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

在 Git建立之初，Linux kernel開發已經使用私有版本控制系統 BitKeeper數年之久，過
程十分順利，只有一個問題：某些 Linux開發人員在意版本控制系統是私有軟體，導致
產生嚴重的爭論，這樣的衝突更造成 Linux開發人員的免費 BitKeeper授權被撤銷，於
是誕生了 Git。Linus Torvalds自己花了兩星期的時間不碰任何 Linux相關的工作，原先
是想找個 BitKeeper的替代品，但沒有任何產品能符合他的要求，只好自己先寫一個很
基本的版本，也就是現在的 Git：一開始是用 shell腳本湊在一起的小程式，很有 Unix
風格。諷刺的是 Git使用了 rsync實現分散式的特性，而這個工具最初的開發人員正是
引發離開 BitKeeper的那位 Linux開發人員。

我個人很欣賞 Git資料結構簡單的特性，所以很早就參與其中，一開始主要針對 Git的
可攜性，到後來愈來愈多通用的改善，包含「互動式重設基線」（interactive rebase，抱
歉名字取得不好！）的發明，最後則是負責 Git Windows版的維護。在過去十年中，身
為生命科學研究人員的我幾乎每天都會透過 Git參與各式不同的團隊，扮演的角色從跨
學科專案的專屬程式設計師，到帶領高度分散式的開放原始碼專案。

我初次遇到 Emma是在巴黎所舉辦的 Git Merge研討會，慶祝 Git誕生十週年，她在會
議中的演說題目「Teaching People Git」（http://bit.ly/teaching-people-git），讓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演說展現出 Emma在教學與專案管理上廣泛的技能與經驗。

閱讀《Git 團隊使用手冊》時，我從強調 Git能夠促進團隊作業方面獨特的觀點學到了
許多新觀念，本書聽起來很簡單，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只專注在技術細節，而我本身

也曾經教過 Git，但使用了十分不適當的方式：從下而上。藉由專注在作業流程以及角
色間的互動，本書能引導讀者了解在自己獨特的專案中的需要，有了這些知識之後，便

能夠學習更有趣的部分：如何透過最適合的方式使用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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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的寫作風格與她的演講風格一樣生動，讓本書除了富有教育意義之外，也很適合
閱讀，它使我對日常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論各位在自己日常工作中扮演何種角色，

不要只是把這本書當作是使用手冊，而是透過本書的內容進一步探索團隊合作不同的方

式，以及現代版本系統對專案能夠提供的協助，讓各位能夠完全釋放 Git的能力，協助
各位達到理想的狀態。

—Dr. Johannes Schindelin

Git for Windows 維護者

2015 年 8 月

科隆，德國



推薦序

版本控制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我相信版本控制的重要性與黑板跟書本的發明相當，都能夠倍增人類的力量，讓人們能

夠一同創造新的事物。

在我的職涯過程中，我看到了軟體開發產業對版本控制系統的態度從拒絕轉變為無所不

在，也看到版本控制系統底層技術跳躍式的成長，每次的跳躍都加速了共同合作的產出

以及建立新事物的速度，讓更多人能夠一同合作，也能做得更多、更快。

最近一次跳躍，以 Git為例，在作業流程上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因此，開發人員必須探
索與分享適合自己與組織的作業方式，而不是像以往一樣受限於以機器出發的痛苦流

程，本書介紹了其中一部分的作業流程，但相信未來還會發現更多其他的流程。

教育的重要性與其中的困難自不待言，不單單只是記下事實或是單純的操作練習，而是

更深一層的教育意義：如何用特定的方式思考，了解思考方式背後的原因，以及如何將

想法與其他人分享。

妥善使用版本控制系統就是一種思考方式：將撰寫軟體過程中所要求深度與精確的思

考，以結構化的方式記憶下來，並與其他人一同分享。少了這樣的認知，使用 Git最多
也只是像是「神奇的咒語」，充滿未知的危險。有了正確的了解之後，Git幾乎成為透
明，只留下由神奇的軟體魔法所形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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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能夠協助你自我學習，深入了解並完成目的。

—Mark Atwood

Open Source Engagement 主任

惠普公司

2015 年 8 月

西雅圖，華盛頓州



前言

過去二十年間，我曾經以單人或多人的團隊從事分散式開發，我第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是

在九零年代中期擔任網頁開發人員，當時是以直接更改檔名的方式維護檔案的版本，工

作區裡經常充斥著各種特殊的延伸檔名，v4.old-er.bak都算是常見的了，這種方式很難

追蹤進度。在某個特別有挑戰性的專案裡，我沿用在撰寫文件時所使用的印出後編輯的

方式：先印出要處理的 Perl腳本，用打洞機裝訂成冊，接著用不同顏色的筆標記腳本，
最後透過文字編輯器抄錄更動（真希望當時有拍下來），版本的追蹤則是透過翻找活頁

簿找出之前的版本。我對設定真正的版本控制系統（version control system，VCS）完
全沒有概念，但我很小心的保留正確的成果，以便於在重構失敗時復原。

當我開始與其他開發人員合作時，不論是開放原始碼專案或是用戶端的工作，我從來不

會是團隊裡的第一個開發人員，我加入時總是已經有設定好了的某種版本控制系統，一

般都是 CVS（Concurrent Versions System），這套系統用起來並不方便，但比起我之前
使用的活頁簿，更適合分散各地的團隊成員使用。我很快的就了解記錄訊息（commit 
message）的價值，以及能夠輕易的回溯過去的進展所帶來的好處，這讓我更加注意其
他人記錄到儲存庫的訊息，我不想讓其他人覺得我很隨便。

現在，我在多所社區大學教授網站開發，2004年，我第一次有機會在 Humber College
教授為期一年的版本控制系統，這是由 Bernie Monette設計為期一年的課程。課程將學
生分成幾個小組，各個小組必須在第一個學期提出網站的開發計畫；到了第二個學期，

學生會重新分組，新的團隊必須依據上學期團隊的規劃建出網站；到了第三與最後一個

學期會再次分組，而最後的工作是修正臭蟲並確保建出來的網站品質，每個團隊都必須

使用版本控制系統記錄專案的成果。對於沒有任何程式開發經驗的學生們，因為版本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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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統經常會干擾正在進行的工作，因此他們大多有所怨言，但版本控制系統也讓他們

更不容易覆寫其他同學的成果，這讓我學到如何讓學生使用一些與實際工作似乎不太有

關係的工具。

那堂課之後的十年間，我學到許多教授版本控制的方法，以及成人教育的許多最佳實

作，本書是我所累積的經驗成果，介紹使用版本控制系統與他人有效率作業的方法，建

議各位從本書中找到最適合所在團隊的作法。沒有 Git警察會出現在門口，衝著你吼叫
「你錯了！」，也就是說，我會儘量解釋「Git式」的做事方法，提供各位作為建立新團
隊，或是調整原有團隊作業流程的參考，「通用」的作業方式能夠協助先前使用過類似

技術的新人，更快的上手。

本書並不適合所有人閱讀，比較適合事先規劃路徑，再依規劃前進的人。我希望本書能

夠填滿現有 Git資源與實際使用之間的空白，本書比起軟體的使用手冊更像是本團隊合
作的手冊。要是各位的團隊（不論是一人或多人團隊）發現本書有不清楚的地方，希望

能讓我知道（emma@gitforteams.com），要是你認為這本書對你有所幫助，也希望你能讓

其他人知道。

致謝

幾年前，在 Prague墓園附近的某間小酒吧裡，Carl Wiedemann問了我一些 Git相關的問
題，謝謝你，Carl，你的好奇心促使我將使用 Git過程中受到的挫折轉換成有益於他人
的資源，避免其他人在學習 Git時重複遇到相同的困難。

在十年的獨自接案生涯後，我很幸運的在第一份工作就能和 Joe Shindelar合作。Joe，
你的熱情讓我提高了對自己工作的要求，我很感謝你的耐心與帶領。本書誕生於我們對

於領導、團隊結構以及我們一同為 Drupalize.Me團隊建立的文件，謝謝你。

O’Reilly出版社找到了傑出的 Christophe Portneuve擔任技術編輯，Christophe，感謝你
在我撰寫前幾個章節時的耐心，你的意見十分寶貴，我很感激我們對於 Git Merge的討
論，幫助我釐清了本書中使用的觀念。我對改變人們學習 Git的方式有很高的目標，希
望本書能成為你也能引以為榮的資源。

Bernie Monette、Martin Poole、Drew McLelland：你們透過各自的專案，讓我更加地認
識版本控制系統的平台。



簡介

本書採取使用者優先的方式介紹版本控制，而不是從 Git的歷史開始談起，本書先從
10000英呎高空鳥瞰團隊作業方式，接著介紹個別的命令，確保各位知道輸入命令背後
的理由。有時候採取特定的步驟或工作流程能夠為未來的自己節省一些時間（也減少一

些困擾），這些解釋能讓各位更了解今天的工作對明天的自己所造成的影響，也希望能

夠解釋某些人幾近信仰般堅持特定 Git使用方式背後的原因。

第一部分的內容主要適合管理人員、團隊技術負責人、主要技術主管、專案經理，以及

技術專案經理等需要為團隊規劃作業流程的人。

好技術來自好團隊，在第一章會看到建立傑出團隊背後的動力學，讀完本章後就能夠辨

視出團隊成員的角色，規劃有效率的會議，透過對話的關鍵字找出與團隊需求不一致的

成員，以及應用有助於促進團隊認同感與信任感的策略。

儘早為執行的專案類型設定標準，在第二章會看到使用不同的授權策略授予或拒絕對

Git儲存庫的存取。是否應該不經過審核就允許團隊成員直接將各自的成果儲存到儲存
庫，或是更適合使用在較受信任的情境？兩種系統各有不同的優點，你能夠從本章了解

其中的差異。

讓工作目標明確，Git的使用者會使用分支（branch）區別不同的工作流，第三章會介紹
透過使用分支分離團隊進行中的不同概念的方法。當然，你也需要知道將這些不同的成

果結合成完整軟體的作法，本章涵蓋包含 GitFlow在內常見的分支策略。

今日就寫下讓未來的自己更有工作效率的文件，第四章總結了第一部分的所有概念，你

會看到建立文件的方式，並逐步說明建立與部署簡單軟體專案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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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主要針對開發人員，你（總算）會看到日常工作中真正使用的 Git命令。要是
不想看太多理論，想要直接動手，可以先跳過第一部分，等到看完第二部分之後再回頭

閱讀第一部分。

落實基本技術，第五章介紹分散式版本控制的基礎，你會學到建立儲存庫以及透過記錄

（commit）、分支（branch）和標籤（tag）在本機追蹤檔案更動的方式。

學會修正自己的錯誤，第六章探討修正歷史紀錄（history），內容包含修訂記錄、從自
己的時間線中移除記錄以及重設自己工作的基線。

擴展團隊，包容更多成員，了解個人儲存庫的歷史紀錄之後，就可以開始與他人合作。

第七章會介紹追蹤遠端分支、上傳程式碼到共享儲存庫，以及更新本機儲存庫納入他人

更新的方法。

透過同儕審核共享榮耀與責任，第八章會介紹團隊進行程式碼審核的程序，同時也會介

紹常見審核方法使用的命令，並提供對程序調整上的建議。

調整過去，就能夠找到目前問題的答案，你會在第九章學到使用 Git追蹤臭蟲的進階方
法，不用怕！使用的命令並不會比之前介紹的困難。

最後，第三部分對目前較受歡迎的幾個程式碼代管系統作了簡單的介紹，主要目標讀者

是管理人員與開發人員。

透過開放合作讓社群成長，第十章介紹在 GitHub上發起與維護開放原始碼專案的相關
機制。

團隊想要寫好程式，就要有自己的儲存庫，第十一章會介紹私有儲存庫上的協同合

作，本章特別適合想要設定私有儲存庫，又受限經費無法購買 GitHub私有團隊服務的 
讀者。

良好的邊界有時能帶來好鄰居，第十二章會介紹使用 GitLab架設自己的代管平台與執
行專案，特別適用於處於防火牆內部，無法存取網際網路上公開儲存庫的讀者。

本書並不適合一般讀者，特別是那些喜歡到處嘗試，任意探索的讀者，本書是針對那些

擔心半夜會有東西跳出來的讀者所寫的。

其他的補充資訊以及書中圖表的較大版本，可以在本書的網站（http://gitforteams.com） 
找到。



第一部分

定義作業程序

教授程式語言時經常會從最簡單直覺的程式開始，示範每個命令的輸出結果，這種作法

常常會讓成年的學習者覺得「然後呢？」，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在各自特殊的情境中使用

這些新學到的命令。本書先從概述開始，說明工作流程的結構對團隊合作所產生的影

響，要是各位比較喜歡動手嘗試各個命令，可以跳過這部分先從第二部分讀起，等到開

始思考「然後呢？」這個問題的時候，再回頭閱讀這個部分，就能夠知道平常透過 Git
所完成的工作對未來合作所產生的影響。

負責監督工作執行方式的讀者們大都十分熟悉這部分的內容，這些人主要擔任管理的角

色，也許還包括技術團隊負責人、技術長、經理、專案經理以及技術專案經理。



第一章

團隊作業

筆者教授版本控制有十多年的經驗，親自到場參加工作坊的人當中，絕大部分要處理的

都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當然問題因人而異，也許是沒辦法讓其他同事了解版本

控制的重要性，也許是想要強制的加上責任，又或者是被團隊成員推舉，負責將團隊目

前一團亂的工作流程理出頭緒。不管是什麼樣的問題，先了解並處理底層的社交問題能

讓學習與使用 Git更加容易。

讀完本章後，你能夠：

• 辦認出團隊中的各個角色。

• 讓會議產生有用的結果。

• 辨識出團隊中應該彼此合作卻互相制衡的成員間的關鍵字句。

• 透過策略培養團隊的認同與互信。

你應該從認識自己的團隊以及軟體的需求開始，從一個彼此信賴與認同的地方開始，能

夠更容易的找出完成目標所需要的 Git命令；藉由與可信賴的團隊一同工作，人們也更
樂於對找不到適合命令的伙伴伸出援手（也更樂於尋求他人的協助）。一旦人們感受到

他人的支持，就會了解在 Git中使用特定命令的原因，也更能夠讓 Git為他們服務，而
不單單只是死背幾個命令，希望一切不會出錯。

團隊成員

在小型團隊裡一個人可能需要擔任許多角色，這樣的團隊裡，每個人都能夠輕易的知道

其他人日常工作的情況；而在大型團隊，不同的角色可能分屬不同的部門，負責執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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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驗收測試的人，與開發受測產品的設計師與開發人員可能從來沒有說過話。這兩種

團隊各自面對不同的挑戰：被要求擔負太多責任，卻沒有足夠的背景知識的人，遲早會

有所疏忽，而在團隊中刻意加入的邊界也一定會增加彼此間的緊張氣氛，開發程式的時

候，好籬笆並不會帶來好鄰居。（譯註：典出 Robert Frost詩作）

有聽過「以終為始，成果導向」這句話嗎？筆者建置軟體時，總是為了某人而建，再怎

麼努力回想也想不出任何只是為了好玩而寫出來的軟體。筆者並不是駭客，進入軟體產

業是為了幫助其他人，每次筆者坐下來處理問題，總是希望能讓使用者有更好的體驗，

想要避免迴歸（regression），筆者想讓使用者感到安心，想讓使用者覺得自己很聰明，
不會覺得自己笨手笨腳；要是在自己與使用者間還有其他的客戶，筆者有時需要協助客

戶思考問題以達成他們的業務目標，每次與客戶一同工作，都應該從描述想要解決的問

題開始，正式名稱是「使用者故事」（user story）。

接著是測試驅動開發（test-driven development），各位會寫下驗收測試（acceptance 
test）明確的定義出問題的解決狀態，依據驗收測試撰寫的方式，也許可以供自動化
測試套件（test suite）、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QA）團隊或同儕審核（peer 
review）使用，提早與測試團隊一同決定驗收測試能讓開發人員更明確知道自己的工作
成果應該有的樣貌，通常測試應該描述要解決的問題，不該對使用的技術有所限制。

測試過程中應該要包含資安審核（security review），在較大型的組織都很幸運的擁有專
責的資安專家，儘早邀請這些專家參與流程，讓他們教導開發人員寫出安全的程式碼。

要是 QA、資安與開發團隊各自獨立，在一開始讓團隊聚在一起能讓測試的過程更加有
趣，一邊是開發人員努力提供完美的程式，另一面則是測試團隊努力找出其中的弱點。

要是不用自己負責部署，就儘早讓維運團隊（operation team）參與其中，確保開發環境
盡可能的貼近最終的運作環境，理想的建置腳本（build script）應該能夠盡可能的自動複
製環境，甚至可以選擇使用 Docker（http://www.docker.com）以及／或是 Vagrant（http://

vagrantup.com）建立出完全相同的環境。與維運團隊合作可利用 Chef（https://www.chef.

io/chef/）、Puppet（https://puppetlabs.com/）或是 Ansible（http://www.ansible.com/home）等

工具來建立組態管理基礎架構（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接下來是開發堆疊（development stack），若是你使用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就要認識原先建立此產品的社群。我們很少遇到新的問題，總是會有其他地
方的其他人遇過相同的問題，在程式開發社群裡可以找尋導師同時提供他人協助，將團

隊延伸到辦公室大樓之外能夠大幅減輕許多嚇人問題所帶來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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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較大型的組織裡，只要能夠增加部門間的合作，就能夠減少程式碼等待的時間。待處

理的程式會耗費許多的成本：要是程式是新的功能，就無法賺取更多的獲利；要是這些

功能是臭蟲的修正，就無法降低損失。程式碼等待審核的時間愈長，與主分支（main 
branch）的差異就可能愈大；與主分支的差異愈大，要將程式碼調整到最新狀態以便發
佈所需的功夫就愈大。

最後則是團隊本身。技術架構師必須負責規劃解決方案的實作方式，架構的決策應該留

下書面記錄，盡可能的在團隊間分享。架構師可能也是程式開發團隊的成員，程式開發

團隊可能包括前端與後端開發人員、設計師以及專案經理。筆者偶爾還需要業務分析師

（business analyst）一同合作，要是各位處在敏捷環境（Agile environment），團隊裡可
能還會有 ScrumMaster以及產品負責人（Product Owner）。

筆者喜歡的工作環境是在必要的時候，團隊裡的每個人都願意捲起袖子互相幫忙，能夠

自我管理的團隊通常都會充滿信任並互相尊重，這也是各位需要努力建立的團隊。共識

驅動的開發方式最適合小型的內部專案，但這並不表示使用其他方式的團隊不能盡量的

彼此幫忙，筆者管理專案的時候，很喜歡看到開發人員自己挑選想做的工作，這能夠提

高自主性，而且也能讓開發人員在必要的時候從特定的工作中喘口氣，但筆者同時也發

現，有些人的確比較喜歡由其他人指派需要完成的工作。

對於建構團隊與管理專案沒有一體適用的正確答案，激勵與凝聚團隊的關鍵在於尊重團

隊中的每個成員，並儘量調整流程讓流程滿足每個人的需要。

思考策略

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有各自偏好的工作方式，不同的工作方式適合不同的情境。做事沒有

絕對正確的方法，能夠為這些差異提供空間的確能夠讓團隊更為強大，只要能夠共享讓

每個人具有生產力的策略就行了。筆者本身總是會尋找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的小技巧，也

很喜歡聽取其他人分享解決問題的經驗。

多年以前，筆者曾經參加一個由 Bob Wiele舉辦的領導訓練課程「Lead and Succeed in 
4 Dimensions」（http://onesmartworld.com），課程中介紹了一系列的思考策略。這個課程

幫助筆者發現喜好特定類型活動以及對某些類型活動感到無力的原因，也從課程中學到

許多舉辦會議與互動的技巧，讓我能從會議與互動中取得自己工作需要的進展。這個系

統在團隊成員都了解其中的語言時能夠有最好的效果，但不需要說服其他成員也能夠從

這個系統獲得好處。它將思考分為三個維度：創造性思考、理解性思考與決策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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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第四個維度—個人精神（personal spirit），用來表示一個人投入的程度，筆者
將這第四個維度看成是個音量控制鈕，或是角色扮演遊戲中的屬性補正（譯註：這是角

色扮演遊戲用的術語，在基本屬性之外，還有個補正（modifier），會影響最後表現出來
的屬性）。

對於不同思考策略的偏好很快就會對團隊造成影響，要是我想對解決 Git的合併衝突進
行腦力激盪，而你的回答是不該使用 rebase，那我們就是雞同鴨講，我試著使用「綠
燈」思維解決問題，而你則是使用「紅燈」思維停止對話。注意這些偏好能幫助我們在

建立新功能時更為合作，程式碼審查時更有生產力，整體而言能夠形成更健康、更快樂

的團隊。

最容易導入投入／退卻偏好這個概念的時機是在必須明確使用這三個維度的會議當中，

專注在會議結果有助於找出人們在會議中採取的思考策略，接著就能夠將這些發現帶到

程式碼審查，以及在一起工作時願意協助團隊其他成員解決 Git的使用程序或是產品實
作上的問題。

接下來詳細介紹這些不同的思考策略。

「創造型思考者」（creative thinker）最大的優點是能夠為問題提出出乎意料的解決方

案，不加以控制的話，創造型思考者有時候會花太多時間思考完成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

法，而不是採用其中一種作法完成工作，創造型思考者的特色如下：

展望（Envision）

能看到不同的未來（不論是好是壞），通常對於長期策略很有幫助。

重新組織（Reframe）

跳脫目前的情境，或是從不同的觀點評估目前的情況。

腦力激盪（Brainstorm）

適用於強行處理問題，腦力激盪幾乎總是能夠勾勒出解決方式，進行時必須持續提

出想法不作批判。

利用靈光一閃（Employ flash of insight）

腦力激盪需要花費「力氣」，靈光一閃則發生在沒有思考問題的時候，通常發生在外

出散步或是淋浴的時候。

挑戰（Challenge）

質疑現況，反抗者，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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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流（Flow）

拋開一切完全專心在指定的工作上，透過這種無法中斷的心流，能夠更深入問題並

且更完全的理解問題。

你可以透過以下的關鍵詞語找出創造性思考者：

• 「我們可以試試⋯」

• 「我知道我們已經做完了，但要是⋯」

• 「天啊！我剛想到個很好的主意⋯」

• 「你有想過這麼做嗎？」

藉由在團隊中培養創造性思考，能夠產生完全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能夠改進工作流程

處理更大的問題。

下一種思考類型是「理解性思考」（understanding thinking），其細分為理解資訊（分

析，analytic）以及理解他人（同情，compassion）兩種，分析型思考者最大的優點是能
夠看出模式與釐清現況，技術性產業很容易吸引喜歡採用這種思考策略的人，分析型思

考者有以下特色：

掃描情況（scan the situation）

了解環境盡可能獲取資訊。

闡明（Clarify）

透過收集資訊與提出問題更精確的了解情況。

結構（Structure）

組織資料、人員、資源，透過有意義與系統化的方式處理。

了解（Tune-in）

感知與連結到情況的情緒維度（emotional dimension）。

共鳴（Empathize）

對他人的思想、感情與情況表現同情。

表達（Express）

透過適當的情緒與口語，從接收者獲取真正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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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透過以下關鍵詞語找出分析型思考者：

• 「你剛剛說的是⋯？」

• 「讓我弄清楚⋯。」

• 「你可以告訴我該怎麼⋯？」

• 「這跟⋯有關嗎？」

• 「我據此列了個試算表⋯」

• 「你一定覺得糟透了！」

最後一種是「當責」思考策略：「決策性思考」（decision thinking），喜歡「紅燈」思考

方式的人討厭說話繞圈子，他們想要很快的獲得結論好繼續做下去！決策技巧能幫助團

隊直達問題真正的原因，決定處理的方式。決策性思考者的弱點在於缺乏耐性，他們經

常會在創造性思考者有足夠的時間獲取資訊，或是完成仔細分析之前就先跳到結論。決

策性思考者經常被誤會成太過負面，實際上並非如此，排除雜訊獲取最佳解決方式是十

分寶貴的能力。決策性思考者的特色如下：

直指核心（Get to the crux）

指出問題本質或最關鍵的部分。

決定（Conclude）

依據合乎邏輯的方式推論或決定最佳的處理方式。

驗證結論（Validate the conclusion）

透過問題排除次要選項或品質較差的資訊以便於適當的評估，確保能夠做出最好的

決定。

經驗（Experience）

依賴經驗做出決策與解決問題。

價值導向（Values-drive）

依靠個人的核心信仰決定是非對錯。

直覺（Gut instinct）

以直覺或本能引導而不是依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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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透過以下關鍵詞語找出決策性思考者：

• 「我可以接著⋯」

• 「不，我們已經說好了⋯」

• 「我沒辦法清楚的說明，不過⋯」

• 「上次我們試過⋯」

• 「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

• 「我的直覺覺得⋯」

團隊會議

筆者幾乎整個職涯都是與分散各地的團隊一同工作，同事們都不是待在同一個辦公室，

能夠有人跟筆者處在相同時區就已經是很值得享受的情況了。這讓筆者養成一些很好的

溝通習慣，所以經常會覺得這些習慣是理所當然的事，要是讀者的工作環境有一些既有

的做法，可能需要建立會議的模式以促進專案的進行。

專案以及專案內的每個元件，都應該有一份開放的列表，大部分是活動與摘要，這個

開啟 - 處理 - 結束的列表在 Dave Gray、Sunni Brown 與 James Macanufo 合作的傑作
《Gamestorming》（O’Reilly）當中有詳細的說明。老師也經常在課堂裡採取這種做法：
先告訴學生接下來的主題，接著帶領學生學習，最後再總結課程的內容。

在進行規劃會議時必須要記得：開始、進行、結論。這是最清楚明白的會議。經常會看

到許多會議有個一般的主題大綱，但這些大綱並不是會議想要有的結果。例如，在專案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會先舉行一個會議收集成員的想法，這種會議裡創造性思考者最為

投入也最有生產力。

主題：收集想法 總時間：45分鐘

• 找出問題的原因（10分鐘）

• 腦力激盪解決方案（25分鐘）

• 組織意見（5分鐘）

• 挑出前三個構想進行測試（5分鐘）

事先提出會議，該有的結果就像是隨意討論問題那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