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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開發軟體或管理系統時，你通常會遇到問題。這包括可以立即解決的程式

編譯錯誤到導致每小時數百萬（各種幣值）損失的大規模系統當機。無論是

哪一種，身為高效專家的你必須能夠快速的找出問題來源並加以解決。這就

是除錯工作，也是本書的主題。

這本書的對象是有經驗的開發者。這不是入門簡介，因此會假設你能夠理解

各種程式設計語言的範例以及使用 GUI與命令列程式設計工具。另一方面，
本書有詳細的模式除錯技巧，因為我發現在某些領域中有經驗的開發者也會

需要逐步的引導。此外，若你除錯的對象規模較大，你會發現本書的進階內

容很管用。

本書內容

除錯由用於開發與操作複雜運算系統時處理各種問題的策略、工具與方法組

成。在過去，除錯主要是指檢測與修正程式的錯誤；但現今的程式很少獨立

運作。就算最小的程式也會（動態的）引用外部函式庫。複雜的程式在應用

程式伺服器上執行、呼叫網路服務、使用關聯式與 NoSQL資料庫、從目錄
伺服器取得資料、執行外部程式、運用中介軟體以及各種第三方套件。完整

的系統與服務運作依靠內部開發功能與分佈世界各地的主機上執行的第三方

元件。DevOps這個軟體開發規範處理這種現實，並強調開發者與其他 IT專
家的角色。本書希望幫助你在面對問題時具有類似的觀點，因為最困難的挑

戰是無法立即找出發生問題的軟體元件。

內容安排從一般主題進行到特定主題，從策略（第 1章）、方法（第 2章）、
以及工具與技巧（第 3章）等各種軟體與系統除錯開始。然後討論除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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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時可套用的特定策略技巧：使用除錯工具（第 4章）、程式設計（第 5
章）、編譯軟體（第 6章）與執行系統（第 7章）等各種時機。獨立的一章
（第 8章）討論處理多執行緒與並行程式刁鑽錯誤的特定工具與技巧。

如何使用本書

讀一頁，讀下一頁，翻頁繼續，直到讀完為止。等一下！還有更好的方法。

本書的內容可分為三種類型：

 � 策略與方法，供面對問題時運用。這包括第 1章“高階策略＂與第 2章
“通用方法與實踐＂。此外，許多放在第 5章“程式設計技巧＂的技巧也
屬於這一類。閱讀並理解這些內容，加以套用以讓它們最終成為一種習

慣。除錯時，系統化的反映你使用的方法。走到死巷子時，記得你已經

探索過的路徑能夠幫你找出離開迷宮的方向。

 � 技巧與工具，可加以學習。這部分主要涵蓋在第 3章“通用工具與技
巧＂，但還要一些可在面對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時能夠套用的元素；例

如作法 36：“調校你的除錯工具＂。花時間學習並最終實踐這些內容。
這或許表示放棄你已經熟悉的工具以克服高階工具的學習曲線，一開始

可能很吃力，但長期下來會讓你成為一門專家。

 � 絕招，遇到麻煩時可以放出。這些不是你例行使用的東西，但可以在遇

到困難時救你（至少節省一些時間）。舉例來說，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C
與 C++程式為何編譯失敗，見作法 50：“檢視產生的程式碼＂。仔細研
讀並於遇到時使出。

如何過日子

雖然本書內容提供偵測失敗與除錯的建議，但你也可以套用它們以減少錯誤

來讓日子好過一點。嚴格的除錯與軟體開發實踐互相幫助形成良性循環。此

建議涵蓋你（現在與未來）在軟體建構、設計與管理中扮演的角色。

設計軟體時，實踐下列招式：

 � 使用適合角色的最高層級機制（作法 47：“以其他語言重寫可疑的程
式＂與作法 66：“以高階抽象重寫程式＂）



前言

xv

 � 提供除錯模式（作法 6：“使用軟體的除錯設施＂與作法 40：“加入除錯
功能＂）

 � 提供監控與記錄系統操作的機制（作法 27：“使用系統的獨立行程監控
工具＂、作法 41：“加入日誌記錄陳述＂與作法 56：“檢視應用程式日誌
檔案＂）

 � 引入選項以使用 Unix命令列工具設計元件腳本（作法 22：“以 Unix命
令列工具分析除錯資料＂）

 � 讓內部錯誤產生可見失敗而非不穩定（作法 55：“盡快失敗＂）

 � 提供取得記憶體傾印的方法（作法 35：“認識如何使用核心傾印＂與作
法 60：“以剖析除錯分析死結＂）

 � 軟體執行資源與不確定性最小化（作法 63：“隔離與移除不確定性＂）

建構軟體時，實踐下列作法：

 � 從同僚處獲取回饋（作法 39：“與同僚一起檢視你的程式碼＂）

 � 為你寫的每個程序建構單元測試（作法 42：“使用單元測試＂）

 � 使用斷言確認你的假設與程式碼的正確性（作法 43：“使用斷言＂）

 � 撰寫可維護的程式碼－易讀、穩定、容易分析與修改（作法 46：“簡化
可疑程式＂與作法 48：“改善可疑程式碼的易讀性與結構＂）

 � 避免建構中不確定性的來源（作法 52：“設定決定性建構與執行＂）

最後，管理軟體開發與操作時（團隊或個人程序），實踐下列招式：

 � 透過合適的系統記錄問題（作法 1：“透過問題記錄系統處理所有問題＂）

 � 將要解決的問題分類與排序（作法 8：“專注於最重要的問題＂）

 � 以版本管理系統記錄軟體修改（作法 26：“以版本控制系統追獵錯誤的
成因與歷史＂）

 � 漸進的部署軟體，讓舊版能與新版比較（作法 5：“找出新舊系統間的
差異＂）

 � 強化工具與部署環境的多樣性（作法 7：“建構與執行環境的多元化＂）

 � 定期更新工具與函式庫（作法 14：“更新你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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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購買所使用的第三方函式庫的原始碼（作法 15：“參考第三方原始
碼＂），以及購買好工具來找出問題（作法 51：“使用靜態程式分析＂、
作法 62：“以專用工具找出死結與競爭狀況＂、作法 64：“檢視競爭以調
查可擴展性問題＂、作法 65：“以效能監視器找出假共用＂）

 � 提供硬體介面與嵌入系統除錯所需的專用套件（作法 16：“使用專用監
控與程式設備＂）

 � 讓開發者能夠從遠端除錯（作法 18：“從你的桌面對遠端系統除錯＂）

 � 為需求量大的除錯任務提供足夠的 CPU與磁碟資源（作法 19：“除錯
任務自動化＂）

 � 透過程式碼審查與師徒制強化開發者間的協作（作法 39：“與同僚一起
檢視你的程式碼＂）

 � 鼓勵採用測試導向開發（作法 42：“使用單元測試＂）

 � 進行快速的建構與測試循環時，加入軟體的效能側寫、靜態分析與動態

分析（作法 57：“系統與行程操作的側寫＂；作法 51：“使用靜態程式分
析＂；作法 59：“使用動態程式分析工具＂與作法 53：“設定使用除錯函
式庫＂；作法 11：“減少來回修改的時間＂）

關於術語

本書根據 ISO-24765-2010（Systems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 Vocabulary）：
的定義使用錯誤（fault）一詞：“電腦程式中不正確的步驟、程序或資料定
義＂。這通常又稱為缺陷（defect）。在日常交談中，這就是我們說的 bug。
同樣的，我根據同樣的標準使用失敗（failure）一詞：“系統或系統元件在
特定限界內無法執行所需功能的事件＂。失敗可能是程式當掉、凍結或產生

不正確的結果。因此，失敗可由錯誤產生。有時錯誤或缺陷又指失敗，ISO
標準也承認這回事。本書依據前述作為區分，但為避免文字讀起來像是法律

文件，當前後文背景夠清楚時，我通常使用“問題（problem）＂一詞表示錯
誤（例如“你完全沒問題＂）或失敗（例如“這個問題你應該要問自己＂）。

現今 Unix作業系統的 shell、函式庫與工具在許多平台上都有。我使用
Unix來表示符合 Unix的原則與 API的任何系統，包括 Apple的 OS X、各
種 GNU/Linux（例如 Arch Linux、CentOS、Debian、Fedora、openS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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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Enterprise Linux、Slackware 與 Ubuntu）、Unix 後代（例如 AIX、
HP-UX、Solaris）、各種 BSD（例如 FreeBSD、OpenBSD、NetBSD）、以及
在 Windows上執行的 Cygwin。

同樣的，我撰寫 C++、Java或 Python時，我會假設是該語言的新版本，但
嘗試避免依賴新奇的功能。

內文提到“你的程式碼＂與“你的軟體＂時指你正在除錯的程式碼與軟體，

這樣比較簡潔且暗示開發軟體時非常重要的所有權。

我以程序（routine）一詞稱呼成員函式（member function）、方法（method）、
函式（function）、程序（procedure）與子程序（subroutine）。

我使用 Visual Studio與 Windows表示 Microsoft的相對應產品。

我使用版本控制系統（revision control system與 version control system）一詞
表示 Git等用於軟體組態管理的工具。

字型與編排慣例

 � 程式碼使用定寬字，重點部分使用粗體字，術語與工具名稱使用斜體

字。

 � 以不同字形區分提示、使用者輸入與輸出。

$ echo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Unix命令列選項以 --this或縮寫（例如 -t）列出，Windows工具選項
以 /this列出。

 � 按鍵：Shift-F11。

 � 檔案路徑：/etc/motd。

 � 網頁連結 URL見附錄“網路資源＂。

 � 選單：Debug - New Breakpoint - Break at Function。

 � 為了簡潔起見，列出的 C++程式省略了 std命名空間的 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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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明 GUI工具時以新版為準，如果你使用不同的版本，請檢視相關選
單或視窗，或查詢說明書。有趣的是命令列工具數十年來都很穩定，而

GUI每個版本都會換位置，這項觀察的結論留給讀者自行研究。

原始碼與勘誤

本書範例與勘誤見 www.spinellis.gr/debu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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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高階策略

解決問題時，最重要的是選擇最合適的策略，如此能讓你事半功倍。如果你

的選擇沒有成效，就要馬上採用其他有效的方法。

01作法  透過問題記錄系統處理所有問題

老王打電話給你抱怨說你開發的應用程式“不能用了＂。你在便簽記下問

題，將它與其他便簽一起貼在螢幕旁邊，一邊回想是否有將新版應用程式所

需的函式庫寄給老王。你不該這樣處理事情，以下才是合適的辦法。

首先應該確保有個問題記錄系統（issue-tracking system）可用。GitHub
與 GitLab等程式庫有提供這一類基本系統以及其他功能。有些組織使用
JIRA這種更為進階複雜的付費產品或服務，有些人選擇使用 Bugzilla、
Launchpad、OTRS、Redmine或 Trac等開源產品。實際使用系統記錄比選擇
系統更為重要。

不要處理任何沒有記錄在系統中的問題。持續使用這樣的系統來：

 � 見證除錯的投入

 � 記錄與計劃

 � 將工作排序

 � 輔助記錄常見問題與解決方法

 � 確保沒有遺漏問題

 � 自動化產生版本說明文件

 � 評估缺陷、反映問題、並從中學到教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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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能叫他們自己記錄問題的主管們，就幫他們記錄，這也適用於你自己

發現的問題。有些組織不允許修改原始碼，除非有記錄在案的相關問題。

還有，要確保每個問題都有如何使其重複發生的精確敘述，最好是簡短、

完整、正確的範例（SSCCE），讓你可以複製到你的應用程式中以檢視問題
（作法 10：“有效的重複產生問題＂）。為改善錯誤報告的品質，你應該製作
範例並不停要求符合規定（我曾經見過某個組織將它張貼在廁所）。

你還應該要求錯誤報告有精確的標題（title）、優先順序（priority）、嚴重性

（severity）、以及負責對象（stakeholder）與發生時的環境細節。以下是這

些欄位的重點：

 � 精確簡短的標題能讓你在報告中識別問題。“當掉＂是個很糟糕的標題；

“存檔時點擊重新整理會當掉＂比較好。

 � 嚴重性欄位幫助你將問題排序。會使得資料遺失的問題明顯是關鍵

（critical）的，而外觀或有解決辦法的問題比較不嚴重。問題的嚴重性
能讓團隊分級，決定立即、稍後或不處理。

 � 分級與排序結果可記錄為問題的優先順序，讓你安排處理的先後（見作

法 8：“專注於最重要的問題＂）。在許多專案中，優先順序由開發者或
專案主管設定，因為使用者通常會將自己記錄的問題設定為最高優先。

優先順序的設定與記錄會要對抗經理人、客服代表、其他團隊的開發

者、業務員等宣稱所有（或與他們有關）的問題都是最高優先的一群人。

 � 識別問題的負責人可幫助團隊取得額外的輸入並讓產品負責人決定優先

順序。有些組織甚至標示負責對象的年營業額（例如“由每年 $250,000
的客戶甲提出＂）。

 � 環境描述可以提供如何複製問題的線索。描述中應該避免要求所有細

節，像是 PC的序號、BIOS的日期、每個函式庫的版本，這樣會增加使
用者的負擔且他們會直接跳過。相對的，只要求相關的細節；對網頁應

用程式來說，瀏覽器當然很重要。對行動應用程式而言，你或許會想要

知道裝置的製造商與型號。更好的作法是自動透過軟體取得這些資訊。

使用問題記錄系統時，一個重要的作法是用它記錄你的進度。大部分的記錄

系統能讓你加上不限格式的註解，用它來記錄包括不成功的方向的診斷與修

理的步驟，這樣能提升工作的透明度。寫下你用來記錄或追蹤程式行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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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這在你（或其他同事）改天想要重製或處理類似問題時會很有用。註解

也可以幫助你在向同事或主管報告時回憶起你這幾天的工作內容。

請記住

 ► 以問題記錄系統處理所有問題。

 ► 確保每個問題有精確簡短與完整的如何複製說明。

 ► 根據問題的優先順序與嚴重性分類與安排工作程序。

 ► 透過系統記錄你的進度。

02作法  以精確的關鍵字上網查詢問題的線索

現在很難找到沒有連上網路的工作場所，但我就待過這種沒有生產力的

單位。你的程式出問題時，網際網路能夠讓你搜尋答案以及與其他開發

者合作。

在瀏覽器的搜尋列貼上加上雙引號的第三方元件的錯誤訊息是一種很有效的

搜尋技巧。雙引號指示搜尋引擎尋找帶有完全相同內容的網頁，這樣可以提

升搜尋的品質。其他有助於搜尋的方式包括加上引發問題的函式庫或中介軟

體的名稱、類別或方法的名稱、以及回傳的錯誤碼。函式的名稱越罕見越

好，例如 PlgBlt的搜尋結果會比 BitBlt更好。也可以嘗試同義字，例如與

“hang＂相同的“freeze＂或與“disabled＂相同的“grayed＂。

你可以透過檢視其他人如何使用 API來解決有關的問題。檢視使用特定函
式的開源軟體、檢視初始化參數如何傳遞與回傳值如何解譯。對此目的可使

用 Black Duck Open Hub Code Search等程式碼專用搜尋引擎，它能比 Google
提供更好的搜尋結果。舉例來說，在這個搜索引擎上搜尋 mktime並設定過

濾特定專案以避開函式庫宣告與定義會產生如下的結果：

nowtime = mktime(time->tm_year+1900, time->tm_mon+1, 
    time->tm_mday, time->tm_hour, time->tm_min,
    time->tm_sec);

這顯示出 mktime函式相較於 localtime傳入的是完整年份而非相對 1900的
年份且月份從 1開始。這些是很容易犯的錯，特別是當你沒有仔細閱讀函式
的文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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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搜尋結果時，要注意來源網站。由於激勵了參與討論者，StackExchange
的 Stack Overflow等網站通常有最中肯的討論與答案。在 Stack Overflow檢
視答案時，不只要看正解，還要看最高票的。此外還要閱讀答案的評論，因

為人們會在該處發表更多資訊。

如果網路搜尋結果沒有任何有用的資訊，或許你找錯了方向。對常見的函式

庫與軟體來說，你不太可能是第一個遇到某個問題的人。因此若你無法在網

路上找到答案，或許你對問題的診斷有錯。舉例來說，也許你認為實作有問

題的 API只是因為你給錯了資料。

如果網路上找不到答案，你也可以在 Stack Overflow上張貼你的問題。但這
需要一個 SSCCE，這是在論壇發問的規則：讓其他人可以複製你遭遇的問
題的簡短程式（見作法 10：“有效的重複產生問題＂）。某些語言可以讓你
透過 SourceLair或 JSFiddle等線上 IDE展示你的範例。sscce.org有如何撰
寫特定語言與技術範例的詳細說明，Eric Raymond的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一文也值得一讀。

我發現撰寫好問題與好範例經常能讓我找到答案，就算沒有發生這回事，好

範例比較可能讓有經驗的人願意嘗試提供答案。

如果你的問題與開源函式庫或程式有關，且你相信它確實有問題，你可以連

絡它的開發者，通常是對該程式的問題記錄系統開啟一筆記錄。再重複一

次，要確保沒有已經登錄在案的類似問題，並且加上複製問題的精確細節。

如果該軟體沒有問題記錄系統，你可以嘗試發郵件給它的作者，但要注意禮

貌；大部分的開源軟體作者沒有欠你。

請記住

 ► 以雙引號包圍錯誤訊息執行搜尋。

 ► StackExchange網站群的答案很有幫助。

 ► 如果以上方式均無效，張貼你的問題或登錄一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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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作法  確認滿足前後條件

修理電器時，第一件事是檢查電源：電源供應器輸出什麼給電路。大部分案

例中都是電源的問題。同樣的，在程式中你可以檢視程序的進入點（前置

條件－程式狀態與輸入）與離開點（後置條件－程式狀態與回傳值）來找

出許多問題。如果前置條件不對，則錯誤來自設置的部分；如果後置條件不

對，則問題來自程序。如果兩者都對，則應該到別的地方找問題。

在程序的開始處或呼叫它的地方或關鍵演算法開始執行處設置中斷點（見作

法 30：“使用程式與資料中斷點＂）。為檢驗前置條件是否符合，要仔細檢查
演算法的參數，包括參數、被叫用方法的物件與程式使用的全域狀態，特別

要注意下列部分：

 � 是否有不應該為 null的值。

 � 檢查呼叫數學函式的值域；舉例來說，檢查傳給 log的值是否大於零。

 � 檢查傳給程序的物件、結構與陣列以驗證其內容是否符合要求；這也可

以幫助你找出無效的指標。

 � 檢查值是否在合理的範圍內。未初始化的變數通常具有可疑的值，例如

6.89851e-308或 61007410。

 � 檢查傳入程序的資料結構的完整性；舉例來說，map是否帶有預期中的
鍵與值，或是否能正確的遍歷雙向鏈結 list。

然後，在程序的尾端或呼叫之後或關鍵演算法執行完成後設定中斷點。現在

檢視程序執行的效應。

 � 計算結果是否合理？是否在預期範圍內？

 � 如果是，結果是否正確？你可以手動執行程式來檢查（見作法 38：“審
核與手動執行可疑程式碼＂），與已知正確值或用其他工具與方法計算出

的值做比較。

 � 程序的副作用是否符合預期？可疑程式碼是否碰觸到其他資料使其損毀

或變成錯誤的值？這對自行維護所觸及資料結構資訊的演算法特別重要。

 � 演算法所取得的檔案或鎖是否正確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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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高階策略

你可以對高階操作與設置使用相同的方法。檢視 table以檢查建構 table的
SQL陳述的操作，對檔案操作工作檢查輸入與輸出檔案，對網路服務檢查
它的輸出入，對資料中心檢查每個設施元素的要求：網路、DNS、共用儲存
體、資料庫、中介軟體等。做檢查，別假設。

請記住

 ► 仔細檢查程序的前置條件與後置條件。

04作法  從問題向上到錯誤或從程式的開始向下到錯誤

通常有兩種方式找尋問題的來源，你可以從問題發生處向上到源頭，或者可

以從應用程式或系統的頂層向下直到問題的來源。根據問題的類型，某一種

方式會比另一種方式更有效。

問題有清楚的症候時從發生問題處開始。以下是三種常見的情境。

首先，程式當掉的除錯在以除錯工具執行程式或當掉後取得記憶體傾印時通

常很容易（見作法 35：“認識如何使用核心傾印＂）。你必須做的是檢視當掉
當時的變數值，找尋可能導致當掉的 null、損毀的或未初始化的值。在某

些系統上你可以輕鬆的透過像是 0xBAADF00D等重複出現的值辨識未初始化的

值，完整的這種值清單可見Wikipedia的 Magic Number。找到值不正確的變
數後試著從程序當掉處判斷當掉的原因，或者從程序呼叫堆疊向上尋找錯誤

的參數或其他相關的原因（見作法 3：“確認滿足前後條件＂與作法 32：“沿
著程序間的呼叫＂）。

如果這樣的搜尋不能幫助你找出問題，在除錯工具下進行一系列的執行，

每次在更靠近計算錯誤值的地方設置中斷點，持續推進中斷點直到你找到

問題。

再來，如果程式是凍結而非當掉，則向上除錯的開始過程有一點不同。以除

錯工具執行你的程式或將它附上去，然後以除錯命令中斷執行（見作法 30：
“使用程式與資料中斷點＂）或強迫產生記憶體傾印（見作法 35：“認識如何
使用核心傾印＂）。有時候你會發現執行的不是你的程式而是函式庫程序。無

論中斷在何處，向上移動直到找到導致凍結的迴圈。檢查迴圈的結束條件，

從此處開始嘗試理解為何不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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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問題是由錯誤訊息列出，從程式原始碼被錯誤訊息文字列出的部

分開始。你可以使用 fgrep -r（見作法 22：“以 Unix命令列工具分析除錯資
料＂），因為它可以快速的查出深度複雜階層下的文字位置。在新式的本地化

軟體中，此搜尋經常無法找到與訊息有關的程式碼而是相對應的字串資源。

舉例來說，假設你住在使用西班牙文的地區並正在進行 Inkscape繪圖程式顯
示“Ha ocurrido un error al procesar el archivo XCF＂錯誤訊息的除錯，在

Inkscape的原始碼中搜尋此字串只會找到西語版本 es.po檔案。

#: ../share/extensions/gimp_xcf.py:43
msgid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XCF file."
msgstr "Ha ocurrido un error al procesar el archivo XCF."

從此本地化檔案中可以取得與此訊息相關的程式位置（share/extensions/gimp_

xcf.py，第 43行），然後在錯誤訊息出現的位置之前設定中斷點或記錄陳述以
檢視問題的發生。同樣的，向上回溯一些程式碼以找尋問題的根源。如果要

搜尋非 ASCII文字，得確保命令列的地區（locale）設定與原始碼的文字編
碼相符（例如 UTF-8）。

從頂層向下前往錯誤位置是無法清楚的識別問題來源時的辦法。從定義上來

說，這通常是所謂的湧現：你無法定位系統問題的來源，像是效能（佔用太

多記憶體或回應太慢）、安全性（網頁應用程式有缺陷）與可靠性（軟體無

法提供應有的服務）。

由上至下的方式是將全局解構為部分，檢視每個部分引發問題的可能性。對

效能問題來說，一般的作法是 profiling：以工具或函式庫找出哪個程序阻塞
CPU或消耗記憶體。對安全性問題，你會檢視通常有弱點的程式碼，像是
會有緩衝區溢流、程式碼插入與跨站攻擊的部分。同樣的，有工具可以幫助

你分析有問題的程式碼（見作法 51：“使用靜態程式分析＂）。最後，對網路
服務來說，你會深入它的內部與外部相依檔案檢查它們是否如預期運作。

請記住

 ► 能夠清楚識別原因，例如當掉、凍結與有錯誤訊息時，從下向上進行。

 ► 難以識別原因，例如效能、安全性與可靠性時，從下至上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