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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為什麼 Debian Debian 穩定？穩定？

3 個版本分支。

大量的規矩。

偏執狂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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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總動員 玩具總動員 (toy story)(toy story)

圖片版權屬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名字 (codename) 來
自電影玩具總動員 

(Toy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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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 aka unstable`sid' aka unstable

永遠都是 `sid'

aka still in develop

圖片版權屬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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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h' aka testing`Etch' aka testing

一個軟體必須在 unsable 中
依據上傳的急促性擺上 10/5/2 
天，急促性是由開發者所定義，
通常依據前版發生缺陷的嚴重程
度。

可以在該套件自行指定支援的
硬體平台中正確編譯並且在 sid 
中沒有標注有『釋出關鍵瑕疵』
(release-critical bugs )

在 testing 中必須有可用的
相依套件，或者滿足同時安裝的
套件不可因為版本衝突而破壞了 
testing 中的套件可安裝性

圖片版權屬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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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ge' aka Debian 3.1`sarge' aka Debian 3.1

2005-06-06 釋出

每個 testing 成為 stable 
在釋出前，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
凍結 (frozen) 。

唯一的改變是安全性的加強，
直到下一版穩定版釋出後一年
內，都持續會有資訊安全的照
料。 

圖片版權屬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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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experimental

Scud ( 有人建議 )

這個分支所放的是最新的軟
體，不穩定的開發版本。

圖片版權屬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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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平台

Intel x86 / IA-32 
(“i386”)

Motorola 68k 
(“m68k”)

Sun SPARC 
(“sparc”)

Alpha (“alpha”)

Motorola/IBM 
PowerPC 
(“powerpc”)

ARM (“arm”)

MIPS CPUs (“mips” 
and “mipsel”)

HP PA-RISC 
(“hppa”)

IA-64 (“ia64”)

S/390 (“s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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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但尚未釋出支援但尚未釋出

AMD64

ppc64

SuperH (“sh”)

armeb (big-endian ARM machines)

m3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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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數套件數

已經超過 15490 個預先編譯好的套件。
35 個分類。

http://packages.debian.org/unstable/

與 debtags
http://debian.vitavonni.de/packagebrowser/

References: http://debtags.alioth.debian.org/

http://packages.debian.org/unstable/
http://debian.vitavonni.de/packagebrowser/
http://debtags.alioth.deb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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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 Packages and ToolsDebian Packages and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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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軟體原生軟體 (Native Package)(Native Package)

自由軟體社群有上萬種軟體可以使用，絕大
部分都是以原始碼釋出，而非預先編譯的執行
程式，我們將其稱為 tarball 。

這些 tarball 必須經過設定、編譯後，才成
為可以使用的執行程式。

雖然部份的自由軟體計畫使用 GNU-Style 
的 autoconf/automake 設定架構，但是仍
有許多計畫透過自訂的編譯計畫檔 (Makefile)
或命令稿來設定編譯選項，因此使用者必須依
據不同的軟體進行不同的編譯指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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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KGDPKG

Debian Package Management System

用途就是包裝原始的原始碼，提供設定、及
二進位執行程式的安裝系統。

– Binary Packages
– Source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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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ConfDebConf

DebConf (Debian Package Configuration 
System) 是與 dpkg 相輔相成的系統，
DebConf 提供統一的軟體設定介面，在你安
裝之後，通常可以藉由 DebConf 直接設定配
置軟體，因此絕大部分的軟體都是隨裝即用，
而免再手動逐一編輯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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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Conf InterfacesDebConf Interfaces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2003/07/20/debia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2003/07/20/debia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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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Conf InterfacesDebConf Interfaces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2003/07/20/debia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2003/07/20/debia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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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Package ToolAdvanced Package Tool

apt (Advanced Package Tool) 是為了取代 
dselect 中未成熟的套件存取系統，提供網
路存取與單一的網址結構，與妥善處理軟體
依賴關係的函式庫。

由於自由軟體研發本身有擴展性特色，因此 
apt 逐漸發展為與 dpkg 有重複性功能，
也提供安裝 / 移除功能。爾後，則有更多以 
apt 為基礎的使用者介面出現， dselect 本
身也支援了 apt 作為主要的套件存取基礎
系統。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2003/07/20/debia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2003/07/20/debian-configuration-management/


  18



  19



  20

RulesRules

Debian Social Contract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DF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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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bian 1. Debian 將始終是 將始終是 100% 100% 的自由軟體的自由軟體

我們以一份稱為 『 Debian 自由軟體指導方
針』之文件來評斷某項成果是否為「自
由」。我們許諾將保證 Debian 
GNU/Linux 系統與其所有元件將依照此文
件之定義為「自由」。我們將支持在 
Debian 上運行及開發非自由軟體的使用
者，但是我們決不會讓這個系統依賴於任何
非自由元件。

Debian Soci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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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我們將回報自由軟體社群我們將回報自由軟體社群

當我們編寫 Debian 系統的新的元件時，我
們將其宣告為自由軟體授權。我們將力盡所
能，編寫最好的系統，以利自由軟體得到最
廣泛的使用及散布。我們將把對錯誤的修
正、對程式的改善以及使用者的需求等等，
反饋回「上游」、我們系統中所使用的軟體
之作者。

Debian Soci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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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我們不會隱藏問題我們不會隱藏問題

我們將始終把我們整個的錯誤報告資料庫開放
給公眾閱讀。由使用者線上提交的報告，將
會立即出現在其他人的眼前。

Debian Soci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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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我們將優先考慮我們的用戶及自由軟體我們將優先考慮我們的用戶及自由軟體

我們由我們的使用者及自由軟體社群的需要所
導向。我們將優先考慮他們的利益。我們將
在多種計算環境中支持我們的使用者的操作
需要。我們將不受試圖在 Debian 系統上
運行的商業軟體的支配，我們允許他人，在
沒有我們的資金的參與下，製造包括 
Debian 以及商業軟體的增值套件。為了達
成這些目標，我們將提供一集成的、高質量
的、 100% 自由的軟體，而不附加任何可能
阻止在這些方向的使用的法律限制。

Debian Soci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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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不符合我們的自由軟體之方針的程式不符合我們的自由軟體之方針的程式

我們明瞭，某些我們的使用者需要使用不符合 
Debian 自由軟體指導方針的程式。我們為這些軟
體，在我們的 FTP 檔案中留出了“ contrib” 以
及“ non-free” 目錄。在這些目錄下的軟體，並非 
Debian 系統的一部分，儘管它們已被配置成可以
在 Debian 下使用。我們鼓勵光碟製造商閱讀這
些目錄下的軟體的許可證，以判斷是否他們可以在
光碟中散布這些軟體。所以，儘管非自由軟體並非 
Debian 系統的一部分，我們仍支持它們的使用，
我們並為非自由軟體提供了基礎件受（諸如我們的
程式錯誤追蹤系統以及通信論壇）。

Debian Soci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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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免費自由重複散布免費自由重複散布

Debian 中的任何元件之許可證不得限制任何
一方將此軟體以一個匯集不同來源的程式之
整合軟體系統的其中一個元件的方式，來用
作銷售或送贈用途。該許可證不一定要求從
是項銷售中索取使用費或其他費用。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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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源碼源碼

軟體需要附有源碼，並允許以源碼及已編譯的
形式散布。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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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衍生作品衍生作品

許可證必須允許修改及衍生創作，並必須允許
修改後的軟體和衍生出的軟體以原來軟體的
許可證之同一條款散布。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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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原作者源碼之完整原作者源碼之完整

許可證 _只有 _ 在允許「修補檔案」 (patch 
files) 與源碼一同分發，以便在編譯時修改
程式的情況之下，方可限制源碼不能以修改
後的形式散布。 許可證必須清楚表明用已修
改的源碼編譯而成的軟體，是可以散布的。
許可證可要求衍生軟體使用有別於原來軟體
的名稱或版本號碼。（這是一個妥協，
Debian 組織鼓勵所有作者不要限制任何源
碼檔案或機械碼檔案之修改。）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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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不得歧視任何人士或團體不得歧視任何人士或團體

許可證不得歧視任何人士或由多人組成的團體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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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不得歧視任何範疇的活動不得歧視任何範疇的活動

許可證不得限制任何人在某個範疇的活動中有
關程式之使用。例如，許可證不得限制程式
作商業或基因研究用途。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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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許可證之散布許可證之散布

程式附帶的權利必須適用於所有被分發程式的
人，並不需要他們履行額外的許可證。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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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許可證不得特別針對 許可證不得特別針對 DebianDebian

程式附帶的權利不得由該程式是否為 
Debian 的一部分來決定。如果從 Debian 
中取用一個程式，並根據該程式的條款使用
或散布它，則被分發程式的所有人之權利與
得到 Debian 系統的使用者的權利相同。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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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許可證的規定不得污染其他軟體許可證的規定不得污染其他軟體

許可證不得對其他與此軟體一同分發的軟體作
出任何限制的規定。例如，許可證不得要求
所有與它在同一媒體中一同分發的軟體都是
自由軟體。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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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許可證範例許可證範例

"GPL" 、 "BSD" 和 "Artistic" 均是我們
認為是「自由」的許可證例子。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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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ine/qmail/ezmlml/djbdns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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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ine/qmail/ezmlml/djbdns free?Are Pine/qmail/ezmlml/djbdns free?

Pine/qmail/ezmlml/djbdns 是自由的嗎？

非也
– 因為不允許散佈修改過的二進位檔。

http://www.debian.org/doc/FAQ/ch-software.en.html#s-pine

http://www.debian.org/doc/FAQ/ch-software.en.html#s-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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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hpnuk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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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hpnuke Free?Is Phpnuke Free?

PhpNuke 是自由的嗎？

非也
– 作者希望每頁原始碼開頭都必須保留他的重要宣
告（ important notice ），不得修改。

– 作者希望在所有由 PHPNuke 處理過的網頁下
方，都要加上他的版權宣告。

http://lists.debian.org/debian-legal/2003/02/msg00164.html

http://lists.debian.org/debian-legal/2003/02/msg00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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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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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GFDL free?Is GFDL fre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是自
由的嗎？

非也
– Invariant Sections

● 宣告為Invariant Sections 的章節不得修改。
– Transparent Copies

● 文件原始碼必須以特定公開各式散佈
–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 限制使用者不可以限制的機制散佈這些不限制的自由
文件

http://www.debian.org/News/2006/200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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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ebian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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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ebian Free?Is Debian Free?

喂喂！別亂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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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授權很重要軟體授權很重要

檢驗各種軟體授權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可有模糊不清的條款。

否則請務必與“上游維護者”聯絡
或 debian-legal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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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gonJargon

“維護者 (maintainer)” 一字指的是製作套
裝軟體的人。

“上游作者 (upstream author)” 指的是編
寫程式的人。

“上游維護者 (upstream maintainer)” 是
指非 Debian 計畫的維護程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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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授權分級制度軟體授權分級制度

main: 最基本及主要且符合自由軟體規範的
軟體 (packages) 。

contrib: 本身屬於自由軟體但多半卻是相依
於非自由軟體。

non-free: 不屬於自由軟體。

non-us 這個分類裡頭的軟體牽扯到專利、加
密 ..等等問題，必須放至於美國以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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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政策

很重要

關於整個系統的各種檔案位置與設定方法

你必須讀他們！你必須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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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Policies

Debian Policy 
Manual

Linux Filesystem 
Hierarchy Standard 
(LBS)

Menu System 
Policy

MIME Policy

Emacs policy  

http://www.debian.org/devel/

Java policy

Perl Policy

Python policy  

Debconf 
Specification

Spelling 
dictionaries and 
tool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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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ocumented thingsundocumented things

細節太多
更多事情甚至沒有寫在文件上

請加入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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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上傳套件？誰可以上傳套件？

只有 Debian developer 可以。
– 註冊成為開發者。 (官僚體制，你會等很久久久
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
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
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
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 )

拜師學藝
– Debian mentors

保證人機制
– Sponsors

http://www.debian.org/doc/developers-reference/ch-new-maintainer.en.html

http://www.debian.org/doc/developers-reference/ch-new-maintainer.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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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套件第一件事情包套件第一件事情

WNPP

看看有沒人動手了，如果沒有
就先告訴其他人你要開始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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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gon - WNPPJargon - WNPP

Work-Needing and Prospective 
Packages 
http://www.debian.org/devel/wnpp/

https://bugs.debian.org and reportbugs

http://www.debian.org/devel/wnpp/
https://bugs.deb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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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argonsand Jargons

ITP - ‘Intent To Package’

O – ‘Orphaned’

RFA - ‘Request for Adoption’

RFH - ‘Request For Help’

RFP - ‘Request For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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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敘述基本敘述

Package name

Version

Upstream Author

URL

Licens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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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工具

dpkg-dev – 這個套裝軟體包裝檔括了在解
開、製作、上傳 Debian 來源檔案包裝檔時需
要用到的工具。

dh-make和 debhelper – 在例子中建立我
們的套裝軟體時需要使用 dh-make 來建立它
的骨架，並且要使用到一些 debhelper 套裝軟
體中的工具。

devscripts – 這個套裝軟體中包裝檔括了一
些非常好的且很有用的腳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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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工具輔助工具

build-essential - 這個套件包含一些基本的
編譯用工具。您不一定需要，但是裝起來比較
好。

fakeroot – 這個工具使您可以模擬變成 root
使用者，這在建立套裝軟體的程序的一些部分
是必要的。

lintian - 一個可以幫助您檢查您的套件是否
合乎 Debian 政策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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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debianization"Initial "debianization"

tar zxf hello*.tar.gz

dh_make -e chihchun@debian.org.tw -f 
../hello*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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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_makedh_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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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出 產生出 debian/debian/



  60

debian/debian/

重要的檔案
– “control”
– “changelog”
– “copyright”
– “rules”

Tip: 剩下的 .ex 檔案是各種設定與文件範例，請自行研究 ;-)



  61

debian/controldebian/control

來源程式包裝檔的名字

軟體分類
使用者安裝系統時此套裝軟體的重要程度

此軟體適合之硬體平台
相依性，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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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性相依性 (Dependency)(Dependency)

Depends
– 除非把此套裝軟體所倚賴的所有其它套裝軟體安
裝好，否則套裝軟體將不會被安裝。

Recommends
– dselect 或是是 aptitude等前端工具在安裝你
的套裝軟體的時候，它們會問你是否將與該套裝
軟體以推薦的方式相關聯的套裝軟體一起安裝。

Suggests
– 在一個使用者安裝你的軟體時，所有的前端工具
都會詢問他是否要安裝被建議的軟件包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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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性相依性 (Dependency)(Dependency)

Pre-Depends
– 它的要求比Depends:更強。除非它需要的套裝
軟體已經安裝並且正確設定好，它才會被安裝。

Provides
– 當多個套裝軟體提供同一個功能時，可以定義一
些虛擬的套裝軟體名稱。

– /usr/share/doc/debian-policy/virtual-
package-names-list.txt.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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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性衝突性 (conflicting dependency)(conflicting dependency)

衝突 (Conflicts)
– 除非與這個套裝軟體衝突的套裝軟體都已經被刪
除了，否則它不會被安裝。

取代 (Replaces)
– 當你的套裝軟體會取代一些其它套裝軟體的檔案
或是是整個套裝軟體 (與Confilicts:聯用 ) 時，
可以使用這個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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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changellogdebian/changellog

Tip: 你可以用 debchange 來協助編輯喔。



  66

debian/copyrightdebian/copyright

Tip: 你不需要引用整個授權文字，可以提示使用者授權檔擺在 /usr/share/common-lic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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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building script : debian/rulesMain building script : debian/rules

build
– 設定與編譯

build-arch (optional), build-indep 
(optional)

– 若與硬體相關則在此編譯

binary, binary-arch, binary-indep
– 包成 .deb 吧。
– 以 root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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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rulesdebian/rules

clean
– 以 root 執行。
– 清掉上次的編譯與設定。

get-orig-source (optional)
– 取得原本的程式碼。 ( 通常沒有人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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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rulesdebian/rules

Tip: 如果你看不懂語法，最好先研究一下 GNU Ma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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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編譯一下 來編譯一下 ./debian/rules build./debian/rules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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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an/rules binary-arch./debian/rules binary-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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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Tip: 其實你可以用 dpkg-buildpackage ，他會幫你跑那堆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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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er programs for debian/ruleshelper programs for debian/rules

沒有工具的協助

寫 debian/rules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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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helperdebhel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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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是比較簡單

但是 ....
dh_* 是甚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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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BSCDBS

Common build system for Debian 
packages

– 簡易、可讀、有效率！
– 自動處理 debhelper 與 autotools
– 維護者 (maintainer) 可以專注在真正的封裝問
題上

– 延伸性

References: https://perso.duckcorp.org/duck/cdbs-doc/cdbs-doc.xhtml

https://perso.duckcorp.org/duck/cdbs-doc/cdbs-doc.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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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簡單醬簡單



  79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 lintian- lintian

規則該死多
用程式來幫忙檢驗有沒有明顯的錯誤

lintian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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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然後呢？

找一個保證人幫你檢查然後上傳吧。

或是傳到 apt.debian.org.tw
– 你可以用 dput, dupload 來幫忙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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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玩繼續玩 ??

自己建 Repository ?
– dpkg-scanpacakage / dpkg-scansource

給特定語言用的套件
– dh-make-perl - Create debian packages 

from perl modules
– dh-make-php - Create debian packages 

from perl modules

Voodoo Programming
– apt-build - frontend to apt to build, 

optimize and install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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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玩？還要玩？

自動包客制化核心
– sourcerer-kernel-builder

版本控制你的套件
– cvs-buildpackage
– cvs-autoreleasedeb
– svn-buildpackage
– tla-buildpackage
– darcs-build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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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Questions ?

Image Source: http://www.flickr.com/photos/msspider66/

http://www.flickr.com/photos/msspider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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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BlogMy Blog

Rex's blah blah blah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

http://people.debian.org.tw/~chih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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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 Debian SystemReferences – Debian System

Martin F. Krafft

1997 開始的資深
Debian 開發者

http://debiansystem.info/

http://blog.madduck.net/

He is my sponsor.

http://debiansystem.info/
http://blog.madduc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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