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 16世紀後期，一條環繞著我現在居住的島嶼的道路建成了。嗯，不算

一條道路，只是一條簡單的步道，用於連接當時繁榮的許多小型農業和

漁村。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隨著捕鯨船和傳教士以及種植園主在 19世

紀的到來，減少旅行摩擦和提高運輸能力有明顯的經濟動力。因此以原

始小徑為基礎建造了更寬的道路來容納馬匹、火車以及新興的汽車。時

代再次發生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需要更寬更強的道路，但毫無意外的

由於預算衝突而被削減了。戰爭結束後，捕鯨者、傳教士、種植園主、

水手們成為歷史記憶時，這條道路仍然存在，但現在卻可以容納數量驚

人的遊客車輛。基礎設施的資金就是這樣，一條新的道路已經規劃好，

但只是建好一部分。維護舊路的成本搶了鋪設新路的資金；但是，這是

所有系統的本質。即使是現在，時代仍在變化，而這次是氣候變化，表

現在海平面的上升，並預計在本世紀內達到三英尺。海水已經漫上這條

古老的道路上並開始淹沒道路，使其替代方案不可避免和緊迫。

軟體密集型系統就是這樣的：打下基礎後，因為很多當時看起來合理的

原因而採取捷徑；但是隨著時間過去，幾個月、幾年、甚至幾十年不斷

累積的程式碼使得每個成功的專案很快成為傳統專案。看著那些快速成

長、不受舊程式碼束縛的年輕公司，有一天突然發現到開發長壽、高品

質的軟體密集型系統很困難，真是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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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非常有智慧和實用的書。Philippe、Ipek、Robert和其他參與者

在交付高品質系統方面擁有豐富的實際經驗，他們的專業知識表現在這

些書頁中。你將從本書了解技術債務是什麼、不是什麼、如何管理、以

及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償還。

這是我希望在剛開始職業生涯時就讀過的一本書。但是，直到現在才能

寫出來。作者提出源自其多年的經驗的大量案例研究與如何應用於專案

的見解。仔細閱讀本書。再讀一遍。每一頁都有實用的資訊，老實說，

這將改變你正確處理技術負債的方式。

Grady Booch

IBM同事

2019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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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我在技術負債這個名詞出現的很久之前就遇到了。80 年代時，

我在做一些 Alcatel的周邊設備，程式碼必須放得進 8kB的 ROM（唯讀

記憶體）。隨著“燒”ROM的最後期限來到，我們對程式碼進行了很多

破壞以讓它放得下，“下一個版本有 16kB，到時候再改回來⋯”。下一

個版本真的有了 16kB的 ROM，但我們從來沒有把有問題的程式碼改回

來，因為下一個版本的截止日期又快來不及了。新加入的程式設計師會

說，“哇，這醜的要命，簡直是腦殘，太可怕了。你是怎麼寫出這麼糟糕

的程式的？”。同事們會回答，“哦，是的，去問 Philippe，他會解釋為

什麼會這樣。至少，從好的方面來說，它完成了工作並通過了所有的測

試。想修改就要自行負責”。

Robert：隨著敏捷實踐的出現，我很有興趣聽開發者講擴展的故事。當時

有兩個組織的兩個頻寬效能很重要的專案都採用了敏捷方法。最小可行

產品的展示很成功，但都引發了新的高頻寬需求。其中一個專案能夠快

速適應新需求，而另一個則如 Philippe說的“撞牆”，架構和支援程序不

夠靈活，無法使專案快速適應。這讓我思考開發者為產生更多功能或投

資架構和基礎建設而做出的選擇。

Ipek：我認為軟體工程首先是一項經濟活動。雖然設計選擇理論上由預

算、時間表、和其他業務問題推動，但我的經驗表明實際上不多。我們

稱之為 GIS-X的導航系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是 2007年對該系統進行

架構評估的團隊成員之一，開發團隊的任務是將先進的圖資處理整合到

GIS-X中以最佳化路線。由於時間壓力，參與該專案的五個開發團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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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偏離設計。組織犯下的關鍵錯誤之一就是沒有指派架構負責人來掌

控設計、業務、資源限制。

在 2005∼ 2008年左右，技術負債的概念在網路上開始出現，主要是在

敏捷社區中。我們意識到開發人員非常了解技術負債，即使他們沒有這

樣稱呼，但組織的業務方面幾乎沒有發現且認為它與缺陷非常相似。我

們三個人在那個時候見過幾次，我們最初開發了一個關於艱難選擇的小

遊戲以幫助軟體團隊更了解技術負債的含意。隨著我們發現更多的工業

界和學術界人士願意更深入認識這個在任何軟體工程敘述中都不太合適

的奇怪概念，我們在 2010年開始組織一系列由軟體工程研究所（SEI）

贊助的技術負債管理研討會探索這一概念。從那以後，我們每年都有一

個研討會。它們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現在是一系列年度 TechDebt會議。

我們三個人一起寫論文，並向世界各地的觀眾做了或長或短的演講。

2015年起我們的觀點開始有所不同，這就是我們想寫一本關於技術負債

的書。事實證明它仍然是一個移動目標。

在過去八年左右的時間裡，我們與很多人進行了互動，而你手中的這本

書是與數百人合作的結果。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在理解技術負債的簡

單隱喻背後的現象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現在認為，我們可以更好的了

解技術負債的來源、它對軟體密集型開發專案的影響、以及這種技術負

債的實際形式。我們現在肯定的說，所有系統都有技術負債，管理技術

債務是任何軟體工程成功的關鍵。我們已經聽說過不同的組織如何應對

它。我們觀察並嘗試了有望用技術負債創造奇蹟的工具。我們也理解簡

單金融隱喻的局限性：我們現在意識到技術負債並不像你的房貸。

本書適用於聽過這個術語的從業者以及認為可能與其背景有關的人。希望

它能為你提供分析你自己情況的工具，並為你遇到的事件和製作物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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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篇充滿數字和統計的科學論文，有其他場合會討論數據。但是

我們將為你提供相關的具體例子。我們的一些業內朋友做出了貢獻，並

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出他們的技術負債經驗。

Philippe：我現在認為我的 ROM的故事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技術負債案

例，由純粹的進度壓力引發，對這一小段程式碼的可維護性造成嚴重後

果。1992年在溫哥華舉行的 OOPSLA會議中Ward Cunningham首次使用

了“技術負債”一詞。終於有了一個名字。

Robert：從兩個敏捷專案來看，我首先認為解決此問題的思路必須視基礎

架構與產品功能同等重要。這給了我部分工具來理解如何選擇。我現在

看到，將技術負債專案加到待辦工作中可以了解選擇的長期後果，因為

它們一起制定以規劃和監控這些視為技術負債的選擇。

Ipek：幾個月前，在我在軟體工程研究所（SEI）教的一個軟體架構課

程中，一位學生問我是否曾經使用過 GIS-X系統。他恰好是團隊中的工

程經理之一。他回憶起我們的建議並發現雖然當時我們沒有使用這些詞

語來表達我們的調查結果，但技術負債導致專案被取消。是改變的時刻

了。

它並不止於此。現在，你必須與社區分享技術負債的故事。這本書不是

結束⋯而是一個開始。

Philippe Kruchten, Vancouver

Robert Nord, Pittsburgh

Ipek Ozkaya, Pittsburgh



Chapter 1

軟體開發中的摩擦

建構複雜軟體的過程中還是有很多摩擦；以可重複與可持續方式建構

高品質軟體的目標對許多組織仍然難以達成，在網路時代更是如此。

— Grady Booch

組織的生產力是否下降？程式碼越來越難開發？團隊士氣低落？與其他

軟體業者一樣，你或許無法管理軟體開發的摩擦並留下大量負債。

為什麼要注意技術負債？它是怎麼來的？與軟體品質有何不同？這一章

介紹技術負債與其典型案例。

技術負債管理的前景

認識與管理技術負債是許多組織想要達成的目標。主動管理技術負債可以

讓組織能以整合技術決策與軟體經濟學和軟體工程的方式控制成本變動。

技術負債一詞並非新發明。Ward Cunningham於 1992年以它表示交付高

品質軟體時對速度與重寫之間的精細平衡。它的概念也不算新。軟體產

品從一開始就有別的名稱稱呼這個問題：軟體維護、軟體演進、軟體老

化、軟體衰退、軟體重新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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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將技術負債視為等同機械裝置的摩擦；裝置因磨損、缺乏潤滑、

設計不良導致的摩擦越多就越難運行，且必須要更多的動力維持原來的

效果。摩擦力同時也是機械部件間必要的條件，你無法完全消滅它；只

能減少它的影響。

過去十數年間，許多依賴軟體的大型公司慢慢的發現不管是叫技術負債

或其他名稱，它都是滿足客戶需求的障礙。技術負債開始被視為財務問

題。過去有一段時間，公司會在處理技術負債與快速交付或快速擴展間

做取捨、投入更多人力解決出現的負債、或乾脆放著不管。從會計學

的角度看，它並非借貸項目，但接下來將產生的費用會對公司財務狀況

有負面影響。政府組織這個軟體大買家現在也知道初始成本不等於總成

本；它們必須考慮全壽命費用。

技術負債無所不在：它影響軟體工程各方面，從需求到設計、寫程式、

分析與寫作工具、部署等。技術負債導致的摩擦在管理軟體開發組織中

的軟體工程角度更明顯。技術負債是軟體技術性持續性的鏡像；Becker

等（2015）將技術負債描述為“資訊、系統、基礎設施的長壽，以及隨

著周圍環境的變化而適當的演變。它包括維護、創新、過時、數據完整

性等”。它與軟體產業中更廣泛關注的可持續性有關，不只是環境方面，

還有社會與技術方面。

管理技術負債的進展是分階段的，勞動力傾向於使這類債務貶值。所以

它仍然是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認為以技術負債理解和管理問題會產生

不同的結果？軟體工程的幾個子學科已經成熟，成為技術負債問題答案

的一部分。舉例來說，程序分析技術雖然不是新的，但最近變得非常複

雜，足以在開發環境中使用。因此，它們的定位是以幾年前的方式發現

技術負債。結合操作和開發的 DevOps工具環境進一步能讓開發者分析程

式碼，在問題成為負債之前定位問題並實現更快的開發生命週期。開發

者在開發過程和實踐中也有討論技術負債用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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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負債概念與開發者產生了良好的共鳴，因為他們尋找一種定義明確的

方法來幫助理解軟體製作物、開發團隊、決策者之間的複雜相依關係，以

及如何平衡保持軟體產品運行的短期需求與未來可持續的長期需求。從這

樣看，技術負債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戰略投資和降低風險的方式。

技術負債基礎

許多從業人員視技術負債為程式碼品質不良的一種說法。不完全對。本

書會顯示技術負債有時可能更多是來自於過去的設計策略而非程式碼品

質。技術負債也可能在程式碼品質很好的系統設計或架構中累積。它也

可能來自設計或實作無法控制的外部事件。

本書專注於技術負債管理－定義、剖析、提出各種角度的案例研究與管

理技術。我們對技術負債的定義如下：

軟體密集系統中的技術負債由短期有利但不利於長期的設計或實作

架構組成。技術負債是或有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y），其影響僅

限於內部系統品質－主要是可維護性與可改進性。

我們喜歡這個定義是因為它不會只被視為財務觀點上的負債。雖然帶有

財務上的隱喻，但軟體的技術負債不是浮動利率或房貸。它來自設計決

策與程式碼的累積。

技術負債也呈現出或有（contingent）這種視特定事件是否發生的性質：

是否需要擔心依你希望系統如何演進而定。我們喜歡這個定義是因為它

不會將功能缺陷（錯誤）或外部品質不足（服務性）與技術負債混為一

談。系統品質是系統滿足利益關係人需求的指標。演進成本可從內部品

質看出。技術負債讓系統不易維護且難以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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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負債不是一個新概念。這與幾十年來從業者所謂的軟體演化和軟體

維護有關，自從開發者首次製作出有價值的軟體以來，它們一直困擾著

整個產業，他們不打算拋棄或替換新軟體，而是想要進化或簡單保持一

段時間。今天的差異在於越來越意識到技術負債如果管理得不好，將會

使軟體開發行業破產。今天的從業者別無選擇，只能將技術負債管理視

為核心軟體工程實踐之一。

雖然技術負債可能會帶來可怕的後果，但並不總是像它聽起來那樣不

祥。你可以將其視為整體投資策略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戰略性軟體設計

選擇。如果你發現自己花費了所有的時間來處理負債，或者你達到了無

法償還負債的程度，那麼你已經承擔了壞帳。借入或利用將來償還的時

間和精力時，你可能已經承擔了良好的債務。如果軟體產品成功，這種

策略可以提供比沒有債務時更高的回報。此外，如果軟體不成功，可能

還可以選擇放棄債務。技術債務的這種雙重性質（好與壞）使得它對許

多從業者來說有點混亂。

我們稍後將回到財務隱喻，以檢視是否存在與本金、利息、還款、甚至

破產等財務概念相對應的軟體概念。

技術負債案例

以幾個軟體開發專案故事說明我們對技術負債的定義。你會看到幾個組

織與軟體開發團隊受到技術負債困擾。

應急的 if-then-else
一家加拿大公司為當地客戶開發產品。基於在當地的成功，該公

司決定擴大業務至全加拿大，然後面臨一個新挑戰：20%的人口

日常使用法語。開發者花了幾天時間製作法語版本，加上全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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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 Yes或 No旗標與數百個 if-then-else陳述。產品展示很

平順，於是就上市了！

幾個月後，業務員靠著吹噓多語言功能從日本帶回訂單，預料日語

版也只需要幾天。當初沒有使用比較複雜的策略（例如：分離字串

與使用國際化套件）的問題現在開始搞死開發者。除了必須以可擴

展與可維護的策略實作，還得改正應急用的 if-then-else陳述。

對這家加拿大公司來說，當初使用 if-then-else陳述的決定從銷售業務角

度來看是必要的應急方案。技術正確的做法會延後系統交付並導致失去

訂單。所以程式醜歸醜（也很難補救）卻是當時正確的決定。接下來你

會繼續為每個語言版本加上一層 if-then-else嗎？或者重新思考策略並償

還之前的技術負債？在應急方案中加入日語字元集與直寫很麻煩且會造

成後續維護問題。你可能會說好的設計者一開始就會預見國際化與區域

化，但這是後見之明；最初開發階段的需求與限制非常不同，目標放在

主要功能且看不出有多語的需求。

撞牆

兩家國際金融機構合併，因此 IT系統也得合併。新公司的管理階

層判斷靠修補來混合兩個系統不可行，決定使用最新技術從頭建立

支援系統以擺脫多年累積的技術負債。

公司組織一個團隊來建構新系統。他們的進展神速，因為第一版目

標只是取代現有系統。幾個月後，他們累積了很多在每個“衝刺段

（sprint）”（或稱為迭代）示範時表現很好的程式碼。但是沒有人

思考過系統的架構；每個人都專注於為示範建構更多的功能。最終

出現了一些關於擴展性、資料管理、系統分散、安全性的難題，團

隊必須重構大量程式碼以解決這些問題，並很快的導致他們完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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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他們如同馬拉松跑者所說的撞牆了。他們有很多程式碼但沒有

明確的架構。六個月後，該組織累積了大量技術負債並導致停滯。

這個狀況與前一個案例不同。這無關程式碼品質。它是遠見的問題。開

發團隊在過程中忽視架構與技術選擇或從兩個舊系統學習；團隊無需在

事前做好所有事情，但必須在影響專案下游工作前完成。重構很有價

值，但有其限制。開發團隊必須拋棄大量已經寫好的程式。雖然組織打

算以全新系統擺脫技術負債，但未能在新系統的專案管理策略中消滅技

術負債。無知是福－但只有一陣子。

如履薄冰

一家成功的海事設備公司在 16年間累積了 3百萬行程式碼。過去

16年間，該公司做出很多產品，全部都有保固；冒出新科技；人

員流動；業界有了新的競爭者。

該公司的產品很難改進。小修改或新功能產生大量迴歸測試，而大

部分的測試必須手動進行，每個版本都需要好幾天。小修改經常破

壞程式，原因來自於團隊新成員不熟悉沒有文件記錄的設計選擇。

海事設備公司的案例中，技術負債不是來自單一因素。原因數百條：程

式沒寫好、怪招、應急修補，加上沒有文件與自動化測試不足。雖然開

發團隊夢想著完全重寫，但經濟條件不容許延遲交付新產品或放棄支援

舊產品。必須要有過渡策略。

凌遲

一家 IT公司簽訂了幾份重要合約。一些新生意使該公司發展其國

外業務並進入新興的軟體開發市場。幾年來，該公司經歷了招募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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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專案性質相似，公司認為新僱用的開發者可以跨專案互換。專案

經理認為“任務是製作相同或類似的軟體，會差很多嗎？”。但在

某些情況下，新員工缺乏對所用軟體套件的正確技能或知識。有時

候，時間和收入增長的壓力迫使他們沒能徹底的測試程式碼或深入

思考設計。他們也沒有花時間建立通用的程式介面（API）。大量

新招募創造了不穩定的團隊，每個月都會有新人加入。它甚至成了

一個內部笑話：“考過一堆 Java和 Microsoft認證就算是這裡的資

深開發者”。專案經理很快失去了對計劃與缺陷數量的控制 。

這個 IT公司是另一個沒有單一技術負債來源的例子。我們稱之為“凌

遲”，因為能力不足導致許多微小、不可避免、抓不到的程式設計問題。

缺乏組織能力（如同此 IT公司）很容易導致雪崩效應。沒有計劃與管理的

僱用新人、錯失產品一致化的機會、有限的測試都導致技術負債的累積。

戰術投資

一個五人公司打算開發公共交通網站應用程式。在這個相對新的領

域中，目標使用者很難說出要什麼。一般的反應是“等我看到就知

道我要什麼”。因此該公司開發只有核心功能與很簡單的“最小可

行產品（MVP）”。公司透過約 100個使用者在一個城市進行 beta

測試。他們多次“轉向”直到找出利基，然後投入大量資源為產品

建構正確的基礎建設，以服務數百萬個使用者與多個城市的不同狀

況。

這家小公司的成員最初的捷徑和他們最初開發的高級基礎設施，是明智

的假設技術債務的例子。該公司借用了用於完整定義和建立基礎設施的

時間以儘早交付。這使得它能夠比傳統先做基礎設施的做法早幾個月完

成MVP。此外，該公司還掌握了有關可靠性、容錯性、適應性、可移植

性的關鍵問題（不一定與其初始假設相符）的經驗。若是等開發者更全

面的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則很多事先寫好的程式必須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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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公司的成員一路上都清楚他們刻意採取的捷徑對未來發展的影響。

從天使投資者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風險管理的好策略；如果公司在市

場上沒有吸引力，那麼開發商可以在公司進行大規模金融投資之前儘早

停止開發並降低成本。管理也使得內部和外部的每個人都清楚的知道捷

徑是臨時解決方案，因此任何人都不會想要保留它們再痛苦的修補。這

種承擔技術債務的方式是一項明智的投資，並取得了成效。該公司要償

還“借來的時間”，但也可有能終止該專案。

這些案例中，目前可用的軟體都會製造未來的困難。負債來自缺乏遠

見、時間限制、需求改變、或業務背景的變化。

軟體危機

你可能已經看過這些症狀並聽過類似於前面分享的技術負債的故

事：團隊幾乎花費了他們所有的時間來修復缺陷並不斷的趕不上最

後期限；儘管持續整合努力並花時間重寫但還是不相容；客戶不停

抱怨已多次改正的錯誤；過時的技術和平台需要複雜的解決方法和

升級挑戰；團隊承認一年前的解決方案已經不能用。對於希望保持

持續成長與獲利的組織而言，這些都是問題。對於一些公司來說，

這些問題看起來像是即將發生的新危機。

軟體工程自 1969年著名的北約軟體工程會議誕生以來就一直處於

危機狀態。軟體先驅 Edsger Dijkstra於 1972年的 ACM圖靈獎演講

中表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會發生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將出

現更強大的機器，不僅僅是一個量級的強，甚至是幾個量級的強。

但是我們不會處於解決所有程式設計問題的永恆幸福狀態，而是陷

入了軟體危機的困境！怎麼會這樣？”。

軟體危機扎根並成長。Wayt Gibbs於 1994年在 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上寫道：“儘管經過了 50年的發展，軟體行業仍然需要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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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幾十年）到達滿足資訊時代社會所需的工程成熟”。

時間來到現在。經過一系列驚人的創新（包括新技術、新工具、軟

體開發者增加十倍）軟體產業仍處於危機之中。但問題的性質發生

了變化。此產業受到大量舊軟體的拖累，舊軟體佔用了超過一半的

開發者。研究顯示全球資訊軟體的維護負債達到 1萬億美元。政府

預算多用於應付設計不良的基礎和過時技術遺留的程式碼。全球軟

體從業者都清楚技術負債的形成與影響，但卻未能認識到管理技術

負債對軟體開發組織和開發成功的軟體產品的重要性。這不是新問

題，但業界現在才比以往更加清楚。

軟體開發是一個行業，只有在經濟上可行的情況下才能作為產業活

動持續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軟體正在開發中，其長期維持變得越

來越不可行。市場需要新的應用程序和系統－他們要求快速。這些

應用中的一些是短暫的且只有幾個月或幾年的壽命，但是一些（最

成功的通常是最大的）必須保持多年或幾十年。

這是軟體工程如今的最大障礙：開發組織應該如何應對這個快速擴

展的軟體基礎，同時保持其安全、採用最新技術、以經濟可行的方

式實現其業務和使用者目標？

你自己的技術負債故事？

你已經領略了各種技術負債，也許你也有一些故事：“哦，是的，我也有

一些！”或“原來我們遇到的事情有一個名字：技術債務！”。你可以在

這裡講出你自己的開發（或恐怖）故事。過去幾年中，本書的作者聽過

幾十家公司的類似故事。這些組織陷入了來自不同途徑、不同問題、不

同結果的技術負債。我們已經聽到了足夠多故事，可將它們分類為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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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負債的認知程度：

• 第一級：有些公司告訴我們他們從未聽過技術負債或其概念，但不

難看出部分問題是某種技術負債。

• 第二級：有些公司聽過這個概念、寫過這個主題的部落格、可舉出

技術負債的例子，但不知道如何從認識轉變為管理技術負債。

• 第三級：某些組織的開發團隊知道有技術負債，但不知道如何讓公

司的管理層或業務方面認識它的存在或採取行動。

• 第四級：有些組織知道如何顯現技術負債且在團隊層級能進行有限

的管理，但他們缺少做決定與安排優先處理的工具。

• 第五級：少有組織會說：“謝了，所有技術負債都在掌握中”。若你

的組織這麼厲害，我們想聽你們的故事。

這有一點像是“TDMN”（Technical Debt Maturity Model）（技術負債成熟

度模型）分級－是不是？無論是哪一級，這本書都有些東西給你參考。

這本書寫給什麼人？

有許多書籍和工具可以幫助你了解如何分析你的軟體。還有其他書籍可

以幫助你採用新技術來建構微服務、遷移到雲端、前端Web開發和實時

系統開發。還有很多好書討論軟體程式碼品質、軟體設計模式、軟體架

構、持續整合、DevOps等。名單很長。但是，在揭示如何識別技術負

債、如何溝通、如何在軟體開發組織中主動管理技術負債方面，幾乎沒

有實務指導。這本書填補了這個空白。

我們討論軟體開發組織中管理技術負債所涉及的角色，從開發者、測試

者到技術主管、架構師、用戶體驗（UX）設計者、業務分析師。我們還

討論了技術負債與組織管理和業務領導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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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者應該了解技術負債如何表現、程式採用何種形式、他們可以用來

識別、盤點、管理技術負債的工具和技術。這是從內到外的觀點。

接觸客戶的人（組織的業務方面，如產品定義、銷售、支援、C級管理

人員）應該了解進度壓力和方向變化（產品“轉向”）如何累積技術負

債。他們應該特別注意組織應該“投資”而非償還多少技術負債，以及

持續多長時間。這是從外到內的觀點。

軟體開發組織的兩邊（技術和業務）應該理解導致技術負債的推理和決

策過程，以及債務如何導致產能降低。他們還應該了解償還技術負債與

發展重回正軌所涉及的決策過程。這些決定不僅僅是技術性的。當然，

技術負債埋在程式碼和一些相關的產品中，但其根源與後果是在業務層

面。所有參與者都應該理解，管理技術負債需要組織的業務和技術方面

共同努力。

技術負債管理的原則

接下來我們將說明管理技術負債的關鍵軟體工程原則。它們來自於我們

在產業和政府軟體專案中的技術負債經驗，它們被軟體工程界接受或至

少可以接受。九個軟體工程原則如下：

原則 1：技術負債將一個抽象概念具體化。

原則 2： 如果你沒有付出任何形式的利息，那麼你可能沒有實際的

技術負債。

原則 3：所有系統都有技術負債。

原則 4：技術負債必須追溯到系統。

原則 5：技術負債不是品質不良的同義詞。

原則 6：架構技術負債成本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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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7：所有程式碼都很重要！ 

原則 8：技術負債沒有絕對的衡量標準－本金或利息都沒有。

原則 9：技術負債取決於系統的未來發展。

下面是第一個原則。

原則 1：技術負債將一個抽象概念具體化

TECHNICAL DEBT PRACTICE

TD

技
術
負
債
實
踐

技術負債是一種有用的修辭概念，用於促進軟體開發組織中業務和

技術人員之間的對話。一方面，技術人員並不總是意識到縮短上市

時間、快速交付、快速戰術轉向的價值；另一方面，商業人士並不

總是意識到一些早期設計決策在軟體專案中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以

及可能導致的下游成本。透過識別技術負債的具體項目、考慮其隨

時間的影響、評估與其相關的生命週期成本、引入表達技術負債和

估計其影響的機制，組織可以幫助每個人更好的理解軟體演進的痛

苦並使經濟後果更加真實有形。然後技術和商業人士都可以計劃如

何減少技術負債，就像他們計劃新功能、修復缺陷、建構架構元素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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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內容介紹更多原則，最後一章會進行總結。

本書概念導覽

本書的目標是提供實用資訊，從而啟動你管理技術負債的能力。以下章

節介紹了技術負債管理的基本步驟：了解這一概念、評估軟體開發狀

態、了解技術負債的潛在原因、建立技術債務紀錄、決定解決什麼問題

（以及不解決的問題）、並在發佈計劃期間採取行動。這些步驟採用圖

1.1所示的七個相互關聯的概念，這些概念是管理技術負債的基礎。

• 技術負債景象
• 技術負債時間線
• 技術負債項目
• 軟體開發製作物
• 因與果
• 本金與利息
• 機會與責任

 S 圖 1.1  技術負債的主要概念

本書分為四部。

第一部“探索技術負債領域”－第 1章“軟體開發中的摩擦”、第 2章

“技術負債是什麼？”、第 3章“土衛－背景的關鍵角色”，定義技術

負債並解釋什麼不是技術負債。我們介紹了技術負債的概念模型以及我

們在本書中使用的定義和原則。我們希望使技術負債成為可以描述、盤

點、分類、衡量的客觀、有形的東西。為此，我們引入技術負債項目的

概念（技術負債的單一要素）可以在程式碼或某些隨附的開發工件中清

楚的識別，例如設計文件、建構腳本、測試套件、使用者指南等。為了

與金融比喻保持一致，技術負債項目的成本影響由本金和利息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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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透過採取一些最初的權宜之計或開發方式節省的成本，或者現在開

發出不同或更好的解決方案所需的成本。利息是隨著時間增加的成本。

經常性的利息：由於生產率降低、缺陷、品質、可維護性問題使專案因

技術負債而產生的額外成本。累積利息：開發新軟體的額外成本取決於

不正確的程式碼；進化能力受到影響。這些技術負債項目是技術負債時

間表的一部分，它們在過程中出現、得到處理、可能消失。

第二部“分析技術負債”－第 4章“認識技術負債”、第 5章“技術負

債與原始碼”、第 6章“技術負債與架構”、第 7章“技術負債與應用

環境”，介紹如何將技術負債項目與一些有用的資訊結合以幫助你進行

推理、評估、做出決策。你將學習如何追蹤項目的原因及其後果。技術

負債項目的原因是過程、決策、行動、缺乏行動、事件觸發技術負債項

目。技術負債項目的後果很多：它們直接或透過進度延遲或未來品質損

失影響系統的價值和成本（過去、現在、未來）。這些原因和後果不太

可能出現在程式碼中；它們表現在專案的過程和環境中，例如銷售或支

援成本。然後介紹如何識別技術負債以及技術負債如何在原始碼、系統

整體架構、生產基礎架構、交付流程中顯現出來。更深入研究技術負債

時，你會注意到它有不同的形式且技術負債的景象將涵蓋這種變化。

第三部“決定處理哪些技術負債”－第 8章“技術負債計價”、第 9章

“處理技術負債”，介紹如何估算技術負債項目的成本並決定解決方

案。在大多數情況下，關於系統演變的決策是由經濟因素驅動的，像是

投資回報率（例如你應該在特定方向上投入多少軟體開發以及有什麼好

處？）。對於技術負債項目，我們將考慮本金和利息以及成本的關聯要

素，以顯示有關用於補救的資源的資訊以及由此減少的經常性利息。然

後，我們重新檢視技術負債項目，並使用有關技術負債時間表的資訊，

確定哪些技術負債項目應以其他方式償還，或提供服務以減輕技術債務

負擔：消除、減少、減輕、或避免。我們將展示如何在考慮風險責任和

機會成本的商業案例中做出關於減少技術負債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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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技術負債管理戰術與戰略”－第 10章“什麼導致技術負

債？”、第 11章“找技術負債原因”、第 12章“避免意外負債”、第十三

章“與技術負債共處”，討論如何管理技術負債。成功的技術負債管理

戰略的一個關鍵是，確認原因以防止未來出現技術負債項目。原因有很

多，包括業務、開發過程、團隊組織方式、專案背景等。我們討論如何

找技術負債原因，這將有助於確定技術債務的根本原因，任何團隊都應

該將其納入其軟體開發活動以減少無意間引入的技術負債。你學習的技

術負債原則和實踐構成了一個工具箱，可幫助你管理技術債務。

每章的最後提出可立即進行的活動以及相關概念、技術、想法研讀的建

議。

現在可以做什麼？

為技術負債正名以應用第一項原則。閱讀本書內容的同時持續在開發中

應用基本技術並持續改善。

進階閱讀建議

Ward Cunningham 於 OOPSLA 1992 提 出 的“The WyCash Portfolio 

Management System”是以負債比喻的開創性論文。

Steve McConnell（2007）提出了技術負債最簡單、最容易理解的定義之

一：“一種短期有利的設計或建構方法導致之後進行工作的代價高於現在

進行工作”。技術負債目前的定義是在 2016年 4月於德國 Dagstuhl舉行

的研討會上設計的（Avgeriou等，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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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Wayt Gibbs對軟體危機作了很好的描述，他採訪了產業組織

的許多先驅和從業者，包括 Larry Druffel、Vic Basili、Brad Cox、Bill 

Curtis。

Fred Brooks 的“No Silver Bullet”（Brooks 1986）也是他著名的《The 

Mythical Man-Month》（Brooks 1995）十週年版中的一章。Brooks提醒我

們：“沒有單一科技或管理技巧可保證在十年內對生產力、可靠性、簡單

性方面實現一個數量級的改進”。

軟體工程原則應該是表達一些普遍真理的簡單陳述；是“可行的”（也就

是以規範形式措辭）；獨立於特定工具或工具供應商、技術、實踐；可以

在實踐中檢驗，可觀察結果；不僅僅是在兩種方案之間達成妥協。有兩

本關於軟體工程原理的經典：Alan M. Davis的《201 Principles of Software 

Development》（1995）與 Robert L. Glass的 Facts and Fallacie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2003）。Norman Séguin 在《Agile Principles as Software 

Engineering Principles》對構成一個好的軟體工程的原則（非格言、願望、

陳腔濫調）進行了徹底的分析並揭穿了一些原則的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