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訊產業中，軟體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如果公司想要在資訊產
業界佔有一席之地，擁有強大的軟體研發實力是必要的條件。雖然軟
體研發的核心技術是程式，但是以現階段軟體產業的生態來說，能夠
善用輔助工具來提升軟體研發效率，也是影響軟體實力的關鍵因素之
一，而 Git 就是能夠有效提升軟體研發效率的重要工具。

Git 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Git 最初是由 Linux kernel 的作者 Torvalds 先生所開發，專門用來
管理 Linux kernel 專案的工具。它的功能是負責專案的版本控制，我
們稱它為「版本控制系統」（Version Control System, VCS）。雖然在
Git 之前已經有許多 VCS，但是相較之下，Git 有更多優點。因此自從
Git 出現之後，就以「後來居上」的態勢快速普及。不僅有許多軟體研
發公司改用 Git 來控管軟體專案，網路上也出現許多提供 Git 檔案庫儲
存服務的網站。而且絕大多數開放原始碼的程式專案，也都是使用 Git
來管控。為了因應這樣的趨勢，軟體開發工具現在也都支援 Git。因此
只要從事軟體研發相關工作，或是未來即將踏入這個領域，Git 已經成
為必備的技能。
Git 和其他 VCS 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它的優點是能夠提升軟體
開發團隊的工作效率，但是相對而言，就需要多一點時間學習。初次
使用 Git 通常會有似懂非懂的感覺，仿照別人的操作雖然很容易，可是
究竟這樣操作會得到什麼結果，或是在不同的情況下該如何處理，這

一切都覺得懵懵懂懂。如果是和軟體研發團隊一起工作，每一次操作
Git 更是膽顫心驚，害怕一不小心，毀了整個團隊的心血結晶，成為大
家的罪人！
其實 Git 的核心精神是要保護我們的檔案，因此它運作的最高指導
原則，就是不會遺失我們的資料，除非我們自己執行刪除檔案的指令。
因此 Git 的安全性是無庸置疑的，只要我們瞭解它的運作方式，熟悉各
種情境下的操作方法，就能夠讓它發揮最大的效能。

Git 的學習之道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幫助讀者，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學習 Git 的功
能和用法。書中以實際的操作範例，讓讀者親身體驗 Git 運作的細節，
並且掌握每一個指令的效果，和每一個選項的使用時機。雖然網路上
有許多採用 GUI 介面的 Git 程式，但是筆者不建議初學者一開始就使
用這類型的程式。因為它的操作介面過於複雜，初學者在還沒有完全
瞭解的情況下，常常會覺得疑惑，反而容易讓學習失焦。相較之下，
輸入 Git 指令的操作方式雖然比較麻煩，但是卻比較清楚，初學者
可以完全理解每一個操作和選項所造成的結果。等到奠定 Git 指令
操作的基礎之後，再來使用 GUI 介面的 Git 程式，就會水到渠成，
輕而易舉！
本書的內容安排先從 Git 的單機操作開始，讓讀者瞭解 Git 如何運
作，並且熟悉設定檔和檔案庫的基本操作方法。接著學習如何建立分
支、合併分支和解決衝突。等到基礎完備之後，再介紹 GUI 介面的 Git
程式，讓讀者體驗不同的操作風格。接著學習 Git 在團隊開發模式的應
用，以及介紹網路上提供 Git 檔案庫儲存服務的網站。讓讀者瞭解如何
利用這些資源，輔助程式專案的開發。使用這些網站的另一個好處是
可以藉此參與開放原始碼的程式專案， 以 提升程式開發的經驗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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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本書的最後部分是介紹架設 Git Server 的幾種方法，讓每一個專案
開發團隊，可以依照自己的軟硬體環境，選擇適合的方式來控管專案。
相信本書精心編排的學習單元，能夠順利地引導初學者，一步一
步建立完整的 Git 操作觀念和技巧，並且培養在不同情境下的應用能
力。一旦讀者能夠完全掌握 Git，它必定成為你，或是你的團隊，開發
程式專案的最佳助手！

孫宏明
于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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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已經初步瞭解 Git 的功能和操作方式。俗話說「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我們必須知道如何控制 Git 的運作，才能夠讓它發揮最
大的效用。每一個軟體都有設定檔，它可以決定程式要如何執行，Git
也不例外。Git 有三個不同層級的設定檔，它們有不同的優先權，高優
先權檔案的設定項目會覆蓋低優先權檔案中相同的設定項目。以下依
照優先權由高至低依序介紹：
1. 資料夾裡頭「.git」子資料夾中的 config 檔
這個設定檔具有最高的優先權。也就是說，它的設定會覆蓋其他
設定檔中相同的設定項目。舉例來說，如果這個檔案中設定 A=B，
就算以下二個設定檔設定 A=C 最終生效的還是 A=B。但是這個設
定檔只對它所在的檔案庫有效。

2. 登入帳號的 home directory 裡頭的.gitconfig 檔
只有在前一個設定檔中沒有設定的項目，這個設定檔的設定才會
生效，而且這個設定檔只對此帳號登入的使用者有效。
3. Git 程式的安裝資料夾裡頭的 mingw64\etc\gitconfig 檔
只有前二個設定檔中沒有設定的項目，這個設定檔的設定才會生
效。這是公用的設定檔，它對所有登入帳號和所有 Git 檔案庫都
有效。
要顯示、新增或是修改設定檔中的項目，必須利用「git config」指令，
接下來我們就來學習它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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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 config」指令的用法

要顯示目前 Git 的設定值可以執行下列指令：
git config -l

這個指令會顯示三個設定檔中所有的設定項目（參考圖 2-1），它的順
序是先顯示優先權最低的設定，也就是前面介紹的第三個設定檔中的
設定（圖 2-1 中標示 A 的部分），再依序顯示優先權比較高的設定。
圖 2-1 中標示 B 的部分是登入帳號的 home directory 裡頭的.gitconfig
檔的設定，C 部分是檔案庫資料夾裡頭「.git」子資料夾中的 config 檔
的設定。我們也可以指定顯示單一設定檔的內容如下：
以下指令顯示 Git 安裝資料夾裡頭的 mingw64\etc\gitconfig 檔案中的設定
git config --system –l
以下指令顯示登入帳號的 home directory 裡頭的.gitconfig 檔案中的設定
git config --globa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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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執行「git config -l」指令的顯示畫面

我 們 可 以 在 設 定 檔 中 新 增 設 定 項 目 。 舉 例 來 說 ， 在 執 行 「 git
commit」指令時，必須提供操作者姓名和 email。上一個單元的作法是
利用「--author」選項來設定。這種方式有點麻煩，因為每一次執行「git
commit」都要重新輸入一次。比較簡便的作法是把操作者姓名和 email
記錄在設定檔裡頭。如此一來，當執行「git commit」指令時，如果沒
有加入「--author」選項，設定檔中的操作者姓名和 email 就會自動帶
入。我們可以指定要把操作者姓名和 email 記錄在哪一個設定檔，如果
要記錄在檔案庫中的設定檔，可以執行下列指令：
git config user.name ‘操作者姓名’
git config user.email ‘操作者 email’

如果要記錄在登入帳號的 home directory 裡頭的.gitconfig 設定檔，可以
執行下列指令：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操作者姓名’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操作者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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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記錄在 Git 程式安裝資料夾裡頭的 mingw64\etc\gitconfig 設定
檔，可以執行下列指令：
git config --system user.name ‘操作者姓名’
git config --system user.email ‘操作者 email’

也就是說，我們是利用「git config」指令的選項來決定要寫入哪一個
設定檔。「--global」表示 home directory 裡頭的.gitconfig 設定檔，
「--system」則是 Git 程式資料夾的 mingw64\etc\gitconfig 設定檔。如
果要移除設定檔中的項目，可以利用「--unset」選項。例如要移除檔
案庫設定檔中的操作者姓名，可以執行以下指令：
git config --unset user.name

如果要移除的是其他設定檔中的項目，則視情況加入「--global」或是
「--system」選項。
補充說明
git 指令的「長」選項和「短」選項
讀者會發現有時候 Git 指令的選項是用一個「連結字元」開頭，像是「-m」
，
有時候卻是用二個「連結字元」開頭，像是「--author」，為什麼呢？其
實使用一個「連結字元」開頭的選項只是簡便的形式，我們也可以把它
換成完整的形式。例如「git commit -m ‘說明’」的完整形式是「git commit
--message=‘說明’」（選項後面的「=」可以省略）。又例如「git config
-l」的完整形式是「git config --list」。簡便形式只是縮短指令的長度，以
方便輸入，但是並非每一個選項都有簡便的形式。我們可以執行「git 指
令 --help」叫出指令的網頁說明檔，裡頭有完整的指令選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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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都已經習慣操作圖形介面的程式，如果需要輸入指令，
會覺得有點麻煩。尤其是遇到比較長的指令，如果再加上選項，有時
候真的會讓人失去耐心。其實我們可以在 Git Bash 程式中，利用鍵盤
方向鍵的上和下，叫出之前執行過的指令。然後再利用左方向鍵或是
右方向鍵，移動到需要修改的地方進行修改，最後按下 Enter 鍵執行。
另外，為了提高便利性，我們可以定義指令的「別名」（alias），也
就是用簡短的縮寫來表示正式的指令。這樣只要輸入我們定義的「指
令別名」，Git 系統就會自動把它換成正式的指令。定義指令「別名」
的方法如下：
git config alias.指令別名 ‘正式的指令和選項’

「指令別名」不可以包含空格，「正式的指令和選項」就是我們下指
令時，在「git」之後輸入的那一串文字。如果裡頭沒有空格，可以省
略單引號。另外，如同前面的作法，可以利用「--global」或是「--system」
選項，指定要把 alias 記錄在哪一個設定檔。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git config alias.con ‘config -l’

執行以上指令之後，會在檔案庫的 config 設定檔中新增一個 alias 項
目，然後就可以利用以下指令顯示 Git 的設定，它的結果等同於執行
「git config -l」：
git con

如果要移除這個 alias，同樣是利用前面介紹的「--unset」選項：
git config --unset alias.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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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已經具備 Git 操作的基礎，這個單元要介紹如何在開發程式專
案的過程中，導入 Git 管理機制。首先要說明使用 Git 的策略，接著再
用一個實際的程式專案來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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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專案開發導入 Git 的策略

我們先回想一下開發程式專案的過程。剛開始的時候，是用開發
工具建立一個程式專案，然後依照使用者的需求，開始撰寫程式碼，
以及準備需要的專案資源檔。基本上，我們會依照使用者提出的功能
需求，來區分不同的開發階段。例如先完成功能一，再開發功能二，
依此類推。等到所有的功能都完成之後，就可以把系統交付給使用
者，甚至開始著手開發下一個版本。這整個過程可以用圖 10-1 表示。

剛建立的
程式專案

完成
功能二

完成全部功能之後
交付給使用者的版本

●●●

●●●
完成
功能一

開始開發
下一個版本

圖 10-1

程式專案的開發過程

圖 10-1 和我們已經學過的 Git 檔案庫的 commit 節點演進圖非常類
似，因此我們可以利用 Git 指令記錄程式專案開發過程中的每一個階
段。日後我們可以隨時從 Git 檔案庫取得每一個階段的程式碼。雖然把
圖 10-1 當成 commit 節點的演進圖似乎是理所當然，但是如果進一步
從細節來思考，會發現有些情況並不是那麼理想。例如在交付給使用
者第一版程式之後，又繼續開發下一個版本。日後如果想要取出第一
版的程式碼，必須在圖 10-1 的 commit 節點中，找出正確的節點。再
者，交付給使用者的版本應該比較重要，如果把它摻雜在開發中的版
本裡頭，會有比較大的風險。因為一旦有任何疏失，可能就會前功盡
棄！
以上討論的問題可以用 Git 檔案庫的分支來解決。也就是說，我們
把正式版的程式專案，和開發中的版本，放在不同的分支。例如原來
的 master 分 支 專 門 儲 存 正 式 版 的 程 式 專 案 ， 然 後 另 外 再 建 立 一 個
develop 分支，專門用來儲存開發中的版本。如此一來，就會變成圖 10-2
的架構。如果採用這種開發模式，可以很容易地在 master 分支上，找
到程式專案的所有正式版本。而且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 develop 分支上
作業，只有完成正式版的時候，才需要把結果合併到 master 分支。因
而可以減少因為操作疏失，而損壞正式版程式專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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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給使用者
的版本

剛建立的
程式專案
master 分支

建立 develop 分支

把 develop 分支
合併到 master 分支

develop 分支
●●●
完成
功能二

完成
功能一

圖 10-2

●●●

完成
全部功能

開始開發
下一個版本

利用分支儲存正式版和開發中的程式專案

在 develop 分支上開發程式還可以再細分成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程
式修改的幅度不大，需要的時間不會太久，短短幾天之內就可以完成。
這時候可以直接在 develop 分支上修改，完成之後再 commit。第二種
情況是程式修改的幅度比較大，需要的時間長短比較難掌握，甚至不
確定最後是否會成功。這時候可以從 develop 分支再長出另一個分支，
例如可以將這個新分支取名為 feature/new-function-name，然後切換到
這個新分支，再開始著手修改程式。在這個新分支上，我們可以放心
地進行任何修改，執行 commit，完全不用擔心會影響到 develop 分支
上的程式專案。如果開發的過程中，develop 分支上的程式碼又被更
新，可以隨時使用 rebase 指令，讓這個新分支的程式碼和 develop 分支
進行同步。等到這個新分支的功能開發完成之後，再將它合併到
develop 分支。這種開發模式會形成圖 10-3 的架構。如果最後決定不要
採用新分支所開發的功能，可以在還沒有合併之前，先切換到 develop
分支，再把這個新分支刪除即可。瞭解如何將 Git 應用到程式專案的開
發之後，接下來我們用一個實際範例，讓讀者親身體驗一下 Git 強大的
程式碼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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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如果合併分支之後，想要回到未合併之前的狀態，可以使用「git reset」
指令，詳細作法請參考單元 8 的介紹。

剛建立的
程式專案
master 分支

●●●

develop 分支
●●●

建立 develop
分支

完成
功能二

完成
功能一

建立新分支

在新分支上
開發新功能

圖 10-3

把新分支
合併到
develop 分支

新分支
●●●

開發完成

在 develop 分支上建立另一個分支，進行新功能的開發

10-2 Git 搭配程式專案開發的實務演練
瞭解 Git 的使用策略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動手，實際體驗一下將
Git 導入程式專案開發的完整過程。程式專案可以分成「起始階段」、
「開發階段」和「完成階段」，以下說明如何在這三個階段，運用 Git
指令來建立 Git 檔案庫、操作分支、執行 commit…等操作。
程式專案的「起始階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1. 建立一個新的程式專案。
2. 初始化這個新專案的 Git 檔案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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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輯「.gitignore」檔案，排除不需要存入 Git 檔案庫的檔案和資料
夾，然後把原始的程式專案存入 Git 檔案庫。
4. 建立開發程式專案專用的分支。
有些程式開發工具在建立程式專案的時候，會自動產生「.gitignore」
檔案。如果程式開發工具沒有產生「.gitignore」檔，我們就要自己使
用文字編輯程式來建立這個檔案。並且視情況需要，在程式專案的子
資料夾也建立這個檔案。詳細的作法請參考單元 3 的說明。準備好
「.gitignore」檔案之後，就可以啟動 Git Bash 程式，依序執行以下指
令：
cd 程式專案的資料夾
git init
git status

 切換到程式專案的資料夾
 初始化 Git 檔案庫
 顯示目前資料夾中的檔案狀態

執行「git status」指令之後，畫面會顯示有哪些檔案和子資料夾是
untracked 的狀態。例如以下是 Android Studio App 專案的執行結果，
名稱最後以斜線字元結尾的就是資料夾：
On branch master
Initial commit
Untracked files:
(use "git add <file>..." to include in what will be committed)
.gitignore
.idea/
Game.iml
app/
build.gradle
gradle.properties
gradle/
gradl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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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lew.bat
settings.gradle
nothing added to commit but untracked files present (use "git add" to
track)

繼續執行以下指令：
git add .
git status

畫面會顯示有哪些檔案已經被加入 Git 索引。接著再執行以下指令，完
成檔案的儲存（提示：必須先設定好 Git 的操作者資訊，否則必須使用
「--author」選項，輸入操作者姓名和 email，詳細作法請參考單元 2
的說明）：
git commit -m 'Initial app project.'

現在 Git 檔案庫已經有最原始的程式專案和預設產生的 master 分
支。依照前一個小節的討論，master 分支是用來儲存正式版的程式專
案。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分支，然後在這個分支上開發程式專
案，請執行以下指令：
git checkout -b develop

這個指令會建立一個名為 develop 的分支，並且把目前工作中的分支，
從 master 切換到 develop 分支。Git Bash 程式提示字元上方狀態列最後
的括弧內，會顯示 develop，表示目前是在 develop 分支上操作。現在
如果執行「gitk」指令啟動圖形檢視模式，會在畫面左上方看到圖 10-4
的結果。表示現在有一個 develop 分支、一個 master 分支和一個 commit
節點。這樣就完成「起始階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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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程式專案「起始階段」的 Git 檔案庫狀態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在 develop 分支上進行程式專案的開發。我們可
以切換到程式開發工具，開始編輯程式碼，加入、修改或是刪除專案
資源檔，以及進行任何開發程式專案的操作。然後在適當的時間點，
回到 Git Bash 程式，執行以下指令，把目前程式專案的狀態送進 Git
檔案庫儲存：
git add -A
git status
git commit -m ‘作業說明’

以上的「git status」指令不是必要的步驟。但是建議每一次執行「git add」
指令之後，都執行「git status」指令，檢視究竟有哪些檔案被加入 Git
索引，以確保目前程式專案的狀態，被正確地送進檔案庫儲存。不會
因為操作的疏失，而有任何遺漏。另外，Git Bash 程式不需要一直保持
在執行狀態，我們可以在操作 Git 檔案庫告一段落的時候，例如「起始
階段」完成時，結束 Git Bash 程式。等到下次要執行 Git 指令的時候，
再重新將它啟動，然後切換到程式專案的資料夾。Git Bash 程式會自動
回復到前一次結束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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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git add」指令搭配不同選項和參數，會把不同狀態的檔案（例如被修
改的檔案、新增的檔案、被刪除的檔案）加入 Git 索引：
1. 「git add .」
這個指令會把新增的檔案和被修改的檔案加入 Git 索引，但是被刪除
的檔案不會記錄在 Git 索引。也就是說執行 commit 之後，檔案庫不會
知道資料夾中已經有哪些檔案被刪除。
2. 「git add -u」
把被修改的檔案和被刪除的檔案加入 Git 索引，但是新增的檔案不會
加入 Git 索引。也就是說執行 commit 之後，檔案庫不會包含新增的檔
案，但是會停止更新已經被刪除的檔案。
3. 「git add -A」
把新增的檔案、被修改的檔案以及被刪除的檔案全部加入 Git 索引。
執行 commit 之後，檔案庫會包含修改的檔案和新增的檔案，而且會
停止更新已經被刪除的檔案。

剛建立的
程式專案
master 分支
●●●
建立 develop 分支

develop 分支
●●●

程式專案的「開發階段」
所執行的 commit

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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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專案在「開發階段」的 Git 檔案庫型態

依照上述的開發模式，經過幾次 commit 之後，Git 檔案庫會形成
圖 10-5 的型態。這種開發方式適合用在短時間（例如 2~3 天）就可以
完成的情況。而且在這段期間，不會因為其他原因，需要對程式專案
的其他部份進行修改。如果程式專案的修改，或是新功能的開發，需
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這種情況應該從 develop 分支延伸出另一個
分支，然後在這個新分支上進行開發作業。我們可以在 Git Bash 程式
執行下列指令：
git checkout develop
 切換到 develop 分支，如果現在已經在 develop
分支，可以略過這個指令
git checkout -b 新分支的名稱  建立一個新分支，並且切換到該新分支

執行完上述指令之後，就可以回到程式開發工具，開始修改程式專案。
我們可以在適當的時間點回到 Git Bash 程式，把目前程式專案的狀態
存入 Git 檔案庫。
這種在新分支上修改程式的作法，可以隨時切換到 develop 分支，
修改原來的程式版本。甚至二者可以同時進行（在多人開發模式下，
這是經常出現的情況，後續單元會再詳細討論）
。但是在切換到 develop
分支之前，記得先把新分支的狀態存入 Git 檔案庫，然後執行以下指令：
git checkout develop

執行這個指令之後，資料夾中的檔案會全部變成 develop 分支的版本，
然後就可以回到程式開發工具，開始著手修改。等到 develop 分支上的
修改告一段落之後，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切換到新分支，繼續未完成的
工作。
依照這種開發模式，Git 檔案庫會變成圖 10-6 的架構。但是這種
情況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新分支的程式碼和 develop 分支上的程式碼
不一致。遇到這種情況可以利用 rebase 指令，把 develop 分支的修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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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新分支上。執行 rebase 指令可能發生「衝突」的狀況，解決方法
請參考前一個單元的說明。
剛建立的
程式專案
master 分支

建立 develop 分支

建立新分支之後
又修改程式專案

●●●

develop 分支
●●●
建立新分支
●●●

在新分支上進行開發

圖 10-6

從 develop 分支延伸另一個新分支的開發模式

等到新分支的開發工作完成以後，就可以在 Git Bash 程式執行下
列指令，把最後的結果合併到 develop 分支，然後刪除新分支。Git 檔
案庫就會回到圖 10-5 的架構。
git checkout develop
git merge --no-ff 新分支的名稱
git branch -d 新分支的名稱

另一種情況是最後決定放棄新分支的開發作業，這時候只要在 Git
Bash 程式執行下列指令，就可以強制刪除新分支。資料夾中的檔案會
全部回復到 develop 分支的狀態。
git checkout develop
git branch -D 新分支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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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式專案開發期間，有時候需要回頭檢視舊版本的程式檔，或
是比對不同版本的程式檔，找出二個版本之間的差異。甚至刪除 Git
檔案庫的 commit 節點，回到舊版本的狀態。這些相關的 Git 指令和操
作技巧，都可以參考前面單元的介紹。最後當開發工作大功告成的時
候，就可以在 Git Bash 程式執行以下指令，把 develop 分支上的程式專
案，合併到 master 分支，變成正式版本。Git 檔案庫會變成圖 10-2 的
型態。
git checkout master
git merge --no-ff develop

這個單元我們詳細介紹 Git 的使用策略，以及如何將它導入程式專
案開發的過程，讓讀者能夠學以致用，實際體驗 Git 強大的程式碼管理
能力。這個範例是以單人開發模式來考量，但是其實在多人開發模式
下，才更能夠突顯 Git 的優點。本書後續單元會繼續介紹相關的進階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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