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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Scrum 
管理框架 

Scrum是⼀一个适⽤用于增量式产品开发的管理框架，由⼀一个或多个平均7⼈人
左右的团队组成。 

它提供了⼀一个包含⾓角⾊色、会议、规则和⼯工件的结构。团队负责在此框架
范围内创建和调整他们的流程。 

Scrum使⽤用固定时间长度的迭代，称为Sprint，通常是2周到30天之间。
Scrum团队试图每⼀一个迭代都构建初⼀一个潜在可交付（充分测试过）的
产品增量。 

替代瀑布的⼜又⼀一选择 

Scrum采取增量迭代⽅方式，抛弃了“瀑布”开发的传统阶段，以获得可以
快速地吸纳反馈、优先开发⼀一部分⾼高价值特性的能⼒力。 

!  
图1：传统的“瀑布”开发依赖于在最开始就能够完美地理解需求，并且在执⾏行每个阶段时都只产⽣生最少
的错误。 !

!  

图2：Scrum在每个迭代中混合了所有的开发活动，并进⾏行调整，以利于定期查明实际情况。 !
能够发挥Scrum最⼤大功⼒力的，是牵涉到知识创造和协作的复杂型⼯工作，
例如新产品开发。Scrum通常都跟⾯面向对象软件开发关联在⼀一起。它也
被⽤用在了半导体、抵押贷款和轮椅等产品的开发中。 

真的做Scrum，还是在装样⼦子？ 

Scrum持续地进⾏行实况检查，从⽽而暴露出个体、团队和组织⽅方⾯面受到的
不合理约束情况。很多⼈人说是在做Scrum，实际上却对那些需要去破除
组织障碍的地⽅方都进⾏行了修改，失去了获得⼤大量好处的机会。 !

 Scrum ⾓角⾊色 
产品负责⼈人 

• 最⼤大化研发⼯工作投⼊入回报（ROI）的单⼀一责任⼈人 

• 负责产品愿景 

• 持续地按优先级顺序重排产品列表，对长期性的所有预期进⾏行调整，
⽐比如说发布计划 

• 需求问题的最终裁决者 

• 接受或拒绝单个产品增量 

• 决定是否要发布 

• 决定是否要继续开发 

• 照顾⼲干系⼈人的利益 

• 也可能以团队成员⾝身份做出贡献 

• 是⼀一个需要起到领导作⽤用的⾓角⾊色 

Scrum 开发团队 

• 跨职能（例如，包括了具备测试技能的成员，以及业务分析师、领域
专家等⼀一些过去通常不被称作开发⼈人员的其他⼈人） 

• ⾃自组织/⾃自管理，⽆无需团队之外的专⼈人管理 

• 跟产品负责⼈人协商Sprint的承诺问题，每个Sprint⼀一次 

• 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兑现承诺 

• ⾼高度协作 

• 都待在⼀一间团队室⾥里的效果最好，尤其适⽤用于最开始的⼏几个Sprint 

• 队员长期、全职参与的⽅方式效果最好。Scrum把⼯工作带给灵活且快速
学习的团队，以避免调动⼈人员或是把⼈人拆散到团队。 

• 5~9名成员 

• 是⼀一个需要起到领导作⽤用的⾓角⾊色 

ScrumMaster 

• 引导Scrum的流程 

• 协助移除障碍 

• 创建⼀一个可促进团队⾃自组织的环境 

• 收集经验数据以调整预期 

• 隔离团队的外部⼲干扰和分⼼心事，以保持团队⼼心流状态（也即⼼心流区） 

• 保障时间盒 

• 保持Scrum⼯工件始终可见 

• 推动改善⼯工程实践 

• 没有任何团队管理职权（任何具有团队职权的⼈人默认都不是团队的
ScrumMaster） 

• 是⼀一个需要起到领导作⽤用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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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um 会议 

!  
图3: Scrum流 

所有Scrum会议均由在这些会议上不具备决策权的ScrumMaster来负责
引导。 !
Sprint 计划会议 

每个Sprint刚开始的时候，产品负责⼈人跟团队⼀一起召开Sprint计划会议，
商讨在这个Sprint中他们想把哪些产品列表条⽬目变成为可⼯工作的产品。
产品负责⼈人负责讲清楚对于业务来说哪些需求是最重要的。团队则负责
选定在不积累技术债务情况下可完成的⼯工作。团队将⼯工作从“产品列表” 
拉⼊入Sprint列表。 

在⾯面对具有内在不确定性的复杂型⼯工作时，团队除了参考前述Sprint的
情况，还必须协作以便更直观地了解⼤大家承诺⼯工作项的能⼒力。计算可⽤用
⼩小时数、⽐比较估算值跟实际值的⽅方式，会导致团队⾃自以为很精确，还会
削弱团队的主⼈人翁意识。除⾮非⼯工作真的可预测，否则他们就该在前⼏几个
Sprint就放弃这类实践甚⾄至是彻底不⽤用。 

在团队学会如何每个Sprint都能完成⼀一个潜在可交付的产品增量之前，
团队应该削减他们所承诺完成功能的数量。若⽆无法改变积习，将会产⽣生
技术债务甚⾄至是设计坏死（如图15所⽰示）。 

如果产品列表顶部的内容尚未确定，那就需要占⽤用计划会议⼤大部分时间
都⽤用来做这件事，就如列表修整会议章节所述。 

Sprint计划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团队把所选择的条⽬目拆分成Sprint任务，
得到⼀一份初始清单，并对⼯工作做出最终承诺。 

30天的Sprint，分配给计划会议的最⼤大时长（也即时间盒）是8个⼩小时，
对于较短的Sprint，也要相应地缩减会议时间。 

!  
图4: Sprint计划会议的产出物是已承诺的产品列表条⽬目以及相应的Sprint任务。 

Scrum⽇日会和Sprint执⾏行 

每天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Scrum开发队员们花费总计15分钟相互报告
情况。每名队员都要总结他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将要做什么，以及是否
遇到了障碍。 

站着开Scrum⽇日会，有助于保持会议简短。如果有需要额外关注的话题
可以等所有⼈人都报告完之后感兴趣的⼈人再继续讨论。 

团队或许会发现，维护使⽤用⼀一份当前Sprint任务列表、⼀一张Sprint燃尽图
以及⼀一个障碍列表是很有⽤用的。在Sprint执⾏行过程中，发现要达成Sprint
⽬目标必需新增任务，是很常见的情况。那些由团队控制范围之外的问题
所造成的障碍，应视作组织级障碍。 

产品负责⼈人如果能参加Scrum⽇日会，通常都会有所收获。但如果有任何
参会者同时也是团队主管，隐形枪效应就会阻碍⾃自组织和演进式领导⼒力
的形成。缺乏团队⾃自组织的实际经验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就跟鱼⼉儿看不见⽔水⼀一样。反过来说，产品负责⼈人提⾼高参与度能帮到那些
缺乏产品需求相关经验的团队，包括参加Scrum⽇日会在内。 

Scrum⽇日会旨在破除独⾃自⼯工作的积习。队员们要警惕那些旧习惯复苏的
蛛丝马迹。例如，只⾯面对着ScrumMaster讲话，就是其中的⼀一种症状，
表明团队还没有学会如何像⾃自组织实体那样运转。 

Sprint 评审会议 

Sprint执⾏行之后，团队召开Sprint评审会议，向产品负责⼈人和其他有兴趣
了解的⼈人演⽰示可⼯工作的产品增量。 

这个会议应该是现场演⽰示，⽽而不是作报告。 

演⽰示完之后，产品负责⼈人逐个检查在Sprint计划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
并申明他认为哪些条⽬目是完成的。例如，只有“编码完成”的软件条⽬目是
被算作没有完成的，因为没有测过的软件是⽆无法交付的。未完成的条⽬目
会被打回产品列表，然后再根据产品负责⼈人的最新优先级顺序判断是否
放⼊入后续Sprint。 

ScrumMaster协助产品负责⼈人和⼲干系⼈人将他们的意见转化为新增的产品
列表条⽬目，以便产品负责⼈人进⾏行优先级排序。新发现的需求范围往往都
会超出团队开发的速率。如果产品负责⼈人觉得新范围⽐比最初的预期更加
重要，新范围就会取代旧范围在产品列表中的位置。 

Sprint评审会议是适合于外部⼲干系⼈人（甚⾄至是最终⽤用户）参加的会议。
它是在产品演进过程中进⾏行检验及适应，和⼈人们不断改进对需求理解的
机会。对于新产品，尤其是软件产品来说，凭空想象是很难想出来的。
⼤大多数客户都需要把软件运⾏行起来、⽤用⼀一⽤用，才能发现他们⾃自⼰己真正想
要些什么。迭代开发是⼀一种价值驱动的⽅方式，可⽤用于创建那些⽆无法按照
计划驱动⽅方式要求在前期就能讲清楚的产品。 

Product Backlog

User login

SSL enable

Reset lost password

Account lockout 

LDAP integration

Register a new login

Edit registration

Admin reporting

determine requirements for password 
policy

page layout 
(design)

get latest JBoss 
running

choose persistence 
strategy 
(Hibernate?)

write code (using 
test-driven 
development)

exploratory 
testing

agree on best algorithm for 
randomizing passwords

decide where to 
put the link

code (using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add screenshot 
and text to user 
manual

exploratory 
testing

analyze example config file

get official 
certificate from I.T.

install certificate

update deploy 
target in build.xml

exploratory 
testing (3 
browsers)

update installation 
document

Sprint Backlog

User login 

Reset lost password 

SSL enable 

Account lockout 
after three 
attempts 

code (using test-driven development)

update migration 
tool to include new 
row for locked 
account

manual test (try 
to break in with 
policy installed)

update documents

Selected 
Product 

Increment

User-managed 

© Copyright 2010-2014 Michael James.  All rights reserved.



Sprint 回顾会议 

⼀一个Sprint在回顾会议之后即告结束。团队将在会上反思⾃自⼰己的流程。
他们检验⾃自⼰己的⾏行为、采取措施以适应后续的Sprint。  

全职的ScrumMaster会想⽅方设法以避免使⽤用了⽆无新意、让⼈人畏惧的会议
形式。深度回顾需要在⼈人们觉得⼼心理安全的环境中才会出现，在⼤大多数
组织中都缺乏这样的环境。安全感的缺失会导致回顾讨论变味，要么是
⼀一团和⽓气、避⽽而不谈敏感话题，要么就变成了批⽃斗会，⼈人们互相指责、
发泄敌意。 

绩效评估执⾏行者的出现是影响团队能否敞开⼼心扉的⼀一个常见阻碍。 

⼈人们急于得出结论、提出⾏行动建议的偏好，是有效回顾的另⼀一个障碍。
《敏捷回顾》 是相关书籍中最为流⾏行的⼀一本，它通过⼀一系列步骤来放慢1

进⾏行此过程：预设会议基调、收集数据、激发灵感、决定做什么、总结
收尾。还推荐⼀一本书给ScrumMaster们，《学问》将此过程拆解成⼏几个
不同层次的相似步骤：客观性层次、反映性层次、诠释性层次、决定性
层次（ORID）  。 2

地理位置分布是做到⼼心理安全的第三个障碍。散布各地的团队在协作上
通常都不如共处⼀一室的团队做得好。 

回顾通常都会暴露出组织级障碍。在团队解决了⾃自⾝身影响⼒力范围之内的
问题后，ScrumMaster应该接着扩⼤大影响，⼊入⼿手解决组织级的问题。 

ScrumMaster应该综合运⽤用包括默写、时间线以及满意度直⽅方图在内的
多种技术来引导回顾会议。任何情况下⽬目标都⼀一样，要汇聚多种观点以
形成共识，并寻求能够带领团队更上⼀一层楼的⾏行动⽅方案。 

产品列表修整会议 

⼤大多数产品列表条⽬目（PBI）在初期都需要修整，因为它们个头太⼤大⽽而且
很难理解。团队们发现，可以在每个Sprint的执⾏行过程中都拿出点时间
⽤用于为下⼀一个Sprint计划会议作准备，这种做法很有效。 

在产品列表修整会议上，围绕着产品列表上的条⽬目，团队针对他们完成
这些条⽬目所需要的投⼊入，并提供相关技术信息以辅助产品负责⼈人对它们
进⾏行优先级排序  。⼤大且模糊的条⽬目将被拆分并澄清，此过程中需要综合3

考虑业务和技术两个⽅方⾯面进⾏行处理。有时候也会在⼤大家集体估算之前，
叫上团队的少部分⼈人，再加上产品负责⼈人和其他⼲干系⼈人，把产品列表给
先理⼀一理、拆⼀一拆。 

技艺娴熟的ScrumMaster可以帮助团队学会，如何在严守包含适量测试
和重构的“完成”定义的同时，去发现具有业务价值的⼯工作竖切⽚片。 

编写产品列表条⽬目时普遍使⽤用⽤用户故事的形式  。此⽅方式中，过⼤大的PBI4

被称作史诗级故事。传统开发⽅方式将特性拆解为横向任务（按瀑布阶段
进⾏行组装），它们既⽆无法被独⽴立地进⾏行优先级排序，也缺乏从客户⾓角度
可见的业务价值。这种习惯很难打破。 

敏捷⼒力要求我们学会把⼤大型的史诗故事拆分为可代表⼩小个头产品特性的
⽤用户故事。例如，某医疗记录应⽤用的⼀一个史诗故事“向医⽣生显⽰示患者过敏
记录的全部内容”，从中可以提炼出“不管有没有过敏记录都进⾏行显⽰示”。
此时，⼯工程师预见的是解析过敏记录内容所存在的技术⼤大难题，然⽽而，
到底有还是没有过任何的过敏记录，这才是医⽣生最想知道的重要信息。
拆分史诗故事时，通过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找出了只需要
原始史诗故事20%的投⼊入就能得到80%商业价值的故事。 

⼤大多数产品的⼤大多数特性⼤大多数客户都不会⽤用到，因⽽而，明智的做法是
拆分史诗故事以便能先交付最有价值的那些故事。即便后续交付低价值
特性时可能要返⼯工，那返⼯工总⽐比没⼯工好。 

产品列表修整会议没有官⽅方名称，通常被叫做“列表修整”、“列表维护”或
是“故事时间”。 

!
图5：在产品列表修整会议上，需要对产品列表顶部附近的⼤大个头PBI（通常称作“史诗”）进⾏行拆分，
要竖着把它们切成特性薄⽚片（“故事”），⽽而不是横着切成实现阶段。 !
 Scrum ⼯工件 
产品列表 

!  
图6：产品列表 !
• 所期望功能的排⾏行榜 

• 所有⼲干系⼈人可见 

• 任何⼲干系⼈人（包括团队）均可添加条⽬目 

• 产品负责⼈人持续调整优先级 

• 顶部条⽬目的粒度⽐比底部条⽬目更细 

• 通过产品列表修整会议进⾏行维护 

User login

SSL enable

Reset lost password

Account lockout after 

LDAP integration

Register a new login

Admin reporting

only one item 
at a time 
is top prioritytop items 

are more 
granular

© Copyright 2010-2014 Michael James.  All rights reserved.

!  《敏捷回顾——团队从优秀到卓越之道》，原著：Derby/Larson (2006)1

!  《学问——100种提问⼒力创造200倍企业⼒力》，原著：Brian Stanfield (2000)2

!   团队应通过协作得出针对某个条⽬目的集体估算值。请参看http://blogs.danube.com/estimation-game 3

! 《⽤用户故事与敏捷⽅方法》，原著：Mike Cohn (2004)4



!
产品列表条⺫⽬目（PBI） 

• 主要澄清⼀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特性是什么，⽽而⾮非如何做 

• 通常都写成⽤用户故事的格式 

• 制定产品级公⽤用完成定义以防⽌止技术债务发⽣生 

• 可以制定条⽬目专⽤用的接收标准 

• ⼯工作规模由团队估算，理想状况是使⽤用相对单位值（例如，故事点） 

• ⼯工作规模应该在2~3个⼈人⼯工作2~3天左右，⾼高级团队会更⼩小些 

图7：⼀一个产品列表条⽬目代表⼀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特性，通常都需要完成⼀一些任务以满⾜足完成定义。 

Sprint 列表 

• 由Sprint计划会议上团队和产品负责⼈人协商承诺的PBI所组成 

• 在Sprint执⾏行期间，所承诺范围是固定不变的 

• 初始任务是团队在Sprint计划会议上识别确定的 

• 在Sprint执⾏行期间，团队将发现兑现既定范围承诺还需要的附加任务 

• 团队可见 

• 可供Scrum⽇日会时参考使⽤用

!  !
图8：Sprint列表通常都表现为“信息辐射器” 的形式，例如，⼀一块实体任务板。 !

!
Sprint 任务 

• 澄清达成PBI⽬目标的⼿手段 

• 完⼯工需要花费⼀一天或更少的时间 

• 每天都要重估剩余⼯工作量，通常以⼩小时计数 

• 在Sprint执⾏行期间，每⼀一个⼈人可以主动认领⼀一个任务 

• 由整个团队拥有；需要协作 

!
图9：完成⼀一个列表条⽬目需要混合开展多种不同活动的相关任务，⽽而不是以往那样分不同阶段进⾏行（例
如，需求提炼、分析、设计、实现、部署、测试）。 

Sprint 燃尽图 

• 显⽰示Sprint期间团队总的任务剩余时间 

• 每天都重新估算，因⽽而可能⾛走⾼高也可能⾛走低 

• 旨在引导团队⾃自组织 

• 按⼈人分条⽬目或增加趋势线等表⾯面功夫会削弱⿎鼓励协作的效果 

• 在Scrum发展早期很被看好，但由于在实践中常被误⽤用为⼀一份管理层
报告⽽而备受争议。如果它成为了团队⾃自组织的阻碍，ScrumMaster就
应该停⽌止使⽤用这个图表。 

!  
图10：Sprint燃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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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发布燃尽图 

• 跟踪记录剩余的产品列表⼯工作规模跟随Sprint的变化 

• Y轴可能会使⽤用相对单位值，例如故事点 

• 展现了过往的趋势变化以便调整预测 

!  
图11：⼀一份流⾏行的发布燃尽图变种，修改者是Mike Cohn  。红线是已完成PBI的踪迹 （速率），蓝线5

是新增加PBI的踪迹（发现的新范围）。两条线的交叉点昭⽰示了依据经验趋势推测出的发布完⼯工⽇日期。 !
 扩张 
坏消息：这事⼉儿有难度。 

Scrum将不同职能⼈人员聚集于同⼀一个团队（待在同⼀一个团队房间⾥里更为
理想），从⽽而最⼤大化沟通带宽、可见度和信任，以发现不确定的需求及
技术上的风险。 

在需求不确定性和技术风险很⾼高的情况下，增派⼈人⼿手⽆无济于事，只会让
事情变得更糟。根据专业进⾏行分组同样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按架构模块
分组（也即，模块团队），最后也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图12：沟通路径随团队规模变化⽽而呈指数增长。 

好消息：特性团队或许有帮助。 

解决此问题最有效办法是创建完全跨职能“特性团队”，他们有能⼒力操作
所有架构层从⽽而交付以客户为中⼼心的特性。在⼤大型系统中这意味着得要
学习新技能。 

当团队专注于学习⽽而不是短期的些微效率时，就能创建学习型组织。 !!!!

图13：特性团队学着跨越架构模块。 

更多坏消息：还是有难度。 

⼤大型组织获得敏捷⼒力的挑战尤其⼤大。它们多数都陷在了装样⼦子做Scrum
的泥潭⾥里  。在⼤大型组织⾥里，ScrumMaster们应该定期聚会，通过可视化6

组织级障碍清单推动转型，阅读《精益和敏捷开发⼤大型应⽤用指南  》这样7

的书。 

 相关实践 
精益 

Scrum是在软件开发领域的敏捷运动期间出现的⼀一个通⽤用管理框架，它
部分地受到了精益⽣生产⽅方式的影响，⽐比如说丰⽥田⽣生产⽅方式  。 8

极限编程 (XP) 

ScrumMaster负责提升完成定义的严格程度，但Scrum却并未规定具体
使⽤用什么⼯工程实践。名副其实⽅方可谓之完成。⾃自动化回归测试能够防⽌止
那些吸⾎血型故事逃出它们的巢⽳穴。设计、架构和基建必须要与时俱进，
在持续地重新考虑和修整的过程中演进，⽽而不是在刚开始我们⼀一⽆无所知
的时候就试图“最终敲定”。 

ScrumMaster可以⿎鼓励团队去学习极限编程（XP）相关⼯工程实践：持续
集成（持续的⾃自动化测试）、测试驱动开发（TDD）、坚持⽆无情重构、
结对编程、频繁提交，等等。据称运⽤用这些实践可以预防技术债务。 

图14： 绿⾊色直线代表敏捷⽅方法的总体⽬目标：及早且持续地交付有价值的功能特性。合理地运⽤用Scrum
就得学会如何才能满⾜足严格的完成定义，从⽽而预防技术债务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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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估计与规划》，原著：Mike Cohn (2006)5

!  “Seven Obstacles to Enterprise Agility,” Gantthead, James (2010) http://www.gantthead.com/content/articles/255033.cfm6

!  《精益和敏捷开发⼤大型应⽤用指南》原著：Larman/Vodde (2008)7

!  敏捷运动的定义请参看敏捷宣⾔言，链接：http://agilemanifesto.org/iso/zhchs/8

!  图像灵感源⾃自与Ronald E. Jeffries的交谈。9



 团队⾃自组织  
全⼼心投⼊入的团队表现远胜被操纵的团队 

在Sprint执⾏行过程中，团队成员们对共同⽬目标有着内在的兴趣，并学着
互相管理去达成⽬目标。愿为同侪担责的⼈人类天性与⼯工作者多年来的习惯
相互⽭矛盾。接受⼀一个团队靠⾃自⾝身驱动，⽽而不是被外部奖惩所操纵，这跟
经理⼈人们多年来的习惯也是冲突的  。ScrumMaster所具备的观察能⼒力10

和说服能⼒力可以克服前期的不舒适感，提⾼高成功概率。 

挑战与机遇 

⾃自组织团队彻底超越了规模更⼤大的以传统⽅方式管理的团队。在满⾜足⼀一定
条件的情况下，家庭规模的群体⾃自然⽽而然地就会变得⾃自组织： 
• 成员们以清晰的短期⽬目标为⼰己任 

• 成员们能够衡量群体的进展如何 

• 成员们可以观察得到彼此的贡献 

• 成员们可以放⼼心地给出坦率反馈 

⼼心理学家Bruce Tuckman将群体发展分为了“组建期、激荡期、规范期、
执⾏行期”四个阶段  。达到⾃自组织的最佳状态需要时间。团队在最初⼏几个11

迭代时的表现可能会不如按传统⽅方式管理的⼯工作组  。 12

多样化团队应对复杂型⼯工作的表现⽐比单⼀一化团队更好。他们经历的冲突
也更多  。对于全⼼心投⼊入的团队来说，出现意见分歧很正常也很健康；团13

队的表现就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妥善处理这些冲突。 

坏苹果理论认为，⼀一名消极成员（“拖团队后腿、散播负⾯面情绪或是违反
重要的⼈人际交往规范  ”）可以不成⽐比例地拖累整个群体的表现。这种⼈人14

并不多见，但如果团队未能及时清除他们，就会放任他们扩⼤大其影响。
在挑选新成员时给予团队更⼤大影响⼒力能够部分地缓解此问题。 

有些⼈人在⽼老板与⼯工⼈人情况下⽆无法施展拳脚（因为挑战不⾜足或被微管理的
原因），将在Scrum团队中焕发光彩。 

⾃自组织受很多条件的制约，包括地理位置分布、⽼老板与⼯工⼈人动态关系、
兼职团队成员以及与Sprint⽬目标⽆无关的各种⼲干扰。让全职ScrumMaster
去努⼒力减轻这类障碍所造成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团队来说都很有好处  。 15

 何时适⽤用Scrum？ 

!
图15：Scrum是⼀一个经验式框架，适⽤用于存有需求不明确与或技术不明确情况下的⼯工作。      1617

Scrum特别适合那种⽤用预定义流程⽆无法管理的⼯工作，需求不确定、技术
实现风险也⽆无法预测。在决定采纳Scrum还是PMBOK®指南所描述那种
计划驱动型⽅方法的时候，务必要考虑：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被充分理解、
⼯工作本⾝身是否依赖于知识创造与协作。例如，Scrum就不是为可重复型
产品和服务⽽而设计的。 

同样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去培养⼀一⽀支⾃自组织的团队。 

 作者简介 
Michael James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编程。他曾经 
跟Ken Schwaber⼀一起⼯工作，并成为了⼀一名Scrum 
培训师。他辅导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高管们对 
业务进⾏行优化以交付价值。 

请将反馈意见发⾄至：mj4scrum@gmail.com 或 
http://twitter.com/michaeldotjames 

简体中⽂文版译者 

有关简体中⽂文版Scrum参考卡的意见和反馈，请发⾄至徐毅：
kaverjody@gmail.com 或 http://kaverjody.com 

 了解更多 
• 在线的Scrum培训：http://ScrumTrainingSeries.com 

• 最新版Scrum参考卡：http://ScrumReferenceC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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