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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軟體工程是一門比較深入而專業的資訊領域，我們試著以清楚而白話的

描述來闡述這門學問，不過要真正地體驗裡頭所探討的主題，必須要配合一些

軟體使用與開發的經驗。簡單地說，軟體工程教我們如何去開發與管理軟體產

品，雖然名為工程，實質上與一般的工程有很大的差異，以規模來說，今天市

場上很多軟體，倒真是要運用工程的方法來建立。有研究的調查顯示，大型軟

體開發專案成功的比例越來越高，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軟體開發程序的成熟與

改善，可見軟體工程是有效的，但是需要我們用心去實踐學理中的奧秘。

軟體工程裡有很多觀念值得大家一起討論與分享，軟體工具的學習可以讓

我們印證一些軟體工程的原理，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說，軟體的取得不易，倒是

有些試用版的軟體在學習上能提供不少協助，希望大家不要錯過。軟體工程有

許多觀念必須靠欣賞與經歷來體驗，我們希望大家在閱讀之餘，能夠更用心地

去看理論悠美之處。

再版的內容除了對文字的修正之外，也對一些較新的概念做了補充，包

括個人軟體程序 (PSP，personal software process)與團隊軟體程序 (TSP，team 

software process)、新舊系統的轉換，以及智慧型手機 app和雲端技術對於軟體

發展的影響，在軟體工程的未來發展中加入軟體產品線 (software product lines)

的概念。本書承蒙碁峰資訊公司的輔助付印，在此致上最大的謝意。出版過程

中碁峰資訊同仁的專業輔助，辛苦了！最後希望讀者們閱讀之後不吝指正，在

此先致謝。

顏春煌

謹識於台北



1. 認識軟體系統的驗證

2. 了解軟體系統的測試

3. 了解主從架構類型的軟體系統測試

4. 了解軟體系統的部署安裝

12.1　軟體的驗證

12.2　軟體系統的測試

12.3　主從架構系統的測試

12.4　軟體系統的部署安裝

12 系統的測試與 
部署安裝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地 圖



軟體工程理論與實務

12-2

製作完成的軟體系統要接受測試及品質的檢驗，確定所開發出來的軟體符

合需求分析訂出的規格，除此之外，軟體本身是否穩定，搭配硬體環境作業時是

否順暢，都是測試及品管階段要確認的。由於軟體系統完成之後，就會正式上線

啟用，或是大量複製發售，測試及品管工作不確實將會引發很多後續的問題。

12.1　軟體的驗證

所謂的驗證，簡單地說就是驗收與證明，一個軟體專案完成以後，並不像

一般實體的產品一樣，能夠從外觀來審視，必須要有一套方法來確定的確是原

來希望開發出來的系統。這麼說來，軟體的驗證相當重要囉 ! 

在軟體製作的過程中，以及軟體系統完成以後，我們必須檢查軟體是否符

合原來訂定的規格與設計的功能，這就是軟體的驗證工作。軟體的驗證工作包

括兩個層次 : 一個是檢查軟體系統是否符合原來訂定的規格（ verification），另

一個層次是檢查軟體的功能是否符合使用者的期望（validation），這兩種層次的

驗證是不同的。

根據上面的定義，軟體的驗證工作可以分成確認（ verification）與確立

（ validation）兩大類，也簡稱為 V&V。V&V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中都可能會

進行，包括需求分析、設計、程式碼的檢查與產品的測試等各階段。在 V&V

的程序中，對於系統的檢查與分析常採用兩種彼此互補的方法 :

1. 軟體的檢視（ software inspection） : 檢視開發過程中產生的需求文件、

設計圖與程式碼等資料，由於不需要真正地去執行軟體，屬於靜態的

V&V方法。

2. 軟體的測試（software testing） : 以測試的資料來執行所完成的軟體系統，

檢查系統的輸出與顯示的行為，看是否與預期的相符，軟體測試屬於

動態的 V&V方法。

從圖 12-1可以看到靜態的 V&V與動態的 V&V之間的關係，箭頭代表 V&V

進行的時機，其實就是對應的軟體開發的階段。軟體檢視的工作在各階段 可以

進行，軟體測試則只有在有雛形系統或是已經完成的系統時才能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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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

在漸進式的軟體開發方法中，假如能比較早先建立一個雛形系統，則軟體測試的工

作就能提前開始，軟體系統的功能逐漸遞增，很多錯誤將能在早期先發現排除，對

後面的開發工作的影響就變小了。
 

圖 12-1　靜態與動態的 V&V

 靜態 V&V與動態 V&V的差異

靜態 V&V對軟體進行檢視，檢查程式與規格之間的對應，無法檢驗軟體

在運作時功能的展現，所以沒有辦法看出軟體的效能與穩定性。動態 V&V運

用軟體測試的技巧，以實際的資料來測試軟體系統執行的結果，進而發現系統

的問題。程式測試仍舊是 V&V採用的主要技術。

 V&V與除錯（debugging）

V&V的程序試著要找出軟體系統的缺陷，或是說找出足夠的證據來確認

軟體系統有缺陷，這時候就需要除錯（debugging）來找出缺陷的所在，同時把

錯誤更正。圖 12-2顯示除錯的程序，由於系統的缺陷可能會不斷地被發現，

所以 V&V與除錯可能會一直交錯地執行，讓軟體系統能持續地改善。原則

上，一旦程式有缺陷時應該所有的測試案例都要重新再測試，但是通常我們

會建立測試計畫，把程式元件與測試案例之間的相關性建立起來，避免全面

的重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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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除錯（debugging）的程序

12.2　軟體系統的測試

軟體系統的測試將影響未來系統的品質與發生錯誤的機率，其目的在於發

現軟體系統的錯誤，同時確認其功能與原先的需求規格是否符合。軟體系統測

試以前應該先擬定測試的計畫（test plan），一個測試計畫通常包含下列的組成 :

1. 測試的程序（testing process） : 描述測試過程中的主要階段。

2. 需求的追蹤 : 使用者最關心系統是否滿足原來提出來的需求，所以測

試必須確定每個需求都有被測試到。

3. 測試的項目 : 軟體開發中的那些產物需要被測試必須先確定。

4. 測試的時程 : 確定測試的時程與資源的需求。

5. 測試記錄的步驟 : 測試的結果必須有系統地記錄下來。

6. 軟硬體的要求 : 確定將用到的軟體工具，以及硬體的使用情況。

7. 限制（constraints） : 測試程序中可能會碰到的限制，利用可用的人力情況。

 錯誤的情況與測試的種類

軟體系統可能發生的錯誤種類很多，寫過程式的人都知道，每一個程式遇

到的情況都不一樣，對於大型的軟體系統來說，狀況更複雜。通常系統的錯誤

可分成兩大類：

1. 第一類的錯誤（Type 1 error）：系統未執行應完成的工作，程式碼忽略

了應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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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類的錯誤（Type 2 error）：系統執行了不應該執行的工作，程式碼

產生了未被預期的結果。

圖 12-3畫出測試工作與軟體開發程序之間的關係，測試工作可分成兩大

類，一類是由開發人員自行進行的測試，稱做「開發測試」（ Developmental 

test），另外一類可委由外人進行，稱為「接受性測試」（Acceptance test），或稱

「品質保證的測試」（QA， Quality assurance）。

我們從單位測試（ unit test）開始，對程式碼進行測試，單位測試和程式的

結構有關，完成單位測試之後，可針對較大的子系統進行測試，了解各子系統

的功能與子系統間的交互作用。整合測試將單位測試後的子系統組合起來測

試，完成之後就可以進行完整的系統測試，了解系統是否依照規格訂定的功能

執行。回歸測試（ regression test）使用於系統修改時，確認是否會造成一些不可

接受的結果。

(Acceptance test)

(System test)

(Integration test)

(Unit test)

(Regression test)

圖 12-3　測試工作與軟體開發程序的關係

系統的測試與部署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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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的策略（Testing strategy）

接受性測試由開發人員之外的人士負責，以維持客觀性，測試的內容與

系統測試近似，不過測試的項目及方式完全由測試人員自主，不受開發人員

的影響。不論是那一種測試，都應該訂出測試的方式，或所謂「測試的策略」

（Testing strategy），常見的測試方式包括：

1. 黑盒測試（ Black-box test）：測試的結果來評估系統的正確性，不探討

系統得到該結果所用的邏輯。

2. 白盒測試（White-box test）：用來了解系統的邏輯，測試本身使用不同

的處理方式，來比較系統的回應，因此不僅最後的結果用來比較，中

間產生的數值也用來驗證系統的正確性。

3. 由上而下的測試（ Top-down testing）：先測試重要的程式碼及功能，然

後再測試次要的功能。

4. 由下而上的測試（Bottom-up testing）：先測試已完成的小模組與程式片

段，然後再將測試好的模組集合起來進行整合測試。

 測試的程序

Debug

圖 12-4　測試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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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介紹的各種測試也可以混合運用。選定了測試方式之後，可以設計測

試案例（ Test cases），測試案例代表某種資料處理的作業，可反映出欲測試的

系統邏輯，測試案例預知應得到的正常結果，可和測試的結果比較。測試的方

法、案例與結果，必須記錄在系統文件中，圖 12-4畫出一般測試的程序，我們

可以看到測試是一種重複性（ Iterative）的程序，其實也就是測試→除錯→修正

→測試的循迴。

學習活動

軟體系統的測試似乎可以避免很多麻煩，這麼說來應該多多測試開發出來的軟體，

不過這樣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耗費成本，因為人員與時間都是成本，這麼一來，

讓我們替軟體公司的老闆想一想，到底要如何估計花多少成本在軟體系統的測試

上面 ? 
 

下面的圖顯示不同測試階段發現的錯誤數量，這是一個一般性趨勢的示

意圖，可以看得出來整合測試與系統測試的階段會發現比較多的錯誤，相對地

錯誤發現的速率也會比較快。就測試的目的來說，是要找出系統可能存在的錯

誤，但不是要證明系統是正確無誤的。所以系統上線開始使用以後應該都還有

隱藏的錯誤。

(不同測試階段發現的錯誤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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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主從架構系統的測試

目前大多數的軟體系統都需要跟網路的環境結合，讓很多使用者能透過網

路來使用系統的功能，不管是一般的Web架構或是多重式的架構，都能算是主

從架構的一種，我們下面探討的就是這一類系統測試的方法。

12.3.1　測試的方式

主從架構系統要有完整的測試，才能在正式作業之前修正任何可能發生的

錯誤或問題，測試的方式有很多種，而且可配合工具的使用來進行：

1. 負載測試（Load test）：從各種環境參數的變更，來看系統效能的改變，

例如系統使用者的人數，測試的結果可用來預期系統部署後的效能。

2. 元件測試（ Component test）：對於大型的系統來說，直接測試勢必會產

生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元件測試可以幫助我們以系統的元件為基礎，

理出系統運作的頭緒來。對於軟體元件的再使用技術來說，元件化是

必備的要素，進行元件測試就更方便了。

3. 回歸測試（ Regression test）：當應用系統必須經歷某些改變時，我們要

確定改變後不會影響系統的正常作業；例如作業系統的更新、資料庫

定義的改變、開發環境的變更等，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進行所謂的回

歸測試。

4. 整合測試（ Integration test）：複雜的應用系統可能是由獨立開發的軟體

元件組合起來的，雖然我們可以對每個元件進行元件測試，但是各元

件組成應用系統之後，是否能正常作業，要靠整合測試來評估。

5. 物件導向測試（ Object-oriented test）：物件導向的系統開發方式和傳統

的方法不同，在測試的程序上也有差異，由於物件是組成應用系統的

要素，測試的過程以物件的時性、物件之間的關係以及物件整合以後

的行為當做測試的重點。

12.3.2　測試工具的功能

主從架構系統的測試工具能輔助系統測試的過程，使部份測試的程序自動

化，同時幫助我們了解及分析測試所得的資料。測試工具（Testing tool）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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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系統效能的記錄：系統在執行時各種作業的效能，可以透過測試工具

來監控並記錄下來；例如輸入輸出（ I/O）的效率、資料庫伺服器的回

應時間等。

2. 追蹤測試與偵錯：程式設計層次的測試可以幫助我們把程式的錯誤找

出來。一般的測試工具大多能讓程式開發者逐行地執行程式，同時自

動地提供有助於偵錯的訊息；更複雜的測試工具還能讓我們撰寫控制

測試過程的小程式，改變測試的情況。

3. 模擬使用者的行為：應用系統作業時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可以由測試

工具記錄下來，然後重新模擬互動的過程，這時候其他的測試條件可

以依序改變，讓測試工具記錄有用的測試資料。

4. 使用者介面的測試：圖型化使用者介面採用事件驅動（Event-driven）的

模式來作業，測試工具要能偵測及處理和介面元件與控制項相關的資

料，才能輔助這類程式的測試。

5. 測試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測試工具可以產生及蒐集測試資料，依照使

用者的要求輸出報表，來幫助測試結果的分析。

學習活動

原來主從架構軟體系統的測試有那麼多種，從實務的觀點來看，有那些測試工作比

其他的測試工作來得重要 ? 從成本上來考量，這些測試工作所耗費的成本多不多 ?
 

12.4　軟體系統的部署安裝

在建置的階段就要把系統實際地製作出來，這個階段的活動包括程式的撰

寫、測試與相關文件的製作。完成的系統需要安裝，這項工作牽涉到現有的系

統與新系統之間的切換問題，開發系統的團隊必須透過教育訓練讓企業的成員

能夠迅速上手，開始使用新的系統。新系統開始運作相當於專案的完成，工作

的重心轉移到系統的支援、維護，以及專案的評估。一般說來，系統建置的技

術問題比較單純，成員的訓練與企業的調適反而是複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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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新舊系統的轉換 (conversion)

完成以後的軟體系統在安裝時可以選擇直接安裝，完全揚棄舊有的系統，

也可以進行平行安裝，讓新舊系統並存一段時間，或是選擇只在單一的地點進

行安裝，先測試一下，有些系統可能需要分階段安裝 (phased installation)。為了

讓軟體系統順利地運作與維護，文件化 (documentation)是不可少的，系統設計

的細節與規格記載在系統文件 (system documentation)中，內部文件記載程式碼

的特徵，外部文件記載系統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圖，例如資料流程圖、ER模型

圖等，另外還要有使用者的手冊，說明軟體系統的使用方式。

圖 12-5試著描述系統轉換的策略，可以從系統整體與個別模組的角度來思

考，也可以從轉換的類型來看，或是從轉換的位置來分類。決定了轉換的方式

之後，才能確認要如何進行部署與安裝。所以本節的內容就是要探討這些不同

的轉換的策略有什麼特性？該如何採用與執行？這在實務上是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好不容易寫出來的系統假如在最後這個階段沒有做好而前功盡棄，就太可

惜了。系統分析師必須了解系統轉換的策略，依據自己對於專案委託機構的了

解提供最適合的選擇建議。

圖 12-5　系統轉換的策略



系統的測試與部署安裝

12-11

12
12.4.2　轉換的類型

所謂的「轉換 (conversion)」主要是指新系統取代舊系統的過程，除了系統

變了以外，主要的問題在於使用者也要轉換到新系統進行操作。如圖 12-6有兩

種主要的轉換類型 (conversion style)。

1. 直接轉換 (direct conversion)：直接停用舊系統，開始使用新系統。一般

的個人電腦上的軟體經常採用這種方式來進行更新，這種做法有潛在

的風險，因為新系統可能還不穩定。

2. 平行轉換 (parallel conversion)：舊系統與新系統在轉換的過程中同時使

用，所以使用者同樣的資料可能要在舊系統與新系統上重複輸入，然

後比較輸出的結果是否有差異，這種平行操作要一直進行到新系統穩

定以後，才正式關閉舊系統。假如新系統發現問題怎麼辦呢？有可能

需要暫時關閉，修復之後再繼續進行平行轉換。

圖 12-6　轉換類型 (conversion style)

12.4.3　轉換的位置

對於一個大型的組織發展的大型資訊系統來說，使用系統的人員很多、相

關的單位也不只一個，所以進行系統轉換的時候是要所有人所有單位一起進

行，還是分批進行，也是要事先考量的因素。

1. 測試性的轉換 (pilot conversion)：測試性的轉換會先選擇一個或是幾個

部門先進行轉換，可以採用直接轉換或是平行轉換，一旦測試通過再

進行其他部門的轉換。測試性的轉換多了一層測試，避免所有部門都

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但是顯然要多花一點時間，而且在這個期間可能

部門使用不同版本的系統，資料不容易交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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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階段性的轉換 (phased conversion)：階段性的轉換將組織的部門分組，

不同組在不同的階段進行轉換，跟測試性的轉換一樣可以避免大家面

對同樣的問題。

3. 同時的轉換 (simultaneous conversion)：對所有的部門同時進行轉換，通

常會跟直接轉換並用。這種方式很乾脆，但是發生的問題所有的人都

要一起面對，而且需要比較多的人力來進行轉換，包括對於現有人員

的教育訓練。同時的轉換避免了組織內在轉換時使用不同版本的問題，

由於是同時轉換，大家都使用了新的版本。假如進行順利，同時的轉

換會比較省時間。

圖 12-7　轉換的位置

12.4.4　轉換的模組

多數人都以為一套系統是一次安裝就完成了，其實不然，有的系統很龐大

複雜，無法一次安裝完成。整套系統的轉換 (whole-system conversion)比較單

純，假如是模組式的轉換 (modular conversion)，一次可以只轉換一個模組，優

點是對現有的作業影響比較小，可慢慢調整，但是對於系統的開發來說，就要

考慮到系統模組之間的相關性，否則明明相關的模組沒有一起轉換，就會造成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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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4.5　轉換的策略

表 12-1做了各種系統轉換策略的比較，選擇轉換策略時考慮的主要因素包

括風險、成本與時間。通常我們會針對 3類策略做不同的組合，例如先從全系

統的測試性平行轉換開始，選擇幾個部門進行轉換，一旦這些部門通過轉換之

後再對剩下的部門進行階段式的轉換。原則上希望降低轉換的風險與成本，同

時縮短轉換所需要的時間。

表 12-1 系統轉換策略的比較 (Tegarden, 2013)

特性
轉換類型 轉換位置 轉換模組

direct parallel pilot phased 同時 全系統 modular
風險 高 低 低 中 高 高 中

成本 低 高 中 中 高 中 高

時間 短 長 中 長 短 短 長

摘要（Summary）

對於小程式來說，測試並不難，只要了解程式應該完成的功能，就可以

開始進行測試。可是對於大型的軟體系統來說，測試可是一件大事，而且沒

有那麼容易，由於測試的時候已經接近軟體完成的時程，參與測試的人必然

會考量到未來軟體系統驗收時的壓力，惟有將測試工作做好，才能坦然面對

任何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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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 思考一下有那些系統分析與設計的產物在軟體檢視的時候能派上用場 ?

2. 程式（Program）的測試與除錯與軟體系統的測試與除錯有何差異？

3. 軟體系統失敗（Failure）與發生錯誤（Fault）兩種狀況有何差異？

4. 軟體系統錯誤的避免（Fault detection）與容錯（Fault tolerance）的性質有

何差異？

5. 從整個軟體開發的流程來看，主要的成本會花在那個階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