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回歸單純見真知。

— J.W. von Goethe

在 SIG從事達 15年的軟體品質顧問工作之後，我們在可維護性（maintainability）上學
到不少經驗。

首先，就軟體開發實務而言，可維護性不足的問題確實存在，低可維護性意味著開發人

員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維護及修復既有的程式碼上，因此，能夠留給軟體開發

中最有價值之核心的時間就較少了：撰寫新程式碼。根據我們的經驗與收集的資料，就

維護原始碼而言，平均水準之下的可維護性與平均水準之上的可維護性至少相差兩倍的

工作量。附錄 A會談到我們如何量測可維護性。

其次，相當程度而言，缺乏可維護性是由某些一再發生的小問題造成的，因此，提升可

維護性最有效、最高效的辦法就是找出這些小問題。提升可維護性不需要什麼神奇魔法

或火箭科學，一些簡單的技能與知識，加上確實應用它們的紀律與環境，就能讓可維護

性產生爆炸性的提升。

在 SIG，我們見過一些已經面目全非、根本無法維護的系統，在這些系統中，臭蟲未被
修復，功能無法修改或擴展，說到底，都是因為太花時間、風險過高，不幸的是，這種

情況在現今的 IT產業中非常普遍，然而，這絕非應有的現象。

這也是我們為何撰寫這 10項法則的原因：希望分享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讓每個開發者
都能夠充分掌握如何持續撰寫高度可維護的程式碼。我們相信，身為軟體開發者的你，

在閱讀並且理解這 10項法則之後，必定能夠寫出高度可維護的原始碼，剩下的就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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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讓這些技能得以發揮最大效果的開發環境，包括共享寶貴的開發實務、合適的工具

等等，我們將在下一本名為《Building Software Teams》的書中詳實探討這些開發環境。

本書主題：建構可維護軟體的 10項法則
後續章節介紹的法則與系統類型無關，這些法則全都關係到程式碼單元（Java的方法）
的大小與參數數量、程式邏輯的決策點數量，以及原始碼的其他特性，許多開發者在其

養成過程中對此可能都已知之甚詳，或者多少聽過一些。另外，這些章節還會提供範例

程式碼（基本上以重構的形式），幫助讀者在實務中充分應用這些法則，雖然這些法則

都是以 Java來呈現，然而，當中蘊含的道理並不侷限於使用什麼編程語言。在這些法則
中，有 8個衍生自 SIG/TÜViT1的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rusted Product Maintainability
（產品可維護性評估標準）2─一組以系統化方式評估原始碼之可維護性的指標。

為什麼應該閱讀這本書？

單獨來看，本書的每一條法則可能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事實上，許多常見的程式碼

分析工具都會檢查其中一部分，例如，Checkstyle（http://checkstyle.sourceforge.net）

（用於 Java）、Style-Cop+（http://stylecopplus.codeplex.com/）（用於 C#）、Pylint（http://

www.pylint.org）（用於 Python）、JSHint（http://jshint.com）（用於 JavaScript）、RuboCop
（https://github.com/bbatsov/rubocop）（用於 Ruby），及 PMD（https://pmd.github.io）（用

於多種語言，包括 C#和 Java），這些工具都會檢查程式碼是否符合第 2章介紹的法則，
無論如何，下列 3個特點讓本書有別於其他軟體開發書籍：

我們從實務經驗中淬煉出 10項關鍵法則

樣式指南與靜態程式碼分析工具可能讓人望而卻步，Checkstyle版本 6.9包含大約
150個規則，每一個都蘊涵一個指導方針，雖然合理，但對於提高可維護性的效果
並不相等。我們已經從中揀選 10項最能提升可維護性的法則，下列的說明方框「為
何選擇這 10項法則？」闡述我們如何揀選這些指導方針。

1 TÜViT 隸屬 TUV（一家奠基於德國，從事技術品質管理的全球性公司）的一部分，專精於 IT 領域，尤
其是資安議題。

2 請參考可維護性評估標準（Maintainability Evaluation Criteria），http://bit.ly/eval_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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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導你如何遵循這 10項法則

告訴開發者什麼該做或不該做是一回事（就像許多工具那樣），教導他們如何做到

又是另一回事。在本書中，針對每一個法則，我們提供詳實的範例程式碼，逐步說

明如何撰寫遵循它的程式碼。

我們提供來自真實系統的統計資料與範例程式碼

在 SIG，我們見過許多開發人員在各種現實限制下撰寫的原始碼，這些程式碼蘊涵

著種種妥協，因此，我們將自己的標竿基準資料分享出來，讓讀者們瞭解真實世界

的原始碼與這些法則的差距。

誰應該閱讀本書？

本書的目標讀者是使用 Java語言的軟體開發者。在這些讀者中，本書又將他們區分成兩
個不同的族群，第一群是受過電腦科學或軟體工程專業訓練的開發人員（例如，大學主

修這兩個專業之一的人），對這些開發者來說，本書可以鞏固他們在專業編程教育上所

學到的基礎知識。 

第二群則是未經正規電腦科學或軟體工程專業訓練的軟體開發者，我們認為這些主要是

一些自學者，或者大學主修其他專業，後來又轉換跑道、進入軟體產業的開發人員，經

驗告訴我們，這類開發者除了熟悉程式語言的語法和語意之外，鮮少接受其他專業訓

練，這也是我們在撰寫本書時特別考量的一群人。

為何選擇這 10項法則？

本書包含 10項法則，前 8項與 Evaluation Criteria Trusted Product Maintainability
（產品可維護性評估標準，這是 SIG評估可維護性的基礎）的系統特性一一對

應。針對 SIG/TÜViT評估標準，我們根據下列原則選用一些統計或評估指標：

• 數量盡量少

• 技術獨立

• 容易量測

• 可與真實企業軟體系統進行有意義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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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選出 SIG/TÜViT評估標準當中的 8個系統特性，另外增添兩個至關
重要且可由開發人員直接控制的流程法則（關於乾淨程式碼與自動化測試）。

電腦科學與軟體工程的研究人員已經定義出非常多的原始碼統計指標，不管怎

麼算，數十個，甚至上百個總是有的。因此，這裡淬煉出來的 8個系統特性顯
然只是所有可維護性指標的一小部分。

但是，我們想要說的是，這 8個 SIG/TÜViT指標適切且足夠量測可維護性，因
為它們解決了以下幾個問題：

依賴特定技術的指標

有些指標（如繼承深度）僅適用於特定技術的原始碼（例如，物件導向語

言才有）。雖然在實務中具有主流的地位，但物件導向絕非唯一觀點，還有

許多非物件導向語言的程式碼（例如，Cobol、RPG、C與 Pascal）需要在
我們的可維護性評估中考量。

與其他指標密切相關的指標

有些指標與其他指標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系統的決策點總數就是一

個例子，實驗證明，這個指標與程式碼的量具有直接的關係。這表示，一

旦知道系統的程式碼規模（很好測量），幾乎就可以非常準確地預測出決策

點的數量。沒有理由選擇那些較難量測的指標：相較之下，你會耗費更多

心力才能夠執行及報告結果，但又得不到額外的內容和價值。

實務上無法有效區別的指標

有些指標在理論上很好，但在軟體開發實務中，卻無法顯現不同系統之間

的差異，沒有理由選擇這類指標作為評估標準，因為根本無法運用它們的

結果，有效識別各個系統的優劣。

本書不包含哪些內容？

本書使用 Java（僅僅 Java）來闡述及解釋我們的法則，但未教導 Java本身，我們假設
讀者至少有能力讀懂 Java程式碼和 Java標準程式庫的 API。無論如何，我們僅使用
Java語言的基本特性，盡量確保範例程式碼簡單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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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不是什麼介紹 Java習慣用法的書籍─亦即，說明遵循什麼約定才能夠產生符合 Java
習慣的程式碼。我們不相信熟捻某種語言就能夠達成高可維護性，相反地，本書的法則

基本上都跟語言無關，因此也跟語言的習慣用法絕對無關。

雖然本書介紹或解釋許多重構模式，但我們並不是想要撰寫一本關於這類模式的書籍，

市場上已經存在很多探討模式的優良書籍和網站。相反地，本書只是聚焦在如何及為

何選用一些重構模式，以便提升系統的可維護性，因此，這本書只是學習這類知識的 
墊腳石。

後續書籍

我們知道，個別開發者無法控制開發流程的所有面向，包括使用哪些開發工具、品質

控制如何管理、如何建立開發、建置及部署環境等等，這些都是影響軟體品質的重

要因素，也是團隊應該負起的責任。這些主題已經超出本書範疇，我們會在下一本

書《Building Software Teams》中介紹這個領域的最佳實務，以及如何測量相關的實作 
成果。

關於 SIG
雖然本書封面只列出一位作者，但實際的貢獻者不止一人，而是整個 SIG的努力，一家
信譽卓著的軟體管理顧問公司，換言之，這本書淬煉自 SIG所有顧問從 2000年起在量
測軟體品質以及提供諮商與建議過程中總結得到的經驗與知識。我們經營著唯一經過認

證 3且信譽卓著的軟體分析實驗室，並且根據 ISO 25010國際標準，針對軟體產品的品質
進行標準化的檢測。

SIG的服務項目之一就是軟體風險監控（Software Risk Monitoring）服務，客戶定期
（通常每週）透過這個服務上傳原始碼，接著，我們的軟體實驗室自動檢測上傳的原始

碼，SIG顧問會評估所有透過自動分析偵測到的異常狀況，並與客戶進行深入的討論。
本書撰寫之際，SIG總共分析過 71億行程式碼，而且，每週有將近 7千多萬行程式碼
被上傳到 SIG。

SIG成立於 2000年，其歷史可追溯到荷蘭國家數學與電腦科學研究院，在 15年後的今
天，我們仍然保持並且重視與軟體研發社群的密切聯繫。SIG的顧問們定期在學術期刊
上發表文章，更且，許多博士論文都是奠基於針對開發及和提升 SIG品質模型的研究。

3 即 ISO/IEC 17025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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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版本

這是本書的 Java版本，所有範例程式碼均以 Java寫成（而且只用 Java），文中經常提及
Java社群廣泛使用的工具與術語，我們假定讀者具有一定程度的 Java編程經驗，如前
所述，本書使用 Java闡述的各項法則其實跟語言無關，本書的 C#版本同步由 O'Reilly
出版。

相關書籍

我們闡述 10項實現高度可維護性的基本法則，雖然對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是關於這
個主題所閱讀的第一本書，但希望不是最後一本，因此，強烈建議讀者繼續閱讀下列 
書籍：

《Building Software Teams》，SIG著

這是本書的姊妹作，由同一批作者撰寫，然而，本書聚焦於建構可維護軟體的開發

法則，《Building Software Teams》則聚焦在軟體開發流程的最隹實務，以及如何利用

「目標 -問題 -指標」的方法有效地測量它們。《Building Software Teams》一書已於

2016年出版。

《Refactoring: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Existing Code》，Martin Fowler著

這本書聚焦於改善既有程式碼的可維護性（及其他品質特性）。

《Clean Code: A Handbook of Agile Software Craftsmanship》，Robert C. Martin（又名為
Uncle Bob）著

就像本書，《Clean Code》闡述如何撰寫高品質的軟體原始碼，然而，它介紹的是更

高階的抽象法則。

《Code Quality: The Open Source Perspective》，Diomidis Spinellis著

跟本書一樣，這本書也在介紹程式碼品質的相關法則，但就像《Clean Code》，它也

是在更高階的抽象化層次上作描述。

《Design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Erich Gamma、Richard 
Helm、Ralph和 John Vlissides（亦稱作四人幫）著

本書推薦給有志成為軟體架構師的開發者。



第一章

簡介

這段程式碼是誰寫的 ??真的讓人流鼻血 !!

─ 天底下所有的程式人員

軟體開發人員是一項非常棒的職務，某人把問題或需求交給你，你可以提出解決方案，

並且將它轉譯成電腦理解的語言，這些都是極富挑戰性且深具價值的工作。同時，軟體

開發也可能是一份辛苦的工作，如果你常常需要修改其他人（甚至你自己）撰寫的原始

碼，不難想像，這可能很容易，也可能很困難。有些時候，你能夠很快確定需要變更哪

些程式碼，這項變更妥適地被隔離，並且可以透過測試確定其正確性。但有些時候，解

決之道唯有透過駭入底層或迂迴變通的方式來處理，導致更多問題，甚至可能超過解決

的問題。

軟體系統被修改的難易程度稱作它的可維護性（maintainability），取決於原始碼的幾個

特性。本書討論這些特性，並且提出 10個開發指導方針，幫助你撰寫出更容易變更或
修改的程式碼。

本章闡釋我們所理解的可維護性，接著討論可維護性為何如此重要，同時引介本書的主

題─如何從頭打造具可維護性的軟體，最後討論可維護性的常見謬誤，並且介紹這 10
個指導方針背後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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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麼是可維護性？
假設兩個不同的軟體系統提供一模一樣的功能，只要給定相同的輸人，就能夠計算出一

樣的輸出。兩個系統之一運行較快，對使用者較友善，而且原始碼相當容易修改，相反

地，另一個系統運行較慢，使用起來較不方便，而且原始碼幾乎無法理解，更別說是修

改。因此，即便兩者提供相同的功能，但在品質上孰高孰低可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

可維護性（系統被修改的難易程度）是軟體品質的一個特徵，而效能（系統獲得輸出的

快慢程度）是另一個特徵。

國際標準 ISO/IEC 25010:2011（本書簡稱作 ISO 250101）將軟體品質劃分為八個特徵：

可維護性、功能可適性、效能、兼容性、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及可移植性，而

本書聚焦於可維護性。

雖然 ISO 25010沒有描述如何量測軟體品質，但不表示你無法測量它，在附錄 A中，我
們將會介紹 SIG如何根據 ISO 25010的標準來測量軟體品質。

軟體維護的四種形式

軟體維護並非修復磨損的機件。軟體不是物質，不像實體物件會慢慢自行磨損。大多數

軟體系統在交付之後會一直被修改，這就是軟體維護（software maintenance）。軟體維
護可被區分成下列四種形式：

• 發掘並且修復臭蟲（稱作糾正性維護）。

• 系統必須適應所處環境的變更─例如，作業系統或相關技術的升級（稱作適應性維

護）。

• 系統使用者（與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出新的需求或變更（稱作完善性維護）。

• 提升品質或預防潛在臭蟲的作為（稱作預防性維護）。

1 全名：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IEC 25010. Systems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 Systems and software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Evaluation (SQuaRE) -- System and Software Quality Models，First Edition，20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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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維護性為何重要？
如前所述，可維護性只是 ISO 25010識別之軟體品質的 8個特徵之一，那麼，可維護性
為何如此重要，乃致於需要以專書論述？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回答：

• 可維護性嚴重影響商業活動。

• 可維護性是其他品質特徵的推動者。

下面兩節分別說明這兩點。

可維護性嚴重影響商業活動

在軟體開發中，軟體系統的維護階段常常超過 10年以上，在這個階段的大部分時間
中，我們必須解決不斷產生的問題（糾正性維護和適應性維護），並且實作各種改善需

求（完善性維護）。因此，有效且有效率地解決問題及實作需求對產品的利害關係人來

說至關重要。

當我們可以很迅速、很輕易地解決問題和實作需求時，維護工作耗費的心血即可降低。

良好的維護效率可以減少維護人力（開發人員）的需要，同時降低維護成本，在開發人

員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讓他們有更多時間運用於其他任務，例如，開發新功能等等。快

速實作需求意味著新產品與新服務可以更快速地投入市場，因此，對解決問題與實作需

求來說，緩慢、低效與困難棘手可能導致產品延遲交付或系統不堪使用。

根據 SIG收集的實驗數據，可維護性處於平均水準之上的系統，解決問題和實作需求的
速度是平均水準之下的系統將近兩倍的速度。對企業級系統來說，兩倍是非常可觀的數

字，因為解決問題和實作需求的時間通常以多日或多週來計算，因此，這個數字的意涵

不是 1小時修復 5或 10隻臭蟲的差異，而是搶先將新產品投入市場，或者眼睜睜看著
競爭對手捷足先登的區別。

這還只是可維護性在平均水準上下之間的差別。在 SIG，我們見過新建系統具有非常差
勁的可維護性，甚至，系統在上線之前就已經搞得面目全非，無法再修改，若是強加變

更，引進的臭蟲恐怕遠超過解決的臭蟲。開發時間拖太長，導致商業環境發生變化（使

用者需求也是），因而導致—需要的修改越多，引進的臭蟲也越多。這樣的系統往往還

沒看到版本 1.0就已經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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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維護性是其他品質特徵的推動者

可維護性在軟體品質中佔有特殊地位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是其他品質特徵的推動者。當

系統具有高可維護性時，提升軟體品質的其他面向變得更容易，例如修復資安臭蟲。更

廣泛來講，不管是提升效能、功能可適性、資訊安全，或者 ISO 25010定義的其他品質
特徵（可維護性以外），系統的任何最佳化都需要修改原始碼。

有時候，只需進行較小的局部修改，但有時候，我們必須進行大規模的重構。無論如

何，所有修改都需要經過這些步驟：找到相關原始碼並進行分析、理解它的內在邏輯以

及在業務流程中的位置、分析不同程式碼之間的依賴關係並且進行測試，再讓這些程式

碼通過開發流程。無論如何，在可維護性比較好的系統中，修改工作會比較容易進行，

促使你更迅速、更高效地實現品質最佳化。例如，可維護性好的程式碼比難以維護的程

式碼更加穩定，相較於修改程式碼難以分析和測試的系統，修改高可維護性的系統可能

引發的意外衝擊相對會少很多。

1.3　本書指導方針的三大原則
假如可維護性如此重要，那麼，如何提升你所撰寫之程式碼的可維護性？本書提供 10
項實現高可維護性的指導方針，在後續章節裡，我們會逐步針對每一項進行探討。在本

章中，我們要介紹這些指導方針背後的原則。

 1. 恪守簡單的指導方針對於提高可維護性最有幫助。

 2. 可維護性不是開發之後才考慮，而是專案開始即考量。一步一腳印，人人都有貢獻。

 3. 違背某些指導方針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系統越是遵循這些指導方針，可維護性就
越高。

接下來，我們會逐一解釋這三大原則。

原則 1：恪守簡單的指導方針對於提高可維護性最有幫助
人們可能認為提高可維護性需要某種「銀子彈」：某種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可維護性問

題的絕妙技術或精緻原則。但我們的原則恰恰相反：可維護性需要的是遵循一點都不複

雜的簡單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確保足夠的可維護性，而非完美的可維護性（天曉得

那是什麼），遵循這些指導方針的原始碼還是有變得更容易維護的發展空間，從某一點

開始，可維護性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小，需要付出的代價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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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可維護性不是開發之後才考慮，而是專案開始即考
量，人人都有貢獻

可維護性必須從專案一開始就考慮。我們可以理解，很難釐清「違反」本書某一項指導

方針究竟會對系統整體可維護性有何影響，因此，所有開發人員都必須恪守及遵循這些

指導方針，才能夠提升系統整體的可維護性。所以，專案的每一個步驟都有影響，每個

人的貢獻對系統整體都有重大的意義。

遵循本書指導方針不僅能夠讓你寫出好維護的程式碼，還可為其他開發者樹立正確的撰

碼典範。這樣能夠避免開發過程發生「破窗效應」，亦即，開發人員不守紀律，投機取

巧，便宜行事。樹立正確的撰碼規矩，無關你能否成為技術一流的工程師，但確實能夠

讓你在開發過程中保持良好的紀律。

記住，你不只是在為自己寫程式，還要考慮到後面接手而又缺乏經驗的開

發人員，這樣的思維有助於簡化你的編程解決方案。

原則 3：違背某些指導方針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本書各項指導方針以指標閾值（metric threshold）作為絕對的規則，例如，在第 2章
中，我們會告訴你不要撰寫超過 15行程式碼的方法（method）。當然，我們完全瞭解在
實務上總會遇到各種特殊情況，若是某段原始碼違反一或多個指導方針呢？許多軟體品

質工具假定所有違反指導方針的程式碼都是不好的，隱藏的意涵是所有違反指導方針的

程式碼都應該被更正。然而，實務上，更正所有違反既非必要，也不實際，這種「非黑

即白」、「全有或全無」的觀點，可能導致開發人員乾脆一概忽略，全部視而不見。

我們採取不同的做法。為了讓統計指標簡單又實用，我們不根據違反的數量來決定程式

碼基礎的品質，而是基於程式碼基礎的品質概廓（quality profile）。品質概廓將指標劃

分成幾個不同的分類（category），從完全遵循到嚴重違反，透過品質分析，我們可以區
分輕微的違反（例如，包含 20行程式碼的方法）與嚴重的違反（例如，包含 200行程
式碼的方法）。在下一節討論可維護性的常見誤解之後，我們會介紹如何利用品質概廓

來量測系統的可維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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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可維護性的各種誤解
在本節中，我們會討論實務上關於可維護性的種種誤解。

誤解：可維護性與編程語言有關

「我們的系統使用最先進的編程語言，所以它的可維護性至少不比其他系統差。」

根據 SIG的資料，對可維護性來說，系統選用什麼技術（編程語言）並不是關鍵因素，
我們的資料集包含可維護性最好的 Java系統，也包含可維護性最差的 Java系統。在我
們的基準資料中，Java系統的平均可維護性與全體平均值一樣，C#也是，這表示，使
用 Java（或 C#）能夠寫出可維護性良好的系統，然而，採用這些語言並不能保證系統
具有可維護性。很明顯，可維護性還有其他決定因素。

為求一致，本書全部使用 Java程式碼，但闡述的指導方針並非只適用於

Java語言，事實上，SIG已經根據本書指導方針與相關指標，針對以上

百種編程語言實作的系統做過基準測試。

誤解：可維護性與產業有關

「我的團隊為汽車產業開發嵌入式軟體，這個領域的可維護性與眾不同。」

我們相信本書介紹的指導方針適用於所有形式的軟體開發：嵌入式軟體、遊戲、科學軟

體、軟體元件（例如編譯器或資料庫引擎），以及管理軟體。當然，各個領域之間存在

著一些差別，例如，科學軟體通常使用特定編程語言（例如 R語言）來進行統計分析，
但是，即便使用 R語言，保持程式碼單元簡短單純仍然是一個好主意。嵌入式軟體所在
的環境通常具有嚴格的效能要求，而且資源非常有限，因此，當我們必須在效能與可維

護性之間作抉擇時，恐怕只能選擇前者。無論如何，不管領域為何，ISO 25010定義的
品質特徵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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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可維護性等同於沒有臭蟲

「你說系統的可維護性在水準之上，但它到處是臭蟲哩 !」

根據 ISO 25010的定義，一個系統可以是高度可維護的，同時又不滿足其他品質特徵，
也就是說，系統的可維護性可能高於平均值，但仍然存在功能可適性、效能、穩定性

等其他問題。高於平均值的可維護性只表示我們可以有效且高效地修改系統，降低臭蟲 
數量。

誤解：可維護性是一道是非題

「我的團隊能夠反覆修正系統的臭蟲，證明它是可維護的。」

這個區別很重要，從字面上看，「可維護」（Maintain-Ability）表示「可以被維護的能
力」。根據 ISO 25010的定義，原始碼的可維護性並不是非黑即白，一翻兩瞪眼，相反
地，可維護性表示進行修改的高效及有效程度。因此，正確的問題並非是否已經完成變

更（例如臭蟲修正），而是修復這個臭蟲究竟花費多少時間（高效），以及這個臭蟲是否

正確地被修復（有效）。

根據 ISO 25010的可維護性定義，可以這麼說，一個軟體系統絕不是完全可維護，也不
是完全不可維護。實務上，我們在 SIG遇過很多被認為無法維護的系統，這些系統在修
改的效率與有效性方面非常差，以致於系統的擁有者承擔不起它的維護成本。

1.5　評估可維護性
現在我們知道，可維護性這個品質特徵是一個程度問題，它表示系統維護的容易程度，

但什麼是「容易維護」，什麼又是「不易維護」？顯然，對複雜系統來說，經驗豐富的專

家會比經驗不足的開發人員做起來更輕鬆。在 SIG，我們透過基準資料，讓軟體產業的
統計指標來回答這個問題，如果系統的軟體指標評分低於平均值，那麼，它就比一般水

準的系統更難維護。基準資料每年校準一次，因為整個產業都在學習如何更有效地撰碼

（例如借助新技術），所以統計指標的平均值也呈現出遞增的趨勢，幾年前尚處於平均

水準的系統，現在可能已經低於平均值，基準資料也因而反映出軟體工程的最新狀態與

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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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透過星級評等區分基準資料當中的各個系統，從 1顆星（最難維護）到 5顆星（最
易維護），從 1顆星到 5顆星的分布情況為 5%-30%-30%-30%-5%，因此，在基準資料
中，前 5%的系統被評等為 5顆星。當然，在這些系統中，還是存在違反指導方針的程
式碼，但比起其他星等的系統要少很多。

星級評等能夠預示實際的系統可維護性。SIG收集了大量的實驗數據，證實 4星級系統
在解決問題與實作需求的速度是 2星級系統的 2倍。

基準資料中的系統按照它們的品質概廓來排名。圖 1-1 展示三個關於「程式碼單元
尺寸」的品質概廓範例（印刷版讀者可到本書的程式碼儲存庫（https://github.com/

oreillymedia/building_maintainable_software）中查看本圖及其他品質概廓的全彩版本）。

Jenkins的程式碼 
單元尺寸的品質概廓

匿名 2星級系統的程式碼 
單元尺寸的品質概廓

4星級系統的程式碼 
單元尺寸的品質分界點

圖 1-1　三個品質概廓範例

在圖 1-1中，第一張圓形圖是 Jenkins（http://jenkins-ci.org/）版本 1.625的原始碼單元尺
寸的品質概廓，這個品質概廓告訴我們，在 Jenkins的程式碼基礎中，64%的程式碼位
在不超過 15行的方法中（符合指導方針），18%的程式碼位在 15到 30行的方法中，
12%的程式碼位在 30到 60行的方法中。更且，Jenkins的程式碼基礎並不完美，6%的
程式碼位在相當冗長的單元中（超過 60行程式碼），嚴重違反程式碼單元尺寸的指導 
方針。

圖 1-1的第二張圓形圖展示 2星級系統的單元尺寸品質概廓。請注意，三分之一以上的
程式碼位在超過 60行的單元中，系統的維護工作會非常困難。

最後，圖 1-1的第三張圓形圖顯示 4星級系統單元尺寸的分界點。與第一張圓形圖相
比，你可以看到，Jenkins的程式碼符合 4星級的單元尺寸指導方針（雖然不能達到 5星
級），因為每個分類的程式碼百分比均符合 4星級的要求（譯按：相較之下，更多程式
碼位在不超過 15行的方法中，更少程式碼位在超過 15行的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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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章最後會展示該章所述指導方針的品質概廓分類（categories），在 SIG，我們使用
這些分類來評等可維護性。具體來說，針對每個指導方針，我們會顯示 4星級以上（基
準資料的前 35%）的評等分界點，以及每一個分類的程式碼百分比。

1.6　可維護性指導方針的概述
在後續章節中，我們會將十個指導方針全部一一介紹，不過這裡先將它們羅列出來，讓

你有一個整體的概念與印象。建議你從第 2章開始依序閱讀本書所有章節。

撰寫簡短的程式碼單元（第 2章）

簡短的程式碼單元（亦即方法與建構式）比較容易分析、測試和重利用。

撰寫簡單的程式碼單元（第 3章）

程式碼單元包含越少決策點就越容易分析和測試。

不撰寫重複的程式碼（第 4章）

任何時候都應避免原始碼重複，因為一旦需要修改，就得處理每一份副本。重複程

式碼也是遞迴性臭蟲（regression bug）的滋生根源。

保持單元介面單純（第 5章）

程式碼單元（方法和建構式）包含越少參數，就越容易測試及重利用。

不同模組之間的關注點分離（第 6章）

鬆散耦合的模組（類別）比較容易修改，並且促成更模組化的系統。

讓架構元件保持鬆散耦合（第 7章）

系統的頂層元件之間越是鬆散耦合，就越容易修改，也會導致更加模組化的系統。

保持架構元件平衡（第 8章）

平衡度良好的架構擁有不多不少的元件、尺寸一致的程式碼單元，以及最大程度的

模組化，並且透過關注點分離，讓修改工作變得很容易。

保持小規模的程式碼基礎（第 9章）

大型系統很難維護，因為更多程式碼需要分析、修改及測試，同時，在大型系統

中，每一行程式碼的維護效率也比小型系統來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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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開發與測試（第 10章）

自動化測試（亦即，無需人工干預即可執行測試）能夠針對修改是否有效，獲得近

乎即時的回饋。手動測試無法形成規模。

撰寫乾淨的程式碼（第 11章）

程式碼基礎存在越多 TODO（待辦事項）、無用程式碼等不相關的遺留物，新加入的
團隊成員就越難保持生產力，進而影響維護工作的執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