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zTW 自由新生代

社群測試、錯誤回報與 Bugzilla, 孫偉倫 a.k.a. Josesun

社群測試、錯誤回報與 Bugzilla

孫偉倫 a.k.a. Josesun
josesun@mail.moztw.org
MozTW 在地化經理

我的第一個 Testcase

1 建立新設定檔 (profile)

啟動 Firefox nightly 版本，並建立一個全新的 profile 供測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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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 於桌面 Minefield 圖示按

右鍵，點選內容

圖片 3: 點選「建立設定檔...」

圖片 4: 點選「下一步 >」

圖片 2: 於目標欄位最後面加上「-
p」字樣，完成後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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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註冊 Litmus 帳號

請連上本活動網站，點選「課程資料」，找到「社群測試、錯誤回報與 Bugzilla」一節，點

選相關連結中的 Litmus (https://litmus.mozilla.org)，連到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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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 於「輸入新設定檔名稱」中輸入

「test」，輸入後按「完成」

圖片 6: 點一下「test」使其反白後，按「啟

動 Minefield」

圖片 7: 點選左上角的 log in 開始註冊

圖片 8: 將滑鼠移到下方的框框，開始註冊新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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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帳號說明：

Create a new Litmus account:
Real Name:              輸入你的英文姓名

IRC Nickname:        輸入你的暱稱

Email:                      輸入你的電子郵件

Password:                 輸入你的密碼

Confirm Password:  再輸入一次密碼

輸入完畢後，按下「Create Account」按鈕。

3 選擇 testgroup

從 active test runs 中，選擇「Firefox 3.0 Catch-All Test Run」項目，隨後會進入下列畫面。

按下「Submit configuration」鈕後，會看到上下兩個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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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偵測，勿動 選 Windows (1) 選 Windows XP (4)

選 zh-TW

全部選好後按

Submit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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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框框請選：3.0 Basic Functional Tests (BFTs) （第一項）

下面的框框請選：FX 3.0 BFT - Options (Preferences) （第五項）

選好後按「Submit」

4 開始測試步驟

FX 3.0 BFT - Options (Preferences) 共有 14 個測試步驟，列出如下：

1. 開啟及關閉選項視窗 » 

操作步驟：

Windows: 點選「工具 | 選項」（要離開選項視窗只要按「確定」即可）

Mac: 點選「Firefox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左上角的紅色(X)即可)

Linux: 點選「編輯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關閉」即可）

預期結果：

視窗能正確開啟及關閉。

2. 選項視窗主功能表 » 

操作步驟：

Windows: 點選「工具 | 選項」（要離開選項視窗只要按「確定」即可）

Mac: 點選「Firefox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左上角的紅色(X)即可)

Linux: 點選「編輯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關閉」即可）

預期結果：

視窗上方由左到右的功能表，依序為：

● 主要

● 分頁

● 內容

● 應用程式

● 個人隱私

● 安全

● 進階

請檢查其中各個項目圖示及文字是否顯示正確。

3. 選項視窗狀態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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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Windows: 點選「工具 | 選項」（要離開選項視窗只要按「確定」即可）

    Mac: 點選「Firefox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左上角的紅色(X)即

可)

    Linux: 點選「編輯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關閉」即可）

2. 點選「個人隱私」分頁

3. 關閉視窗

4. 再打開一次選項視窗

預期結果：

選項視窗應該要能記住上次所選擇的分頁，這個測試情況下，應該要直接跳到「個

人隱私」分頁才對。不管你用什麼方式關閉視窗都一樣。

4. 設定目前頁面為首頁 » 

操作步驟：

1. 開新視窗（檔案 | 開新視窗），然後逛逛你常上的網站。

2. 打開選項視窗：Windows: 「工具 | 選項」、Linux: 「編輯 | 偏好設定」、Mac: 

「Firefox | 偏好設定」

3. 選擇「主要」分頁，按一下「首頁」框框中的「使用目前頁面」鈕。

4. 按「確定」（Mac 則只要關閉視窗即可）儲存並關閉視窗

預期結果：

1. 按導覽列上的「首頁」鈕應該要能跳到你設的首頁。

2. 只留一個分頁後到選項視窗中看看，按鈕的字應該會是「使用目前頁面」。再打

開多個分頁後到選項視窗中看看，按鈕的字應該會是「使用目前所有頁面」。自 

Firefox 2 之後按鈕的文字會隨開啟分頁的數量不同而改變。

5. 回復首頁為預設值 » 

操作步驟：

1. 開新視窗（檔案 | 開新視窗），然後逛逛你常上的網站。

2. 打開選項視窗：Windows: 「工具 | 選項」、Linux: 「編輯 | 偏好設定」、Mac: 

「Firefox | 偏好設定」

3. 選擇「主要」分頁，按一下「首頁」框框中的「使用目前頁面」鈕。

4. 按「確定」（Mac 則只要關閉視窗即可）儲存並關閉視窗

5. 按「首頁」鈕確定會跳到你剛剛設的頁面。

6. 回到選項視窗，按一下「回復為預設值」按鈕。

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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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會回復為 http://www.mozilla.org/projects/minefield/。

6. 清除隱私資料 » 

操作步驟：

1. Windows: 點選「工具 | 選項」（要離開選項視窗只要按「確定」即可）

    Mac: 點選「Firefox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按左上角的紅色(X)即可)

    Linux: 點選「編輯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關閉」即可）

2. 按「個人隱私」分頁。

3. 按一下隱私資料的「設定」鈕。

4. 在開啟的視窗中勾選你想清除的資料。（請全部勾選）

5. 勾選「清除隱私資料時詢問我」後按「確定」。

6. 關閉選項視窗。

7. 按「工具 | 清除隱私資料...」，檢查這裡的設定是否和選項設定中的一樣。（應

該要全勾）

8. 按「立刻清除隱私資料」

預期結果：

步驟 8 之後，所有隱私資料應該都會刪除。你可以檢查看看是否以刪除。（瀏覽記

錄、Cookie、下載記錄等）

例如：隨意登入一個你之前存過密碼的網站，現在應該要在重填密碼了。（或是按

Ctrl+H 開啟瀏覽記錄，應該會沒記錄）

7. 選擇你要顯示的語言 » 

操作步驟：

Windows: 點選「工具 | 選項」（要離開選項視窗只要按「確定」即可）

Mac: 點選「Firefox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左上角的紅色(X)即可)

Linux: 點選「編輯 | 偏好設定」（要離開偏好設定視窗只要按「關閉」即可）

1. 按「內容」分頁。

2. 按一下語言中的「選擇」鈕。

3. 從下拉清單中，選擇「義大利文」後按「新增」，該項目就會加入，請按「上移」

將「義大利文」移到清單最頂端。

4. 按「確定」。 

5. 連到 http://www.google.com

預期結果：

Firefox 應該會顯示義大利語的 Google，Google Logo 下會顯示 Italiano。

8. 頁面資訊的「安全」分頁中的「檢視 Cookie」按鈕是否會預先填入資訊 » 

操作步驟：

1. 連到 http://mozilla.com，點選「工具 | 頁面資訊」打開頁面資訊視窗。

2. 按一下「安全」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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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檢視 Cookie」按鈕。

預期結果：

Cookie 最上方的尋找欄位應該會預先填入 mozilla 字串。

9. 檢查頁面資訊介面 » 

操作步驟：

1. 連到 http://mozilla.com，點選「工具 | 頁面資訊」打開頁面資訊視窗。

2. 隨便按按不同的分頁。

預期結果：

頁面資訊會有：一般、媒體、權限和安全。隨意檢查文字及圖片是否有缺漏。

10. 「權限」分頁介面 - 圖片 » 

操作步驟：

1. 連到 http://mozilla.com，點選「工具 | 頁面資訊」打開頁面資訊視窗。

2. 按「權限」分頁。

3. 於載入圖片一欄，取消勾選「使用預設值」並選「阻擋」

4. 重新載入 http://mozilla.com

5. 應該會沒有圖片出現

6. 重設剛剛的操作為預設值

7. 再重新載入 http://mozilla.com 一次

8. 圖片會再度出現

預期結果：

頁面資訊會有：一般、媒體、權限和安全。隨意檢查文字及圖片是否有缺漏。

步驟 4 之後，圖片應該不會出現

11. 「權限」分頁介面 - 安裝套件或佈景 » 

操作步驟：

1. 連到 http://www.oxymoronical.com/web/firefox/nightly，點選「工具 | 頁面資訊」打開

頁面資訊視窗。

2. 按「權限」分頁。

3. 於安裝擴充套件或佈景主題一欄，取消勾選「使用預設值」並選「允許」

4. 按一下連結安裝 Nightly Tester Tools

5. Nightly Tester Tools 應該會馬上安裝，而不會出現警告的黃色資訊列。

預期結果：

頁面資訊會有：一般、媒體、權限和安全。隨意檢查文字及圖片是否有缺漏。

步驟 3-4 之後，應該會跳過警告資訊列，直接允許安裝Nightly Tester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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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SL 錯誤頁面的憑證錯誤 - 帶我離開這裡 » 

操作步驟：

1. 連到 https://mozilla.com

2. 你會看到錯誤頁面，上面寫安全連線失敗。

3. 按一下最下面的連結「或者你也可以新增例外網站…」

4. 會出現兩個按鈕，「帶我離開這裡」及「新增例外網站...」

5. 按「帶我離開這裡」按鈕。

預期結果：

步驟 1 要能看到 SSL 錯誤頁面，步驟 6 之後要回到 Firefox 3 預設首頁

13. 安全連線失敗的確認文字 - 多個錯誤文字 » 

操作步驟：

1. 連到 https://mur.at/

2. 你會看到錯誤頁面，上面寫安全連線失敗。

預期結果：

應該要有下面的內容：

mur.at 用了無效的安全憑證。

該憑證未受信任，因為簽發者憑證未知。

憑證只對 secure.mur.at 有效。

14. SSL 錯誤頁面的憑證錯誤 - 新增例外清單 » 

操作步驟：

1. 連到 https://mozilla.com

2. 你會看到錯誤頁面，上面寫安全連線失敗。

3. 按一下最下面的連結「或者你也可以新增例外網站…」

4. 會出現兩個按鈕，「帶我離開這裡」及「新增例外網站...」

5. 按「新增例外網站...」按鈕，確定網站有加到例外清單。

預期結果：

步驟 1 要能看到 SSL 錯誤頁面，步驟 5 之後可以看到 mozilla.com 網頁

恭喜你，你已完成你的 Testcase 囉！

本講義可至 http://moztw.org 下載，其內文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2.5 臺灣版」條款授

權大眾使用，條文及說明請查閱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5/tw     。改編此講義

時，請於文件中加註「孫偉倫、http://moztw.org」以表彰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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