的 AWS 服務和功能，以提升工作負載的成本效益。定期檢閱 

AWS 新聞部落格、AWS 成本管理部落格和 AWS 最新消息以取得新的服務和功能版本的相關資訊。 

量化透過成本優化提供的商業價值 

量化成本優化所帶來的商業價值：除了報告成本優化所帶來的節省之外，建議您量化提供的額外價

值。成本優化效益通常根據每個業務成果所較低的成本進行量化。例如，您可以在購買 Savings Plans 

(可降低成本和維持工作負載輸出水準) 後量化隨需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所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new/?whats-new-content-all.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postDateTime&whats-new-content-all.sort-order=desc&wn-featured-announcements.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numericSort&wn-featured-announcements.sort-order=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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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節省成本。您可以在閒置的 Amazon EC2 執行個體終止或刪除未連接的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BS) 磁碟區時，量化降低的 AWS 支出。 

量化成本優化所帶來的商業價值，可讓您了解給組織提供的全部效益。由於成本優化是一項必要

的投資，因此量化商業價值可讓您向利害關係人解釋投資報酬率。量化商業價值有助於您在未來

就成本優化投資獲得利害關係人更多的支持，並提供一個框架來衡量組織成本優化活動的成果。 

不過，成本優化的消費絕非僅限於成本降低或避免。考慮擷取額外資料，以測量效率改善和商業

價值。改善的範例包括： 

 執行成本優化最佳實務：例如，資源生命週期管理可降低基礎設施和營運成本，並為實驗

創造時間和意外預算。如此可提高組織的靈活度，並發掘創造收益的新機會。 

 實作自動化：例如 Auto Scaling，它能以最少的努力確保彈性，並透過免除手動容量規劃工作

來提高員工生產力。如需營運彈性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ell-Architected 可靠性支柱白皮書。 

 預測未來 AWS 成本：預測可讓財務利害關係人與其他內部和外部組織利害關係人設定期

望，並協助改善組織的財務可預測性。AWS Cost Explorer 可用來預測您的成本和用量。 

資源 

請參閱下列資源，以進一步了解編列預算和預測雲端支出的 AWS 最佳實務。 

 使用預算報告報告您的預算指標 

 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進行預測 

 AWS 培訓 

 AWS 認證 

 AWS 雲端管理工具合作夥伴 

支出和用量感知 

了解組織的成本和動因對於有效管理成本和用量，以及識別降低成本機會至關重要。組織通常會

營運由多個團隊執行的多個工作負載。這些團隊可能分屬不同組織單位，各有本身的收入流。能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reporting-cost-budge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e-forecast.html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course-descriptions/?nav=tc&loc=2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
https://aws.amazon.com/products/management-tools/partner-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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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源成本歸因至工作負載、個別組織或產品擁有者，能帶動高效使用的行為模式，有助於減少

浪費。準確的成本和用量監控可讓您了解組織單位和產品的獲利能力，並允許您對於將資源分配

到組織內的何處做出更知情的決策。讓組織內所有層級建立用量意識，是推動變革的關鍵，因為

用量的變革會帶來成本變革。 

請考慮採行多面向的方法以了解您的用量和開支。您的團隊必須蒐集資料、分析然後報告。要考

量的關鍵因素包括： 

 管控 

 監控成本與用量 

 除役 

管控 

為了管理雲端的成本，您必須透過以下管控方面管理用量： 

開發組織政策：執行管控的第一步是使用組織的要求來制定雲端使用政策。這些政策定義您的組

織如何使用雲端以及如何管理資源。政策應涵蓋資源和工作負載的成本或用量的各方面，包括在

資源生命週期中資源的建立、修改和除役。 

政策應該簡單易懂，以便有效地在整個組織中實作。從廣泛的高階政策開始，例如允許使用哪個

地理區域，或一天中應該執行資源的時間。逐步為各組織單位和工作負載優化政策。常用政策包

括可以使用哪些服務和功能 (例如，測試/開發環境中的效能較低儲存體)，以及不同群組可以使用

哪些類型的資源 (例如，開發帳戶中最大的資源大小是中型)。 

制定總目標和具體目標：為您的組織制定成本與用量總目標和具體目標。總目標可為您的組織提

供預期結果的指導和方向。具體目標是要實現的具體可衡量成果。總目標範例：平台用量應該大

幅增加，而成本只稍微增加 (非線性)。具體目標範例：平台用量增加 20%，成本增加少於 5%。

另一個常見的總目標是工作負載每 6 個月必須更有效率。相關的具體目標可能是，工作負載的每

個輸出成本需要每 6 個月減少 5%。 

雲端工作負載的常見總目標是提高工作負載效率，也就是隨著時間降低工作負載每個業務成果的成

本。建議為所有工作負載實作此總目標，並設定一個具體目標，例如每 6-12 個月效率增加 5%。

這可透過建立成本優化的能力以及發佈新的服務和功能，在雲端中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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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結構：AWS 為一父多子的帳戶結構，通常稱為主要 (父帳戶，先前稱為付款人) 帳戶成員 (子

帳戶，先前稱為連結的帳戶) 。無論您的組織規模或用量為何，最佳實務一律至少有一個主要帳

戶和一個成員帳戶。所有工作負載資源應僅位於成員帳戶內。 

對於您應擁有幾個 AWS 帳戶，並沒有適合所有人的答案。評估目前和未來的運作與成本模式，

確保 AWS 帳戶的結構呼應組織的總目標。有些公司基於業務原因建立多個 AWS 帳戶，例如： 

 組織單位、成本中心或特定工作負載之間需要行政管理及/或會計年度和帳單上的區隔。 

 AWS 服務限制是依照特定工作負載區分所設定。 

 工作負載和資源之間需要區隔和隔離。 

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合併帳單會建立一或多個成員帳戶與主要帳戶之間的結構。成員帳戶

可讓您依群組隔離和區分成本和用量。常見實務是各組織單位分別有成員帳戶 (例如財務、行銷

和銷售)，或是各個環境生命週期分立 (例如開發、測試和生產)，或是各工作負載分立 (工作負載 

a、b 和 c)，再使用合併帳單彙總這些連結帳戶。 

合併帳單可讓您將多個 AWS 帳戶的款項合併至單一主要帳戶之下，同時仍為各連結帳戶的活動

提供可見度。由於成本和用量的在主帳戶中彙總，這可讓您獲得最大的服務容量折扣以及最大的

使用承諾折扣 (Savings Plans 和預留執行個體)，以享受最高折扣。 

AWS Control Tower 可以快速建立和設定多個 AWS 帳戶，確保管控符合組織的要求。 

組織群組和角色：在制定政策之後，您可以建立組織內的使用者邏輯群組和角色。這可讓您指派

許可和控制用量。從籠統人員分組開始，通常這與組織單位和工作角色 (例如 IT 部門的系統管理

員或財務控制者) 相符。這些群組會匯聚執行類似任務且需要類似存取權限的人員。角色定義群

組必須執行的工作。例如，IT 的系統管理員需要建立所有資源的存取權限，但分析團隊成員只需

要建立分析資源的權限。 

控制 – 通知：實作成本控制常見的第一步設定在發生偏離政策的成本或用量事件時發出通知。這可

讓您快速採取動作，並驗證是否需要採取糾正措施，而不會限制或對工作負載或新的活動造成負面

影響。在您了解工作負載和環境限制之後，即可施行管控。在 AWS 中，通知會透過 AWS 預算執

行，您可以在其中定義每月的 AWS 成本預算、用量和承諾折扣 (Savings Plans 和預留執行個體)。

您可以在彙總成本層級 (例如，所有成本) 或更精細的層級建立預算，其中只包含特定維度，例如連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onsolidated-billing.html
http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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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的帳戶、服務、標籤或可用區域。亦可對預算附加電子郵件通知，在您目前或預測的成本或用量

超過定義的臨界值百分比時觸發。 

控制 – 執行：第二步，您可以透過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和 

AWS Organizations Service Control Policies (SCP)，在 AWS 中執行管控政策。IAM 可讓您安

全地管理對 AWS 服務和資源的存取。使用 IAM，您可以控制誰可以建立和管理 AWS 資源、可

建立的資源類型以及建立資源的位置。這可將非必要資源的建立降到最低。使用先前建立的角

色和群組，並指派 IAM 政策以執行正確的用量。SCP 可讓您集中控制組織中所有帳戶的最大可

用許可，確保您的帳戶符合您的存取控制指導方針。SCP 只能在啟用所有功能的組織中使用，

而且您可以設定 SCP， 為成員帳戶設定預設拒絕或允許的動作。如需實作存取權限管理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 Well-Architected 安全性支柱白皮書。 

控制 – 服務配額：也可以透過服務配額管理來實作管控。藉由確保服務配額設定為冗餘最低並且

正確維護，可盡量避免建立超出組織要求的資源。為達成此目的，您必須了解要求的變更速度能

有多快、了解進行中的專案 – 包括資源的建立與除役兩者 – 並將變更配額的實作速度能有多快列

入作為考量因素。服務配額可在需要時用來增加您的配額。 

AWS 成本管理服務與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服務相整合。IAM 服務會跟

成本管理服務一併使用，以控制對您的財務資料和帳單主控台之中 AWS 工具的存取權。 

追蹤工作負載生命週期：確保您追蹤工作負載的整個生命週期。這可確保不再需要工作負載或工

作負載元件時，可以停用或修改它們。當您發佈新的服務或功能時，這特別有用。現有的工作負

載和元件可能顯示為使用中，但應停用以便將客戶重新導向至新的服務。請注意先前的工作負載

階段 – 工作負載進入生產環境後，之前的環境可能會停用或大幅降低容量，直到再次需要這些環

境為止。 

AWS 提供多種管理和管控服務，您可以用於實體生命週期追蹤。您可以使用 AWS Config 或 

AWS Systems Manager 提供 AWS 資源和組態的詳細目錄。建議與您現行的專案或資產管理系統整

合，與持續追蹤您的組織進行中的專案和產品。將您目前的系統與 AWS 提供的一組豐富的活動與

指標合併，就能供您檢視重要的生命週期活動，並積極管理資源，以降低不必要的成本。 

有關實作實體生命週期追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ell-Architected 卓越營運支柱白皮書。 

https://aws.amazon.com/iam/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sc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access_policies.html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latest/userguide/intro.html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config/
http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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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成本與用量 

讓團隊透過詳細檢視工作負載的方式，對成本和用量採取動作。成本優化始於對成本和用量分解

的詳細了解，建立模型並預測未來支出、用量和功能的能力，以及實作足夠的機制，讓成本和用

量符合組織的目標。以下是監控成本和用量的必要方面： 

設定詳細資料來源：在 Cost Explorer 中啟用每小時精細程度，並建立 成本和用量報告 (CUR)。

這些資料來源提供整個組織最準確的成本和用量的檢視。CUR 為所有收費的 AWS 服務提供每日

或每小時用量精細程度、費率、成本和用量屬性。CUR 中包含所有可能的維度，包括：標記、位

置、資源屬性和帳戶 ID。 

使用以下自訂項目設定您的 CUR： 

 包含資源 ID 

 自動重新整理 CUR 

 每小時精細度 

 版本控制：覆寫現有的報告 

 資料整合：Athena (Parquet 格式和壓縮) 

使用 AWS Glue 準備資料用於分析，並使用 Amazon Athena 執行資料分析，使用 SQL 查詢資

料。您也可以使用 Amazon QuickSight 建立自訂且複雜的視覺化，並將它們分發到整個組織。 

識別成本歸屬類別：與您的財務團隊和其他相關利害關係人合作，以了解如何在組織內分配成本

的要求。工作負載成本必須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分配，包括開發、測試、生產和除役。了解組織內

學習、員工發展和創意成本的狀況。這有助於將用於此目的的帳戶正確分配到培訓和開發預算，

而不是一般 IT 成本預算。 

建立工作負載指標：了解工作負載的輸出是否算得上業務成功。每個工作負載通常都有少數幾個

能夠指出效能的主要輸出。如果您有包含許多元件的複雜工作負載，則可以排定清單的優先順

序，或定義和追蹤每個元件的指標。與您的團隊合作，以了解要使用哪些指標。此單位將用於了

解工作負載的效率，或每個業務輸出的成本。 

將組織意義指派給成本與用量：在 AWS 中實作標記將組織資訊新增到您的資源，然後將這些資

訊新增至您的成本與用量資訊。標籤是鍵/值對；鍵已定義，且在組織中必須是唯一的，而值對於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d-usage-reporting/
https://aws.amazon.com/glue/
https://aws.amazon.com/athena/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aws_tagg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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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資源是唯一的。鍵值對的範例：鍵是 Environment (環境)，其值為 Production (生產)。生產

環境中的所有資源都會有此鍵/值對。標記可讓您使用有意義且相關的組織資訊，來分類和追蹤成

本。您可以套用代表組織類別 (例如成本中心、應用程式名稱、專案或擁有者) 的標籤，並識別工

作負載及其特性 (例如，測試或生產)，以在整個組織中劃分成本和用量歸屬。 

當您套用標籤至 AWS 資源 (例如 EC2 執行個體或 Amazon S3 儲存貯體) 並啟用標籤時，AWS 會

將此資訊加入至成本和用量報告。您可以對已標記和未標記的資源執行報告和分析，以便更符合

內部成本管理政策，並確保準確劃分歸屬。 

遍及組織的帳戶建立和實作 AWS 標記標準，能讓您以一致統一的方式管理和控管 AWS 環境。使

用 AWS Organizations 中的標籤政策，定義如何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將標籤用於帳戶中 

AWS 資源的規則。標籤政策可讓您輕鬆採用標準化方法來標記 AWS 資源。 

AWS Tag Editor 讓您可以新增、刪除和管理多個資源的標籤。 

AWS Cost Categories 讓您可以為成本指派組織的意義，無須在資源上加上標籤。您可以將成本

和用量資訊對應到唯一的內部組織結構。您可以定義類別規則，使用帳單維度 (例如帳戶和標籤) 

來映射和分類成本。除了標記，這可提供另一個層級的管理功能。您也可以將特定帳戶和標籤對

應到多個專案。 

設定帳單和成本優化工具：若要修改用量和調整成本，組織中的每個人員都必須能夠存取其成本

和用量資訊。建議所有工作負載和團隊在使用雲端時設定下列工具： 

 報告：彙總所有成本和用量資訊。 

 通知：當成本或用量超出定義的限制時，提供通知。 

 目前狀態：設定儀表板，顯示目前的成本和用量。儀表板應該在工作環境中顯眼的位置提

供 (類似營運儀表板)。 

 趨勢：提供以所需的精細度顯示所需期間內成本與用量變化的功能。 

 預測：提供顯示未來預估成本的功能。 

 追蹤：顯示相對於設定的總目標或具體目標目前成本和用量的狀況。 

 分析：讓團隊成員能夠以所有可能的維度執行每小時精細度的自訂和深度分析。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tag-polici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RG/latest/userguide/tag-editor.html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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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AWS 原生工具 (例如 AWS Cost Explorer、AWS 預算和 Amazon Athena) 搭配 

QuickSight 實現此功能。您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不過，您必須確保此工具的成本能夠為您的

組織帶來相應的價值。 

根據工作負載指標分配成本：成本優化以最低的價格提供業務成果，只有依工作負載指標 (依工

作負載效率測量) 來分配工作負載成本才能達成。透過記錄檔或其他應用程式監控，監控已定義

的工作負載指標。結合此資料與工作負載成本，您可以透過查看具有特定標籤值或帳戶 ID 的成本

來取得成本資料。建議您每小時執行一次此分析。如果您有一些靜態成本元件 (例如，全年無休

執行的後端資料庫) 且請求率不同 (例如，上午 9 點到下午 5 點為用量尖峰，夜間請求數量很

少)，您的效率通常會有所改變。了解靜態成本與可變成本之間的關係，將協助您確定優化活動的

重點。 

除役資源 

您管理專案、員工和技術資源的清單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將能夠識別不再使用的資源或不再有擁

有者的專案。 

在資源生命週期內追蹤資源：除役不再需要的工作負載資源。一個常見的範例是用於測試的資

源，測試完成後，可以移除該資源。使用標籤追蹤資源 (以及執行這些標籤的報告) 可協助您識別

要除役的資產。使用標籤是追蹤資源的有效方法，方法是使用資源的功能標記資源，或標記除役

日期。然後，即可對這些標籤執行報告。功能標記的值可以是「功能 X 測試」，可識別資源在工

作負載生命週期的用途。 

實作除役程序：在您的組織中實作標準化程序，以識別並移除未使用的資源。此程序應該定義執

行搜尋的頻率，以及移除資源的程序，以確保符合組織的所有要求。 

除役資源：搜尋未使用資源的頻率和努力應該反映潛在節省的成本，因此較低成本的帳戶的分析

頻率應該比較大成本帳戶低。搜尋和除役事件可由工作負載的狀態變更觸發，例如產品壽命結束

或被取代。搜尋和除役事件也可由外部事件觸發，例如市場條件變化或產品終止。 

自動除役資源：使用自動化來降低或消除除役程序的相關成本。將工作負載設計為執行自動除

役，可降低工作負載生命週期內的整體成本。您可以使用 AWS Auto Scaling 執行除役程序。您

也可以使用 API 或開發套件 實作自訂程式碼，自動除役工作負載資源。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https://aws.amazon.com/athena/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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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請參閱以下資源，進一步了解 AWS 支出感知最佳實務。 

 AWS 標記策略 

 啟用使用者定義的成本分配標籤 

 AWS 帳單與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部落格 

 多帳戶帳單策略 

 AWS 開發套件與工具 

 標記最佳實務 

 Well-Architected 實驗室 – 成本基礎知識 

 Well-Architected 實驗室 – 支出感知 

經濟實惠的資源 

為工作負載採用適當的服務、資源和組態，是節省成本的關鍵。建立經濟實惠的資源時，請考慮

下列事項： 

 選取服務時評估成本 

 選取正確的資源類型、大小和數量 

 選取最佳定價模式 

 資料傳輸計劃 

您可利用 AWS Solutions Architects、AWS Solutions、AWS Reference Architectures 和 APN 合

作夥伴，依照您所了解，協助您選擇架構。 

https://aws.amazon.com/answers/account-management/aws-tagging-strategies/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activating-tag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billing-what-is.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answers/account-management/aws-multi-account-billing-strategy/
https://aws.amazon.com/tools/
https://www.google.com.au/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cad=rja&uact=8&ved=2ahUKEwj16anPvZPoAhWRnp4KHROqAMIQFjAEegQICRAB&url=https%3A%2F%2Fd1.awsstatic.com%2Fwhitepapers%2Faws-tagging-best-practices.pdf&usg=AOvVaw3aMOnrqvmrO0A81QN2QlL5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Fundamentals.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ExpenditureAware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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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服務時評估成本 

識別組織需求：為工作負載選取服務時，關鍵是了解組織的優先事項。確保您在成本和其他 

Well-Architected 支柱之間取得平衡，例如效能和可靠性。完全成本優化的工作負載是最符合您

組織需求的解決方案，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解決方案。與組織內的所有團隊會面以收集資訊，例

如產品、業務、技術和財務團隊。 

分析所有工作負載元件：對工作負載中的所有元件執行徹底的分析。確保在工作負載生命週期內

取得分析成本與潛在節省之間的平衡。您必須找出元件的目前影響和未來潛在影響。例如，如果

建議資源的成本是每月 10 USD，而低於預測的負載不會超過每月 15 USD，則花一天努力減少 

50% (每月 5 USD) 可能會超過系統生命週期內的潛在利益。使用更快速且更有效率的資料型估

算，將為此元件建立最佳整體結果。 

工作負載可能會隨時間改變，如果工作負載架構或用量變化，適當的服務組合可能並非最佳。選

擇服務的分析必須納入目前和未來的工作負載狀態以及用量水平。為未來的工作負載狀態或用量

實作服務，可減少或消除未來變更所需的工作量，藉此降低整體成本。 

AWS Cost Explorer 和 CUR 可分析概念驗證 (PoC) 或執行環境的成本。您也可以使用 

AWS 每月成本簡易計算器或 AWS 定價計算器來估算工作負載成本。 

受管服務：受管服務免除了維護服務的營運和管理重擔，讓您專注於創新。此外，因為受管服務

以雲端規模運作，可使每次交易或服務的成本較低。 

考慮所節省的時間，讓您的團隊能夠專注於淘汰技術負債、創新和增值功能。例如，您可能需要

將內部部署的環境盡快「提升和轉移」至雲端，稍後進行優化。使用受管服務以去除或降低授權

成本所體現的節省也值得探討。 

通常受管服務具有屬性，您可設定以確保備充足容量。您必須設定並監控這些屬性，使得額外的

容量保持最低程度，並且獲得最大效能。您可使用 AWS 管理主控台或 AWS API 和 SDK 來修改 

AWS Managed Services 的屬性，以使資源上的需要配合經常變動的需求。例如，可將 

Amazon EMR 叢集 (或 Amazon Redshift 叢集上) 節點的數量增加或減少，以便擴展或者縮減。 

亦可將多重執行個體裝填到一項 AWS 資源上，進行密度更高的使用。例如，可將多個小資料庫

佈建至單一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 DB 執行個體。隨著用量增長，

可使用快照和恢復程序，將其中一個資料庫搬遷至專用 RDS DB 執行個體。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d-usage-reporting/
https://calculator.s3.amazonaws.com/index.html
https://calculator.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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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工作負載佈建至受管服務上時，您必須了解調整服務容量的要求。這些要求通常是時間、心力

和對一般工作負載運作的影響。佈建的資源必須允許發生任何變更，佈建必要的額外開銷來實

現。為了修改服務所需持續投注的心力，利用與系統和監控工具例如 Amazon CloudWatch 相整

合的 API 和 SDK，可降低為幾乎是零。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RDS)、Amazon Redshift 和 Amazon ElastiCache 提供受

管資料庫服務。Amazon Athena、Amazon Elastic Map Reduce (EMR) 和 Amazon Elasticsearch 

提供受管分析服務。 

AWS Managed Services (AMS) 是代表企業客戶和合作夥伴營運 AWS 基礎設施的服務。它提供安

全且合規的環境，您可以將工作負載部署至其中。AMS 使用企業雲端營運模型與自動化，讓您符

合組織需求、更快速地遷移至雲端，以及降低持續管理成本。 

無伺服器或應用程式層級服務：您可使用無伺服器或應用程式層級的服務，例如 AWS Lambda、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和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Amazon SES)。這些服務讓您無須管理資源，並提供程式碼執行、

佇列服務和訊息傳遞功能。另一個好處是，它們可隨用量擴展效能和成本，因此能夠有效率地分配

成本和劃分歸屬。 

如需無伺服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ell-Architected 無伺服器應用程式聚焦白皮書。 

分析工作負載隨時間的不同用量：隨著 AWS 發佈新的服務和功能，工作負載的最佳服務可能會

改變。所需的努力應與潛在效益相符。工作負載檢閱頻率取決於您的組織需求。如果成本高昂，

則更快實作新的服務可節省最多成本，因此更頻繁的檢閱是有利的。觸發檢閱的另一個因素是使

用模式變化。用量的重大變更可能表示替代服務更理想。例如，如需較高的資料傳輸速率，直接

連線服務可能比 VPN 更便宜，並提供所需的連線能力。預測服務變更的潛在影響，讓您可以監控

這些用量等級觸發條件，並更快實作最經濟實惠的服務。 

授權成本：使用開放原始碼軟體可免除軟體授權的成本。隨著工作負載的大小擴展，這可能會對

工作負載成本產生重大影響。測量授權軟體的效益與總成本，以確保您擁有優化的工作負載。模

擬授權的任何變更以及這些變更對工作負載成本的影響。如果廠商變更資料庫授權的成本，調查

這會如何影響工作負載的整體效率。考慮廠商的歷史定價公告，以了解其產品授權變更趨勢。授

權成本也可能獨立於輸送量或用量，例如依硬體擴展的授權 (CPU 綁定授權)。應該避免這些授

權，因為成本可能會快速增加，而不會帶來相應結果。 

https://aws.amazon.com/rds/
https://aws.amazon.com/redshift/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ache/
https://aws.amazon.com/athena/
https://aws.amazon.com/emr/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search-service/
https://aws.amazon.com/managed-services/
https://aws.amazon.com/lambda/
https://aws.amazon.com/sqs/
https://aws.amazon.com/sqs/
https://aws.amazon.com/ses/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Serverless-Applications-Le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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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AWS License Manager 來管理工作負載中的軟體授權。您可以設定授權規則和執行必

要條件，以協助防止違反授權，也可以降低由於授權超額導致的成本。 

選取正確的資源類型、大小和數量  

透過選取得最佳資源類型、大小和數量，您就能以最低成本資源滿足技術需求。精簡化活動會考

量工作負載的所有資源、每個個別資源的所有屬性，以及精簡化操作所涉及的工作。精簡化可為

反覆程序，因為用量模式改變和外在因素例如 AWS 降價或新增 AWS 資源類型而觸發。如果在工

作負載生命週期內，精簡化的成本比潛在節省成本大，則精簡化也可能是一次性的。 

在 AWS 中有若干種不同的方法： 

 執行成本建模 

 根據指標或資料選取大小 

 自動選取大小 (根據指標) 

成本建模：為您的工作負載及其每個元件執行成本建模，以了解資源之間的平衡，並根據特定效能

等級，找出工作負載中每個資源的合適大小。在不同預測負載下對工作負載執行基準測試活動，並

比較成本。建模工作應反映潛在效益；例如，花費的時間與元件成本或預測的節省成正比。如需最

佳實務，請參閱 AWS Well-Architected 架構的效能效率支柱白皮書中的「審查」一節。 

AWS Compute Optimizer 可協助對執行中工作負載進行成本建模。它根據歷史用量，提供運算

資源的合適大小建議。這是運算資源的理想資料來源，因為它是免費服務，並利用機器學習根據

風險等級提出多個建議。您也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和 CloudWatch Logs 搭配自訂日誌

作為資料來源，以便精簡化其他服務和工作負載元件。 

以下是成本建模資料和指標的建議： 

 監控必須準確反映最終使用者的體驗。為時段選擇正確的精細度，並悉心選擇最大或 

99%，而非平均值。 

 為分析的時段選擇涵蓋任何工作負載週期所需的正確精細度。例如，假設所執行的是為期

兩週的分析，您可能會忽略高利用率的每月週期，導致佈建不足。 

https://aws.amazon.com/license-manager/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Performance-Efficiency-Pillar.pdf
https://aws.amazon.com/compute-optimizer/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WhatIsCloudWatchLo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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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或以資料為基礎的選擇：根據工作負載和資源特性選擇資源大小或類型；例如，運算、記憶

體、輸送量或寫入密集。通常使用成本建模、工作負載的先前版本 (例如內部部署版本)、文件或

其他有關工作負載的資訊來源 (白皮書、已發佈的解決方案) 來進行此選擇。 

根據指標自動選取：在工作負載中建立意見回饋迴圈，使用執行中工作負載的作用中指標來變更

該工作負載。您可以使用受管服務，例如 AWS Auto Scaling，將其設定為為您執行精簡化操作。

AWS 還提供 API、SDK 和功能，讓修改資源變得非常輕鬆。您可以設定工作負載來停止和啟動 

EC2 執行個體，以允許變更執行個體大小或執行個體類型。這不僅帶來精簡化的效益，同時消除

變更所需的幾乎所有營運成本。 

有些 AWS 服務內建自動類型或大小選擇，例如 S3 智慧型分層。S3 智慧型分層會根據您的使用

模式，自動在兩個存取層 (經常存取和不常存取) 之間移動您的資料。 

選擇最佳定價模式 

執行工作負載成本建模：考慮工作負載元件的需求，並了解潛在的定價模式。定義元件的可用性

需求。判斷是否有多個獨立資源在工作負載中執行相同功能，以及隨時間工作負載需求的變化。

比較使用預設隨需定價模式和其他適用的模式的資源成本。考量資源或工作負載元件的任何潛在

變更。 

執行定期帳戶層級分析：執行定期成本建模，可確保跨多個工作負載進行優化。例如，如果多個

工作負載使用隨需，則在彙總層級變更的風險會更低，而且實作以承諾為基礎的折扣可獲得更低

的整體成本。建議以兩週到 1 個月的頻率定期執行分析。這可讓您進行小幅的調整，因此定價模

式的涵蓋範圍會隨著不斷變化的工作負載及其元件不斷演變。 

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建議工具，尋找承諾折扣的機會。 

若要尋找 Spot 工作負載的機會，可使用整體用量的每小時檢視，並尋找定期出現用量或彈性變

化的時段。 

定價模式：AWS 提供多種 定價模式，可讓您以最經濟實惠的方式為資源付費，以符合組織需

求。下一節說明各種購買模式： 

 隨需 

 Spot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whats-new/2018/11/s3-intelligent-tiering/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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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諾折扣 – Savings Plans 

 承諾折扣 – 預留執行個體/容量 

 地理選擇 

 第三方協議和定價 

隨需：這是預設值，是按使用量付費的定價模式。當您使用資源 (例如 EC2 執行個體或隨需 

DynamoDB 等服務) 時，是支付固定的費率，您無長期承諾。您可基於應用程式的需求，增加或減

少資源或服務的容量。隨需有小時費率，但根據服務而定，可以以 1 秒的增量計費 (例如 AWS 

Lambda 或 Linux EC2 執行個體)。隨需制推薦使用於工作負載期短 (例如四個月的專案) 而會定期出

現高峰的應用程式，或是不容許中斷，工作負載無法預料的應用程式。隨需也適用於需要不中斷執

行時間，但執行時間不足以獲得承諾折扣的工作負載 (Savings Plans 或預留執行個體)。 

Spot：Spot 執行個體是備用 EC2 運算容量，價格最低可較隨需少 90%，無需簽訂長期合約。使

用 Spot 執行個體，您可以大幅降低執行應用程式的成本，或以相同的預算擴展應用程式的運算

容量。與隨需執行個體不同，如果 EC2 需要取回容量或 Spot 執行個體價格超過設定的價格，則

在提前 2 分鐘警告後，Spot 執行個體會中斷。Spot 執行個體被中斷的時間平均少於 5%。 

當存在佇列或緩衝，或是有多個資源獨立運作以處理請求 (例如 Hadoop 資料處理) 時，Spot 是

理想選擇。這些工作負載通常具有容錯能力、無狀態和彈性，例如批次處理、大數據和分析、容

器化環境和高效能運算 (HPC)。測試與開發環境等非關鍵工作負載也適合選擇 Spot。 

Spot 也整合到多個 AWS 服務，例如 EC2 Auto Scaling 群組 (ASG)、Elastic MapReduce (EMR)、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ECS) 和 AWS Batch。 

需要回收 Spot 執行個體時，EC2 會提前兩分鐘透過 CloudWatch Events 傳送 Spot 執行個體中

斷通知，該通知也會記錄在執行個體中繼資料中。您的應用程式可以利用這兩分鐘，儲存其狀

態、耗盡執行中容器、上傳最終記錄檔，或從負載平衡器將其本身移除。在這兩分鐘結束時，您

可以選擇讓 Spot 執行個體休眠、停止或終止。 

在您的工作負載中採用 Spot 執行個體時，請考慮下列最佳實務：  

 將您的最高價格設為隨需費率：這可確保您支付目前的 Spot 費率 (最便宜的可用價格)，

而且永遠不會支付超過隨需費率。目前和歷史費率可透過主控台和 API 取得。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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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地使用盡可能多的執行個體類型：靈活使用執行個體類型系列和大小，以提升滿足目

標容量需求的可能性、取得可能的最低成本，並將中斷的影響降到最低。 

 建立工作負載執行位置靈活性：可用容量會因可用區域而異。透過利用多個備用容量集

區，藉此提高實現目標容量的可能性，並取得可能的最低成本。 

 持續性設計：將您的工作負載設計為無狀態和具備容錯能力，如此一來，如果某些 EC2 

容量中斷，也不會影響工作負載的可用性或效能。 

 我們建議搭配使用 Spot 執行個體、隨需和 Savings Plans/預留執行個體，以實現最大工

作負載成本優化及效能。 

承諾折扣 – Savings Plans：AWS 提供多種方式，讓您透過保留或承諾使用特定數量的資源，以

及獲得資源的折扣費率，來降低成本。Savings Plan 允許您簽訂一年或三年的每小時消費承諾，

並獲得所有資源的折扣定價。Savings Plans 提供 EC2、Fargate 和 Lambda 等 AWS 運算服務的

折扣。當您簽訂承諾時，您需每小時支付該承諾金額，然後以折扣費率從您的隨需用量中扣除。

例如，您承諾一小時為 50 USD，而且每小時隨需用量為 150 USD。考量 Savings Plans 的定

價，您的特定用量會有 50% 的折扣率。因此，50 USD 的承諾涵蓋 100 USD 的隨需用量。您將

支付 50 USD (承諾) 和 50 USD 的剩餘隨需用量。 

Compute Savings Plans 是最靈活的，並提供最高 66% 的折扣。它們會自動跨可用區域、執行個

體大小、執行個體系列、作業系統、租用、區域和運算服務套用。 

Instance Savings Plans 彈性稍低，但提供更高的折扣率 (最多 72%)。它們會自動跨可用區域、

執行個體大小、執行個體系列、作業系統和租用套用。 

有三種付款選項： 

 無預付款：沒有預付款；您再每月依當月總時數支付調低的每小時費率。 

 部分預付款：提供比「無預付款」更高的費率折扣。部分用量預先支付；您再每月依當月

總時數支付調低的每小時費率。 

 全額預付款：全期的用量預先付清，其餘期間承諾涵蓋的用量不會產生其他成本。 

您可以在工作負載中使用這三個購買選項的任意組合。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pricing/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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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s Plans 會先套用到所購買帳戶的用量，從最高折扣百分比到最低，然後套用到所有其他帳

戶的合併用量，從最高折扣百分比到最低。 

建議您在沒有用量或資源 (例如主要帳戶) 的帳戶中購買所有 Savings Plans。這可確 Savings Plan 

適用於所有用量的最高折扣費率，獲得最大折扣金額。 

工作負載和用量通常會隨時間變化。建議隨時間持續購買少量 Savings Plans 承諾。這可確保您

維持高水準的涵蓋範圍，以獲得最大折扣，而且您的計劃隨時都符合工作負載和組織需求。 

請勿在您的帳戶中設定目標涵蓋範圍，因為折扣可能會有變化。涵蓋範圍不一定表示高潛在節

省。您的帳戶的涵蓋範圍可能很低，但如果您的用量是由小型執行個體所組成，並使用授權作業

系統，則潛在節省可能只有百分之幾。您應該追蹤並監控 Savings Plan 建議工具提供的潛在成本

節省。在 Cost Explorer 中經常檢閱 Savings Plans 建議 (執行定期分析) 並繼續購買承諾，直到估

算的節省低於組織所需的折扣。例如，追蹤和監控您的潛在折扣是否低於 20%，如果超過此值，

則必須進行購買。 

監控使用率和涵蓋範圍，但僅偵測變更。請勿瞄準特定使用率百分比或涵蓋範圍百分比，因為這

不一定會隨節省而擴展。確保購買 Savings Plans 會導致涵蓋範圍增加，如果涵蓋範圍或使用率

減少，則確保這些計劃已量化且已知。例如，您將工作負載資源遷移到較新的執行個體類型，這

會降低現有計劃的使用率，但效能效益超過節省的減少。 

承諾折扣 – 預留執行個體/承諾：與 Savings Plans 類似，預留執行個體為執行最低資源量的承諾提

供最高 72% 的折扣。預留執行個體可用於 RDS、Elasticsearch、ElastiCache、Amazon Redshift 和 

DynamoDB。Amazon CloudFront 和 AWS Elemental MediaConvert 也會在您做出最低用量承諾時

提供折扣。預留執行個體目前可用於 EC2，但 Savings Plans 提供相同的折扣等級、更高的靈活

性，而且沒有管理開銷。 

預留執行個體提供相同的定價選項，包括無須預付、部分預付款和全部預付款，以及相同的一年或

三年期。 

預留執行個體可在區域或特定可用區域購買。在可用區域購買時，它們會提供容量預留。 

EC2 具備可轉換 RI 的功能，但由於彈性更高，營運成本更低，因此所有 EC2 執行個體都應使用 

Savings Plans。 

https://aws.amazon.com/ec2/pricing/reserved-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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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使用相同的程序和指標來追蹤和購買預留執行個體。建議不要追蹤您帳戶的 RI 涵蓋範圍。此

外，建議不監控或追蹤使用率 %，而是在 Cost Explorer 中檢視使用率報告，並使用表格中的淨

節省欄。如果節省淨額為明顯較大的負值，則必須採取動作來修復未使用的 RI。 

EC2 Fleet：EC2 Fleet 可讓您定義目標運算容量，接著指定執行個體類型，和叢集隨需和 Spot 

執行個體的用量。EC2 Fleet 就會符合所定義的容量，自動啟動最低價格的資源組合。 

地理選擇：當您建構解決方案時，一項最佳實務是盡量將運算資源置於接近使用者之處，以提供

較低延遲和強大的資料主權。對於全球受眾，應使用多重位置以滿足這類需要。應選擇能使成本

最低的地理位置。 

AWS 雲端基礎設施是以區域與可用區域為中心所建置。區域是世界上有多個可用區域的實體位

置。可用區域由一或多個分散的資料中心所組成，每個都有備援電源、聯網和連線能力，且置放

在不同的機構。 

每個 AWS 區域各在當地市場條件之下運作，各區域的資源定價不同。您可以選擇特定區域以操

作解決方案的元件或全部，以便以最低價格於全球執行。您可以使用 AWS 每月成本簡易計算

器，估算各個區域的工作負載成本。 

第三方協議和定價：當您在雲端使用第三方解決方案或服務時，定價結構必須符合成本優化的成

果。定價應根據其提供的結果和價值進行擴展。例如，軟體從節省的成本中提取一定比例，節省

得 (成果) 越多，收費就越高。依帳單擴展的協議通常不符合成本優化，除非它們為特定帳單每個

部分帶來成果。例如，對於提供 EC2 建議且收費整個帳單一定百分比作為費用的解決方案，如果

您使用該解決方案無法提供優勢的其他服務，則成本會上升。另一個範例是受管服務，依受管資

源成本百分比計費。較大的執行個體大小不一定需要更多的管理工作，但收費更高。確保這些服

務定價安排在其服務中包含成本優化計劃或功能，以提升效率。 

資料傳輸計劃 

雲端的一個優勢是它是受管網路服務。您不再需要管理和操作交換器、路由器和其他相關網路設

備的叢集。雲端中的聯網資源消耗和支付方式與支付 CPU 和儲存費用相同，您只需按實際用量付

費。在雲端進行成本優化時，必須有效率地使用網路資源。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whats-new/2018/04/introducing-amazon-ec2-fleet/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using-regions-availability-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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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資料傳輸建模：了解資料傳輸在工作負載中的位置、傳輸成本及其相關效益。這可讓您做出

明智的決策，以修改或接受架構決策。例如，您可能有一個多個可用區域組態，您在可用區域之

間複寫資料。您要建立結構成本模型，並決定這是實現所需可靠性和彈性可接受的成本 (類似於

在兩個可用區域中支付運算和儲存費用)。 

針對不同用量等級建立成本模型。工作負載用量會隨時間改變，在不同等級，不同的服務可能更

經濟實惠。 

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或成本和用量報告 (CUR) 以了解資料傳輸成本並建模。設定概念驗證 (PoC) 

或測試工作負載，並以逼真的模擬負載執行測試。您可以根據不同的工作負載需求建立成本模型。 

優化資料傳輸：為資料傳輸建構，可確保您將資料傳輸成本降至最低。這可能涉及使用內容交付

網路以將資料靠近使用者放置，或從您內部至 AWS 使用專用網路連結。您也可以使用 WAN 優化

和應用程式優化，來減少元件之間傳輸的資料量。 

選擇服務以降低資料傳輸成本：Amazon CloudFront 是一個全球內容交付網路，在低延遲和高傳

輸速度之下遞送資料。其快取位於全球節點的資料，能減輕您的資源所受的負載。藉由 

CloudFront，在最低延遲之下交付內容給全球大量使用者方面，您可減少管理所費的心力。 

AWS Direct Connect 服務可讓您建立連接至 AWS 的專用網路連線。如此可降低網路成本，增加

頻寬，並且比網際網路連線提供更一致的網路體驗。 

AWS VPN 可讓您在私有網路和 AWS 全球網路之間建立安全且私有連線。它非常適合小型辦公室

或商業合作夥伴，因為它提供快速且容易使用的連線，而且是全受管的彈性服務。 

VPC 端點允許透過私有網路連接各 AWS 服務，可用於降低公有網路的資料傳輸量和 NAT 閘道的成

本。閘道 VPC 端點不收取小時費用，且支援 Amazon S3 和 Amazon DynamoDB。界面 VPC 端點

由 AWS PrivateLink 提供，收取小時費用和每 GB 使用費。 

資源 

請參閱以下資源，進一步了解 AWS 經濟實惠資源最佳實務。 

 AWS Managed Services：企業轉型之旅影片 

 使用 Cost Explorer 分析成本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d-usage-reporting/
https://aws.amazon.com/cloudfront/
https://aws.amazon.com/directconnect/
https://aws.amazon.com/vpn/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ndpoi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nat-gatewa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gatewa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interfac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interface.html
https://youtu.be/UQEfE4Yqvr8
https://youtu.be/UQEfE4Yqvr8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ost-explorer-what-is.html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成本優化支柱 

 25 

 存取預留執行個體的推薦 

 精簡化建議入門 

 Spot 執行個體最佳實務 

 Spot Fleets 

 預留執行個體的運作方式 

 AWS 全球基礎設施 

 Spot Instance Advisor 

 Well-Architected 實驗室 – 經濟實惠的資源 

管理需求與供應資源 

待您移至雲端後，即可僅為所需付費。您可以在需要時供應資源以符合工作負載需求，避免因過

度佈建付出高昂成本和造成浪費。您也可以使用調節、緩衝或佇列來修改需求，以讓需求變得平

緩，並以較少的資源提供服務。 

適時供應的經濟效益，應與計入資源失敗、高可用性和佈建時間的佈建所需，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取決於您的需求為固定或是變動，請規劃以建立指標和自動化，確保對環境所需的管理極微 

– 即使擴展時亦然。修改需求時，您必須知道工作負載的可接受和允許的最大延遲。 

在 AWS 中，您可以使用多種不同的方法來管理需求和供應資源。以下幾節介紹如何使用這些方法： 

 分析工作負載 

 管理需求 

 需求為主的供應 

 時間為主的供應 

分析工作負載：了解工作負載的要求。組織要求應指出請求的工作負載回應時間。回應時間可用

來判斷需求是否已得到滿足，或是資源供應是否需要改變以符合需求。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ri-recommendat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e-rightsizing.html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getting-started/#bestpractices
http://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spot-fleet.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reserved-instances-fundamentals.html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global-infrastructure/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instance-advisor/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CostEffectiveResources.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CostEffective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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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應包含需求的可預測性和重複性、需求的變化速率，以及需求的變化量。確保分析針對足夠

長的時間執行，以納入任何季節變化，例如月底處理或節假日尖峰。 

確保分析工作與實作擴展的潛在效益相符。查看元件的預期總成本，以及工作負載生命週期內用

量和成本的任何增加或減少。 

您可以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或 Amazon QuickSight 搭配 CUR 或應用程式日誌，以視覺化的

方式分析工作負載需求。 

管理需求 

管理需求 – 調節：如果需求來源具有重試功能，則您可以實作調節。調節會告知來源，如果目前

無法服務請求，則應稍後再試。來源將等待一段時間，然後重新嘗試請求。實作調節的優點是限

制最大資源量和工作負載成本。在 AWS 中，您可以使用 Amazon API Gateway 實作調節。如需

實作調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ell-Architected 可靠性支柱白皮書。 

管理需求 – 緩衝為主：與調節類似，緩衝會延遲請求處理，讓以不同速率執行的應用程式能夠有

效地通訊。緩衝為主方法使用佇列來接受生產者傳出的訊息 (工作單位)。消費者可讀取訊息並進

行處理，允許以符合消費者業務要求的速度運作訊息。不必擔心生產者必須應付調節問題，例如

資料耐用性和回壓 (由於消費者運作緩慢而導致生產者慢下來)。 

在 AWS，有多重服務可供選擇以實作緩衝方法。Amazon SQS 是一個受管服務，可提供佇列，

允許單一消費者讀取個別訊息。Amazon Kinesis 可提供串流，允許許多消費者讀取相同訊息。 

使用緩衝為主方法架構時，確保您的工作負載可在所需的時間內為請求提供服務，並且能夠處理

重複的工作請求。 

動態供應 

需求為主的供應：利用雲端的彈性來供應資源，以滿足不斷變化的需求。藉由取得 API 或服務功

能帶來的優勢，以程式設計方式動態性地更動架構中的雲端資源量。如此可允許您增減架構中元

件的規模，需求激增時自動增加資源數量以維持效能，待需求消退時減少容量以降低成本。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https://aws.amazon.com/api-gateway/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aws.amazon.com/sqs/
https://aws.amazon.com/ki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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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Scaling 可協助您調整容量，以盡可能最低的成本維持穩定、可預測的效能。它是免費的全

受管服務，與 Amazon EC2 執行個體和 Spot 叢集、Amazon ECS、Amazon DynamoDB 和 

Amazon Aurora 整合。 

Auto Scaling 提供自動資源探索，以協助尋找工作負載中可設定的資源，它具有內建的擴展策略

以優化效能、成本或兩者之間的平衡，並提供預測擴展以協助處理定期發生的尖峰。 

Auto Scaling 可以實作手動、排程或以需求為基礎的擴展，您也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的指標和警示，來觸發工作負載的擴展事件。典型的指標可以是標準 Amazon EC2 指標，例如 

CPU 使用率、網路輸送量和 ELB 觀察到的請求/回應延遲。可能時，您應該使用可指示客戶體驗

的指標，通常此指標為自訂指標，可能源自您工作負載內的應用程式程式碼。 

以需求為主的方法進行建構時，請牢記兩大考量要點。第一，了解必須多迅速地佈建起新的資

源。第二，了解供應與需求之間差距的大小會改變。您必須隨時因應需求的改變速度，並為資源

失敗做好準備。 

Elastic Load Balancing (ELB) 可跨多個資源分配需求以協助您進行擴展。當您實作更多資源時，

您可將其新增至負載平衡器以接受需求。AWS ELB 支援 EC2 執行個體、容器、IP 地址和 

Lambda 函數。 

時間為主的供應：時間為主方法能使資源容量符合可預測或依照時間定義完善的需求。這種方法

通常不依存於資源的利用率。時間為主方法能確保需要資源的特定時間有資源可用，並且因為啟

動程序和系統或一致性檢查的緣故，能在毫無延遲之下提供。採用時間為主方法，您可在忙碌期

提供更多資源或增加容量。 

您可以使用排程的 Auto Scaling 實作時間為主方法。可排定工作負載於定義的時間縮放規模 

(例如在營業時段開始時) 如此可確保使用者或者需求到來時有資源可用。 

您也可善用 AWS API 和開發套件及 AWS CloudFormation 以視需要自動佈建整個環境以及除役。

這種方法十分適合僅在定義的營業時段或時期執行的開發或測試環境。 

您可使用 API 縮放環境之內的資源大小 (垂直縮放)。例如，可變更執行個體的大小或類別，以擴

展生產工作負載。作法是將執行個體停止再啟動，選擇不同的執行個體大小或類別。此技法亦可

套用至其他資源，例如 EBS Elastic Volumes，在使用中時經過修改可增加大小、調整效能 (IOPS) 

或變更磁碟區類型。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https://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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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為主的方法進行建構時，請牢記兩大考量要點。首先，用量模式的一致性有多高？ 第二，

若是模式改變會有何影響？ 您可藉由監控工作負載和使用商業智慧來提高預測的準確性。若看出

用量模式有明顯變化，可調整時間以確保涵蓋。 

動態供應：您可以使用 AWS Auto Scaling，或使用 AWS API 或開發套件在程式碼中納入擴展。

透過消除手動變更環境所需的營運成本，這可讓您降低整體工作負載成本，而且執行速度更快。

這可確保工作負載資源隨時都能最符合需求。 

資源 

請參閱以下資源，以進一步了解管理需求和供應資源的 AWS 最佳實務。 

 API Gateway 調節 

 Amazon SQS 入門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入門 

隨時間優化 

在 AWS 中，您可以透過檢閱新的服務並在工作負載中實作，來隨時間進行優化。 

檢閱和實作新的服務 

隨著 AWS 推出新服務和功能，最佳實務是檢視現有架構決策，以確保維持經濟實惠。隨著您的

要求變更，請主動將不再需要的資源、元件和工作負載加以除役。請考慮以下項目，以協助您隨

時間優化： 

 制定工作負載審查程序 

 檢閱和實作服務 

制定工作負載檢閱程序：為確保永遠擁有最經濟實惠的工作負載，您必須定期檢閱工作負載，以

了解是否有機會實作新的服務、功能和元件。為了確保您實現低整體成本，程序必須與可能的節

省金額成正比。例如，相較於佔整體支出 5% 的工作負載，應該更頻繁且更徹底地檢閱佔整體支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https://docs.aws.amazon.com/apigateway/latest/developerguide/api-gateway-request-throttl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SimpleQueueService/latest/SQSDeveloperGuide/sqs-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toscaling/ec2/userguide/GettingStartedTuto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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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50% 的工作負載。考量任何外部因素或波動性。如果工作負載服務特定的地理或市場區隔，

並且預測該區域會發生改變，則更頻繁的檢閱可能會帶來成本節省。需要檢閱的另一個因素是實

作變更的工作量。如果測試與驗證變更需要付出大量成本，則應降低檢閱頻率。 

考量維護過時和舊版元件和資源的長期成本，以及無法在其中實作新的功能。目前的測試和驗證

成本可能會超過提議的效益。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工作負載與目前技術之間的差距增大，從而

變更的成本可能會大幅增加，進而產生更高的成本。例如，移至新的程式設計語言目前看來可能

並非具有成本效益之舉。不過，在五年後，該語言熟練人員的成本可能會增加，而且由於工作負

載的成長，您會將更大的工作負載轉移到新的語言，此時需要付出的努力會比以前更多。 

將您的工作負載細分成多個元件，指派元件的成本 (估算值就足夠)，然後在每個元件旁列出因素 

(例如，工作量和外部市場)。使用這些指標來決定每個工作負載的檢閱頻率。例如，您可能會將 

Web 伺服器視為高成本、變更所需工作量低和受外部因素影響高，因此檢閱頻率高。中央資料庫

可能是中等成本、變更所需工作量高，以及受外部因素影響低，因此檢閱頻率中等。 

檢閱工作負載和實作服務：若要取得新的 AWS 服務和功能帶來的效益，您必須對工作負載執行

檢閱程序，並視需要實作新的服務和功能。例如，您可以檢閱工作負載，並使用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SES) 取代簡訊元件。這消除了營運和維護執行個體叢集的成

本，同時以較低的成本提供所有功能。 

結論 

成本優化和雲端財務管理是一項持續的工作。您應該定期與財務和技術團隊合作、檢閱架構方

法，並更新元件選擇。 

AWS 努力協助您維持最低成本，同時建置具有高彈性、回應能力和調適能力的部署。為使您部署

的成本真正達到優化，請善加利用本白皮書所討論的工具、技術和最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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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閱讀 

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 

 AWS Well-Architected 架構 

文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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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更新以納入 CFM、新的服務，以及與 Well-Architected 的整合。 

2018 年 7 月 更新以反映 AWS 的變更，並納入與客戶一同審查之所學。 

2017 年 11 月 更新以反映 AWS 的變更，並納入與客戶一同審查之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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