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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精實生產是過去數十年來生產製造的革命，TMQ、即時（Just-In-Time）、

限制理論與 Toyota 生產系統等框架，在許多不同領域大幅改善自動化程

度與產品品質，敏捷軟體開發（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方法將精

實生產原則帶進軟體生產開發原則，將這些原則被應用在較少機械化的 

領域。

從製作產品過程就考慮品質、提高顧客滿意度並降低整體生命週期維

護成本的想法產生了測試驅動開發（test-driven development，TDD）以

及其他先做測試或儘早測試的方法，不論何種做法，為了成功實作測試，

需要知道可測試軟體的樣子並且熟悉各種實作測試的技巧。作者發現在原

則與實作間的距離，是測試之道失敗主要卻又不為人知的原因；口頭上說

說「使用測試驅動開發」很容易，但實際面對專案時，許多開發人員並不

知道該從何下手。

在示範測試驅動與儘早測試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阻礙是撰寫測試的

機制；單純將輸入值轉換為簡單輸出值的數學函式，練習過程中並不會有

任何問題，但大多數軟體都有許多副作用、行為特性或語境上的限制，這

些都成為測試的阻礙。

由於一再解釋各種特殊情況的處理方式，造就了本書的誕生。作者經

常需要與開發人員一同對發生問題的程式碼撰寫測試，同時也讓開發人員

多學會一些可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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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題

本書主題是簡單並持續的測試軟體，主要集中在單元測試，但許多技巧也

適用於更高階測試；本書提供適用絕大多數程式碼的測試工具（實作模

式），以及辨識修改程式碼提高可測試性的時機。

本書目標

本書能幫助讀者：

• 輕鬆測試所有程式碼。

• 提高軟體設計可測試性。

• 找出適用的測試方式。

• 以適應應用程式成長的方式撰寫測試。

為了達成以上的目標，本書提供了：

• 數十種測試程式碼的詳細技巧與大量範例。

• 涵蓋各種情況的正確測試技巧的準則。

• 能夠專注於目標的單元測試方式。

目標讀者

本書內容主要針對希望透過改善程式碼層級測試技巧以提高程式碼品質的

專業軟體開發人員以及測試開發人員，特別適用於測試驅動開發（TDD）

以及儘早測試的實踐者，有助於從一開始就確保程式碼的正確性，本書的

許多技巧也適用於整合與系統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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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要求

本書假設讀者具備以下知識：

• 熟悉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能夠順利閱讀與理解 Java、C++ 等程式語言

撰寫的範例，並將範例的技巧應用在其他程式語言。

• 熟悉程式碼層級測試以及 xUnit 家族的測試框架，如 JUnit。

• 熟悉設計模式（design pattern）與重構（refactor），或是手邊有方

便的參考資料。

本書內容

第一部份（第一章到第五章）涵蓋成功測試的原則與實作，第一章從工程

角度介紹本書的使用方法，討論工程、工藝與初次品質以及其他軟體相關

的考量。第二章討論意圖的角色。第三章勾勒出有助集中目標的測試方式。

第四章討論設計與可測試性間的交互影響，包含讓測試適應未來成長的相

關措施。第五章介紹一些測試原則，提供測試決策的指引。

第二部份（第六章到第十三章）詳細介紹測試的實作模式，從啟動測

試開始，第六章分類基本技巧，從第七到第十二章詳細說明第六章介紹的

各個主題，包含了第九章的中場休息；第十三章深入介紹一般人認為不可

能達到的目標，一種能夠以確定的方式重現競爭條件的技巧。

第三部份（第十四章與第十五章）集結本書介紹的所有原則與技巧，透

過兩個真實的例子示範；第十四章使用測試驅動開發，從無到有建立 Java 

應用程式，示範如何著手以及在強型別語言（strictly typed language）使

用本書各種技巧的方式。第十五章為無測試的開源 JavaScript JQuery 擴充

加上測試，示範在動態程式語言中測試舊有程式碼的方式。兩個範例都透

過 GitHub 提供過程中詳細的簽入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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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從何下手？

知道處理問題的方式並擁有良好的規劃能簡化並提昇測試的有效性，從這個

角度，測試驅動開發提供了較簡單的框架，測試的目標就是接下來需要實作

的部分；現存的未測試程式呈現的是更巨大的挑戰，有許多不同的選項。

本章以經過思考的方式提供測試的建議，這並不是激進或全新的策

略，而是建立在本書其他章節介紹的各種技術之上，希望能籬清測試策略

上的問題，讓讀者能夠更有效的使用各種測試技巧。

本章（事實上是本書）的主題是自動化測試，根據 Lisa Crispin 與 

Janet Gregory 提出的敏捷測試象限圖（Agile Testing Quadrants）[AT] 

的分類，屬於第一與第二象限，也就是支援團隊的象限。

測試方法

目前還沒有人發現完美測試的秘方，因此撰寫測試時必須結合論證、經驗

與直覺，本節擷取撰寫自動化測試時需要考慮的許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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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範圍

首先需要自問「要測試是什麼？」這個大問題包含了以下幾個更細節的 

問題。

• 要驗證那個使用者案例（use case）？

• 測試對象是完整堆疊（full stack）、整合的部分或是個別單元？

• 要驗證的是什麼技術？

• 要驗證的是架構上的那一層？

• 測試的是全新、乾淨、撰寫良好的程式碼，或是在解救陳舊混亂的 

毛球？

• 測試問題能不能分解為更有效、更小、更好處理的小區塊？

完整堆疊測試提供整合後系統最終完全的驗證，但成本很高，通常需

要網路、資料庫與檔案系統間各個元件的互動，執行速度最慢，完整堆疊

測試通常也很難區別細微的行為差異，需要管理大量的條件才能夠滿足造

成特定錯誤的條件，最後，受到使用者介面與互動時機的影響，完整堆疊

測試可能會太過脆弱或難以實作，測試對象的範圍愈小，這些因素的重要

性也愈低。

技術與架構層很自然會在考慮的範圍內，但使用的測試工具會影響能

選擇的測試副本（test doubleses 1 測試網頁介面使用的測試框架會不同

於測試 ReST 服務，使用不同的 Java 類別，以業務層（business layer）

為標的時可能可以選擇使用不同的資料庫，但測試 stored procedures 或 

ORM 對應時就不行。

程式碼的成熟度與簡潔性對於採取的方式會有很大的影響，建立新

專案時，擁有創造未來的權力；現存可作為模範的程式碼會讓日子很好

過，甚至有點無聊，只需要專注在手上的工作，不需要任何逆向工程或 

1. Meszaros 提出了「test double」這個詞彙，用來取代 stubs、fakes、mock 等許多

測試時使用的類似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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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錯；面對不熟悉的義大利麵式程式碼時需要耐心、洞見以及來自 

Michael Feathers 的種種建議 [WEwLC]（例如特徵測試與確認接縫 2），

才能夠動手整理，有把握加入新功能。

測試對象愈獨立於系統其他部分，個別測試這些部分時就會愈有把 

握，如同系統分解，將測試分解為多個子工作能簡化複雜度並降低整體的

耦合。

測試的概念框架

作為概念上的引導，透過兩個原則引領所有測試工作的走向，首先也是最

重要的，專注在受測試軟體的目的；其次，主動降低由測試造成的耦合。

接下來先考慮目的，耦合部分留到下一章再作討論。

程式碼的目的在不同層級有不同的意義，在系統層級，程式的目的是

軟體存在的理由：功能、需求與使用案例。仔細評量目的有助於限制測試

案例與接受條件，使用者介面的元素使用特定顏色與樣或是用特定方式對

齊是否重要？如果應用程式只是單純將資料或狀態儲存到資料庫以便後續

存取，也許就不需要驗證特定欄位數值是否正確，��取出再驗證資料正確

性就夠了。

在模組與元件層，目的表示在整體系統中的功能，整合測試滿足這個

層級的需求，模組可能公開實作特定功能，直接擔起滿足使用者對功能預

期的責任；另一方面，模組可能實作底層，支援性的設計元件；不論何種

情況，模組都在整體系統中扮演特定的角色，角色必須定義清楚，加以測

試。

在單元或獨立（isolation）測試層級，作者認為思考目的能夠增加程

式的附加價值，對於居住有消費稅（VAT，value-added tax，直譯為加值

稅）墨西哥或歐盟地區的人而言，這個觀念十分簡單好懂，企業只需要付

2. 接縫（seam）這個詞十分直覺，但不夠精準，Michael Feathers 將接縫定義為 
「不需要編輯程式碼就能夠改變程式行為的位置」(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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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產生提昇價值部分的消費稅，產品售價會先減去原料或零組件的價

格再計算消費稅，同樣的，程式在函式庫或輔助工具之上為客戶提供額外

的功能：也就是程式加入的價值。

定義單元測試會有許多爭論，從附加價值的角度能提供另一種看法，

許多人使用 Michael Feathers 3 提出的定義，用反面的方式定義單元測試，

作者認為這只是把一些測試設計的經驗編成規則而已，希望能夠使用附加

價值的方式提供單元測試另一種定義的方式：

單元測試是指驗證程式碼附加價值的測試，使用獨立可測試的輔助者

只是為了測試的方便。

透過這樣的定義，使用相同類別的未測試方法屬於受測程式碼的附加價

值，受測程式呼叫其他能夠測試的方法應該屬於獨立的測試，除非會影

響目前受測程式所附加的價值，不然就不需要測試；其他使用的類別可

以使用模擬等測試複本，這些都屬於能夠獨立測試的範籌。可以犧牲部

分的執行速度使用資料庫、網路或檔案系統，但並不建議這麼做。

系統的每個部分，從最小的方法到整個系統本身，都應該要有定義良

好的目的，如果發現某些部分難以測試，可能是因為對目的並不清楚，如

果不清楚子系統的目的，可能會存在實作、設計或架構上的問題，而開發

人員只是在診斷目前或未來的維護問題，或是透過特定的偏見延伸軟體以

便於測試。

狀態與行為測試

籬清測試工作有助於找出撰寫測試的最佳方式，判斷測試需要驗證狀態或

行為有助於引導測試程序。

3. 參看部落格的相關主題 http://www.artima.com/weblogs/viewpost. jsp? 
thread=126923 以及 [WEw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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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的狀態驗證會操作程式碼，檢查與運算相關的資料結果，單純將

輸入值轉換成輸出值的數學函式就是狀態驗證的典型目標。在函數式模型

中，驗證只需要單純檢查傳回值是否正確；在物件導向式模型中，還需要

驗證物件的屬性是否受到改變（或沒有受到改變！），狀態驗證一般提供

輸入值，再驗證對應的輸出是否符合預期。

行為驗證檢查受測程式是否執行正確的運算：代表正確的行為並不僅

止於資料轉換。最純粹的行為驗證範例是單純的合作活動，如列表 3-1，

列表中的方法只呼叫其他能夠個別獨立測試的方法，協調各方法的呼叫順

序並將前者的輸出值導向為後者的輸入值，行為測試十分依賴測試複本，

一般最常用的是模擬（mock）。

列表 3-1：JavaScript 的純行為函式範例，使用 jQuery.Deferred() 實作

Promise 模式，協調非同步運算。程式協調了處理的步驟，確保滿足相依性且

同步工作間能夠協同運作，但本身並沒有做任何運算。

function submitTestScore() {
  verifyAllQuestionsAnswered();
  $.when(
    computeScore(), // Returns deferred object
    allocateAttemptID() // Server call returns deferred object
  ).done(
    sendScore()
  );
}

高度分離的軟體傾向於行為或狀態其中之一，可能會遇到同時包含兩

種特質，但大多數測試的軟體都會清楚的落在其中一種分類當中，能夠帶

領開發人員使用最有效的測試方式。

測或不測

雖然本書絕大部分內容假設讀者希望也需要測試軟體，但相信讀者不會

盲目假設有其必要性。也許違反直覺，但自動測試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驗

證新功能，在建立測試之後，每次執行測試都能夠檢查是否破壞原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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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不在意功能是否維持呢？如果正在寫的是免洗程式，是否還應

該撰寫自動化測試，原型、概念驗證、示範程式與實驗可能都只會存活很

短的時間。

另一方面，打算長期使用的程式碼都應該測試，適當的測試程式，就

能夠提高安心修改程式的能力，打算拿來作為商業基礎的程式以及希望其

他人使用的程式都必須採用要長期使用的方式開發，這也表示如果打算將

之前提到的免洗程式碼產品化，就應該重寫並加以測試。

還需要決定測試程式的方式，決定時需要考慮經濟效益，對於會經常

變動的高耦合、低品質程式碼而言，系統與整合測試成本一般較低也較為

容易；對於經常變動的低耦合、高品質程式碼，採用單元測試會得到較大

的好處；第一章介紹的自動化測試三角型假設要建立的是會長期使用的軟

體，但從經濟的角度並非總是如此。也有可能是延續使用需要補救的舊

有程式碼（legacy code）4，這時就需要採用特徵測試（characterization 

test）[WEwLC]（基本上是某種型式的系統或整合測試），直到將程式碼

重構為更適合單元測試的型式。

密訣

每個人採取的測試方式各不相同，可以先測試大略的功能，再逐漸改善

特定部分；也可以選擇特定功能、架構或設計，深入完整測試。徒手

隨意執行的探索測試有其價值，但另一種方式是使用缺陷密度（defect 

density）、複雜度或重要性等指標引導測試。

接下來將詳細介紹測試的方式，如圖 3-1，作者認為這種方式有助於提

高覆蓋率，並且與受測軟體或功能獨立；這種方式傾向於深入而非廣泛的

測試，但也適用於重現臭蟲、改善現有程式或將現有程式納入測試。

4. Michael Feathers [WEwLC] 將「舊有程式碼」定義為任何沒有對應測試程式的程

式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