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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Jeff Sutherland 

 
團隊需要知道 Scrum 的基本知識。像是如何建立和估算一個產品
backlog？如何把它轉換成 Sprint 的 backlog？如何管理燃燒圖和計算
你團隊的速度？ Henrik 的書可當作一個基本實踐的入門工具，幫助
團隊從嘗試 Scrum 的程度，到可以把 Scrum 執行的很好的地步。 
 
對於要投資軟體團隊的公司，良好的 Scrum 執行狀況變得很重要。
身為一個創業投資集團的敏捷教練，我為了幫助他們達成投資的目
標，我建議只投資執行敏捷方法情況良好的公司。集團中的資深合
夥人，向所有待投資的公司詢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團隊目前的速
度，目前他們都很難回答這個問題。為了要得到能進一步被投資的
機會，開發團隊需要了解，他們自己軟體生產率的速度。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如果團隊不知道自己的速度，產品負責人
無法公佈產品的路線，及其可靠的發佈時間。如果沒有可靠的發佈
日期，該公司可能會失敗，投資者可能會失去他們的錢！ 
 
不管你的公司是大是小，是新是舊，有資金或沒資金，都會面臨這
個問題。 近在倫敦的會議中，有討論 Google 實施 Scrum 的狀況。
那時我詢問 135 個聽眾，有多少人在使用 Scrum，只有 30 個人舉
手。接著我問他們是否根據 Nokia 的標準來做反覆式開發。反覆式
開發是敏捷宣言的基礎，能及早並頻繁地交付可運作的軟體。Nokia

花了幾年的時間，和幾百個 Scrum 團隊進行了許多回顧會議，對反
覆式開發規範出許多基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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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循環必須有固定的時間框(time boxes)，並且要小於 6 個
禮拜。 

• 在每個循環結束後，程式必須被 QA 測試過並且能運作正
常。 

 
 
在 30 個有使用過 Scrum 的人中，只有一半的人說，他們有滿足
Nokia 標準，以及敏捷宣言的第一個準則。然後我問他們是否滿足
Nokia 的 Scrum 標準： 

• Scrum 團隊必須要有產品負責人，並且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 產品負責人必須有一個產品 backlog，並且已經由團隊估算
過。 

• 團隊必須有燃燒圖，可以知道他們的速度。 

• 在 Sprint 的過程中，必須沒有外面的團隊來干擾他們。 
 
在 30 位有使用過 Scrum 的人中，只有 3 位滿足 Nokia 對 Scrum 團隊
的測試。所以只有這些團隊，可以在將來得到我合資夥伴的錢了。 
 
Henrik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如果你遵照他所提出的實踐，你將會有
產品 backlog，產品 backlog 的估算，燃燒圖，並且知道你團隊的速
度，與其他許多重要的實踐。然後你將會通過 Nokia 對 Scrum 團隊
的測試，並且值得對你的工作做出投資。假如你是一個剛創業的公
司，可能還會收到創投集團的資金。你或許會是軟體開發的未來，
成為下一代領導軟體產品的創建者。 
 
Jeff Sutherland, 
Ph.D., Scrum 的共同創始人



 

 

 
序 - Mike Cohn 

 

Scrum 和 XP 都要求團隊在每次循環結束後，都完成某些實際可交付
的工作片段。這個循環被設計成要短，要有時間框。在短時間內，
將火力集中去交付可運作的程式碼，這意味著 Scrum 和 XP 沒有時間
研究理論。他們不致力於用工具去繪製完美的 UML 模型，或是撰寫
完美的需求文件，或編寫能應付所有未來變化的程式碼。反而，
Scrum 和 XP 團隊著重於把事情做完，他們可以接受過程中有犯錯，
但是他們知道找到錯誤 好的方法，就是實際去做它，開始去建構
產品，而不是停留在理論階段的分析和設計。 

 

這本書與眾不同之處，就著重在實踐而不是理論。Henrik Kniberg 知
道這些對初學者來說特別有用。他並不對 Scrum 是什麼，提供長篇
大論的描述，他只是提供一些網站給我們參考。反之，Henrik 一開
始就立即描述他的團隊如何管理，如何處理產品 backlog。從這裡他
又接著述說成功的敏捷專案，其他所有要素和實踐。沒有任何理
論，沒有任何參考的東西，沒有註腳，沒有廢話。Henrik 的書不是
從哲學的角度上來做解釋 Scrum 為什麼可行，或是為什麼你可以嘗
試這樣做或那樣做。它只是描述成功的敏捷團隊如何運作。 

 

這是為什麼這本書的副標題 - "我們如何進行 Scrum" - 是如此洽當。
它可能不是你執行 Scrum 的方式，它只是 Henrik 的團隊進行 Scrum

的 方 式 。 你 可 能 會 問 ， 為 什 麼 你 應 該 關 心 其 他 團 隊 如 何 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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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你是應該關心的，因為藉由聽到別人如何進行的故事，尤其
是做的很成功的案例，我們可以學習如何做的更好。這不是，也永
遠不會是"Scrum 佳實踐"清單，因為團隊和專案的背景勝過其他一
切考量。與其是 佳實踐，我們應該要知道什麼是好的實踐，以及
在什麼狀況下它可以適用。讀過夠多成功團隊的故事，以及他們如
何做事，你將會準備好，去面對你實施 Scrum 和 XP 所面臨的困難。 

Henrik 提供了很多好的實踐，以及對應使用的狀況。幫助我們學習
如何更有效地，在我們的專案中執行 Scrum 和 XP。 

 

Mike Cohn  
"Agile Estimating and Planning"和"User Stories Applied for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的作者 



 
 

 

 
前言 - 嘿，Scrum 是可行的！ 

Scrum 是可行的！至少在我們這裡是這樣的(這裡是指我們在斯德哥
爾摩的客戶，但是我在這裡不會提到他們的名字)。希望它對你們也
一樣可行的！也許這篇文章能一路上幫助著你。 
 
這是第一次，我看到一個開發方法論(抱歉，Ken，它是一個框架)，
離開書本後仍可以運作的很好，拿來就可以直接使用。所有人- 開發
人員，測試人員，經理 - 都很高興，它幫助我們脫離了困難的狀
況，儘管市場動盪嚴重和不斷地裁減人員，我們仍能集中精神在要
處理的事情上。 
 
我不應該說我為此感到很驚訝，但是，是的，我確實是這樣。一開
始看了幾本書之後，覺得 Scrum 看起來挺好的，但是太好到不像是
真的(我們都知道"當某些事情看起來好到不像是真的…"，是在說什
麼 )，所以我有理由去懷疑它。但是在使用 Scrum 一年後，我充分地
被它吸引注了(大部分我的團隊成員也是如此)。如果沒有足夠的理
由，我之後新的專案，預設都會繼續使用 Scrum。 
  
  



 
 

 



 
 

 

1 
簡介 

你即將在你的組織中開始使用 Scrum，可能你已經使用了 Scrum 好
幾個月，或者你已經有些基本知識，也許你已經讀過幾本書，更或
者可能你已經拿到 Scrum Master 的認證。恭喜！  
 
但是你可能還是感到非常困惑。 
 
用 Ken Schwaber 的話來說，Scrum 不是一個方法學，它是一個框架
(Framework)。也就是說 Scrum 不會馬上告訴你，你要做什麼。該
死！ 
 
好消息是我將告訴你，我如何來執行 Scrum，以及詳細痛苦折磨的
過程。壞消息則是，這只是我執行 Scrum 的方式，這並不意味你應
該和我做的方法一樣。事實上，如果我遇到不同的狀況，我可能會
用不同的方法來實踐。 
 
Scrum 的強處和痛苦的地方，就是你被迫需要根據你自己特殊的狀
況，來進行調整。 
 
我目前的方法，是過去一年來，大約四十人的開發團隊對 Scrum 的
實驗結果。公司那時處於艱苦的狀態，大家一直加班，產品有品質
的問題，很多人持續救火，一直錯失交付日期。公司已經決定使用
Scrum，但是並沒有真正的實行。對他們來說，那只是我的工作而
已。那時對於開發團隊的大部分人來說，Scrum 只是一個陌生的時
髦術語，可以常常在走廊上聽到它。但是對他們的日常工作來說，
並沒有任何關連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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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一 年 以 上 的 時 間 ， 在 公 司 中 各 個 階 層 裡 ， 我 們 都 實 踐 了
Scrum。我們試過不同的團隊大小(3-12 人)，不同的 Sprint 長短 (2-6

個禮拜 )，不同定義"作完"的方式，不同產品 backlog 和 Sprint 

backlog 的紀錄格式(Excel，Jira，索引卡)，不同的測試策略，不同的
方式進行展示，不同的方法來同步多個 Scrum 團隊的訊息，等等。
我們還嘗試了 XP 的實踐 - 各種不同方式來進行持續建構，搭檔編
程，測試驅動開發等等，以及如何把 XP 和 Scrum 結合。 
 
這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所以故事不是到這裡就結。我相信如果
公司保持學習(如果他們持續進行 Sprint 回顧會議)，則在他們各自的
環境下，要如何執行 Scrum 才會 佳，他們將會獲得新的見解。 
 
免責聲明 
這份文件並不是告訴你如何以"正確"的方式來做 Scrum，它只是說明
某一種方式去做 Scrum，並且這是我們一年來，持續調整的結果。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們作法完全是錯的。 
 
在書中所說的每件事情，都是我個人的觀點，不代表 Crisp 或是我目
前客戶的官方意見。為此我避免提到任何產品或是人名。 
 
為什麼我要寫這本書 
在學習 Scrum 的時候，我讀過了幾本 Scrum 和 XP 書籍，瀏覽了許
多 Scrum 的網站和論壇，參加 Ken Schwaber 的 Scrum 認證課程，用
許多問題刁難他，花很多時間和我的同事進行討論。然而，在許多
資訊來源中，我感到 有價值的，是來自真正實戰的故事。這些實
戰的經驗把準則和實踐變成…嗯…你怎麼真的動手去做它。他們幫
助我去辨識出(有時候是避免)Scrum 新手容易犯的錯誤。 
 
所以，這次該我做些事情來回饋了，以下就是我的實戰經驗。 
 



 

 

我希望這本書，對於有相同經驗的人，可以促使他們提出一些回
饋，請記得要啟發我！  

 
但是什麼是 Scrum？ 
哦，對不起，你完全對 Scrum 或 XP 很陌生嗎？ 那你可能要先去看
一下這些的連結： 

• http：//agilemanifesto.org/ 

• http：//www.mountaingoatsoftware.com/scrum 

• http：//www.xprogramming.com/xpmag/whatisxp.htm 
 
如果你沒有耐心去看它們，哪就隨你的意繼續往下看吧。大部分
Scrum 的術語，會在中間的過程中解釋，所以你仍然會感興趣的。



 
 

 

2 
我們如何紀錄產品的 Backlog  

產品的 backlog 是整個 Scrum 中的核心，也是所有東西的起源。基
本上來說，它是由需求、故事或是功能等，所組成的一個依重要性
排列的列表。它裡面是用客戶的術語，來描述客戶所想要的東西。 
 
我們稱這些叫做故事(Stories)，有時候也叫做 backlog 項目。 
 
我們的故事包含以下欄位： 

 編號(ID) – 一個唯一的識別號碼，號碼會自動增加。若是我
們之後改變故事名稱，它可以避免我們找不到。  

 名稱(Name) – 由簡潔、有敘述性的句子來表示故事。例如： 

“查看交易的歷史紀錄”。它必須要夠清楚，才能讓程式設計
師和產品負責人，大致了解我們講的東西是什麼，並且也可
清楚區分和其它故事的差別。正常來說，大約是由 2~10 字
所組成。 

 重要性(Importance) – 產品負責人評估故事的重要性。例
如：10 或是 150，數字越高代表越重要。 

o 企圖避免使用"優先順序(Priority)"這個說法。通常 1

代表 高優先順序，可是後來如果有其它更重要的
事情，那它的優先順序應該要是什麼？  

      要給 0 或是-1？ 

 初始估算(Initial estimate) – 只是團隊 初對它的估算。認為
與其它故事相比，完成這個故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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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單位是用故事點數(story point)來表示。通常會用多少人天
來約略估算。  

o “如果有適當的人員來開發這個故事(不會太多也不會
太少，通常是兩位)，並且把他們關到一間房間，有
很多食物，然後沒有打攪。那需要幾天才能交出一
個完整、可以展示、並且已經經過驗證的、可以交
付的實作結果呢？”如果答案是“把三個人關在一起，
大約需要 4 天”，則故事點數的初估值就是 12。  

o 重要的是，這裡並不是絕對值(也就是 2 個故事點數
就是代表要花兩天)，而是一個相對值。(也就是說，
2 個故事點數所要花的時間，會是 4 個故事點數的一
半)。  

 如何展示 (How to demo) –大略描述這個故事，在 Sprint 的展
示會議上要如何被展示。它基本上是一個簡單的測試規格
書。“先做這個，再做那個，然後這個功能就完成”。  

o 如果你有實作測試驅動的開發方式(TDD) ，那麼這段
說明就可以變成你驗收測試程式的虛擬碼 (pseudo 

code) 。  

 註解(Noes) – 其他相關的資訊、解釋、參考資料等等， 一般
來說都很簡短。 

  
 
產品 BACKLOG (範例) 
ID Name Imp Est How to demo Notes 
1 存款 30 5 Log in，登入，打

看存款頁面，存入
€10 歐元，到帳戶
餘額頁面，檢查是
否已增加€10 歐
元。  

需要 UML 

的循序圖。
目前不需要
考慮加密的
問題。 



12 | SCRUM 和 XP 的實戰經驗 

 

2 查看交易的
歷史紀錄 

10 8 登入，點選“交
易”，存入一筆款
項，回交易頁面，
檢查是否有新的交
易顯示。 

使用分頁的
技術以避免
大量資料的
查詢。查看
使用者資料
的頁面也有
類似的設
計。  

 
我們嘗試過很多欄位，但是 後發現，上面這六個欄位，是我們實
際上有一直採用下去。 
 
通常我們會把它存放在共享的 Excel 中 (這樣可以多個使用者，同時
去編輯它)。依官方說法，產品負責人擁有和負責這份文件，但是我
們並不想讓其他人不能接觸它。因為很多時候，測試開發人員需要
查詢這份文件，以釐清一些事情，或是改變原先的估算。  
 
 
同理，我們並沒有把它放在版本控制工具的資料庫中。相反的，我
們把它放到共用的檔案夾中。這樣是 簡單方法，可以避免在同時
編輯下，造成 lock 或是 merge 的問題。 
 
但是，大部分其他文件，我們都有還是有保留在版本控制工具的資
料庫中。  

故事中其他的欄位 

有時候我們會使用其他欄位，方便讓產品負責人來判斷優先順序。 

 軌道(Track) – 對這故事的簡單分類，像是：“後端系統”、或
是“ 佳化”。產品負責人可以容易過濾出，屬於“ 佳化”種類
的故事出來，然後把他們的優先順序設定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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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Components) – 通常會利用 Excel 中的 checkboxes 來實
現。例如：“database，server，client”。這裡整個團隊或是產
品負責人，可以標示哪個技術元件可以用來實作這個故事。
當你有多個 Scrum 團隊時，這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技巧。像
是，後端系統的團隊，客戶端系統的團隊，可以很方便讓每
個團隊知道，他們需要實作哪些故事。 

 請求者 (Requestor) – 產品負責人可以記錄，起初是哪個客

戶，或是關係厲害人提出這項需求，以方便日後回報目前處
理的進度。 

 錯誤追蹤代碼 (Bug tracking ID) – 如果你有錯誤追蹤系

統，像是我們用 Jira 一樣，方便讓你追蹤故事和錯誤案例之
間的關連。  

 

如何讓我們的產品 Backlog 保留在商業應用層次 
如果產品負責人有技術的背景，那他可以添加一個故事：“把 Event

表格增加索引”。為什麼他需要這個呢？背後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希
望在後端系統中，加快搜尋事件表單的反應速度。  
 
但也有可能完全並不是那麼回事，表單變慢的瓶頸不見得是索引的
問題。所以產品負責人還是只關注在商業的需求上面，而開發團隊
才是解決這些技術問題的合適人選。  
 
當我看到一些技術導向的故事出現，我一般都會問產品負責人，一
些“但是為什麼呢？(but why)”的問題，直到我們真正了解潛在的目地
為止。然後才用真正的目的，來改寫這個故事(加快後端系統中，搜
尋事件表單的反應速度)。原先技術導向的敘述只會放在註解中以供
參考 ("對 event 表格增加索引可能會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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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如何準備 Sprint 的規劃 

是的，Sprint 規劃會議這一天很快的到來。我們有個一而再學到的教
訓是：  
 
教訓：在 Sprint 規劃會議之前，要確認產品 backlog 是井井有條的。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呢？是要所有的故事都必須被完美的定義嗎？還
是所有的估算都必須準確無誤？或者是所有優先順序都要被固定下
來？不，不，並不是這樣的！它的意思是： 

 產品的 backlog 必須存在！(你能想像的到這一點嗎？) 

 要有一個產品 backlog 和一個產品負責人 (對於每個產品而
言)。 

 所有重要的 backlog 項目，應該要被設定其重要等級，不同
重要程度有不同的等級。 

o 事實上，如果所有不重要的項目，有相同的評定分
數，這是不要緊的。因為目前這次的 Sprint 規劃會議
上，它們並沒有機會被提出來。 

o 任何故事，只要產品負責人相信它們 終會在下一
個 Sprint 出現，那就應該有某一特定的重要程度。  

o 分數只是讓我們依重要性排序。如果 A 的分數是
20，B 的分數是 100，那只是簡單說明 B 比 A 重要，
並不是代表 B 比 A 重要五倍。如果 B 的分數是 21，
也是代表同樣的意義：B 比 A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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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好在分數之間留下一些間隔，以防之後出現另一
個故事 C，它比 A 重要，但是比 B 還不重要，可是
卻沒有分數可以使用。當然啦，你可以給 C 評定成
20.5，但是看起來有點醜陋，所以我們還是留點空隙
比較好！ 

 產品負責人應該要知道每個故事的意義(通常他是作者，但是
有時候其他人會提出一些需求，因此他需要排優先順序) 。
他並不需要知道它們是如何被實踐的，但是他需要知道為什
麼這個故事會出現在這裡。 

 
註記： 產品負責人以外的人，可能也會增加故事到產品的 backlog

中，但是他們不能指定它有多重要，這是產品負責人才能有的權
力。他們也不能設定時間估算(time estimates)的值，這是整個團隊的
權力。  

 
我們還嘗試，或評估過其他方法： 

 使用 Jira(我們的錯誤案例追蹤系統)來存放產品的 backlog。
大部分的產品負責人覺得用起來太麻煩了。但是，Excel 是
一個不錯和方便直接使用的工具。你可以容易去使用不同顏
色表示、重新安排項目、任意增加新的欄位、添加註解、和
匯進/匯出資料等等。 

 像 VersionOne、ScrumWorks、XPlanner 等，這些 Agile 的輔
助工具，我們還沒有嘗試過它們，不過或許以後會用吧。 

 
  



 
 

 

4 
我們如何產生 Sprint 計畫 

Sprint 規劃是非常重要的會議，應該算是 Scrum 中 重要活動(當然
啦，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執行不好的 sprint 規劃會議，將會毀掉整
個 Sprint。  
 
Sprint 規劃會議的目的，是要給團隊足夠的資訊，好讓他們能在之後
幾個星期內，能不受干擾地工作，同時也是給產品負責人能對此有
充分的信心。 
 
好吧！你可能會說這樣還是相當模糊。其實，Sprint 規劃會議會產生
出一些有用的成果： 

 Sprint 的目標 

 團隊成員的名單(如果他們不是 100%投入，則需要列出他們
投入的程度) 

 Sprint backlog (也就是在 Sprint 中所包含的故事列表)  

 事前訂好的展示時間 

 對於 Scrum 的每日會議，事前訂好舉行的時間和地點 
 

為什麼產品負責人需要參加 
有時候產品負責人不願意花數個小時，和團隊一起討論 Sprint 的規
劃。“同事們，我已經列出我所想要的，我沒有時間一直呆在 Sprint

的規劃會議中”，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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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整個團隊和產品負責人都需要參加 Sprint 規劃會議，原因是
因為每個故事包含三項變數，彼此之間都有高度的關連。  
 

 
 
範圍(scope)和重要性(importance)是由產品負責人決定的，但是估算
是由團隊決定的。在 Sprint 規劃會議期間，經由團隊和產品負責人
面對面討論，這三個變數才能逐漸調整到理想的結果。  
 
一般來說，會議一開始產品負責人會簡述，對於 Sprint 和重要的故
事而言，他想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接著，從 重要的故事開始，
團隊逐一討論和評估每個故事。在他們做這事情的時候，他們必須
對範圍提出重要的問題：“刪除使用者這個故事，需不需要把所有使
用者還沒處理處理完的交易也一並刪除？”有時候答案可能會讓團隊
很吃驚，因此而讓他們調整他們的估算。 
 
在某些狀況下，對某個故事的時間估算，可能不是產品負責人所期
待的。這可能會讓他調整這個故事的重要性，或是改變故事的範
圍，因此而導致一連串的重新估算，等等。  
 
像這樣直接合作的形式是 Scrum 的基本，事實上也是敏捷軟體開發
的基礎。 
 
如果產品負責人堅持，他並沒有時間去參加 Sprint 規劃會議，那該
怎麼辦？我通常會根據以下的順序，來嘗試其中一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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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幫助產品負責人了解到，為什麼他的直接參與是非常關
鍵，希望能夠改變他的心意。 

 嘗試讓團隊中某個成員，志願在會議過程中，扮演產品負責
人的代理人。然後告訴產品負責人：“因為你不能參與我們的
會議，我們會讓 Jeff 在這裡當你的代理人。在會議中，他會
被充分授權，去修改故事的優先順序和範圍。我會建議你和
他在會議之前，儘可能讓你們的想法一致。如果你不喜歡
Jeff 當你的代理人，你可以換其他人，只要這個人可以全程
參加我們的會議就可以。”  

 試著說服管理團隊指派一個新的產品負責人。 

 在產品負責人找到時間來參加會議之前，會先暫緩 Sprint 開
始的時間。同時，拒絕承諾任何交付項目。讓團隊每天都可
以做他們 想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品質是不可被談判的 
在上面那個三角形中，我刻意忽略了第四個變數： 品質。  
 
我企圖去把品質區分成內部品質和外部品質。 
 

• 外部品質是系統的使用者可以感覺到的，一個緩慢和不直覺
的使用者介面，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 內部品質是指一般使用者看不到的問題，但是它會深深影響
到系統的可維護性。像系統設計的一致性、測試涵蓋度、程
式的可讀性和重構等等。 

 
一般說來，若是一個系統內部品質很高，仍然有可能會外部品質還
是很差。但是若是內部品質差的系統，很少會有很好的外部品質。
試想，在鬆軟的沙灘上，如何建立堅固精緻的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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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外部品質也視為範圍的一部份。有時在商業的考量下，可能會
發佈一版，它的使用介面比較簡陋，並且反應速度也比較慢。不過
隨後發行一版比較乾淨的版本。我會把這些做或不做的決定權留給
產品負責人，畢竟他是負責決定範圍的人。 
 
然而，內部品質就沒有得談了，不管在怎樣的狀況，團隊都要維護
系統的品質，這是無庸置疑的，沒有可以討價還價的，向來都是這
樣的。  
 
(好吧，差不多是直到永遠) 
 
所以我們如何區分哪些是內部品質，哪些是外部品質的問題？ 
 
假如說，產品負責人說：“我尊重妳們所估算的 6 個故事點數，但是
如果你們能花點心思，你們一定找到一些快速解(quick-fix)的方法，
來節省一半的時間”。  
 
哈！他想把內部品質當作一個變數。你會想說我怎麼會知道呢？因
為他要我們縮短所評估出來的時間，可是卻沒有要對縮小範圍這件
事情來“買單”。所謂“快速解”這件事會敲響你的腦中警鐘﹒﹒﹒ 
 
為什麼我們不允許這樣做？ 
 
我的經驗告訴我，犧牲內部品質是一個很糟、很糟的想法。所省下
來的時間，在之後的日子會不斷為它付出代價。一旦我們允許這樣
做，後面就很難恢復品質了。  
 
相反地，我會試圖把話題回到範圍上面來，“既然你覺得早一點達到
這個功能是很重要的，我們能不能縮小這個範圍，好讓我們能縮短
實作時間？或者我們可以簡化錯誤處理的的方式，讓完整的錯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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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變成另一個故事，讓我們之後再去處理它？或是我們降低其
它故事的優先順序，讓我們先集中精神處理這一個？” 
 
一旦產品負責人學到內部品質是不能被討價還價的，那對於其他變
數，反而他將會處理的很好。 

 
永無止境的 Sprint 規劃會議… 

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 困難的事情是： 

1) 人們不認為他們會花這麼多時間 

2) ﹒﹒﹒但是他們會的！ 
 
Scrum 中每件事情都是有時間框的(time-boxed)。我喜歡它簡單、一
致的規則，我們會試圖去貫徹到底。  
 
如果 Sprint 規劃會議時間快要用完，但是還沒有 Sprint 的目標或是
backlog 產生，那要怎麼辦呢？我們要打斷它嗎？還是要延長一個小
時嗎？或是準時結束明天再繼續？ 
 
這種事常常一再發生，特別是新上手的團隊。那你會怎麼做？我也
不知道。但是我們的作法是什麼呢？嗯﹒﹒﹒好的，通常我會直接打斷
它，結束它。讓這個 Sprint 去承受這個沒有結果的事情。更具體一
點，我會告訴團隊和產品負責人：“會議會在十分鐘後結束，我們還
沒有一個真正的 Sprint 計畫。我們是要照已經有結論的部份先作，
還是要明天早上 8 點，再來個 4 小時的 Sprint 規劃會議？”" 你猜他們
會怎麼回答﹒﹒﹒：o) 
 
我也嘗試讓會議繼續下去，但是通常還是沒有完成什麼事情，因為
大家都太累了。如果他們在 2~8 小時內(不管你的時間長度是多少)沒
有產生還可以的 Sprint 計畫，即使再一小時他們也不會有結果。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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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再另外安排一個會議，或許是一個還不錯的主意。但是大家已經
失去耐心，只想開始這個 Sprint，不想再花另外的時間去做歸劃。 
 
所以我會打斷它。是的，這個 Sprint 中，大家會承受這個問題。但
是，正面來說，團隊學到非常寶貴的經驗，下次會讓 Sprint 規劃會
議更有效率。此外，如果之前他們覺得你訂下的會議時間過長，這
時候大家便不會抱怨說時間太多。 
 
學習去遵守你的時間框，並且學習設定合理的時間框長度。那對會
議長度和 Sprint 長度的設定也有幫助。 
 

Sprint 規劃會議的議程 
對於 sprint 規劃會議，若是有事前制定好的時間表，可以減少違反時
間框的風險。 
 
這裡有一個我們曾用過的，典型的時間表： 
 
Sprint 規劃會議：13：00-17：00 (每個小時休息 10 分鐘) 
 

• 13：00 – 13：30 產品負責人會介紹 Sprint 的目標和簡述產品
的 backlog，訂定要展示的地點和時間。 

• 13：30 – 15：00 團隊評估所需時間，必要時，進一步拆解
backlog 項目。有需要的話，產品負責人也更新重要性欄位的
估算。所有項目都被釐清。對於所有高重要性的項目，“如何
展示”的欄位都需要被填寫。 

• 15：00 – 16：00 團隊選擇哪些故事要被放入這次 Sprint 當
中。並計算團隊的速度，來檢查工作進行的狀況。  

• 16：00 – 17：00 為了每日 Scrum 會議，安排固定的時間和地
點(如果和上次不同)，並進一步把故事拆解成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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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間表並不是要完全固定不變，Scrum master 可以根據會議的進
程，來延長或是縮短某個子項目的時間。 
 

訂定 Sprint 的長度 
Sprint 規劃會議的其中一個產出，就是定出 Sprint 展示的時間。這意
味你必須決定 Sprint 的長度。 
 
所以 Sprint 的長度要多長比較好？ 
 
好的，短的 Sprint 會比較好。它可以讓公司更敏捷，也就是說方便
於改變方向。短的 Sprint = 短的回饋週期 = 更頻繁的交付 = 更頻繁
的客戶回饋 = 在錯誤的方向上不會花太多時間 = 學習和改進的更快
速，等等。  
 
但是，長的 Sprint 也不錯。團隊能有更有時間累積能量，更多空間
去解決問題，進而達成 Sprint 的目標。不會被一堆 Sprint 規劃會議或
展示，忙得不可開交。  
 
一般說來，產品負責人喜歡短的 Sprint，而程式設計師喜歡長的
Sprint。所以 Sprint 的長度是可以討論的。我們實驗了許多次， 後
總結我們 喜歡的長度： 3 個星期。大部分我們的團隊(但不是全
部)Sprint 長度都是三週。對我們來說，它短的讓我們有足夠的敏捷
性; 也長的足夠讓我們完成在 Sprint 中，所要完成的事情和所要解決
的問題。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在剛開始時，就要做 Sprint 長度的實驗。不要
浪費太多時間去做分析，先選一個還不錯的長度，做個一兩次
Sprint，然後再調整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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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旦你已經決定哪個長度 適合你，之後就要長時間堅持
住。經過幾個月後的實驗，我們發現 3 個禮拜很好，所以我們就用 3

週，進行了一段時間。有時候可能會感覺有點長，有時候可能會感
覺有點短。不過只要保持住相同的時間，就會變成大家共同的心跳
節奏，會覺得很舒服。並且對於發佈日期不會有任何爭論，每個人
都知道每三週會有一個版本。  
 

定義 Sprint 的目標 
定義 Sprint 的目標，這是每次都要做的事情。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的
某個時間點，當我問“這次 Sprint 的目標是什麼？”，大家都會一臉茫
然的看著我，產品負責人也會皺起眉頭，開始搔著下巴。  
 
基於某種原因，要訂出 Sprint 的目標是件很困難的事。但是我發現
是值得去把它找出來。半吊子的目標也比沒有好。這個目標可能是
“賺更多的錢”，或是“完成前三件重要的故事”，或是“打動 CEO”，或
是“把系統做好到可以給真正的 beta 客戶來使用”，甚至是"增加基本
後台系統的支援"等等。重要的是，它必須用商業的用詞來表示，而
不是用技術的用語來表示。這意味著需要連團隊以外的人都能了
解。  
 
Sprint 的目標需要來回答這個基本的問題：“為什麼要進行這個
Sprint？ 為什麼我們不去放假呢？”為了要能拐騙產品負責人說出
Sprint 的目標，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問他這個問題。 
 
Sprint 的目標應該是尚未達成的。“打動 CEO”可能是不錯的目標，但
如果他已經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種狀況下， 即使大家回家休息，
Sprint 的目標仍然可以達成。 
 
在 Sprint 規劃過程中，或許所訂出的 Sprint 的目標看起很愚蠢，或是
很作做。但是當大家開始對於他們該做什麼感到困惑時，它經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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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拿出來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很多 Scrum 的團隊(想我們一樣) ，可
以把所有團隊的目標列在一個 wiki 的網頁上(或是其他系統) ，並且
把它放在一個明顯的地方，讓公司內所有人(不只是高階主管)知道公
司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做。 

 
決定在這次 Sprint 要做哪些故事 
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一個主要的活動是決定哪些故事要在這個
Sprint 中完成。更具體的說，哪些產品 backlog 中的故事，要被放到
Sprint backlog 中。 
 

  
 
看一下上面那個圖，每個長方形代表一個故事，並且依重要性排
序。 重要的故事是放在 上面。每個長方形的大小代表故事的大
小(也就是故事時間點數的估算) 。藍色括號的高度代表團隊評估的
速度，也就是團隊認為多少故事點數，他們可以在下一個 Sprint 中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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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右 邊 的 Sprint backlog ， 是 產 品 backlog 的 一 個 故 事 快 照
(snapshot) 。它代表團隊承諾要在這次 Sprint 中，所要完成的故事列
表。 
 
是團隊決定多少故事要在這個 Sprint 中被完成，而不是產品負責人
或是其他人所決定的。  
 
這會引起兩個問題： 

1。 團隊如何決定哪些故事要被放到這次 Sprint 中？ 

2。 產品負責人如何影響他們的決定？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產品負責人如何影響哪些故事要放在這次 Sprint

中？ 

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假設我們遇到以下狀況。 
 

  
 
產品負責人很失望，故事 D 沒有被排入這次的 Sprint 中。那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他的選擇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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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選擇是他能重新設定優先順序。假如他賦予故事 D 較高的優
先順序，那團隊就不得不把它先加入 Sprint 中 (在這裡需要把故事 C

給丟掉)。 

  
 
第二的選擇是他可以改變換範圍。縮小故事 A 的範圍，直到團隊認
為故事 D 可以放到這個 sprint 為止。 
 

  
 
第三的選擇是他可以拆解故事。產品負責人可能可以決定故事 A 中
某些部分不重要，所以把故事 A 分成故事 A1 和 A2，並且賦予不同
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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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你所看到的，雖然產品負責人在正常的狀況下不能控制團隊所
評估出來的速度，但是他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影響哪些故事要放
到 Sprint 裡面。 
 

團隊如何決定哪些故事要放到這個 Sprint 中？ 
我們這裡使用兩種技術：  

1. 憑感覺 

2. 團隊速度的計算 
 

憑感覺來評估 
 Scrum master：“嘿，大夥們，我們能在這次 Sprint 中完成故

事 A 嗎？” (指向產品 backlog 中 重要的項目)  

 Lisa：“嗯，當然可以，我們有三週，這只是微不足道的功
能” 

 Scrum master：“OK，如果我們加上故事 B 呢？” (指向第二
重要的項目)  

 Tom 和 Lisa 一起回答：“應該沒問題” 
 Scrum master： “好的，那故事 A、B、C 一起呢？” 
 Sam (對產品負責人說)：“故事 C 需要包含一些複雜的錯誤處

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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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負責人：“不，你現在可以先跳過它，只需要有一些基本
的錯誤處理。” 

 Sam：“那故事 C 應該沒有問題” 
 Scrum master：“好的，那我們加上故事 D 呢？” 
 Lisa： “嗯…” 
 Tom：“我想我們應該可以完成它” 
 Scrum master：“90%的信心？或是 50%？” 
 Lisa & Tom：“大約 90%” 
 Scrum master：“好的，D 也包含在裡面，如果再加上 E

呢？” 
 Sam：“或許吧” 
 Scrum master：“90%或 50%？” 
 Sam：“我認為差不多 50%” 
 Lisa：“我很懷疑” 
 Scrum master：“好，那先不去管它。我們要做完 A、B、

C、和 D。如果還有空的話，當然我們我們可以做完 E。但
是沒人認為它應該被算到這次裡面，所以我們會先把它排除
在這次 Sprint 計畫外，大家覺得如何？” 

 所有人：“沒問題！” 
 
對於小的團隊或是短的 Sprint 來說，憑感覺的評估方式還運作的不
錯。 
 

利用團隊速度的計算來評估 
這個技術包含兩個步驟： 

1. 決定估算的速度 

2. 在沒有超過估算的速度下，計算有多少故事你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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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是一種“已經完成的工作的總量”的衡量方式，這裡每個項目是根
據原始估算來進行衡量的。 
 
在下面的圖形中，左邊是一開始估算的速度，和右邊是 Sprint 後
實際的速度。每個長方形代表一個故事，裡面的數字代表這故事初
始的估算。 
 

  
 
注意，這裡實際的估算是根據初始估算為基礎的，在 Sprint 過程
中，任何有關故事時間的更新都被忽略了。 
 
我已經可以聽到你的抱怨了，“這怎麼會有用？速度的快或慢可能取
決於一大堆的因素！愚笨的程式設計師、不正確的初步估算、範圍
的改變、或是在 Sprint 期間無預警的干擾等等。”  
 
我同意，這不是準確的數字。但是它仍然很有用，尤其是跟什麼都
沒有比的話。它可以給你一些不容懷疑的事實：“不管原因為何，我
們以為我們可以完成的，和真正我們做的完的，還是有些差別的。” 
 
在 Sprint 中，對於幾乎快要完成的故事，那又該如何處理？為什麼
我們不能因此加部分點數到我們的速度中？呵呵，這裡必須要強調
Scrum 的精神(事實上，這也是敏捷開發和 lean manufacturing 所強調
的)，那就是要全部做完，可以出貨，才算是真正做完。事情做一
半，它的速度只能算是 0 (也許還可能是負值) 。你可以參考 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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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ertsen 所寫的“Managing the Design Factory”，或是 Poppendieck 的
書，便可以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說。 
   
所以，我們是透過什麼神秘的魔力來估算速度？ 
 
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去評估速度，那就是查看團隊的歷史資料。
在過去幾個 Sprint 中，他們的速度是多少？然後再假設下一個 Sprint

的速度也差不多。  
 
這個技術就是有名的昨日氣象(yesterday’s weather)。團隊若要使用這
項技術，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團隊已經做過幾次 Sprint(所以有些統
計資料可以得到)。以及在下個 Sprint 中，用大致相同方式來開發(也
就是相同的團隊大小，相同工作狀況等等)。當然啦，並不是每次都
能如此。 
 
另一個較複雜的方法，是去做簡單的資源計算(resource calculation)。
假設我們規劃一個由四個人組成的團隊，要去進行一個為期三週的
Sprint。其中 Lisa 將會請兩天假，Dave 只能投入 50%的時間，並且
會休一天假。所以讓我們把這些加在一起… 
 

 
 
…將會得到這個 Sprint 會有 50 個可用的人天。 
 
那這是我們所估出來的速度嗎？不是的，我們估算的單位是故事點
數，雖然是可差不多對應到“理想化的人天”。一個理想化的人天是指
能工作有效率，不受打擾的一天。但是這種狀況太少見了。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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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一步考慮一些事情，像是把沒有規劃到的工作進去，員工生
病不能工作等等。  
 
所以我們的估計的速度一定小於 50，但是到底少多少呢？我們利用
了“投入程度” (focus factor)來解決這個問題。 
 

 
 
投入程度是指能投入多少精力的估算。投入程度低，表示團隊預計
將有許多干擾，或預期自己的時間估算是樂觀的。  
 
想要決定一個合理的投入程度， 好的方法是去看看上一次 Sprint

的狀況 (或是前幾次 Sprints 的平均值更好)。      
 

 
 
把上次 Sprint 中，所有故事的初始估算的值的總和，就是真實速度
的值。  
 
假設上次 Sprint 中，由 Tom、Lisa 和 Sam 三個人所組成的團隊，在
三個星期內工作了 45 個人天，一共完成 18 個故事點數。現在我們
試圖要算出下一個 Sprint 的估算速度，為了更複雜一點，有一個新
的同事 Dave 要加入這個 Sprint。把假期和新成員一起加起來，我們
在下一個 Sprint 會有 50 個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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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據上面的公式，下一個 Sprint 的估算速度是 20 個故事點數。
這意味著這個團隊，在這次的 Sprint 中，所能做的故事點數總和不
能超過 20。 
 

 
 
在這個狀況下，團隊可能選了前四個故事，加起來一共 19 個故事點
數。或是選了前五個故事，加起來一共 24 個故事點數。假設他們選
了四個故事，因為 靠近 20。如果沒有保握，那就再選少一點。 
 
因為這四個故事加起來一共 19 故事點數，所以 後他們所估算的速
度就是 19。 
 
“昨日氣象”是一個方便使用的技術，但是需要一點常識。如果上一個
Sprint，因為大部份的成員都生病了一周，是一個執行的很糟的
Sprint。你可以安全的假設你應該不會這麼慘，所以你可以評估下次
的 Sprint 會有較高的投入程度。如果團隊 近安裝了新的 CI 

(continuous integration)系統，你可能可以假設投入的程度會比較高。
如果有新人加入這次 Sprint，你需要考慮會因為要訓練他，因而減低
投入程度。  
 
只要狀況允許，你應該看看前幾個 Sprint，算出平均值，這樣會得到
更合理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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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全新的團隊，你沒有任何之前的統計數據，那該怎麼辦
呢？你可以看一下其他有類似狀況的團隊，他們投入的狀況是怎
樣。 
 
如果你沒有其他團隊可以參考呢？那就隨便猜一下。好消息是你所
猜的值，只用在第一次的 Sprint。之後你就會有歷史資料可以分析，
以用來不斷地分析和改進你的投入程度和估算的速度。 
 
我自己對於新的團隊，所使用的“預設”投入程度是 70%，因為大部分
其他團隊都能達到相同的數值。 
 

那我們用哪一個評估的技術呢？ 
上面我們提到好幾個技術–憑感覺、根據昨日氣象來做團隊速度的計
算、以及根據人日和預估的投入程度來做團隊速度的計算。 
 
所以我們到底用哪一個？ 
 
我們通常的是結合起來使用，這並不會花我們太多時間。  
 
我們會檢查上個 Sprint 的投入程度和真實的速度。接著，我們會檢
查我們這次 Sprint 中所有可用的資源，並估算投入程度。然後，我
們會討論這兩次投入程度之間的差別，必要時作出適當的調整。  
 
一旦我們根據上次的速度和投入程度，算出這次 Sprint 該包含哪些
故事，接著我會用“憑感覺”的方法再做一次檢查。我會要求團隊忘記
之前算出來的數字，只要想像一下，是否這些這東西在一次的 Sprint

中，會太大而咬不下去。如果感覺太多了，我們就移掉一兩個故
事。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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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天結束以前，只要決定出哪些故事要在這個 Sprint 內完成，我
們就算達成目標。投入的程度、可使用的資源、以及評估速度的方
法，這些都是達成目標的手段。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索引卡 

大部分 Sprint 的規劃會議，會花很多時間在討論產品 backlog 中故事
的細節。要去評估它們，排定優先順序，釐清它們，以及進一步分
解它們等等。  
 
那我們是怎麼做這些事情呢？  
 
好的，基本上，有些團隊是利用投影機，把 Excel 中的 backlog 投影
在牆上，然後有一個人(通常是產品負責人或是 Scrum master)操作鍵
盤，咭哩咕嚕講解每個故事，並要求大家進行討論。當團隊和產品
負責人討論過優先順序和故事細節後，拿著鍵盤的這個人會直接在
Excel 更新討論後的結果。 
 
聽起來不錯吧？好的，事實上不是這樣的，大多只是在高談闊論。
更糟的是，團隊不會注意到在會議結束之前，他們都只是在高談闊
論，可能連所有故事都沒有看完過一遍！ 
 
一個比較有效果的作法，是去建立一些索引卡，把他們放到牆壁上
(或是一張大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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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或是投影機比較起來，這是比較好的使用者互動方式，
因為︰ 

 大家必須站起來並四處走動 => 讓大家可以較長時間的保持
清醒，並會留意會議的進行 

 每個人會感覺到有參與感 (而不是只有拿著鍵盤的那個人)  

 有多個故事可以同時被編輯 

 要重新規劃優先順序變得比較容易–只要移動索引卡就可以  

 會議結束後，索引卡可以被拿出會議室，被放到牆壁上的任
務版上 (可參考後面第六章“我們怎麼撰寫 Sprint backlog”) 

 
你可以手寫索引卡(像我們一樣)；或是利用一些簡單的腳本，從產品
backlog 中，直接來產生可被印出的索引卡。 
 

 
 
附註–這個腳本在我的blog中可以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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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crisp.se/henrikkniberg 
 
重要事項︰在 Sprint 規劃會議結束後，我們的 Scrum master 會手動
更新 Excel 上的產品 backlog，以反映故事索引卡中的任何變化。是
的，這確實帶給管理者一些麻煩，但是我們考量在使用索引卡後，
所帶來 Sprint 規劃會議效率的提升，這樣的做法是完全可以接受
的。 
 
這裡有個地方要注意：“重要性”這個欄位。它和 Excel 中的產品
backlog 所記錄的重要性是一樣的。把它放到卡片上，可以方便我們
根據重要性來排序(一般我們把較重要的項目放在左邊，比較不重要
的放在右邊)。不過，一旦卡片被放到牆壁上，我們可以忽略它的重
要性評分，只要注意他在牆壁上在左在右的位置，來指出它相關的
重要性。如果產品負責人交換某兩個項目的位置，先不要去更新 

Excel 上的資料，只要在會議後去更新就可以。 
 
如果把一個故事拆解成更小的任務(task)，那將會更容易評估時間了
(也更容易準確) 。事實上，我們是使用”activity”，因為在瑞典”task”

有完全不同的意義：o)  
 
用索引卡來處理既方便又容易，你可以把團隊拆成兩個人一組，讓
他們同時拆解各一個故事。  
 
實際上，我們在每個故事下面貼上一張便利貼，每張便利貼表示故
事中的一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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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把拆解出來的任務，更新到 Excel 中的產品 backlog。理由
有兩個： 

 任務的拆解通常是比較反覆無常，也就是說，在 Sprint 的過
程中，它經常會改變，會不斷調整，所以若要保持和 Excel

內的產品 backlog 同步，將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 

 產品負責人不需要去知道這種程度的細節。 
 
拆解出來的任務可以和故事索引卡貼在一起，在 Sprint backlog 中直
接被使用。(參見後面第六章“我們怎麼撰寫 Sprint backlog”) 
 

“做完”的定義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產品負責人和團隊必須同意，要對“做完”有一
致的定義。是所有程式碼被 check-in 就算故事做完了嗎？或是要被
放到測試環境，並被整合測試的團隊驗證過，才叫作做完嗎？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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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可能我們使用這樣的定義：“隨時可以上線”，但有時候我們可能這
樣說：“已經部署到測試的機器上，準備好要做驗收測試”。  
 
在 開始的時候，我們曾使用詳細的的檢查清單。但現在我們則會
說：“如果測試人員說可以了，那這個故事就是做完了”然後就由測試
人員去確保，產品負責人所想要的事情，已經被團隊充分理解，並
且此項目已經"完成"到，足夠通過大家以認可的做完定義。 
 
我們慢慢瞭解到，並非所有故事能用相同方法來對待。“查詢用戶表
單”和“操作手冊”這兩個故事處理方式就差異很大。後者，“做完”的定
義可能只是被運作團隊接受就可以。所以有時候用一些常識就可以
確認了，不必用到正式的檢查清單。 
 
如果你經常對“做完”的定義感到困惑(就像我們一開始一樣)，你應該
在每個故事上，增加一個的欄位：“做完的定義”。 

 
使用計畫紙牌來做時間規劃 
估算是一項團體活動，每個團隊成員通常都要參加所有故事的估
算，為什麼大家都要參加呢？ 
 

 在規劃的時候，我們通常都不知道誰要負責實作故事中的哪
個部份。 

 每個故事要求好幾人參加，並且要包括不同類型專長的人(使
用者介面設計、程式撰寫、測試等等) 。  

 為了要能提供一個估算值，團隊成員必須要對故事的內容，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藉由要求每個人去估算每個項目，可確
保每個人知道每個項目是什麼。此外在 Sprint 中，也會增加
大家相互幫忙的機率。同時也增加重要的問題提早浮現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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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要求每個人對一個故事評估時，我們常發現對同一個故
事，可能有兩個人的估算結果相差很大，像這樣的狀況我們
應該儘早發現，並儘早討論。 

 
如果你要求對團隊提供一個評估的結果，通常來說 了解故事的人
會第一個發言。不過不幸的，這通常會嚴重影響其他人的估算。 
 
這裡有一個很棒的方式可以去避免這件事 - 它叫做計畫紙牌(Planning 

Poker) (我記得是由 Mike Cohn 所創造出來的)。 
 

 
 
每個人都會拿到如上圖中的 13 張卡片，每當在估算一個故事時，每
個成員選擇一張卡片，來表示他的時間估算(以故事點數方式來表
示)，並且把它的正面朝下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成員都放完以後，桌
上的紙牌在同時掀開。這個方法要求每個成員要自行思考，而不是
依賴別人估算的結果。 
 
如果有兩個估算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這時候團隊需要討論這之間的
差異，試圖讓大家對這故事的內容去達成共識。他們可能會做一些
任務拆解，然後再重新估算。這樣的事情會反覆進行，直到這個估
算收斂到一致。也就是所有的估算對這個故事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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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提醒所有成員，他們是要對這個故事
中所有的工作做評估，而不是只是對“他們自己”負責的部份做估算。
測試人員不能只是估算測試的工作而已。  
 
要注意到，這裡的數字順序不是線性的。例如在 40 和 100 之間是沒
有任何數字，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是因為，一旦時間估算的值比較大時，很難估的很準確，這樣可
避免對於估算精確度產生錯誤的印象。例如，如果一個故事被估算
後，大約是 20 個故事點數，那它到底應該是 20，還是 18，還是
21，這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知道它是一個很大的故事，很
難被估算的很準。所以 20 只是一個大約的估算。 
 
那需要更準確的估算嗎？要就要把故事拆解成更小的故事，然後去
評估那些故事。 
 
此外，你不能玩那種 5 + 2 = 7 哪種把戲。要嘛就是 5，要嘛就是 8，
沒有 7 這種事。 
 
有些卡片比較特殊：  

 0 = “這個故事已經完成了" 或是 "這個故事沒什麼，只要幾分
鐘就能搞定。” 

 ？ = “我一點概念都沒有，沒有主意。” 
 咖啡杯 = “我已經太累了，先休息一下吧。” 

 
釐清故事內容 
當團隊會自豪地，在 Sprint 展示會議中展示一個新的功能， 糟糕
的事是產品負責人皺著眉頭，並說：“是的，看起來不錯，但是那不
是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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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確認產品負責人和團隊有相同的認知呢？或是團隊中每個人
對故事有相同的理解呢？嗯，你可能無法確定。但是有一些簡單的
方式，可以幫忙找出 明顯的誤解。 簡單的方式就是確保故事
中，所有的欄位都被填寫(或是更具體地說，對於那些有高優先順
序，需要在這個 Sprint 中完成的故事，都需要填寫)。 
 
範例 1： 

團隊和產品負責人對於 Sprint 的計畫很滿意，打算結束會議。這時
候 Scrum master 問說：“等一下，這裡有個“增加使用者”的故事還沒
有估算時間，讓我們來評估吧！經過幾次計畫紙牌投票，團隊同意
它的故事點數是 20。這時候產品負責人站起來，大聲說道：“什…
什…什麼？”在經過幾分鐘的爭吵， 後發現是團隊誤解了故事的範
圍，他們認為這只是要“提供一個漂亮的使用者介面，來增加，移
除，刪除，和搜尋使用者”，但是產品負責人認為它只是“手動透過
SQL 指令去增加使用者到資料庫中”，所以他們再評估一次，給了這
個故事 5 個故事點數。  
 
範例 2： 

團隊和產品負責人對於 Sprint 的計畫很滿意，打算結束會議。這時
候 Scrum master 問說：“等一下，這裡有個“增加使用者”的故事還沒
有說它要如何展示？”在一陣七嘴八舌之後，某個人站起來說：“嗯，
首先我們登入網站，然後…”，這時候產品負責人打斷說：“登入網
站？”不，不，不，這個功能並不包含在這網站裡面，應該只要給有
技術背景的管理者，一些簡單的 SQL，它就能夠執行了。  
 
故事中"如何展示"的描述，需要( 好應該)非常精簡！ 否則你就沒辦
法準時結束 Sprint 規劃會議。基本上，它應該是非常平鋪簡單的敘
述，來描述如何手動執行 具代表的測試流程。"先做這個，然後那
個， 後再確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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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這種簡單的敘述，往往可以發現到，團隊對故事嚴重的誤
解。這種事早點發現會比較好，不是嗎？ 
 

 

把故事拆解成更小的故事 
故事不應該太小或是太大(以評估的角度來看)。如果你有一堆 0.5 故
事點數的故事，你可能會是微觀管理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若是你
有 40 故事點數的故事，則代表你有高度風險會只做完一部分的故事
而已。那對你公司是沒有價值的，並增加管理上的負擔。進一步來
說。如果你們所評估的速度是 70，可是有兩個高優先順序的故事是
40，那這個規劃就非常困難。你可能有兩種選擇：承諾不足，意味
你只選擇一個；或過度承諾，意味你選擇都做。 
 
我發現多數大的故事可以拆解成小的故事。只要確認小的故事依然
能有商業價值即可  
 
我們一般都確保故事在 2-8 人天內可以做完，我們的速度通常大約是
在 40-60 之間，所以我們大約在每個 Sprint 中可以完成 10 個故事左
右。有時候少到 5 個，有時候多到 15 個左右。不過這些數量都是用
索引卡來管理可以負荷的 
 

把故事拆解成任務 
等一下，故事和任務的區別是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區別很簡單。故事是可以交付的東西，是產品負責人所關心
的。任務不是可以交付的項目，並且產品負責人也不在乎。 
 
這裡是把一個故事拆解成更小的故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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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把一個故事拆解成任務的例子： 
 

 
 
這裡我們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 新的 Scrum 團隊通常不願意花時間，事先把一堆故事拆解成
任務。有些人覺得這像是 waterfall 的方法。 

• 對於了解非常清楚的故事，事前拆解或是之後拆解都是一樣
容易的。 

• 這樣的拆解，通常會找出一些額外的工作，讓原先估算的時
間變長，但可以讓 Sprint 計畫更接近真實。 

• 這種事先的拆解，可以讓每日的 Scrum 會議有顯著的效率 

(可參考第八章 我們怎樣進行每日會議)。 

• 即使這樣的拆解不夠準確，開始進行後也許馬上就要被修
正，但是以上所提到的好處還是可以獲得的。 

 
所以，我們試圖將 Sprint 規劃會議的時間拉到夠長，以確保有時間
進行任務的拆解。如果時間不夠了，我們可能就不做了 (請看後面的 

" 後的底限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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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我們在實踐 TDD(Test Driven Development)，也就是對於每個
故事，第一件任務就是"撰寫一個失敗的測試"，而 後一個任務是"

重構" (= 改進程式的可讀性和移除重複的地方)。 

 
定義每日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Sprint 規劃會議有一個經常被遺忘的產出，就是"事先規劃好的每日
會議時間和地點"。第一次每日會議是非常重要的開始，每個成員會
決定要怎麼開始工作。沒有這樣，你的 sprint 將會有一個不好的開
始。 
 
我比較喜歡早上開會，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們並沒有嘗試過在中
午或是下午，進行過每日會議。 
 
在下午開每日會的缺點是： 當你早上開始工作，你必須試圖去回
想，你昨天告訴別人你今天要做什麼。 
 
在上午開每日會的缺點是： 當你早上開始工作，你必須試圖去回
想，你昨天做了什麼，這樣才能告訴別人。 
 
我的看法是，第一個缺點比較糟，因為重要的事是要知道你今天要
做什麼，而不是你已經做了什麼。 
 
我們預設的作法是選擇一個大家都不會有意見的 早時間。通常是
9：00，9：30 或是 10：00。 重要事情是，這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
時間。 
 

哪裡是 後的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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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現在時間已經用完了。照理說，所有事情要在 Sprint 規劃會
議中完成，如果我們時間不夠，那麼我們應該要把哪些事情砍掉
呢？ 
 
嗯，我會使用以下規則，來決定要做事情的優先順序： 
 
順序 1： Sprint 的目標和展示的時間。這是你開始一個 Sprint 基本
該有的東西。團隊需要有個目標，和一個結束的日期，然後他們就
可以根據產品 backlog 正確運作。是的，有點扯。你應該考慮規劃一
下明天再開一次 Sprint 規劃會議。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馬上開始
Sprint，或許這樣就可以。不過，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試過在這麼少
資訊下開始 Sprint 的。 
 
順序 2： 列出哪些故事是團隊接受要在這個 Sprint 中處理的。 
 
順序 3： 填寫 Sprint 中每個故事的估算值  
 
順序 4： 填寫 Sprint 中每個故事的"如何展示" 。 
 
順序 5： 速度和資源計算，當作你 Sprint 計畫中的實現檢查(reality 

check)。包括團隊成員的清單，以及他們的承諾。(否則你就無法計
算速度)。 
 
順序 6： 描述每日會議的時間和地點。它將會花點時間去決定，如
果你時間不夠用，Scrum master 可以先決定，在會議後以 mail 通知
所有人。 
 
順序 7： 把故事拆解成任務。這個拆解也可以在每日會議上去做，
不過它會有點影響到 Sprint 進行的流程。 

 
技術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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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個很複雜得問題： 技術性的故事。或者非功能性項目，或者
你想怎麼稱呼它都行。 
  
我所指的是需要完成，但是不屬於交付項目，和任何故事沒有直接
的關連，並且不會帶給產品負責人直接的價值。 
 
我們稱它做 "技術性的故事"。 
 
例如：  

 安裝 continuous build server 

o 為什麼需要完成它：因為它可以節省開發人員許多
時間，並且降低在循環結束時，大規模整合所帶來
的風險。 

 撰寫系統設計概述 

o 為什麼需要完成它：因為開發人員常常忘記整體設
計的方向，因此而寫出不一致的程式碼。所以需要
有描述整體方向的文件，讓每個人都對設計有相同
的認知。 

 重構 DAO 層的程式 

o 為什麼需要完成它： 因為 DAO 層的程式已經相當混
亂，每個人都因為無謂的困惑，或是 bug 浪費不少時
間。整理這些程式碼可以節省大家的時間，並且改
進系統的強健性(robustness)。 

 升級 Jira (錯誤追蹤系統) 

o 為什麼需要完成它：目前的版本太多 bugs，並且速
度又慢。升級後可以節省大家的時間 

 
這些故事是正常的狀況嗎？ 或是這些任務和其他故事沒有任何關聯
嗎？ 誰要來排優先順序？ 產品負責人需要參與其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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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嘗試過許多不同的方法來處理技術性的故事。我們曾經把他
們視為第一級的(first-class)故事，就像其他故事一樣。但是這樣不
好，因為當產品負責人在排產品 backlog 的優先順序，它就好像拿蘋
果和橘子在比較一樣。事實上，基於某些明顯原因，技術性的故事
通常會是比較低的優先順序，因為有人可能會說： "喂，大夥們，我
知道 continuous build server 是非常重要，但是我們先完成一些可以
帶來收入的功能，之後我們再來處理這些技術性的補強，好嗎？"  
 
有些時候，產品負責人是正確的，但是，通常這只是少數狀況。我
們得到的結論是，產品負責人通常無法勝任的，去做出這方面正確
的判斷。所以我們會這樣做： 
 

1) 試著避免技術性的故事。努力尋找一種方式，把技術性的故
事轉換成一個正常的故事，和可衡量的商業價值。這樣的方
法會幫助產品負責人，有更好的機會去做出正確的決定。 

2) 如果我們不能把技術性故事轉換成一般的故事，看看是否這
項工作能夠被當作另一項故事中的某個任務。例如： "重構
DAO 層"應該可以當作"編輯使用者"這個故事中的一項任
務，因為這個故事包含到 DAO 層。 

3) 如果以上兩種都不行，那就把它定義成一個技術性的故事，
並且用另一個列表來放這些故事。讓產品負責人可以看到
它，但不能編輯它。使用"投入程度"和"估算速度" 這兩個參
數，來跟產品負責人協商，從 Sprint 中偷一些時間來完成這
些技術性的故事。 

 
下面是一個例子 (這個對話類似我們之前某一個 Sprint 規劃會議中的
談話)。 

 團隊： "我們有一些內部的技術性工作需要被完成，我們要
抽出 10%的時間來處理它，也就是把投入程度從 75%降到
65%，你覺得可以嗎？"  



我們如何產生 SPRINT 計畫| 49 
 

 

 產品負責人： "不行，我們沒有時間"  

 團隊： "好的‥那看一下上次的 Sprint(所有人轉向看板上的生
產率草圖)。我們估算的速度是 80，但是我們只有 30，對
嗎？"  

 產品負責人："相當正確，所以我們沒有時間做那些內部技
術的工作，我們需要新的功能！"  

 團隊： "嗯，之所以我們速度變得這麼糟的原因，是我們花
太多時間，試圖去弄出一個穩定的版本，以供測試使用。” 

 產品負責人： "嗯，然後呢？" 

 團隊： "好的，如果我們不做些事情，我們的速度還會繼續
便糟下去"  

 產品負責人： "嗯，接下來呢？"  

 團隊： "所以，在這個 Sprint 中，我們打算大約花 10%的時
間，來建立一個 continuous build server，這樣我們就可以擺
脫整合時所帶來的痛苦。這樣接下來的每個 Sprint，我們的
速度大概會至少提高 20%左右"  

 產品負責人： "哦，真的嗎？ 那為什麼上個 Sprint 我們沒有
這樣做？"  

 團隊： "嗯……因為你不要我們這樣做……"  

 產品負責人： "哦，嗯，好吧，這主意聽起來不錯，就這樣
做吧。"  

 
當然，另外一種選擇是把產品負責人排除在外，或是給他一個無法
協商的投入程度。但是，沒有理由不去和產品負責人先達成共識，
就自己蠻幹。 
 
如果產品負責人能力比較強，並且通情達理(這點，我們比較幸運)。
我會建議讓他盡可能知道所有事情，並且讓他決定所有的優先順
序。透明化也是 Scrum 的核心價值，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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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追蹤系統 vs. 產品 backlog 
這裡有一個詭異的地方，Excel 雖然是一個管理產品 backlog 的好工
具，但是你還是需要一個 bug 追蹤系統，Excel 可能不適合。我們使
用的是 Jira。 
 
那我們如何把 Jira 上的問題帶到 Sprint 規劃會議中？ 我的意思是，
我們不能只注意故事，而忽略了這些 bugs。 
 
我們嘗試過幾種策略： 

1) 產品負責人列印出 Jira 中， 高優先順序的項目，把他們帶
到 Sprint 規劃會議中，把它們和其他故事一起貼到牆壁上(因
此，就暗地裡說明了這些錯誤，和其他故事的比較後的優先
順序為何)。 

2) 產品負責人建立一些參考到 Jira 項目的故事。例如： "修理
嚴重的後端系統報表的 bug，代碼是 Jira-124，Jira-126，

和 Jira-180"。 

3) Bug 的修復被考慮當做 Sprint 以外的工作，也就是，團隊保
持較低的投入程度(例如 50%)，讓剩餘的時間來確保他們有
空去修復錯誤。所以可以單純假設，團隊在每個 Sprint 中，
會花一些時間來修復 Jira 上報告的錯誤。 

4) 把產品的 backlog 放到 Jura(也就是拋棄 Excel)。把 bugs 和其
他故事同等看待。 

 
我們還沒有結論，那一種策略對我們 好。事實上，不同團隊，不
同 Sprint，會有不同的作法。我傾向使用第一個策略，它又好又簡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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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 規劃會議終於結束了！ 
哇啊，我從沒想過，Sprint 規劃會議這一章會是這麼的長！ 我想這
應該會反映我的想法，Sprint 規劃會議真的是 Scrum 中 重要的事。
花很多精力在這裡是對的，這樣之後的工作才會比較輕鬆。 
 
如果每個人都帶著微笑離開會議，並且隔天起來時也面帶微笑，或
是在第一次每日會議中面帶微笑，這樣 Sprint 規劃會議就是成功
的。 
 
當然，所有事情都有可能會出現問題，但是至少你不能都歸咎於
Sprint 計畫 ：o) 
  



 
 

 



 
 

 

5 
我們如何溝通我們的 Sprints 

讓整個公司知道我們現在做什麼，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則其他
人會抱怨。甚至更糟的事，會對我們做的事情做出錯誤的假設。 
 
我們會使用"Sprint 訊息頁"來處理這件事。 
 

 
有時候我們會將每個故事如何被展示，加到這裡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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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Sprint 規劃會議一結束，Scrum master 就建立這個頁面，把它放到
wiki 上，並且 spam 給公司所有的人。 
 

 
 
我們在 wiki 上也有一個"數位儀表板"，將會連結所有目前正在進行
的 Sprints。 
 

 
 
此外，Scrum master 印出 Sprint 訊息頁，把它貼在團隊外面的牆壁
上。所以所有經過的人，都能藉由看到這個訊息頁，知道這團隊目
前在做什麼。因為這包含了每日會議和 Sprint 展示的時間和地點，
每個人知道他要去哪裡，可以得到更多訊息。 
 
當 Sprint 接近尾聲的時候，Scrum master 會提醒所有人，有關於即將
到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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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個，沒有人會有藉口會說不知道你們的工作狀態。 



 
 

 

6 
我們怎麼撰寫 Sprint backlogs  

你們已經走了這麼遠啊？ 喔，幹得好。 
 
現在我們已經完成 Sprint 規劃會議，並告訴大家我們下一個閃閃發
光的新 Sprint 是什麼。接著是時候，讓 Scrum master 建立 Sprint 

backlog。當 Sprint 規劃會議結束後，和第一次每日會議前，並需要
把 Sprint backlog 給建立完。 

 
Sprint backlog 的存放方式 

我們曾經嘗試過用不同格式來保存 Sprint backlog，像是 Jira，Excel 

和牆壁上的任務板(taskboard)。剛開始，我們主要是使用 Excel，有
很多公開的 Excel 模板，可以用來存放 Sprint backlog，還包括可以
自動產生的 burn-down chart 等等。我可以告訴你很多我們怎樣調整
Excel 為主的 Sprint backlog。但是這裡我先不提，我也不會舉任何例
子。 
 
代替的，我將要詳細描述，我們發現存放 Sprint backlog 有效率的
方法 - 掛在牆上的任務板！ 
 
找一面尚未使用或是充滿了沒用訊息的大牆(像是公司的 logo，舊日
的圖表，或是醜陋的塗鴉)。把它清理乾淨(如果必要的，先請求許可
這樣做)。貼上一張大的白紙(至少 2 x 2 平方公尺，大的團隊可能需
要 3 x 2 平方公尺)，然後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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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然可以使用白板，但是多少有點浪費。如果可能，把白板省下
去劃設計的草圖，用沒有白板的牆壁來做任務板。 
 
注意 - 如果你使用便利貼來記錄任務，不要忘記用真的膠帶把他們
黏好，否則你有一天會發現，所有便利貼會掉在地板上，堆成一
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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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任務板發揮作用 
 

 
 
當然，你可以加上許多欄位，像是 "等待去做整合測試"，或是 "已取
消"等等。但是，在你把事情變複雜之前，多想一下，這些增加的欄
位是否真的需要？  
 
我發現對於這類事情，簡單是極端有用的。所以當不做會真的很不
好時，我才會增加這些額外的複雜度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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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 在每日會議結束後 
在每日會議結束後，任務板可能會變成這樣： 
 

 
 
你可能會看到，有三個任務被放到"checked out"欄位中，也就是，團
隊今天將會處理這些項目。 
 
有時候，對於比較大的團隊，任務可能會一直停在"checked out"狀態
中，因為已經沒有人記得，是誰要負責這個項目。如果這種狀況一
再發生，他們通常會導入這樣的規則，在每個 checked out 的任務
上，標上是誰負責這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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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 在幾天之後 
在幾天之後，任務板可能看起來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我們已經完成"deposit"這個故事 (也就是，它已經被
checked in 到原始碼資料庫，被測試過，和重構過等等) 這 migration 

tool 只完成了一部份，"back office login"已經開始，"back office user 

admin"還沒開始。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我們已經有三個未計畫到的項目。當你在進行
Sprint 回顧會議，它非常有用，可以幫助你記住有過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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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個真實 Sprint backlog 的例子，這個例子已經接近 Sprint 的
尾聲了。在 Sprint 的過程中，這個表變得有點亂，但是還好，因為
這樣的時間不長。每次新的 Sprint 開始，我們會建立一個全新，乾
淨的 Sprint back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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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圖如何運作 
讓我們放大燃燒圖： 
 

 
 
這張圖表可以告訴我們： 

 在 Sprint 的第一天 ，8 月 1 日，團隊評估大約有 70 個故事點
數的工作要完成。這就是實際上整個 Sprint 的估算速度。 

 在 Sprint 的第十六天，團隊評估大約剩 15 個故事點數的工作
要完成。虛線顯示出他們目前進度大約是在控制中，也就
是，以這樣的速度，他們在 Sprint 結束前，會完成每件事
情。 

 
我們沒有把週末放到 X 軸上，因為很少人會在週末工作。我們曾經
把週末放進去，但這將使得燃燒圖看起來很奇怪，因為在週末都是
平的，看起來會好像是一個危險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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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板上的警訊 
在任務板上快速瀏覽一下，應該就可以知道，目前 Sprint 進行的狀
況如何。Scrum master 要負責確認，團隊會對這些警訊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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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要如何追蹤？！ 
在這種狀況下，如果你需要可追蹤性，我所能提供的 佳可追蹤性
的方法，就是每天對任務板拍一張數位照片。我有時候這樣做，但
是我從來沒有用到這些照片。 
 
如果可追蹤性對你是非常重要，那任務板可能不適合你。 
 
但是我會建議你去評估一下，詳細的 Sprint 可追蹤性，對你的實際
的價值是什麼。一旦 Sprint 完成，可以運作的程式碼被交付，文件
也被 checked in。那還有人會關心有多少故事，在 Sprint 的第五天被
完成？ 又有誰會真的關心"為 Deposit 實作測試先行"這個故事，原先
估算的時間是多少？  

 
用天數來評估 vs. 用小時來評估 
在大部分有關 Scrum 的書籍或是文章，你會看到任務大部分是用小
時來做時間的評估的。我們曾經也這樣做過。我們一般的作法是： 

一個有效的人天 = 大約是 6 個人時(man-hours)。 
 
現在我們已經不這樣做，至少在我們大部分的團隊已經是這樣，原
因如下： 

 人時的評估太過精細了，這會導致很多 1~2 小時的任務，因
而引發微觀管理(micromanagement)。 

 通常結果證明是，人們的思考始以人天為單位，只是把它乘
以 6 得到了人時。"嗯……這個任務需要花大概一天。哦，
我必須要寫小時數，那我寫 6 小時就好了"。 

 兩個不同單位會導致混亂，"這是使用人天，還是人時評估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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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現在使用人天，當做所有時間估算的單位(雖然我們叫它故
事點數)。我們 小的值是 0.5，也就是，只要任何任務小於 0.5，要
嘛不把它移掉，要不然就是把它和其它任務合在一起，或者就是給
它 0.5 的估算值(稍微超過估算不會有太大的影響)。這樣比較單純，
比較好。 



 
 

 

7 
我們如何安排團隊的座位和空間 

 
設計的角落 

我發現到，大部分 有趣和 有價值的設計討論，通常自然而然發
生在任務板前面。 
 
基於這個理由，我們試圖把這個地方安排成一個明顯的"設計的角落
"(design corner)。 
 

 
 

這是真的相當有用，如果想要知道系統的概況，沒有比站在設計的
角落前，看看牆壁上的內容，有更好的方法。然後再回來電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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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並嘗試一下 新版本的系統。(如果你很幸運的有持續整合的版
本，請參見之後 "我們如何結合 Scrum 和 XP")。 
 
這個"設計牆"只是大的白板，它包含大部分重要的設計草圖，還有一
些印出來的 重要的設計文件(循序圖(sequence charts)，GUI 的原型
，領域模型(domain models)等等)。 
 

 
 
上圖：每日會議將發生在上述角落。 
 
嗯……這個燃燒圖看起來太好，曲線看起來太直。但是團隊堅持說它是反映真
實的狀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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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團隊坐在一起！ 
在安排座位和桌椅佈置時，有一件事情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讓團隊坐在一起！ 
 
說的更清楚一點，我所說的就是 
 

讓團隊坐在一起！ 
 
大家都懶得動，至少我工作的地方是這樣。他們不要去收拾他們的
東西，拔下電腦插座，把所有東西搬到新的座位，再插上電腦電
源。當距離越短，他們越懶得去搬。"拜託，老闆，搬這這 5 公尺的
作用是什麼？"  
 
然而，為了建立有效率的 Scrum 團隊，沒有其他選擇。就是要團隊
坐在一起。即使你必須親自威脅每個人，幫他們搬他們的裝備，清
除他們的咖啡污漬，也要搬在一起。如果空間不夠，那就創造空
間。就算你必須把團隊放到地下室，也要去做。把桌子搬在一起，
賄賂辦公室管理員，竭盡所能，只要團隊能在一起。 
 
一旦團隊坐在一起，好處就馬上出現。只要一個 Sprint 完後，團隊
會同意搬在一起是一個好的主意(從我個人經驗來看，你的團隊有可
能因為太固執，而不承認這一點)。 
 
現在，"坐在一起"是代表什麼意思？ 桌子應該要怎麼擺？ 好的，我
沒有太多意見怎樣擺 好。即使我有，我會假設大多數的團隊沒有
這麼有錢，可以決定桌子可以怎麼擺。通常會有一些空間上的限制 - 

鄰近的團隊，廁所的門，在房間中大型的自動販賣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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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一起"代表： 

• 互相看到： 團隊中所有人都能彼此交談，不需要大聲喊叫，
或是離開座位。 

• 互相聽到：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彼此，看到任務版。不需要靠
的太近也能夠看到上面的內容，至少可以看到大概的樣子。 

• 隔離： 如果你的團隊突然站起來，會自動地進行熱烈的設計
討論。沒有團隊以外的人會被打擾到，反之亦然。 

 
"隔離"並不是意味著團隊需要被完全的分隔起來。在一個隔間式的辦
公環境中，只要團隊有他自己的隔間，並且夠大，可以去屏障大部
份外面的噪音，那這樣就足夠了。 
 
如果你是一個分散式的團隊呢？ 好的，那就沒那麼幸運了。可以用
一 些 高 科 技 工 具 來 幫 你 降 低 傷 害  - 視 訊 會 議 ， 網 路 攝 影 機
(Webcams)，桌面分享工具(desktop sharing tools)等等。 

 
讓產品負責人坐在隔壁間 
產品負責人應該坐的離團隊很近，所以團隊可以走過去問問題，產
品負責人也可以走過來看看任務版。但是他不應該和團隊坐在一
起。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能無法控制自己，去管一些更進一步的細
節，導致團隊無法"凝結"的很好(也就是，無法達到合作無間，自我
管理，有超高生產力的狀態)。 
 
老實說，這是我自己的猜測。我並沒有實際遇到過，產品負責人和
團隊坐在一起的狀況，所以我沒有實際根據去說，那是一個不好的
主意，只是個人直覺和聽別的 Scrum master 的訴說。 

 
讓經理和教練坐在隔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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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對我來說有點困難去提到這件事，因為我既是經理，又是
教練… 
 
我的職責是盡可能和團隊緊密工作，我建立數個團隊，在團隊之間
切換，和成員搭檔編程(pair programmed)，培訓 Scrum master，組織
Sprint 規劃會議，等等。事後，大部分的人認為這是件好事，因為我
在敏捷軟體開發方面很有經驗。 
 
但是，另一方面，我同時(這時星際大戰中，黑武士出場的音樂響起)

也是開發團隊的主管，在行政上是經理的角色。也就是說，每當我
來到團隊時，自主性會自動降低。"好討厭，老闆來了，他可能又很
多意見，是有關於我們應該做什麼，或是誰應該做什麼，讓他去說
吧"   
 
我的觀點是：如果你是 Scrum 的教練(可能也是經理)，就應該盡可能
貼近團隊。但是只是有限的一段時間，之後就離開，讓團隊凝聚在
一起和自我管理。每隔一段時間(不要太頻繁)，藉由參加 Sprint 展示
來查看團隊的狀況，看看任務板，參加他們每天早上的每日會議。
如果你看到可以改進的地方，把 Scrum master 叫到一旁去指導他，
記得不是在團隊的面前這樣做。如果你的團隊非常相信你，不會看
到你就不說話，那就去參加他們的 Sprint 回顧會議，這是另外一個
好的方法。(請參考後面的章節"我們怎樣做 Sprint 的回顧") 
 
對於運作良好的 Scrum 團隊，確認他們可以得到一切他們所需要的
東西，然後就可以讓他們自行處理 (除了 Sprint 展示會議除外)。 
 



 
 

 



 
 

 

8 
我們怎麼進行每日會議 

我們每日會議都按照書中進行。它們每天會在同一個地方，同一時
間進行。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是在一間單獨的房間中，舉行
Sprint 規劃會議(在那個時候，我們還使用電子板的 Sprint backlogs)。
然而，現在我們都在任務板前面舉行每日會議，沒有什麼能比它有
更好的效果。 
 
我們通常都是站著舉行會議，因為它可降低會議時間超過 15 分鐘的
風險。。 

 
我們如何更新任務板 

我們通常在每日會議中更新任務板。每一個人都會說明他昨天做了
什麼，今天要做什麼，然後一邊移動任務板上的便利貼。如果他有
提到一個沒有規劃到的項目，他會加一張便利貼到任務版上面。如
果他需要更新時間的估算，他會寫新的時間到便利貼上面，然後槓
掉舊的。有時候 Scrum master 會在大家說話的時候，同時更新這些
便利貼。 
 

 
 

有些團隊會規定，每個人需要在會議之前更新任務板上的東西。這
個方法也不錯。只要決定好規則後，堅持執行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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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用什麼形式存放你的 Sprint backlog，試圖讓整個團隊，一起
保持 Sprint backlog 的內容是及時更新的。我們曾試過讓 Scrum 

master 扮演 Sprint backlog 的唯一維護者，因此他必須每天詢問大家
，各自剩餘的時間估算為何。這個方法的缺點是： 

 Scrum master 花太多時間在管理工作上，而不是對團隊提供
支持，和消除他們障礙。 

 團隊的成員不再關心 Sprint backlog 的狀態，所以他們不再知
道 Sprint 的狀態。缺少回饋，將會降低整體的敏捷性和團隊
專注的程度。 

 
如果 Sprint backlog 設計的很好，團隊中的每個人，都應該很容易去
更新它。 
 
在每日會議一結束後，要有人算出所有剩餘時間估算的總和，然後
在 Sprint 的燃燒圖上畫上一個新的點。 
 

處理遲到的傢伙 
有些團隊會準備一個存錢筒。當你遲到時，即使只有遲到一分鐘，
你也要投錢到筒子裡頭，沒有人會關心為什麼。如果你在會議前打
電話，說你會晚一點到，你也是要投錢。 
 
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像是預約去看醫生，或是你自己的婚禮等
等，否則是無法倖免。 
 
在筒中的錢，可以被使用在團隊中的一些活動，像是我們會在遊戲
之夜，用這些錢來買些漢堡吃 ：o) 
 
這個方法效果不錯，但是，只有在有人常常遲到的團隊才需要，有
些團隊不需要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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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我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的狀況 
有時候，有人會說"昨天我做了這個那個，但是今天不知道該做什麼
"，這種狀況並不常見。那現在該怎麼辦？  
 
讓我們假設 Joe 和 Lisa 兩個人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 
 
如果我是 Scrum master，我會讓下個人繼續講下去，但是會先記起來
哪個人沒有事做。在每個人都說完後，我會和團隊從上到下檢視一
下任務板，確認每件事已經同步，也就是確保每個人都知道，每個
項目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等等。然後我會請人加上更多的便利
貼。接下來我會跟那些覺得沒事做的人說： "現在我們已經看過任務
板了，你們是否會對今天要做的事有些概念呢？"，我希望他們會知
道了。 
 
如果還沒，我會考慮是否有採用搭檔編程(pair programming)的機
會。假設 Niklas 將要去實做後端系統的使用者管理系統的 GUI。我
會有禮貌地建議，Joe 和 Lisa 可能可以和 Niklas 去撘檔編程。通常這
都會有效果。 
 
要是這樣還不行，應該會採取下面的技巧。 
 
Scrum master："好的，誰要展示有 Beta 水準的這個版本給我們看一
下？" (假設這是 Sprint 的目標)  

團隊：感到困惑，並保持沉默 

Scrum master："我們還沒有做完嗎？"  

團隊： "嗯……還沒"  

Scrum master："哦，該死，為什麼還沒？ 還剩什麼？"  

團隊："我們還沒有一個測試的伺服器，此外建構的腳本(build script)

也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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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master："哈" (在任務的牆壁上加上兩張便利貼) "Joe 和
Lisa，你們今天可以幫我們什麼呢？"  

Joe："哦……我想我可以試著去找找，有沒有測試的伺服器"。 

Lisa："……我可以試著去解決建構腳本的問題"。 
 
如果你很幸運的話，會有某個人真的展示出，你所要求的 beta 水準
的版本給你看，那真的是太好了，你已經達到 Sprint 的目標。但是
如果你的 Sprint 只進行到一半呢？ 很簡單，先恭喜團隊做的不錯。
然後從任務板中右下角的"next"區域，找出一到兩個故事，放到左邊
"not checked out"的欄位中。然後重新開始每日會議，通知產品負責
人，你已經加了一些項目到這個 Sprint 中。 
 
但是如果團隊還沒有達到目標，Joe 和 Lisa 仍然拒絕去做些有用的工
作。我通常會考慮以下幾種方法(沒有一種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已經
是 後的手段了)： 
 

• 羞辱的方法："如果你不知道你怎樣可以幫助團隊，我建議
你回家去吧，或是看些書，或是怎樣都行。要不坐在旁邊，
等到有人需要幫忙就過去幫忙"。 

• 保守的方法：隨便指派一個任務給他們。 

• 同事間施壓的方法：告訴他們： "Joe 和 Lisa，放輕鬆來選
擇，我們大家站在這裡等你，直到你們找出可以幫助我們達
成目標的工作為止" 

• 奴役的方法："你們可以幫忙做一些雜役,像是倒咖啡，幫人
按摩，清理垃圾，煮午餐，或是一些我們可能要你們幫忙的
事"(你可能很驚訝，一聽到這裡，Joe 和 Lisa 在一瞬間就找
出要做的技術性任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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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經常逼得你這樣做，你應該要把她叫到一旁，給他一些指
導。如果這個問題持續存在，你需要評估一下，是否這個人對你的
團隊很重要。 
 
如果他不是太重要，試圖把他從你的團隊中移走。 
 
如果他很重要，就試圖讓他和別人搭檔，讓那個人當他的"牧羊者"。
Joe 可能是一個優秀的開發人員和架構師，只是他比較需要讓其他人
告訴他該做什麼。好的，給 Niklas 當 Joe 的牧羊者，或者你自己來
做這件事。如果 Joe 在你的團隊是非常重要，那這樣做非常值得。
我們有過這樣的例子，多少有點效果。 
  



 
 

 

9 
我們怎樣進行 Sprint 的展示 

Sprint 展示(有些叫它 Sprint review)是 Scrum 中重要的一部份，但是
人們都低估它。 
 
"哦！ 我們真的需要去展示嗎？ 沒有啥好東西可以展示" 

"我們沒有時間去準備&%$#的展示" 

"我沒有時間去參加其他團隊的展示！" 

 
為什麼我們堅持所有的 Sprint 在結束前都要展示 

一次做得不錯的展示，即使可能看起來很一般，也會帶來深遠的影
響。 

 團隊因所完成的結果而得到認可，他們會感覺很棒。 

 其他人可以知道你們團隊現在正在做什麼。 

 這個展示可以吸引關係利害人給予重要的回饋。 

 展示是(或應該是)一個社交的活動，不同團隊可以相互交
流，和討論各自的工作。這是有價值的。 

 有展示會促使團隊真正完成一些東西，並發行它(即使是在測
試環境中)。沒有展示，我們總是會得到一個 99%完成的東
西。有了展示，或許我們完成的東西變少，但是這些東西是
真正的完成。這(以我們的例子來說)會比得到一堆看似完成
的東西好的多，而且他們將會影響到下一個 Sprint 的進行。 

 
如果團隊是有點被半強迫去進行展示，尤其他們沒有太多東西是真
正的完成，這樣的展示將會令人感到很尷尬。團隊在展示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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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結結巴巴的，之後的掌聲也可能是稀稀落落的。人們會對這
團隊感到有點難過，也有人感到不太高興，因為他們浪費時間在一
場很爛的展示上面。 
 
這會傷害到一些人，但是就像良藥苦口一樣。下一次的 Sprint，團隊
會真的試圖去完成一些事情。他們會感覺 "好的，也許下個 Sprint 我
們只能展示 2 件事情，而不是 5 件。但是這些該死的功能一定會正
常運作！" 團隊知道，無論如何他們必須展示。讓一些真正有用的東
西被展示的機會，會變得大的很多。這種情況我已經看過很多次
了。 
 

Sprint 展示的檢查清單 
• 確保你已清楚地描述 Sprint 的目標。在展示中，如果有人對

你的產品一無所知，花幾分鐘簡介一下產品。 

• 不要花太多時間去準備展示，特別不要去做些花俏的展示。
把那些玩意放到一邊，只要集中精神在真正可運作的程式碼
上面。 

• 保持快速的結奏，也就是集中精神，讓簡報能保持快結奏，
而不是好看。 

• 讓展示是保持在商業導向的層次，不要有太多技術性的細
節。著重於"我們做了什麼"，而不是"我們如何做到它"。 

• 如果可能，讓觀眾自己試用一下產品。 

• 不要展示一堆小的錯誤修復，或是微不足道的功能。可以提
到他們，但不用展示他們，因為通常會花很多時間，並且讓
大家不能專注於更重要的故事中。 

 
處理"無法展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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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 "我不打算去展示這個項目，因為它無法被展示出來。這
個故事是'改進延展性，因此系統可以處理 10,000 同時上線的使用者' 

我拼了老命也無法讓 10,000 使用者同時上線來展示，不是嗎？"  

Scrum master： "那你已經做完了嗎？"  

團隊成員： "是的，當然"。 

Scrum master： "那你怎麼知道？" 

團隊成員： "我在效能測試環境中架設好系統，啟動 8 個負載伺服
器，對系統同時發出請求 "。 

Scrum master： "但是你有任何指標能顯示出系統可以處理 10,000

使用者？"。 

團隊成員： "嗯，這個測試機器挺爛的，但是在我的測試過程中，它
還是可以處理到 50,000 使用者同時上線"。 

Scrum master： "你怎麼知道？"  

團隊成員(快失去耐性)： "好的，我有份報告，你可以自己看啊，上
面有如何設定這個測試，以及多少請求被發出！" 

Scrum master： "嗯，太棒了，這就是你的"展示"啊。只要給大家看
這份報告就可以了，這比什麼都沒有強，對嗎？"。 

團隊成員： "哦，這樣就夠了嗎？ 但是這報告有點難看，需要去美
化一下"。 

Scrum master： OK，"好的，但不要花太多時間。不需要很好看，
只要能表達訊息就可以"  



 
 

 

10 
我們如何做 Sprint 回顧 

 

 為什麼我們堅持所有團隊都要做回顧會議呢？ 
有關回顧 重要的事情，就是確保回顧會發生。 
 
基於某種原因，團隊傾向不太願意去做回顧。沒有些溫柔的刺激，
我們大部分的團隊通常會跳過回顧，然後移向下一個 Sprint。或許這
是瑞典文化的問題，但我不太確定。 
 
不過，每個人看起來是同意，回顧是極端有用的。事實上，我想說
的回顧是 Scrum 中第二重要的事件( 重要的是 Sprint 規劃會議)，因
為這是你去改進的 佳機會！  
 
當然，你不用需要回顧會議去得到好的點子，你在家裡的洗澡盆中
就能想到！ 但是團隊能接受你的想法嗎？ 可能吧！ 但是如果這想法
"來自團隊"，也就是在回顧會議上，每個人都可以貢獻和討論一些主
意，這樣得到的想法會讓大家容易接受。 
 
如果沒有回顧，你會發現團隊，會一而再的，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們如何組織回顧會議 

或許大家的做法會稍有不同，但是我們通常會這樣做： 
 

• 根據討論的範圍有多少，我們會安排 1-3 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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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 產品負責人，整個團隊，和我自己。 

• 我們會到一個封閉的房間，或是有舒適的沙發的角落，或屋
頂庭院，或是類似的地方。只要我們能夠不受干擾的討論就
好。 

• 我們通常不會在團隊的房間內做回顧，因為人們的注意力很
容易被分散。 

• 會指定某個人當秘書。 

• Scrum master 會展示 Sprint backlog，在團隊的幫助下，對
Sprint 做出總結。包括重要的事件或是決定等等。 

• 我們會輪流發言。每個成員在不被打斷的狀況下，會有機會
說出他認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可以做的更好，以及什麼是
下個 Sprint 可以做的不一樣的。 

• 我們會檢視預估和實際的速度。如果有太大的差異，我們會
分析為什麼。 

• 當時間快要結束的時候，Scrum master 會試圖去總結出具體
的建議，有關於下次 Sprint 中我們什麼地方可以做的更好。 

 
我們的回顧會議一般來說不會太結構化，太嚴謹。但是潛在的主題
都是一樣的： "下次 Sprint 中，什麼事情我們能做的更好？"。 
 
這裡是我們 近一次回顧會議的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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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三行： 

 Good： 假如我們再做一次相同的 Sprint，我們哪些事情可以
保持相同的作法。 

 Could have done better： 假如我們再做一次相同的 Sprint，
我們哪些事情的做法可以改變。 

 Improvements： 有關未來我們如何改進的具體方法。 
 
所以第一行和第二行是回顧過去，而第三行是展望未來。 
 
在團隊集思廣益，列出所有的想法後，他們會用"計點投摽"去決定，
哪些改進是下個 Sprint 需要注重的。每個團隊成員會有三塊小磁
鐵，可用來決定在下一個 Sprint 中，要改進項目的優先順序。每個
團隊成可以自行決定磁鐵要放在哪個項目，或是三個都放在同一個
項目上也可以。 
 
根據投票的結果，選出 5 個要著重的項目。在下一個回顧會議中，
他們會追蹤這些項目的改進狀況。。 
 
重要的是，不要過度貪多。在每個 Sprint 中，只要著重幾個改進項
目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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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間散播所學到的教訓 
在 Sprint 回顧會議中，所得的資訊通常是極度有價值的。團隊很難
集中火力，是因為銷售經理強押開發人員，在銷售會議上充當技術
專家？ 這是非常重要的資訊。是否其他團隊可能也有相同的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教育產品經理更多有關於產品的知識？ 因此讓他們自
己可以做銷售支持(sales support)。 
 
一個 Sprint 回顧會議，不只有關如何讓團隊在下個 sprint 中能做得更
好，它還有更大的涵義。 
 
我們處理的策略是十分簡單的。有個人(目前是我)參加所有 Sprints

的回顧會議，充當經驗知識的橋樑。這是相當不正式的作法。 
 
另外一種方法，是讓每個 Scrum 團隊公佈一份 Sprint 回顧報告。我
們曾經試過這個方法，但是發現沒有很多人去看這些報告，更不用
講因此展開行動的更少。所以我們只是用上面這種簡單的方式。 
 
對於充當"經驗知識橋樑"的這個人，有些重要的規則： 

 他應該是一個好的傾聽者。 

 如果回顧會議太安靜，他應該準備去問些簡單，但是目標明
確的問題，可以刺激團隊的討論。例如："如果時間可以到
轉，重新從第一天開始這個 Sprint，那些事情你會用不同的
方法進行？"。 

 他應該自願花時間去參與所有團隊的所有回顧會議。 

 他應該具有某種權力地位，所以在一些團隊無法控制的改進
建議，他可以幫忙推動。 

這種方法運作的相當好，不過也許有其它方法能做的更好。如果有
的話，請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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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或不改變 
假設說，團隊總結出"我們團隊內部溝通太少了，所以總是重覆著彼
此做過的工作，並且搞亂對方的設計" 
 
那我們應該怎麼呢？導入每日會議？或是導入新的功具來促進溝
通？還是更多 wiki 的頁面？嗯，也許吧。也許會再發生，也許不
會。 
 
我們發現，在許多狀況下，只要能清楚的指出問題所在就足夠了，
在下個 Sprint 中會自動地被解決。特別是，如果你在團隊房間的牆
壁上，貼上 Sprint 回顧的結果(我們常常忘記去做，還蠻丟臉的！)，
這樣會更有效。你所導入的每個改變，都會要付出一些代價。因此
在導入改變之前，先考慮什麼都不做，然後希望問題會自行消失(或
是變小)。 
 
上面這個例子("我們團隊內部溝通太少了…")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說明若是什麼都不做的狀況下，這問題有可能被解決。 
 
如果每次你都導入一些改變，可能有些人會開始抱怨。人們會變成
不太願意去提出一些小問題，這將會很麻煩。 

 
在回顧會議中，所發現問題的範例 
這裡有些在回顧會議中所找出的一些問題，以及相對的典型處理動
作。 

 
 
 
 

"我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把故事拆解成更多的小項目和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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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相當普遍。在每次的每日會議上，團隊成員自己會說"我真
的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所以之後每次每日會議上，你需要花時間
去找出具體要做的任務。通常這些事情會前做，會更有效率。 
 
典型處理動作： 無。團隊會在下次 Sprint 規劃會議中自行解決這個
問題。如果它重複發生，延長 Sprint 規劃會議的時間。 
 

"太多外界的干擾"  
典型處理動作： 

• 要求團隊在下一個 Sprint 中，減低他們的投入程度，所以他們會有
比較合理的計畫 

• 要求團隊在下一個 Sprint 中，紀錄干擾的狀況更清楚一點，誰干
擾，花多久時間。可以幫助我們之後更容易解決問題。 

• 要求團隊將所有干擾都轉給 Scrum master 或是產品負責人 

• 要求團隊指定某個人當"守門員"，所有的干擾都要經過他，所以剩
餘的人都可以集中精力在要做的事情上面。Scrum master 或是大家輪
流來扮演這個角色。 
 

"我們過度承諾， 後只做完了一半"  
典型處理動作： 無。團隊可能在下個 Sprint 中不會過度承諾。或是
至少不會像這次承諾這麼多。 
 

"我們辦公室環境太吵或是太混亂了"  
典型處理動作：  

• 試圖去建立一個較好的環境，或是把團隊搬到辦公室外面
去，租一旅館的房間，怎樣都行。請看"我們怎樣佈置團隊的
房間"。 



我們如何做 SPRINT 回顧| 87 
 

 

• 如果不可能，告訴團隊在下次 Sprint 中減低他們的投入程
度，並且清楚註明這是因為太吵和太混亂環境的緣故。希望
這會使團隊負責人，開始去向上層主管去反映這件事。 

 
幸運地，我從來不用糟到要威脅團隊搬到辦公室外面去。但是如果
需要的話，我會這樣做 ：o)。 



 
 

 



 
 

 

 11 
Sprint 之間的休息時間 

在實際生活中，你不能總是在衝刺。你需要在衝刺之間休息。如果
你都是在做衝刺，你的效果可能只是像在慢跑。 
 
同樣地，Scrum 和軟體開發也一樣。Sprint 安排的相當密集。身為開
發人員，你可能沒有機會休息，每天你必須站在那該死的會議中，
告訴大家你昨天完成什麼。而沒有人願意說"我昨天把腳翹在桌子
上，都在逛 blog，和喝卡布基諾"。 
 
除了真正的休息外，還有另外一個好的理由，讓我們在 Sprint 之間
有些休息。在 Sprint 展示和回顧會議之後，團隊和產品負責人將會
有一堆資訊和想法需要消化。如果他們立即開始規劃下一個 Sprint，
將沒有人有機會去消化現有的資訊，或是上次所學到的教訓。在
Sprint 展示完後，產品負責人沒有時間去調整它的優先順序。 
 
 較差的安排： 

 
 
我們試圖在開始新的 Sprint 之前(更準確地說，在 Sprint 回顧會議後
和下個 Sprint 規劃會議之前)，導入某種形式的休息。但是我們並不
是每次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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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起碼，我們試圖去確保 Sprint 回顧會議和接下來的 Sprint 規劃
會議不會在同一天發生。在開始下一個 Sprint 前，每個人應該至少
可以有個晚上，不用去想 Sprint 的事。 
 
好一點： 

 
 
更好些： 

 
 
有一種方式叫"實驗室之日(lab days)" (或你愛叫什麼都行)。那也是，
在這個日子裡，開發人員可被允許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嗯，我承
認，是從 Google 抄來的)。例如，研究 新的工具或是 API，準備認
證，和同事討論一些有的沒的，或是寫些自己有興趣的程式，等
等。 
 
我們的目標是在每個 Sprint 之間有個實驗室之日。這樣你在 Sprint 之
間會得到自然的休息，你讓團隊有機會，能讓他們的知識能持續跟
得上潮流。這也是一項能吸引人的員工福利。 
 

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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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每個月有一個實驗室之日，在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五。為
什麼不是在每個 Sprint 之間呢？ 好的，因為我覺得，整個公司應該
有相同的實驗室之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則人們不會把它當
作一回事。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把所有的產品的 Sprints 都調整
一致，因此我必須選擇一個和 Sprint 無關的實驗室之日來代替。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嘗試去同步所有產品的 Sprints(也就是，所有產
品和團隊，Sprint 都有相同的開始和結束時間)。在這種狀況下，我
們絕對能在 Sprint 之間，擺個實驗室之日。 
  



 
 

 

12 
我們如何做發佈計畫和處理固定價格的合約 

有時候，一次只規劃一個 Sprint 要做的事情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提
前做更多計畫。尤其是處理固定價格的合約，我們必須事先規劃，
否則我們將會有無法準時交付的風險。 
 
對我們來說，發佈計畫是試圖去回答這樣的問題：" 晚是什麼時
候，我們才能交付這個新系統的 1.0 版本"。 
 
如果你需要去學有關發佈計畫的事，我建議你跳過這個章節，去看
Mike Cohn 的書： "Agile Estimating and Planning"。我真的希望，我
能更早就讀到這本書(我是在我自己已經解決這些問題後才讀到它)。
我的發布計畫版本有點簡單，但是對於入門來說已經足夠了。 

 
定義你的驗收門檻 

除了一般的產品 backlog 外，產品負責人需要定義一些驗收門檻，它
是從合約的角度，將產品 backlog 的重要性層級，做出簡單的分類。 
 
這裡有些驗收門檻規則的範例： 

 所有重要性 >=100 的項目，都需要被放到 1.0 版本中，否則
我們將會罰款到死。 

 所有重要性在 50-99 間的項目，應該要被放到 1.0 版本中。
不過或許我們可以在下一個緊接快速發行的版本中，完成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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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在 25-49 之間的項目也是需要的，但是他們可以在緊
接的 1.1 版本中被完成。 

 重要性 < 25 的項目是不確定的，可以永遠不會需要。 
 
這裡有一個產品 backlog 的範例，根據上面的規則，用了不同顏色來
標示。 

 
 

 
 
 
 
 
 
 
 
 
 
 
 
 
 
 

紅色= 必須被包含在 1.0 版本中 (banana – pear) 

黃色= 應該在 1.0 版本中 (raisin – onion) 

綠色= 可能可以之後完成 (grapefruit – peach)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期限前，交付從 banana 到 onion 的每個項目，
我們就安全了。如果時間不夠用，我們可能跳過 raisin，peanut，

donut 或 onion。Onion 以下的東西都是額外的。 
 
對 重要的項目作時間的估算 
為了要去產生發佈計畫，產品負責人需要估算，至少對於合約中，
所包含的所有故事都要算。就像 Sprint 規劃會議一樣，需要產品負

Importance Name 
130 banana 
120 apple 
115 orange 
110 guava 
100 pear 
95 raisin 
80 peanut 
70 donut 
60 onion 
40 grapefruit
35 papaya 
10 blueberry 
10 p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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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和團隊一起共同完成 - 團隊一起估算，產品負責人描述項目內
容，並回答問題。 
 
如果事實證明這樣可以更接近正確的結果，那這個時間估算是有價
值的。但如果結果證明是有所差距的，例如像是偏差了 30%，這樣
會比較沒價值。可是如果它跟事實一點關係都沒有，那就完全沒有
用了。 
 
這裡，我根據做估算的人，做估算所用的時間，以及估算的價值，
三者間的關係畫了一張圖。 
 

 
 
若是用文字來解說，這就有點冗長： 

 讓團隊來做估算。 

 不要讓他們花太多時間。 

 確定他們了解到時間估算只是粗略的估算，並不是承諾。 
 
通常產品負責人會把團隊放到一個房間中，提供一些點心飲料，並
且告訴他們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把產品 backlog 中前 20 個(或多少都
可以)故事作時間估算。他會把所有故事講過一遍，然後再讓團隊開
始工作。產品負責人會待在房間裡，回答大家的問題，有需要時釐
清每個項目的範圍。就像在做 Sprint 規劃會議一樣，"如何展示"這個
欄位是非常有用的方法，可減低產生誤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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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會議必須嚴格控制時間長度，否則團隊會試圖花太多時間，在
少數的故事上。 
 
如果產品負責人要他們花更多的時間，他可以之後再安排另一個會
議。團隊必須確保這個會議，對於目前這個 Sprint 的影響，可以讓
產品負責人感到非常明顯的。所以他能理解，他們時間估算的活動
是有代價的。 
 
下面這個例子，說明了時間估算 終的結果 (用故事點數表示)： 
 
 
 
 
 
 
 
 
 

 
 
 
 
 
 
 
 
 
 
 
 
 
 
 
 

估算速度 
好的，所以我們對於 重要的故事，已經有了一些粗略的估算。 

Imp Name Estimate
130 banana 12
120 apple 9
115 orange 20
110 guava 8
100 pear 20
95 raisin 12
80 peanut 10
70 donut 8
60 onion 10
40 grapefruit 14
35 papaya 4
10 blueberry   
10 p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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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就是估算每個Sprint平均的速度。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去決定我們的投入程度。請參見"團隊如何決定哪
些故事要被放到 Sprint 中"。 
 
投入程度基本上表示："團隊有多少時間，可花在目前所承諾的故事
上"。它不可能是 100%，因為團隊會花時間，在做一些沒有規劃到
的項目，或是切換工作內容，幫助其他團隊，檢查 mail，修理他們
出問題的電腦，在茶水間討論一些政治等等。 
 
假設我們決定團隊的投入程度是 50%(相當低，我們一般都是 70%左
右)。並且 Sprint 的長度假設是 3 周(15 天)長，然後團隊是 6 個人。 
 
每個 Sprint 都是 90 人天，但是只能被預期產出 45 人天的故事 (因為
投入程度是 50%)。 
 
所以我們估算的速度是45個故事點數。 
 
如果每個故事的時間估算都是 5 天(但實際上不是)，那團隊差不多能
在一個 Sprint 中完成 9 個故事。 

 
在發佈計畫中考量所有因素 

現在我們有時間估算和速度(45)，我們可以很容易把產品 backlog 中
拆解到 sprint 中： 
 

Imp Name Estimate
Sprint 1

130 banana 12
120 apple 9
115 orange 20

Sprint 2
110 guava 8
100 pea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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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raisin 12 
Sprint 3 

80 peanut 10 
70 donut 8 
60 onion 10 
40 grapefruit 14 

Sprint 4 
35 papaya 4 
10 blueberry   
10 peach   

 

在沒有超過 45 的估算速度下，每個 Sprint 盡可能塞下很多的故事。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大約需要三次 Sprint，才能完成所有"必須要做"和
"應該要做"的。 

3 個 Sprint = 9 個星期 = 2 個月。這是我們要承諾客戶的 後期限嗎
？ 這要視合約的性質而定，以及範圍有多固定，等等。我們通常會
增加蠻多的緩衝，來保護糟糕的時間估算，無法預期的問題，以及
無法預期的功能等等。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可能會同意會"保留
"1 個月，然後設定交付日期在三個月後。 

棒的事情是，我們能每三個星期，展示一些有用的事情給客戶。
並且在我們進行中，邀請他們更改需求(當然啦，這要看這是什麼合
約而定)。 

 

 

調適發佈計畫 
現實不會調整自己去適應計畫，所以我們必須削足適履。 
 
在每個 Sprint 後，我們會檢查一下這個 Sprint 的實際速度。如果實際
的速度和估算速度差距很大，我們會調整下一個 Sprint 的估算速
度，並且更新發佈計畫。如果這會帶來麻煩，產品負責人會開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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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談判，或是檢查一下是否可以在不違反合約下調整範圍。或者
他跟團隊想出一些方法，藉由消除在 Sprint 過程中，所發現的某些
嚴重障礙，以增加團隊的速度或是投入程度。 
 
產品負責人可能打電話給顧客說 "嘿，我們進度有點落後，但是我相
信，如果把 'embedded Pacman'給拿掉的話，我們一定可以趕上期
限，因為它會花我們許多時間去建構它。如果你接受的話，我們可
以在第一次發佈後，在三週後的下一個發佈中，把它加進去"。 
 
可能這對顧客來說並不是好消息，但是至少我們是很有誠意，並且
給顧客一條容易的選擇 - 我們應該要準時交付 重要的功能，還是
延遲一段時間後交付出所有功能？ 通常這不是很困難的選擇 ：o)  
  



 
 

 

13 
我們如何結合 Scrum 和 XP  

Scrum 和 XP 結合後，可以帶來很多好處，這點是無須爭議的。網路
上，我看到大部分的資料都支持這個論點，所以我不用再花時間去
爭論為什麼。 
 
好的，我注意到一件事。Scrum 著重在管理以及組織的實踐。而 XP

大多著重於實際的編程實踐。那是為什麼它們可以一起運作的很好 - 

它們解決不同領域的問題，並且互補對方的不足。 
 
因此，我要在現有的經驗證據中，加上我的聲音：Scrum 和 XP 組合
起來是很有成效的！ 
 
我將要介紹某些較有價值的 XP 實踐，以及他們如何套用到我們每日
的工作中。我們並沒有要求所有團隊，去採用所有的實踐。但是總
歸來說，我們已經在大多數的方面，嘗試過 XP 和 Scrum 的組合。有
些 XP 的實踐，可以直接被 Scrum 解決掉，因此可被視為重疊的實
踐。例如： "完整團隊"、"坐在一起"、"故事"、和"計畫遊戲"。在這
樣的狀況下，我們已經直接採用 Scrum。 

 
搭檔編程 

我們 近在某一個團隊開始採用搭檔編程，運作的相當好。我們大
部分的其他團隊，仍然沒有嘗試太多的搭檔編程。但是在某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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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運用它，跑幾次 Sprint 後，我因此而被啟發，願意試著指導更
多團隊去試試看。 
 
到目前為止，有些關於搭檔編程的結論： 

 搭檔編程可以改進程式碼的品質。 

 搭檔編程可以改進團隊的注意力(例如，坐在你後面的人說"

嘿，這個東西在這個 Sprint 中真的需要嗎？")。 

 令人驚訝的，那些強烈反對搭檔編程的開發人員，實際上根
本沒有嘗試過它。可是一旦嘗試過，便很快喜歡上它。 

 搭檔編程會讓人精疲力盡，不應該整天都這樣做。 

 經常更換夥伴是有好處的。 

 搭檔編程可以增進團隊間知識的傳播。會令人想不到的快
速。 

 有些人就是對搭檔編程感到不舒服。不要因為他不想搭檔編
程，就否決一個優秀的程式設計師。 

 檢視程式可以當作搭檔編程的替代方案。 

 "領航員"(不使用鍵盤的傢伙)應該也要有他自己的電腦。並
不是用來開發，而是需要作一些嘗試，或是當"司機"遭遇到
問題的時候查看文件，等等。 

 不要強迫人們採用搭檔編程。而是鼓勵他們並提供正確的工
具，讓他們根據他們自己的步調去實驗。 

 
測試驅動開發(TDD) 
阿們，對我來說，TDD 是比 Scrum 和 XP 還要重要。你可以拿走我
的房子，我的電視，和我的狗。但是不要試圖阻止我去做 TDD！如
果你不喜歡 TDD，那不要讓我到你的地盤，因為我會想盡各種方法
偷偷去嘗試它：o) 
 
這裡有個 TDD 的 10 秒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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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驅動開發意味著，你要先寫自動化測試，然後你
再寫足夠的程式碼去通過測試，接著重構你的程式
碼，主要是去改進可讀性和移除重複的地方。一直反
覆進行這樣的事。。 

 
這裡有些對測試驅動開發的看法。 

 TDD 很難，程式設計師要花一段時間才能掌握它。事實上，
在很多狀況，問題不在於你教多少，指導多少或是展示多
少。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讓一個擅長 TDD 的人，讓他和你
一起搭檔編程。一但知道怎麼做以後，他將會受到很大的影
響，並且不會再去用其他方法工作。 

 TDD 對系統設計有相當深遠且正面的影響。 

 在新產品中，需要花一段時間，才能讓 TDD 被應用的很有
效率。特別是黑箱整合測試，但是投資報酬率相當好。 

 確認你投資的時間，足夠到讓大家能很容易撰寫測試。這意
味著要有適當的工具，受過訓練的人，以及提供合適的
utility classes 或是 base classes。等等。。 

 
我們在測試驅動開發過程中，使用了以下工具： 

 jUnit / httpUnit / jWebUnit 我 們 正 考 慮 去 用 TestNG 和
Selenium。 

 HSQLDB 在測試中，被當成一個嵌入式的 in-memory 資料
庫。 

 Jetty 在測試中，被當成一個嵌入式的 in-memory 的 web 

container。 

 Cobertura 用來做測試涵蓋度度量。 

 Spring framework 用來連接不同型態的測試裝置(test fixture)(

帶有 mock，不帶 mock，連接外部資料庫，連接 in memory

資料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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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 複雜的產品中(從 TDD 的觀點來看)，我們都有自動化黑箱
驗收測試。這些測試會在記憶體中啟動整個系統，包括資料庫和網
頁伺服器，並且透過它的公開介面去存取這個系統 (例如像是
HTTP)。 
 
這樣會使開發-建構-測試的循環變得很快。這也可當作一張安全網，
讓開發人員有足夠的信心常常去重構，即使當系統成長後，設計也
能保持乾淨和簡單。 

在新的程式碼上做 TDD  

對於所有新開發的程式，我們都會做 TDD。即使這意味著 初的專
案建置，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因為我們需要更多工具，以及和支援
一些測試的裝置等等)。這是有點不容易，但是它的好處很大，因此
沒有任何理由不去用它。 

在舊的程式碼上做 TDD 

TDD 是有點難的，但是試圖在一開始沒有用 TDD 的程式碼上要去做
TDD，那是更加困難…為什麼？ 嗯，事實上，關於這個主題，我可
以寫出一堆文章，所以我想我先到這裡為止。我將保留到我下一本
書"TDD 的實戰經驗"中再談。：o) 
 
我們花相當多的時間，試圖對一個較複雜的系統，自動化其整合測
試。它的程式碼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並且處於嚴重混亂狀態，
完全沒有測試程式。 
 
每次系統的發佈前，我們會有一個專門的測試人員，去執行大量、
複雜的回歸測試和效能測試。回歸測試大多數是手動進行，因此嚴
重地減緩開發和發佈的週期。我們的目標是去自動化這些測試，但
是，在幾個月的痛不欲生後，我們還是無法能有更多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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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改變我們的方法。我們承認這個事實，那就是我們身陷於
必須手動進行回歸測試的麻煩。然後相反地問自己："我們如何使手
動測試流程，花費的時間比較少？" 當時有一個賭博遊戲的系統，我
們意識到，許多測試團隊的時間是花在繁瑣的安裝工作，像是瀏覽
後台系統去建立牌局來進行測試，或是等待一個安排好的牌局啟
動。所以我們為了這樣寫了一些工具，他們是一個很小，容易被使
用的腳本(script)，並且會處理掉一些瑣碎繁雜的工作，好讓測試人
員可以專注於真正的測試工作。 
 
這些努力確實收到效果！ 事實上，我們一開始就應該要這樣做。我
們過去太急著去自動化它，卻忘記要按部就班來。剛開始的第一步
應該是建立一些東西，讓手動測試能更有效率。 
 
學到的教訓：如果你身陷於必須手動進行回歸測試的麻煩，並且想
要把它自動化，還是放棄吧(除非它很容易去做到)。相反地，想些方
法來讓手動回歸測試容易點，然後再考慮將真正的測試給自動化。 

 
漸進式設計 
這意味著一開始設計就要保持簡單，然後持續去改進它。而不是一
開始就試圖要所有的事情都正確，然後就凍結它。 
 
我們這點上做的相當好，也就是，我們花了可觀的時間去重構，改
進現有的設計。並且我們很少花時間去大規模的預先設計。當然，
有時我們也會搞砸了。例如，允許一個搖搖欲墜的設計"陷入"的太
深，導致後來的重構變成是一個大工程。但是整體來說，我們還相
當滿意。 
 
持續設計的改進，很大程度是做 TDD 所自動帶來的副作用。 

 
持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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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部分的產品在持續整合方面已經相當成熟，它是利用 Maven

和 QuickBuild 來達成的。這是相當有用，並且節省時間。對於"嘿，
它在我的電腦上是可以的"這個問題，持續整合是終極解決方案。若
是要判斷所有程式碼的健康狀況，我們把持續建構的伺服器當作是"

仲裁者"，或是參考點。每次有人 checkin 東西到版本控制系統，持
續建構系統會醒來，在共用的伺服器上，重新建立每件事情，然後
再執行所有的測試。如果有出現問題，它將會寄郵件去通知整個團
隊，告訴他們這個版本是有問題的，包括準確地告知哪些修改的程
式碼造成建構失敗，以及指向相關的測試報告的連結，等等。 
 
在每個晚上，持續建構伺服器將會重新建構產品，並發佈執行程式
碼(ears，wars，等等)、文件、測試報告、測試涵蓋度報告、相依性
報告，等等，把他們放到我們內部的 portal 上面。有些產品也會自動
部署到測試環境中。 
 
設定這件事情需要花費大量的工作，但是每一分鐘都是值得的。 

 
程式碼集體共有權 

我們鼓勵程式碼集體共有，但是並不是所有團隊都已經採用它。我
們發現到，搭檔編程中經常更換搭檔，會自動形成高度的程式碼集
體共有權。若團隊有高度的程式碼集體共有權，這個團隊就會非常
強壯。例如，他們的 Sprint 不會因為某個關鍵的人員生病而有所影
響。 

 
資訊化工作場所 

所有團隊可以善加利用白板和空白牆壁的空間。在大部分的房間，
你將會發現到牆壁上，貼滿了產品或是專案的各式各樣資訊。 大
的問題是，舊的訊息也積累在牆壁上。我們可能需要在每個團隊
中，導入一個"管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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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使用任務版，但是不是所有團隊都已經採用它。請看"我們
如何安排團隊的座位和空間"。 

 
編碼規範 

近我們已經開始定義編碼規範，它非常有用。要是我們能早點這
樣就好了。它一點都不花時間，只要從簡單開始，然後讓它慢慢增
加。只要寫下不是所有人都明顯知道的事，如果可能的話，連結到
現存的資料上。 
 
大部分的程式設計師有他們自己的編碼風格。細節像是他們如何做
例外處理，他們如何註解程式碼，什麼時候要傳回 null，等等。在某
些狀況下，這些差異是沒有關係。可是在某些狀況下，可能會導致
嚴重的系統設計不一致，以及很難閱讀的程式碼。此時編碼規範就
非常有用，只要你關注在一些重要的事項上面。 
 
這裡有些我們編碼規範的範例：  

 你可以打破裡面任何一個規則，但是要確認有個好的理由，
並且要記錄下來。 

 預 設 使 用 Sun 的 編 碼 規 範 ： http ：
//java.sun.com/docs/codeconv/html/CodeConvTOC.doc.html  

 永遠，永遠，永遠不要在，沒有記錄 stack trace 的情況下，
或是重新丟出 exception 的狀況下，去抓住 exception。用
log.debug()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忘記 stack trace 就可以。 

 使用 setter 為主的依賴性注入(dependency injection)，來減低
類別之間的關連(當然，如果緊密耦合是適用的話，那就另當
別論)。 

 避免縮寫。但是為人熟知的縮寫則是可以，像是 DAO。 

 需要傳回 collection 或是陣列的函式，不能夠傳回 null。而是
要用空的 collection 或是陣列來代替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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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的開發速度/精力充沛的工作 
許多敏捷開發的書籍宣稱，加班在軟體開發過程中會降低生產力。 
 
在幾次不情願的試驗後，我非常同意這件事！  
 
大約幾年前，我們其中一個團隊( 大的團隊)大量瘋狂的加班，現存
程式碼的品質令人沮喪，他們必須花大量的時間在救火。測試團隊
(也同樣在加班)沒有機會，認真地去做品質確認的工作。我們的使用
者很生氣，很多八卦都快把我們給吃掉。。 
 
在幾個月後，我們成功地將工作時間降到適當的範圍。人們正常上
下班(除了專案關鍵時期例外)。令人驚訝的事發生了，生產力和品質
有明顯的改進。 
 
當然，減少工作時間，絕對不是唯一會導致改善的原因，但是我們
都相信它佔很重要的因素。 
  



 
 

 

14 
我們怎樣做測試 

這是 困難的部份。我不確定是否它是 Scrum 中， 難的一部份。
還是它在軟體開發中，通常也是 困難的部份。 
 
在不同組織之間，測試可能是差異 大的部份。它依賴你有多少測
試人員，有多少自動化，哪些型態的系統(只是伺服器+網頁應用程
式？)發佈週期的長短，軟體的關鍵性(blog 伺服器 v.s 飛行控制系統)

等等。 
 
在 Scrum 中，我們試過很多如何去測試的方法。我會試著描述我們
曾經做過的方法，以及目前我們得到的經驗。 
 

您可能無法擺脫驗收階段 
在理想的 Scrum 世界，每次的 Sprint 會產生一個可以部署的系統版
本。所以只要部署它就好，是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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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的經驗，這通常是不可行的，都會有很嚴重的錯誤。如果
品質對你來說還有價值的話，某種手動測試的階段是需要的。對於
不隸屬於團隊的專職測試人員，他們必需利用 Scrum 團隊，沒有想
過、沒時間做、或是沒有硬體配備去做的方式，去攻擊系統。測試
必須和真正使用者一樣的方式，來存取系統。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手
動進行(假設你系統是給人使用)。 
 

 
測試團隊發現錯誤(bug)，Scrum 團隊必須要發佈錯誤修復(bug-fix)的
版本，遲早(希望會快一點)你將會為使用者發佈 1.0.1 的錯誤修復版
本，而不是出問題的 1.0.0 版本。 
 
當我說"驗收測試階段"，我是指整個在做測試、除錯、以及重新發佈
的階段。直到有個版本，可以好到做生產版本(production release)為
止。 

 
縮短驗收測試階段 
驗收測試階段帶來很大的痛苦，它感覺相當地不太敏捷。雖然我們
無法擺脫它，我們可以(並)盡量減少它。更具體一點的說，縮短驗收
測試階段所需要的時間。我們的作法是： 

 提高 Scrum 團隊所交付程式碼的品質 

 提高手動測試工作的效率(也就是，挑選 好的測試人員，給
他們 好的工具。確保他們所說的很浪費時間的工作，能夠
被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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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我們如何提高從 Scrum 團隊所交付程式碼的品質呢？ 嗯，方
法有很多。這裡有兩個方法是我們發現非常有用的： 

 把測試人員放到 Scrum 團隊中 

 每個 Sprint 中做較少的工作 

 
 
 
 
 
 

藉由把測試人員放到 Scrum 團隊中來提高品質 
 

 
是的，我聽過完全不同的說法： 

• "但是，那很明顯啊！ Scrum 團隊理應是
跨功能職務的" 

• "Scrum 團隊裡應該是沒有角色的！ 我們
不能有一個人僅僅只是在做測試" 

 
讓我澄清一下，在這裡我所謂的"測試人員"是指"一個主要技能是測
試的人"，而不是"一個它的角色只是在做測試的人"。 
 
開發人員通常是相當差勁的測試人員，特別是在測試他們自己的程
式碼的時候。 
 

測試人員就是"驗收的傢伙" 

除了"只是"團隊的一員外，測試人員有一個重要的工作，他是驗收的
傢伙。在 Scrum 中，要直到他說完成才算完成，否則沒有事情能算"

完成"。我曾經發現，開發人員常常說某件事情已經完成，但是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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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沒有。即使你有非常清楚"完成"的定義(你應該如此，請看"'完成
'的定義")，開發人員還是經常忘記。我們這些程式設計師常是沒有
耐心的人，只想要很快的進到下一個 Sprint。。 
 
那我們的測試先生如何知道某些事情已經做完呢？ 嗯，首先，他應
該(很驚訝吧)測試它！ 在許多狀況下，那些開發人員認為已經做完
的項目，結果是不可能被測試的。因為那些東西還沒被 check-in，或
是還沒被部署到測試伺服器中。一但測試先生開始測試時，他應該
和開發人員，從頭到尾確認過那份"做完"的清單(如果你有的話)。例
如，如果在"做完"的定義中，描述應該有個發佈說明，那測試先生要
檢查是不是有個發佈說明。如果這個功能有某種更為正式的規格，
那測試先生也要檢查，等等。 
 
這裡有一個很好的副作用，因為團隊現在有一個傢伙，非常適合安
排做 Sprint 展示的工作。 

當沒有東西要測試時，測試人員要做什麼？ 

這個問題常常被提出來。測試先生說： "嗨，Scrum master 現在沒有
東西要測試，所以我要做什麼？" 團隊可能需要一個禮拜，才能完成
第一個故事。那這時候測試人員應該做什麼？ 
 
好的，首先，他應該要為測試做些準備。那就是撰寫測試規格書，
準備測試環境，等等。所以當開發人員已經有東西可以被測試時，
就不用再等待，測試先生可以立即開始測試。 
 
如果團隊有做 TDD，那大家從第一天開始，就會花時間撰寫測試程
式碼。測試人員應該和開發人員撘檔編程，一起撰寫測試程式。如
果測試人員一點都不會寫程式，他也應該和開發人員撘檔編程。即
使他只能瀏覽，而開發人員去敲鍵盤。一個好的測試人員總是會比



我們怎樣做測試 | 111 
 

 

好的開發人員，想出更多不同種類的測試，所以他們可以互相互
補。 
 
如果團隊沒有採用 TDD，或是沒有足夠的測試個案需要去撰寫，他
應該完全地盡他所能，幫助團隊實現 Sprint 的目標。就像團隊其他
成員一樣，如果測試人員會寫程式，那很好。如果不會，你的團隊
必須找出需要在 Sprint 中完成，但不用寫程式的工作。 
 
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把故事拆解成任務時，團隊著重於編程的工
作。然而，通常還有許多非編程的工作，需要在 Sprint 中完成。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如果你花時間，企圖找出非編程的工作，測試先
生將會有機會去貢獻許多，即使他不會寫程式，或者目前沒有測試
工作要進行。 
 
這裡有些非編程的任務，需要在 Sprint 中被完成： 

 建置測試環境。 

 釐清需求。 

 和營運部門討論佈署的細節。 

 撰寫部署的文件(發佈說明，RFC，或是任何你組織中要寫的
東西)。 

 和外部資源進行聯繫 (例如 GUI 設計師) 

 改善建構腳本(build scripts) 

 進一步將故事拆解成任務 

 從開發人員中找出關鍵的問題，並解決他們。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測試先生變成是瓶頸，那我們該怎麼辦？ 

假設我們現在在 Sprint 的 後一天，突然間有很多工作被完成，導
致測試先生沒有去測試完所有事情，那我們要怎麼辦？ 嗯，我們應
該叫團隊中所有人去測試先生當助手。他來決定哪些事情他自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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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然後把一些平凡的測試交給團隊中其他人來做。這就是跨功能
職務團隊所該做的事情！ 
 
所以，是的，測試先生在團隊中，確實是一個特別的角色，但是他
仍然可以去做其他工作，其他團隊成員也被允許去做他的工作。 

 
藉由在 Sprint 中做較少的工作來提高品質 

讓我們回到 Sprint 規劃會議中。簡單地說，不要把太多故事放到同
一個 Sprint 裏！ 如果你有品質的問題，或是要很長的驗收測試週
期，那就在每個 Sprint 中做較少的事情！ 這將自動地導致較高的品
質，較短的驗收測試週期，較少影響使用者的錯誤。長期來說會有
較高的生產力，因為團隊可以所有時間都著重於新的東西。不會因
為要修復舊的東西，而打斷目前工作的進行。 
 
與其建構許多東西，但是需要出些 hot-fixes 來補救；還不如建構少
一點，但是建構的比較穩定，這樣會比較划算點。 

 
驗收測試應該是 Sprint 的一部分嗎？ 

我們在這裡差距很大。有些團隊把驗收測試當做 Sprint 的一部份，
但大部分的團隊則沒有。主要有兩個原因： 

 Sprint 是有時間框的限制，驗收測試(根據我的定義，它包含
了除錯和再次發佈 're-releasing')的時間是非常困難去固定
的。如果時間用完了，你還有一些關鍵的錯誤，那你要怎麼
辦？ 你要去發佈一個有嚴重錯誤的產品嗎？ 還是你要等到
下一個 Sprint 才發佈？ 在大部分的狀況，這兩種作法都無法
接受。所以我們把手動驗收測試不視為 Sprint 的一部份。 

 如果你有多個 Scrum 團隊一起開發一個產品，必須把這些團
隊的工作結果結合在一起，再進行手動驗收測試。如果這些
團隊各自把驗收測試放在自己的 Sprint 中，你還是需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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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去測試 後版本，也就是 後整合所有團隊工作結果的
版本。 

 
 
這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法，但是在大部分的狀況下，對我們來說已
經足夠了。 

 
Sprint 週期 v.s. 驗收測試週期 
在完美的 Scrum 世界中，你不會需要驗收測試階段，因為每個
Scrum 團隊，在每次 Sprint 結束後，會發佈一個新的、已經產品化就
緒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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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這裡有張更真實的圖片： 
 

 
 

在 Sprint 1 後，一個充滿錯誤的版本 1.0.0 被發佈。在 Sprint 2 期間，
錯誤報告開始大量湧入，團隊花大量的時間在除錯，並且在 Sprint

中期，被迫發佈了錯誤修復的版本 1.0.1。然後在 Sprint 2 結束後，
他們發佈一個有新功能的版本 1.1.0， 當然啦，會有更多的錯誤，因
為他們受到上次發佈版本錯誤的干擾，這次他們只有較少的時間去
確保品質。這樣的情形會一直重複發生。 
 
在 Sprint 2 中紅色斜線代表混亂的狀況。 
 
並不怎麼好吧？ 嗯，悲慘的是這問題會持續下去，即使你有一個驗
收測試團隊。差別僅是大部分的錯誤報告來自於測試團隊，而不是
生氣的使用者。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兩者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從開
發人員的角度來看，它們是相同的。不過測試人員沒有像使用者那
樣積極，通常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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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簡單的解法。不過我們試過許
多不同的模型。 
 
首先，再一次強調，還是要提高 Scrum 團隊所發佈程式碼的品質。
在 Sprint 中，早一點找出和修復錯誤的費用，會比在 Sprint 結束後，
找出和修復錯誤的費用，要低的很多。 
 
但是事實仍然是事實，即使我們能減少錯誤的數目，在 Sprint 結束
後，仍然有錯誤報告被產生，那我們是如何處理呢？ 

方式 1： "不要開始建立新的東西，直到舊的東西已經產品
化了"  

聽起來不錯，不是嗎？ 你是否也有溫暖、模糊的感覺？  
 
我們好幾次差點採用這個方法，還畫出想像我們如何進行的模型。
然而，當我們了解到它的缺點後，我們就改變了心意。如果我們採
用這個方法，我們必須在 Sprint 之間，加了一段沒有時間框的發佈
時段，在這段時間內我們只做測試和除錯，直到我們能發佈一個產
品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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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喜歡在 Sprint 之間，有一個沒有時間框的發佈時段，主要是
因為它打破正常的 Sprint 心跳節奏。我們不再能號稱"我們每三周會
開始一個新的 Sprint"。此外，它不能完全地解決問題，即使我們有
一個發佈的時段，但是隨時還是會有緊急的錯誤報告出現，我們必
須準備好去處理它。 
 

方法 2： "可以開始去建構新的東西，但是要對舊有功能的
產品化這件事給排出優先順序"  

這是我們比較喜歡的方法，至少現在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完成一個 Sprint 後接下一個 Sprint。但是我們希望在下
一個 Sprint 中，能花些時間去修復上一個 Sprint 中的錯誤。如果我們
花太多時間去修復上一個 Sprint 所產生的錯誤，那下個 Sprint 將會被
嚴重的破壞。我們會評估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以及我們如何
改善品質。我們會確認 Sprint 的時間，是長的足夠去完成上個 Sprint

中，相當數量錯誤的修復。 
 
一般來說，經過幾個月後，花在修復上個 Sprint 所產生錯誤的時間
會減少。此外，當錯誤發生時，我們要參與的人員變少，所以整個
團隊不需要每次都被干擾。現在我們已經到一個較可以接受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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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print 規劃會議期間，我們設定較低的投入程度，讓我們能夠有
時間去處理上個 Sprint 來的錯誤。經過一段時間後，團隊已經相當
擅長去評估這樣的事情。速度的度量可以幫助我們做的更好(請看"團
隊如何決定哪些故事要被放到這次 Sprint 中？")。 

不好的方式 - "著重於建構新的東西" 

"著重於建構新的東西，而不去讓舊的東西能產品化"。誰會去做這樣
的事呢？ 我們一開始就經常犯這樣的錯誤，我確定其他公司也是這
樣。它是一種和壓力有關的病狀。許多經理實際上並不了解它：即
使所有的程式碼都已經完成，你通常還是離產品化很遠。至少複雜
的系統是這樣。所以經理(或是產品負責人)會要求團隊繼續增加新的
東西，可是那些舊的”接近快要發佈”的程式碼的越來越多，那將會
拖垮之後每件事的進行。 

 
不要讓 慢的一個連結從你的環節中斷掉 
假設驗收測試是你 慢的連結，你沒有很多測試人員。或是因為令
人沮喪的程式碼品質，導致驗收測試的時間過長。 
 
假設你驗收測試的團隊，每週 多能測試三個功能(不，我們不用"每
週多少個功能"來衡量，我只是使用它來當作例子)。而你的開發人員
能每週開發 6 個功能。 
 
它會誘使經理或產品負責人，去規劃每週六個新功能的開發。 
 
千萬不行， 終現實將會讓你嚐到苦頭，並且帶來傷害。 
 
相反的，我們規劃每週做 3 個功能，剩下的時間花在減輕測試的瓶
頸。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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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一些開發人員作測試人員的工作(哦，他們一定會喜歡你
的…)。 

 實作一些工具和腳本讓測試更容易。 

 增加更多自動化程式。 

 增加 Sprint 的長度，把驗收測試加到 Sprint 中。 

 把有些 Sprint 定義成"測試的 Sprint"，當中所有團隊都變成
驗收測試團隊在做事。 

 僱用更多的測試人員(即使這意味著減少開發人員) 
 
我們曾試過這些解決方案(除了 後一個以外)。 好的長期解決方案
當然是第二和第三點，也就是有更好的工具、腳本和測試自動化。 
 
回顧會議是一個很好的檢討時機點，可以找出你環節中 慢的連
結。 

 
 
 
 
 

回到現實 
或許我給你一個錯覺，我們在所有 Scrum 團隊中都有測試人員。並
且我們對每個產品，有一個很大的驗收測試團隊。在每個 Sprint 完
後我們都會發佈，等等。 
 
嗯，事實上我們並沒有。 
  
我們曾經有做到這樣的地步，也看過它的正面影響。但是我們離驗
收品質保證流程所要求的，還差的很遠，我們仍然還有很多東西要
學習。 



 
 

 



 
 

 

15 
我們怎樣處理多個 Scrum 團隊 

當你有許多 Scrum 的團隊工作在同一個產品時，許多事情會變得比
較困難。這問題是眾所周知的，和 Scrum 實際上沒有太多關係。更
多的開發人員 = 更複雜的狀況。 
 
我們(和以前一樣)遭遇過這種狀況。 多的時候，我們大約有 40 個
人在做同一個產品。 
 
主要的問題是： 

• 要建立多少團隊 

• 要如何分配人員到團隊當中 

 
要建立多少團隊 

如果處理多個 Scrum 團隊是這麼困難，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為
什麼不把所有人都放到同一個團隊中呢？ 
 
我們曾經有過 大的 Scrum 團隊，大約是 11 個人。它是可以運作
的，但是無法運作的很好。每日的 Scrum 會議往往會拖超過 15 分
鐘。團隊成員不知道其他成員在做什麼，所以有點混亂。Scrum 

master 很難讓其他成員都朝著相同目標前進，也不容易找到時間去
解決所有回報的問題。 
 
另外一個方法是把它拆成兩個團隊，但會比較好嗎？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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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團隊對 Scrum 很有經驗並且也很適應，可以用邏輯的方式將產
品規劃藍圖，切割成兩個不同的行動路線，並且他們不會使用到相
同的程式碼。那我會說把它分成兩個團隊是個好的主意。否則我會
考慮把它合成一個團隊，不管大的團隊會有怎樣的缺點。 
 
我的經驗是，寧可團隊數量較少，人數較多。因為團隊個數多，但
人數少，會容易相互干擾。因此要成立小團隊，必須確保他們不會
相互干擾！ 

虛擬團隊 

對於"大團隊"與"很多團隊"之間的權衡，你怎麼知道您做出了正確還
是錯誤的決定？ 
 
如果你一直持續觀察和仔細聆聽，你可能會注意到"虛擬團隊"的存
在。 
 
範例 1：你選擇大的團隊。但是在 Sprint 過程中，從誰和誰在講話的
過程中，你會注意到團隊有效地自行分成兩個小團隊。 
 

 
 
範例 2： 你選擇成立三個小團隊。但是在 Sprint 過程中，觀察誰和
誰在講話的過程中，你注意到團隊 1 和團隊 2 會一直在交談，而團
隊 3 工作上比較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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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是你團隊切割策略不正確嗎？ 如果不正
確，這樣的虛擬團隊似乎會一直存在下去。如果正確的話，這樣的
虛擬團隊會只是暫時的。 
 
讓我們再看一次範例 1。如果兩個虛擬子團隊一直在改變(也就是，
大家在虛擬子團隊間移動)，那你可以決定把他們放到同一個 Scrum

團隊。如果兩個虛擬子團隊，在整個 Sprint 過程中都待在相同的地
方，你可以在下一個 Sprint 中，把他們拆解成兩個真正的 Scrum 團
隊。 
 
現在再看看範例 2。如果團隊 1 和團隊 2 在整個 Sprint 中都一直在交
談(不是和團隊 3)，你可能在下一個 Sprint 中，要去把團隊 1 和團隊
2 結合成一個團隊。如果在 Sprint 前半段，團隊 1 和團隊 2 一直在交
談; 在 Sprint 後半段，團隊 1 和團隊 3 則一直在交談，你可以考慮把
三個團隊變成一個，或是還是保留原先三個團隊。把這個問題帶到
回顧會議中，讓團隊自己決定。 
 
團隊切割，是 Scrum 其中一個困難的部份。不要想太多，或是花太
多精力去 佳化。先做實驗，對虛擬團隊保持觀察，確認你在回顧
會議中，有足夠的時間去討論這類議題。遲早你會根據你的狀況，
發現 佳的解決方案。 重要的事情是團隊會覺得舒適，不會常常
互相干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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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團隊大小 

在大部分我所讀過的書中，都宣稱 佳團隊的大小大約是 5-9 人。 
 
到目前為止，我所觀察的團隊來說，我同意這個說法。不過我會建
議是 3-8 人。事實上，我相信值得花些代價，去達到這樣的團隊大
小。 
 
假設你有一個團隊是 10 個人。考慮把兩個 弱的成員趕出去吧。
哦，我真的有那樣說嗎？ 
 
假設你有兩個產品，每個產品都有一個 3 個人的團隊，兩個都進行
的很緩慢。把它變成一個 6 個人的團隊去負責兩個產品，或許是個
好主意。在這個情況，讓其中一個產品負責人離開(或是給他顧問之
類的角色)。 
 

 
 
假設你有一個 12 個人的團隊，因為程式碼處於很糟糕的狀況，沒有
方法讓兩個不同的團隊，獨立在上面工作。所以需要認真投入一些
精力，去改進這些程式碼(而不是建立新功能)，直到你可以拆解他們
為止。這些投資你很快就可以得到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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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同步多個 Sprint？ 
假設你有三個 Scrum 團隊，都為同一個產品工作。他們的 Sprint 應
該要被同步嗎？也就是，開始和結束都相同嗎？或是他們應該重疊
嗎？ 
 
我們一開始的方法是有重疊的 Sprints(因為各自時間考量的關係)。 
 

 
 
聽起來不錯。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會有一個正在進行的 Sprint 要
結束，或是有一個新的 Sprint 正要開始。產品負責人的工作量，隨
著時間的演進，將會均勻地分佈各個 Sprint 中。系統將會持續不斷
地被發佈，每一週都有展示，哈利路亞！！ 
 
耶，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但是那時候聽起來是蠻有說服力的！ 
 
我們之前一直是這樣做的，直到有一天，我有機會和 Ken Schwaber

對談時(在我 Scrum 認證的時候)。他指出這不是一個好的主意，比較
好的方法是去同步 Sprints。我已經不記得他確切的理由，但是在幾
次討論後，我被說服了。 
 

 
 
這是我們後來使用的解決方案，之後沒有覺得後悔或不好。我永遠
不會知道，是否重疊的 Sprint 終究會失敗。但是我認為應該要這麼
做。同步 Sprints 會有以下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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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自然有時間去重新組織團隊 - 在 Sprint 之間的時間！ 在
重疊的 Sprint 中，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重新組織團隊，而不干
擾到某一個正在進行 Sprint 的團隊。 

 所有的團隊可以在同一個 Sprint 中，朝著相同目標努力，可
以一起做 Sprint 規劃會議，導致團隊間會有較好的協同合
作。 

 較少的管理花費，也就是，較少的 Sprint 規劃會議，Sprint

展示，和發佈。 

 
為什麼我們要導入"團隊領導"的角色 

假設我們一個產品有三個團隊。 
 

 
 
那個標記 P，紅色的傢伙是產品負責人。標記 S，黑色的傢伙是
Scrum master。其餘的都是咕噥著…呃…尊敬的團隊成員。 
 
在這樣群星聚集的團隊中，誰要決定哪些人應該在哪個團隊中？產
品負責人是誰？ 這三個 Scrum master 一起搞定嗎？或是讓每個人選
擇他要參加的團隊？ 如果每個人都要待在團隊 1 要怎麼辦？(因為
Scrum master 1 看起太帥了嗎？) 
 
如果後來證明，這確實是不可能有超過兩個以上的團隊，並行處理
這份的程式碼。所以我們必須把 3 個 6 人的團隊，轉變成 2 個 9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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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意味著只要 2 個 Scrum masters。所以哪一個 Scrum master 要
被免除頭銜呢？ 
 
這在許多公司都是非常敏感的問題。 
 
讓產品負責人去作人員的配置或重新分配，是乎很誘人。但是這不
是產品負責人該做的事，對吧？ 產品負責人他是領域的專家，可以
告訴團隊他們應該朝哪個方向運行。他不應該介入這些內部的細
節。尤其是他是"chicken"的話(如果你沒有聽過 chicken 和 pig 的隱
喻，可以 google 一下""chickens and pigs")。 
 
我們藉由導入"團隊領導"這個角色去解決問題。你可能叫他"Scrum 

of Scrums master"，"老大" 或是 "首席 Scrum master"等等。他不用去
領導單一團隊，不過他必須負責跨團隊的問題，像是誰應該是團隊
的 Scrum master，人員應該如何被拆解到不同團隊中，等等。 
 
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為這個角色想出好的名稱。"團隊領導"已經是
我們能想出 不糟糕的名稱。 
 
這個解決方案運作的很好，我向你大力推薦一下 (不管你決定要叫這
個角色什麼)。 

 
我們如何配置人手到團隊中 
當你有多個團隊在同一個產品工作時，這裡有兩個普遍的策略，來
分配人員到團隊中。 

• 讓某個指定的人來分配，例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團隊領導
"，產品負責人，或是功能經理人(functional manager)(如果他
參與的夠深入，他就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 讓團隊以某種方式自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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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過以上三種方法。三種？ 是的。策略 1 ，策略 2，和兩者
的組合。 
 
我們發現兩者組合的效果 好。 
 
在 Sprint 規劃會議前，團隊領導需要和產品負責人，以及所有 Scrum 

master 一起開團隊配置會議。我們討論上一個 Sprint 的狀況，並決定
是否需要重新配置。可能我們要整合兩個團隊，或是把某些人從某
個團隊移動到另一個團隊。我們決定某些事情，把它寫下來，當做
所提議的團隊配置，並把它帶回到 Sprint 規劃會議討論。 
 
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第一件事就是檢視產品 backlog 中， 高優先
順序的項目。團隊領導可能會說： 
 
"嗨，各位，在下一個 Sprint，我們建議以下的團隊配置" 
 

 
 
"就你們所看到的，這樣意味我們從 4 個團隊減到 3 個團隊。我們已
經列出每個團隊中成員。請大家聚在一起，自己在牆上佔一塊區域" 
 
 (人們來回在房間內走動，團隊領導耐心地等待。過了一段時間，這
三組人馬，每一個團隊站在一面空牆前面)。 
 
"目前團隊這樣的拆解只是開端！它只是一個起點，以節省大家的時
間。在 Sprint 規劃會議的過程，你可以自由地換到另一個團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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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團隊猜解成兩個，或是和另一個團隊整合在一起，或怎樣都可
以。根據產品負責人的優先順序，來當作處理事情的基本常識"  
 
我們發現這樣處理的效果 好。一開始某種程度的中央集權控制，
之後再某種程度的個別 佳化。 
 
 
 
 

要不要有特別的團隊？ 

假設你的技術由三個主要元件所組成： 
 

 
 
並且假設你有 15 個人為這個產品工作，若是你不想把他們都放在同
一個團隊，那你會怎樣組織你的團隊呢？  

方法 1： 特定元件的團隊 

有一個方法是建立特定元件的團隊，像是"用戶端團隊"，"伺服器端
團隊"，和"資料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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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開始這樣做，不過運作的不是很好，至少當大部分的故事包
含許多元件時，就不太好。 
 
例如，假設我們有一個故事叫"留言板，使用者可以留下訊息給其他
人"。這個留言板的功能，包括更新用戶端使用者界面，在伺服器端
新增邏輯，在資料庫內加些表格。 

 
 
這意味著所有三個團隊 - 用戶端團隊，伺服器端團隊，和資料庫團
隊 - 必須協同合作去完成這個故事。所以並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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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 跨元件的團隊 

第二個方法是建立一個跨元件的團隊，也就是，團隊不會被約束在
任何特定的元件上面。 
 

 
如果你的許多故事都包含多個元件，這種形式的團隊切割策略都可
以運作的不錯。每個團對可能實作一個完整的故事，包含用戶端，
伺服器端，以及資料庫端。所以團隊可以運作地更獨立，那是一件
好事。 
 
當我們實施 Scrum 時，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把現存特定元件的團隊打
散(方法 1)，並且建立跨元件的團隊(方法 2)。減少了像這種狀況的
發生次數："我們無法完成這個項目，因為我們必須等待伺服器端的
人完成" 
 
然而，當真的有強烈的需求時，我們有時候也會成立，臨時的特定
元件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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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 Sprints 之間重新組織團隊？ 

每個 Sprint 基本上都是相當不一樣的，這是因為在每個階段時，所
擁有的較高優先順序的故事並不相同。因此，在每個 Sprint 中，
佳的團隊組成也就不同。 
 
事實上，幾乎在大部分的 Sprint 中，我們發現我們自己，可能會說
像這樣的話："這個 Sprint 不是一般的 Sprint，因為…"。在一段時間
後，我們放棄了"一般"Sprint 的概念。沒有所謂的一般 Sprint，就像
沒有所謂的"一般"家庭或"一般"人一樣。 
 
在這個 Sprint 中，有一個用戶端團隊隊可能是件好的主意，它由非
常懂用戶端程式的人所組成。下一個 Sprint，有兩個跨元件的團隊也
可能是件好的主意，把懂用戶端的人拆散到這兩個團隊中。 
 
"團隊凝聚力"是 Scrum 重要的關鍵之一，也就是，如果團隊要一起
工作好幾個 Sprints，他們通常會變得非常緊密。他們會學習到如何
達成團體心流(group flow)，並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產力水準。但
是需要花幾個 Sprint 才能做到。如果你持續變換組織，你將無法達
到真正的團隊凝聚力。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組織團隊，請確認你考慮過後果。它是長期的
改變還是短期的改變？如果它是短期的改變，那就考慮忽略它。如
果它是長期的改變，那就進行吧。 
 
這裡會有個例外︰當你對大型的團隊，第一次開始進行 Scrum。在
這種情況下，值得對團隊的拆解做些實驗，直到你找到每個人都滿
意的答案。並且要確認每個人都了解，在前幾次犯些錯誤是可以被
接受的，只要你能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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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的團隊成員 

我可以確認很多 Scrum 的書上說 - 一般而言，Scrum 團隊中有兼職的
成員，這並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假設 Joe 是 Scrum 團隊的兼職成員。在他進來之前，請先仔細考慮
一下，你真的需要 Joe 到你的團隊嗎？你確定 Joe 不能作全職嗎？那
他其它時間在做什麼？有人能幫忙他做他的其它工作嗎？好讓 Joe 在
其他工作中變成被動或是支援的角色？在下個 Sprint 中，能讓 Joe 在
你的團隊中是全職，並且同時把他的其他工作轉給別人嗎？  
 
有時候就是沒有其他方法。你非常需要 Joe，因為他是目前這棟大樓
唯一的 DBA，但是其他團隊也非常需要他，因此他很難把所有時間
都用在你們團隊上面。此外公司也沒有辦法僱用更多的 DBA。好
的，這種狀況下只好讓他可以兼職工作(這剛好是發生在我們身上)。
但是，要確定每次你都有做這樣的評估。 
 
一般而言，我寧可要一個團隊中有 3 個正職，也不要有 8 個兼職。 
 
如果有一個人需要把它的時間分配到多個團隊，像是上面提到的
DBA， 好讓他主要隸屬於某一個團隊。找出哪一個團隊 需要
他，把它當作他的"主要團隊"。當沒有人急著需要他，他可參加這個
團隊的每日 Scrum 會議、Sprint 規劃會議、回顧會議等等。 
 

我們如何進行 Scrum-of-Scrums 

Scrum-of-Scrums 基本上是一個經常性的會議，所有的 scrum master

聚在一起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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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個時間點，我們曾經有 4 個產品，其中 3 個產品都各自有一個
Scrum 團隊， 後一個產品有 25 個人，分成好幾個 Scrum 團隊。像
是以下的狀況： 
 

 
 

這意味著我們有兩個層次的 Scrum-of-Scrums。我們有一個"產品層次
"的 Scrum-of-Scrums，由產品 D 中的所有團隊組成。另外有一個"群
體層次"的 Scrum-of-Scrums，由所有產品組成。 

產品層次的 Scrum-of-Scrums 

這個會議非常重要。我們每週舉行一次，有時候可能頻率更高。我
們討論整合的問題，團隊平衡的問題，為了下次 Sprint 規劃會議的
準備，等等。我們保留了 30 分鐘，但是經常超過。另外一個方法是
每天都有 Scrum-of-Scrums，但是我們沒有試過這樣。 
 
我們 Scrum-of-Scrums 的議程  

1)圍繞著桌子，每個人描述他們團隊上週完成什麼，什麼計劃將要
本週完成，以及他們遇到什麼困難。 

2)任何其他需要被提到的跨團隊的問題，例如整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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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Scrum-of-Scrums 的議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要
定期舉行 Scrum-of-Scrums 會議。 

群體層次的 Scrum-of-Scrums 

我們稱這會議叫做"脈動"。我們曾經試過各種不同的形式，邀請不同
的參與者。後來，我們已經放棄整個概念，而是用每週所有人開會
來代替(是的，所有一起開發的人)，15 分鐘長的會。 
 
什麼？ 15 分鐘？ 所有人？ 所有產品，所有團隊的所有人？ 這可行
嗎？ 
 
是的，只要你(或是其他主持會議的人)嚴格確保會議不要太長，那就
可行。 
 
會議的形式像是： 

1) 由開發主管來更新或公佈訊息。像是即將發生的事件。 

2) 依序報告，每個產品小組有個人報告他們上週完成什麼，他們本
周計劃完成什麼，以及有什麼問題。其他人也會報告(建構管理的
lead，QA Lead 等等)。 

3)任何人自由去補充任何訊息，或是問問題。 
 
這裡是用來簡述團隊訊息的論壇，不是用來進行討論，或是反思
的。只要只剩這件事，15 分鐘通常夠用。有時候我們會超過，但是
很少超過 30 分鐘。如果有些熱烈的討論出現，我會中斷它，請有興
趣的人在會議結束後繼續這個討論。 
 
為什麼我們要舉行全體的脈動會議？ 因為我們注意到，"群體層次"

的 Scrum-of-Scrums 內容大多是報告而已。我們很少有真正的討論。
此外，許多其他團隊組織外面的人，很渴望知道這類型的資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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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每個團隊想知道其他團隊在做什麼。所以我們想既然花時間
聚在一起來分享這些訊息，那為什麼不讓所有的人都參加呢？ 

 

交錯的每日會議 

如果你在單一產品中有許多 Scrum 團隊，而且他們都在同一時間朝
開每日 Scrum 會議，你將會有很大的問題。產品負責人(和我像這樣
好管閒事)每天只能參加某個團隊的每日會議。。 
 
所以我們要求團隊，避免在相同時間去朝開每日會議。 

 
以上是一個開會時程的範例，我們朝開每日會議在不同的房間，而
不是在團隊的房間。會議通常是 15 分鐘，但是為每個團隊在每個房
間都有保留 30 分鐘，如果他們需要多一點時間。。 
 
這方法相當有用的，理由有二。 
 

1. 像產品負責人或是我自己，在早晨會去參加所有每日會議。
若是你要清楚知道每個 Sprint 的進度，以及關鍵的風險是什
麼，沒有什麼方法能比這個更好。 

2. 團隊可以參加其他團隊的每日會議，這通常不太會發生。不
過當有兩個團隊在類似的環境下工作，有些成員會造訪其他
團隊的每日 Scrum 會議，以保持資訊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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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法的缺點是團隊的自由度變小 - 他們不能選擇任何他們喜歡的
時間來舉行每日會議。不過這還沒變成是我們的問題。 
 

救火團隊 

我們曾經遇到一個狀況，一個很大的產品無法採用 Scrum，因為他
們花太多時間在救火。也就是修復之前貿然出貨的系統，所產生的
錯誤。這真的惡性循環，他們忙於救火，所以他們沒有時間主動去
做些事情，來預防火災(像是改進設計、自動化測試、建立監控工具
與警報工具)。 
 
我們藉由建立一個專門的救火團隊，和專門的 Scrum 團隊，來解決
這個問題。 
 
Scrum 團隊的工作是(帶著產品負責人的祝福)試圖去有效率地穩定系
統，預防事情惡化。  

救火團隊(事實上我們叫它"支援團隊")有兩項工作。 

1) 救火 

2) 保護 Scrum 團隊免於各式各樣的干擾，包括擋掉那些不知從哪裡
來的，任意功能的請求。 
 
救火團隊可放在 靠近們邊的地方，Scrum 團隊可以放在房間的 裡
面。所以救火團隊可以物理上保護 Scrum 團隊，免於著急的銷售人
員或是生氣的客戶的干擾。 
 
在兩邊都會安插資深的開發人員，所以某一個團隊不會太依賴另一
團隊的核心人員。 
 
基本上，它是去解決 Scrum 自我驅動(bootstrapping)問題的一種嘗
試。如果團隊一次無法規劃超過一天的工作，那要如何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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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呢？ 我們曾經提過這樣的解法：我們的策略是把它拆成兩個
群組(Scrum 團隊和救火團隊)。 
 
這方法運作的非常好。因為 Scrum 團隊有空間能努力工作，所以他
們 後能穩定系統。在這期間，救火團隊完全地放棄事先規劃的念
頭，他們只是根據外面的需求來運作，單單只修復下一個出現的問
題。 
 
當然啦，Scrum 團隊也不是完全不被干擾。救火團隊經常會請 Scrum

團隊的關鍵人員來幫忙，或 糟時，需要整個團隊的幫忙。。 
 
但不管如何，在幾個月後，系統已經足夠穩定，所以我們可以解散
救火團隊，並建立額外的 Scrum 團隊。救火隊員會很高興把壓扁的
頭盔放在一旁，然後加入 Scrum 團隊中。 

 

是否要拆解產品 backlog？ 

假設你有一個產品和兩個 Scrum 團隊。那應該有多少產品 backlog？ 

多少的產品負責人呢？ 我們為此曾經評估過三個模型。選擇結果對
Sprint 規劃會議的進行有很大的影響。 
 

策略 1： 一個產品負責人，一個 backlog 

這裡是"只能有一個"的模型。是我們 推薦的模型。 
 
這個模型的優點是，讓團隊根據產品負責人目前的優先順序，來管
理他們自己。產品負責人只需著重於他所需要的，而團隊則決定如
何拆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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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一點，這裡有個團隊 Sprint 規劃會議如何運作的方式： 
 
Sprint 規劃會議在外面的會議中心舉行。 
 
在會議開始之前，產品負責人指定一面牆，當作"產品 backlog 的牆
壁"，並且把故事放上去(用索引卡的方式)，依照相對的優先順序來
排序。他會放到直到牆壁被擺滿為止，通常會比一個 Sprint 要做的
項目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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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Scrum 團隊選擇一面空的牆，並且貼上自己團隊的名字。這是
他們的"團隊牆壁"。每個團隊會從產品 backlog 的牆壁拿取一些故
事，把這些索引卡貼到他們自己團隊的牆壁。 
 
下面這張照片可以說明一切。黃色箭頭表示故事的索引卡，如何從
產品 backlog 牆壁，移到團隊牆壁的過程。 
 

 
在會議的過程中，產品負責人和團隊對於索引卡進行討價還價，把
他們在團隊間移動，移上移下來調整優先順序，或是把它們拆解成
更小的項目，等等。再經過一小時左右，每個團隊在他們的團隊牆
壁上，有第一個 Sprint backlog 的候選版本。隨後團隊獨立工作，進
行時間估算和把故事拆解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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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相當的吵雜、混亂、和令人筋疲力盡。但是效果不錯，相當有
趣，可以相互聯誼交流。當時間到時，所有團隊通常已得到足夠的
訊息，讓他們可以開始下個 Sprint。 

策略 2： 一個產品負責人，多個 backlog 

在這個策略中，產品負責人維護多個產品的 backlog，每個團隊對應
一個。我們沒有真的試過這個方法，但是我們差點這樣做。如果第
一個方法失敗時，基本上這是我們的備援計畫。 
 
這個策略的缺點是，產品負責人需要分配故事給團隊，這件事情可
能團隊自己做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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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3：多個產品負責人，每個人負責一個 backlog 
這個和第二個策略有點像，每個團隊有一個產品 backlog，但是每個
團隊也只有一個產品負責人！ 
 

 
 

我們並沒有用這個方法，可能也永遠不會使用。 
 
如果兩個產品 backlog 包含相同的程式碼， 將會造成兩個產品負責
人之間嚴重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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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兩個產品 backlog 能分開程式碼，這樣做和把產品拆成兩個子產
品獨自運作並沒有兩樣。這意味著我們回到了每個產品一個團隊的
解決方案，這將非常輕鬆和容易。 

程式碼分支 

當多個團隊同時在相同的程式碼上工作，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利
用 SCM(軟體建構管理工具)來處理程式碼的分支。有很多書籍或是
文章在教你如何處理，多個人在相同的程式碼上工作，所以這裡我
不再多談任何細節。我沒有任何新的東西，或是革命性的見解。但
是，我將簡述到目前為止，我們團隊所學到的一些重要的經驗。 
 

 應該要嚴格保持 mainline(或是 trunk)在一致的狀態。這意味
著 起碼，每件事應該要被編譯，所有的單元測試要被通
過。在每個時間點，應該都可以產生一個可運作的發佈版
本。 好這個持續建構的系統在每天晚上可以進行建構，並
自動部署到測試環境中。 

 每個發佈都打上標記(tag)。無論你何時發佈到驗收測試環境
或是到產品環境，要確認在你的 mainline 中打上版本的標
記，用來準確辨識什麼東西被發佈。這意味在未來任何時
間，你可以退回到之前某個時間點，建立一個可維護的分
支。 

 在僅需要的時候才建立新的分支。這裡有一個好的規則： 當
你 在 不 違 反 codeline 的 政 策 下 ， 是 無 法 使 用 現 存 的
codeline，這時候就可以分支一個新的 codeline。當有疑問
時，就不分支。為什麼？ 因為每次分支，將導致複雜度和管
理成本增加。 

 使用分支主要是為了切割不同的生命週期。你可能會或可能
不會，決定每個 Scrum 團隊能在他們自己的 codeline 進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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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但是如果你把短程的修復和長程的改變放在同一個
codeline，你將會發現,那是非常困難去發佈短程的修復！ 

 經常同步。如果你在分支上工作，每當你某些事情可以建
構，要記得同步回 mainline。每天當你要開始工作時，把
mainline 的程式同步到分支上去。所以你的分支才能及時，
以反映其他團隊的改變。如果因為合併的痛苦，導致你接受
先不合併。不過，越等下去，將會使這狀況越來越糟糕。 

 

多個團隊的回顧會議 

當有多個團隊在同一個產品中，我們要如何做 Sprint 回顧會議呢？ 
 
在 Sprint 展示一結束後，大家鼓掌，每個團隊走回去他們自己的房
間，或是辦公室外某個舒服的地方。他們進行回顧會議的方式，和
我之前在"我們如何進行 Sprint 回顧會議"中，所描述的沒有太大的不
同。 
 
在 Sprint 規畫會議期間(因為我們已經同步每個產品的 Sprint，所以
所有團隊都參加)，第一件事情我們從每個團隊中找出一個發言人，
站起來簡述她們回顧會議中所得到的重要結論。每個團隊花 5 分
鐘。然後我們有 10-20 分鐘的開放討論。之後休息一下，再開始真正
的 Sprint 規劃會議。 
 
對於多個團隊的狀況，我們還沒試過其他方法，目前這方法已經足
夠了。不過 大的缺點是，在 Sprint 回顧會議後，及 Sprint 規劃會議
前，沒有任何鬆弛的時間。(請看"Sprint 之間的休息時間") 
 
對於只有單一團隊的產品，我們在 Sprint 規劃會議中，沒有需要做
任何回顧的總結。沒有必要是因為每個人都實際出席了回顧會議。



 
 

 



 
 

 

16 
我們如何管理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團隊 

當團隊成員在不同地理位置時，那要該怎麼辦呢？ 大多數 Scrum 和
XP 的魔力所在, 就是需要團隊成員聚集在一起緊密地合作，可以搭
檔編程，以及每天面對面溝通。 
 
我們有一些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團隊，也有些團隊成在常常在家裡工
作。 
 
我們的策略相當簡單。我們的方法是，把物理上分散的團隊成員，
之間的溝通頻寬增加到 大。我並不是意味每秒多少 Mega bit(當然
這也很重要)這樣的頻寬，我是指更廣義的溝通頻寬： 
 

 能夠搭檔編程在一起的能力。 

 在每日會議時能面對面溝通的能力。 

 隨時能面對面討論的能力。 

 能實際上見面和交流的能力。 

 能主動和整個團隊開會的能力。 

 對於 Sprint backlog，Sprint 燃燒圖，產品 backlog 和其他訊息
，有著相同理解的能力。。 

 
還有一些我們已經規劃(或正在規劃，但還沒有用到)的方法： 

• 在每個工作站前都有網路攝影機和耳機。 

• "遠端能力"的會議室具備有：網路攝影機，會議用的麥克
風，隨時可用的電腦，桌面分享軟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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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端視窗"。在每個地方有個大的螢幕，用來顯示其它地方
的固定畫面。有點像兩個公寓間的虛擬窗口。你可以站在那
裡，並且揮揮手。你可以看到誰站在桌子面前，誰和誰在交
談。這可以讓我們有”嘿，我們是在一起”的感覺 

• 交換的方案。每隔一段時間，來自每個地方的人要旅行去拜
訪對方。 

 
利用這些技巧或是其它更多方法，雖然速度不快，但是我們可以確
定地知道，在地理位置不同的團隊成員間，如何去進行 Sprint 規劃
會議，展示，回顧會議，每日會議，等等。 
 
和其他方法一樣，所有一切都要經過不斷地實驗。 檢視 ==> 調整 
==> 檢視 ==> 調整 ==> 檢視 ==> 調整 ==> 檢視 ==> 調整 ==> 檢視 ==> 調整 
 

境外經營 

我們有幾個境外經營的團隊，已經嘗試如何使用 Scrum，來有效率
地處理事情。 
 
這裡我們有兩個主要的策略： 分散的團隊或是分散的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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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策略，分散的團隊。它是一個被迫的選擇。無疑的，我們由
第二個策略開始，也就是分散的團隊成員。以下是我們考量的原
因：。 
 

1. 我們希望團隊成員能夠彼此相互了解。 

2. 我們希望兩個地方能夠有很好的溝通機制，並且讓團隊有強
烈的動機，讓這個機制建立好。 

3. 在剛開始的時候，境外經營的團隊比較小，無法自己組成一
個有效的 Scrum 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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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獨立的境外經營團隊能運作前，我們會有一個時間需要緊
密的分享相關訊息。 

 
長期來看，我們很可能會走向"分散團隊"這個策略。 

在家工作的團隊成員 

有時候，在家工作是相當不錯的。你有時候在家一天可以完成，在
辦公室一個禮拜都完成不了的程式。 如果你沒有小孩的話 ：o) 
 
但是，在 Scrum 中有一個基本原則，整個團隊應該要在相同的場所
工作。所以那我們會怎麼辦呢？ 
 
基本上，我們讓團隊自行決定，什麼時候，或多久可以在家工作。
有時候團隊成員因為距離辦公室太遠，所以會常常在家工作。但
是，我們還是鼓勵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相同的位置工作。 
 
當團隊成員在家工作，他們需要用 Skype(有時候用錄影)來參加每日
會議。他們每天藉由即時通訊軟體，來保持隨時在線上。雖然沒有
像在同一個房間一樣好，但是已經不錯了。 
 
我們曾經試過把星期三當作聚焦日的想法，基本上這意味著"如果你
要在家裡工作，那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是禮拜三，並且要團隊許可
才行"。在我們試過的團隊中，它運作的還不錯。通常大部分的團隊
星期三待在家裡可以做很多事情，同時還可以合作的很好。因為它
僅有一天，團隊不會因此而太久無法和其他人同步訊息。不過因為
某種原因，這個做法沒有在其他團隊中流行起來。 
 
整體而論，在家工作的成員，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問題。 



 
 

 

 17 
Scrum master 的檢查清單 

在 後這個章節，我要介紹我們 Scrum master 的"檢查清單"，它列出
Scrum master 大部分常見的管理事務。這些事情很容易被遺忘。我們
不列出一些顯而易見的東西，像是"消除團隊的障礙"。 

 

Sprint 開始階段 
 

 在 Sprint 規劃會議之後，建立一個 Sprint 訊息的頁面。 

o 在 wiki 上的數位表，增加一個連結到你的頁面。 

o 印出這個頁面，把它貼到牆壁上，人們經過你的團
隊時可以看到。 

 寄出郵件給每個人，公佈一個新的 Sprint 要開始。包括
Sprint 的目標，和指向 Sprint 訊息頁面的連結。 

 更新 Sprint 的統計文件。加入你的估算速度，團隊大小，和
Sprint 的長度等等。 

 

每一天 
 

 確定每日 Scrum 會議準時開始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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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 Sprint 能準時完成，需要從 Sprint backlog 中增加
或移除些故事。 

o 確保產品負責人有被通知到這些改變。 

 確保團隊能保持 Sprint backlog 和燃燒圖能被及時更新。 

 確保問題/障礙能被解決，或是報告給產品負責人和開發主
管。 

在 Sprint 結束的時候 
 

 進行一個公開的 Sprint 展示。 

 每個人在一天或兩天前，就要被通知有一個展示。 

 和整個團隊以及產品負責人，進行 Sprint 回顧會議。也邀請
開發主管，他可以幫助擴展所得到經驗教訓。 

 更新 Sprint 統計文件。加入真實的執行速度，以及回顧會議
中關鍵的結論。 

  



 
 

 

18 
臨別贈言 

喔！ 從來沒有想到，已經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不管你是剛學 Scrum，或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將，我都希望能帶
給你一些有用的想法。 
 
因為 Scrum 需要根據不同的環境，加以特別的客制化，所以在一般
的狀況下，是很難在 佳的實踐上，有建設性的爭論。但不管如
何，我都很有興趣聽到你的回應。請告訴我，你的方法和我不同之
處。給我一些建議要如何改善！   
 
可透過 henrik.kniberg@crisp.se 隨時與我聯繫。 

我同時也會留意 scrumdevelopment@yahoogroups.com 的信件 
 
如果你喜歡這本書，你可能也會不時檢查我的 blog。我希望能寫一
些有關 Java 和敏捷軟體開發部份的文章。 

http：//blog.crisp.se/henrikkniberg/ 
 
 
 
 
 
 
哦，不要忘記… 
 
這只是份工作而已，不是嗎？ 



 
 

 

 
  
  



 
 

 

推薦閱讀 
以下這些書籍，帶給我許多啟發和想法。高度推薦！  
 

 
 
 



 
 

 



 
 

 

關於作者 
Henrik Kniberg (henrik.kniberg@crisp.se)是在斯德哥爾摩 Crisp 公司
(www.crisp.se)的顧問，擅長於 Java 和敏捷軟體開發。 
 
當第一本 XP 的書籍和敏捷宣言出現後，Henrik 就開始擁抱敏捷原
則，並嘗試學習如何在不同的組織中，有效率的應用他們。在 1998

到 2003 年之間，他身為 Goyada 的創始人和 CTO，建立和帶領了一
個技術平台和 30 個人的團隊，因此他有大量的機會，去實驗測試先
行的開發方式和其他敏捷的實踐。。 
 
在 2005 年末，Henrik 在瑞典一家作遊戲的公司，簽約當開發部門的
主管。當時這家公司處於一個危險的狀況，主要是嚴重的組織和技
術問題。Henrik 利用 Scrum 和 XP 這些工具，在各個階層上實踐敏捷
和精實原則，幫助公司渡過這個困境。 
 
在 2006 年十一月的某個禮拜五，Henrik 發燒，生病在家。他決定記
錄下他自己過去幾年來所學到的東西。不過一但他開始動筆，他無
法停筆下來，在三天內瘋狂的打字和繪圖，這份原始的紀錄已經成
長為 80 頁的文章，取名叫做"Scrum 和 XP 的實戰經驗"， 後變成了
這本小書。。 
 
Henrik 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道路，非常享受於扮演不同角色，像是經
理，開發人員，Scrum master，教師，和教練。他非常熱衷於幫助公
司建構優秀的軟體和優秀的團隊，擔當各種必要的角色。 
 
Henrik 在東京長大，現在和他妻子及兩個小孩，居住在斯德哥爾
摩。在空閒時間，他是一個活躍的音樂家，會和當地樂團一起作
曲，玩玩貝斯和鍵盤。 

若要得到他更多的訊息，可到 http：//www.crisp.se/henrik.knibe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