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文

Becoming a Better Programmer是從軟體職業生涯得來的經驗與訊息。在本書中，精簡、
單一主題的章節，可讓你從各個角度瞭解每一個主題的解決方式。如果你是不斷追求卓

越的軟體工程師，本書是為你而寫的。我會讓我指導的研發菜鳥閱讀這本書。

- Andrew Burrows開發主管

Goodliffe 在這本書討論非常廣泛的電腦編程主題，並將它整理成清晰、令人信服，且引
人入勝的說明。他具有特別的天賦，可以清楚地講解一個主題，但其實在他講解之前，

我並不瞭解它們。任何立志成為偉大程式員的人都應該閱讀此書。

- Greg Law Undo Software 的創始人暨 CEO

Pete Goodliffe 成功地結合理論與實務。當某些事情必須用特定的方式才能做的時候，他
會快、狠、準地去做；遇到灰色地帶時，他會清楚地解釋不同的觀點。如果你思考並採

取他的建言，你會得到好處，也會變得更好；你會成為一位更棒的程式員。這本書都是

從真實的經驗提煉的精華，它融合了幽默，溫和地提供智慧。

- Andrew Bennett 博士 BEng/PhD/MIET/MIEEE

本書會引發你對編程藝術及科學的熱情。Pete 知道偉大的軟體是由想要做到最好的人們
寫出來的。他透過許多案例來說明如何用良好的編程做法、態度及人際關係來做到這一

點。附帶的紅利是：這本書非常有趣！

- Lisa Crispin Agile Testing: A Practical Guide for Testers and Agile Teams 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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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 擁有豐富的編程及指導經驗。在本書中，他以擔任程式員的工作態度，細心地分類及
解說這些經驗。知道怎樣寫程式只是“成為程式員＂的一部分，無論你是程式工廠的菜鳥、

老手，或正要開始指導別人，這本書對你而言都是一座建言寶庫—來自真正知道的人。這是

你將會遇到的障礙的排除手冊，它也告訴你如何安全而且有效率的地與它們磋商。

- Steve Love C Vu 雜誌主編

程式員通常可分成一般的程式員及搖滾巨星或忍者開發者。程式裡面有搖滾巨星，也有像垃

圾一樣的基礎程式碼（codebase），裡面充滿壞掉的類別與斷開的控制流程。裡面有忍者，
也會在午夜時分，出現神秘的 bug 與組建問題。那裡有一般的人，也有異類。長期而言，
如果你將程式員分成兩個族群，會分成想要愈來愈好的程式員，以及並非如此的程式員。你

會把注意力放在第一組。本書是為他們而寫的。

- Kevlin Henney 顧問、演說家及 97 Things Every Programmer Should Know的作者

 這本書很枯燥乏味，而且我不喜歡封面那條魚。

- Alice Goodliffe 1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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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你關心程式碼。你熱愛程式設計。你是喜歡建構偉大軟體的開發人員。你也選擇了這本

書，因為你想要用更好的方式來做事。很好。

本書可以幫助你。

這本書的目標，如同封面所說的：協助你成為一位更棒的程式員。但是，它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

早在程式員時期，Pretty 就認知到，他應該成為一位優秀的程式員，而不是只是瞭解語
法及基本設計。那些令人尊敬、有能力打造優美的程式，並且能夠與別人有效率地共事

的程式員知道更多事情。在過程中，你可以學習工作的方法、態度、技巧、典型表達風

格及技術來增進你的效率。也會有許多實用的社交技巧，及許多部落知識。

當然，你也需要學習語法及設計。

這就是本書討論的主題，它是實用的編程技術及方法，可協助你更上一層樓。

我不會謊稱這本書是詳盡無遺的說明。這個領域非常寬廣。你一定會有更多需要學習的

地方，因為每天都會有新的領域出現。這些章節，只是我超過 15 年來，身為專業程式
員的工作成果。我看過夠多的程式，也犯了夠多的錯誤。我不會說自己是位專家，充其

量只是擁有豐富的經驗罷了。如果你可以從我犯的錯誤中學到東西，並且從我的經驗中

得到啟發，你就可以在開發職涯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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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什麼內容？ | xiii 

本書討論什麼內容？

本書討論的主題涵蓋軟體開發人員的所有生活：

 y 會影響每一行程式的程式碼層級重點，以及設計軟體模組的方法。

 y 協助你取得更佳工作成果的實用技術。

 y 應採取的有效態度及方法，協助你有更好的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礎。

 y 程序和組織手法與竅門，協助困在軟體工廠的你蓬勃發展。

這本書並未特別針對某種語言或產業。

誰應該閱讀這本書？

你！

無論你是產業專家、經驗豐富的開發人員、職業新手或業餘程式員，本書都會為您服務。

Becoming a Better Programmer的目的是提升任何等級的程式員。這是宏偉的主張，但
無論身為程式員的你的經歷如何，一定有一些需要學習的地方，也一定有成長的空間。

每一章都可以讓你檢視你的技能，並且提出實際的改善方法。

要使用這本書，唯一的先決條件是：你必須想要成為一位更棒的程式員。

本書結構

本書是以一系列簡單、獨立的章節來闡述，每一章都探討單一主題。如果你是守舊派，

可以從頭開始依序閱讀到最後。你也可以按照喜歡的順序，任意閱讀這些章節。如果你

要的話，也可以直接閱讀與你最有關係的那一章。

本書分成五個部分的章節：

you.write(code);

我們從最底層的程式碼開始談起，這是程式員覺得最舒適的地方。這一部分舉出重

要的程式編寫技術，並展示最佳程式碼編寫方法。它探討程式碼編寫、程式碼閱讀、

程式碼設計，及編寫可靠的程式碼的機制。

introuction.indd   13 2015/4/24   上午 01:25:48



xiv | 簡介

熟能生巧

這一個部分抽離程式碼，討論重要的編程做法，可協助你成為更棒的程式員。你會

看到健康的程式編寫態度及方法，以及協助你建構更佳程式碼的技術。

獨立作業

這些章節深入討論如何讓你擁有一個卓越的個人編程生涯。我們會看到如何有效率

地學習、討論道德的行為、尋找刺激的挑戰、避免停滯不前，及改善身體健康。

完成工作

這些章節討論完成工作的實際做法：在不抄捷徑及延期的情況下，準時送出程式

碼。

人和

開發軟體是一種社交活動。這些章節展示如何與軟體工廠的其他同僚良好地共事。

比起依序閱讀這些章節更重要的是：你該如何消化這些素材。為了讓自己真正地進步，

你必須實際地應用你所閱讀的內容。

每一章的架構都經過設計，協助你做到這一點。在每一章中，主題都會被分解成流暢、

清楚的散文。你看了會大笑，會大哭，也會想知道為什麼。每一章的結論包含以下的部

分：

問題

提供一系列的問題讓你思考及解答。不要跳過它！它們不會要求你將之前看到的資

訊反芻。它們是為了讓你跳脫原本的素材，更深入地思考，並讓你知道如何將主題

融入既有的經驗。

參考資訊

連結至本書相關的章節，並解釋各章之間如何結合。

試一下…

最後，每一章的結尾都有一個簡單的挑戰。這可以協助你提升程式編寫能力，並應

用主題。

每一章都有特別重要的重點。你不會錯過它們的，因為它們都會以醒目的方式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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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者需知 | xv 

重點�這是重點。請留意。

當你在閱讀每一章時，請花一點時間來思考問題及 試一下… 挑戰題目。不要假裝沒看
到它們。如果你想要成為更棒的程式員，它們是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你只是大略看過每

一章，那麼它們終將只會是個：資訊。或許你會覺得很有趣，也會覺得內容很豐富，但

這不太可能讓你成為更棒的程式員。

你必須接受挑戰，讓閱讀的東西成為你的程式技能。坦白說，這些練習不會花你太久的

時間，而且它們真的可以幫助你在腦海中鞏固每一章的主題。

指導者需知

本書的設計宗旨，是希望成為指導程式員時，可以使用的寶貴工具。你可以在一對一教

學時使用它，也可以在小組學習時使用它。這份教材的最佳使用方式，不是依序漸近地

操作每一節。相反地，請各自閱讀每一章，再一起討論內容。你可以把「問題」當成討

論的跳板，從這裡開始討論是個不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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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心程式碼

慈故能勇。

—老子

不需要福爾摩斯調查，我們就知道好的程式員會寫出好程式，不好的程式員…不會。他

們會製造大象怪物，讓其他的人幫他們擦屁股。你想要寫出好的東西，對吧？因為你想

要成為一位好的程式員。 [Page-1]

好程式不會憑空出現。它不是行星排成一列時才會發生的好事。要寫出好的程式，你必

須辛勤地付出心力。而且如果你真的在乎好的程式，就一定會寫出好的程式。

重點�要寫出好的程式，你必須在乎它。要成為一位更棒的程式員，你必須 

 投入時間與精力。

好的編程技術不只來自技術能力。我看過非常聰明的程式員，他們可以寫出令人印象深

刻的演算法，他們心裡知道語言的標準，卻寫出最糟糕的程式碼。它很難閱讀、很難使

用，且很難修改。我也看過更多謙卑的程式員，他們堅持使用非常簡單的程式碼，卻可

以寫出高雅且富有表現力的程式，讓你可以很開心地使用它。

根據我在軟體工廠多年來累積的經驗，關於平庸的程式員與偉大的程式員之間的差別，

我的結論是：態度。好的程式員會採取專業的做法，並且在軟體工廠的限制與壓力下，

想要盡力寫出最佳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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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第一章：關心程式碼

他們的程式碼，是用善意來寫成的。要成為一位傑出的程式員，你必須展現良好的意

圖，並真正地想要積極開發程式碼，並發展健康的態度。卓越的程式是由大師級的工匠

精心雕琢出來的，而不是由馬虎的程式員任意寫出，或自稱編程大師的人用神秘的手段

變出來的。[Page-2]

你想要編寫良好的程式碼，你想要成為一位好的程式員，所以，你會在乎程式碼。這代

表你會採取相應的動作，例如：

 y 在編程時，你會避免寫出只是看起來可以動作的東西。你會努力地製造正確、優雅

的程式碼（而且經過妥善地測試來證明它是正確的）。 

 y 你會編寫可以揭示目的的程式碼（讓其他的程式員可以輕鬆地使用及瞭解）、可維

護的程式碼（讓你或其他的程式員可以輕鬆地修改），及正確的程式碼（你會採取

所有步驟來確定你已經解決問題，而不是只是讓程式看起來可以動作）。 

 y 你可以和其他的程式員一起工作。沒有任何程式員是一座孤島。程式員很少獨自工
作，大部分都會在程式團隊中工作，可能在公司或開放原始碼專案的環境中。你會

考慮其他的程式員，並寫出他人可以理解的程式。你希望團隊可以寫出最佳的軟

體，而不是讓你自己看起來很聰明。 

 y 無論何時，當你接觸一段程式時，都會努力地讓它比你剛接觸時更好（有更好的結
構、經過更好的測試，及更容易瞭解…）。 

 y 你會在乎程式碼及編程，所以你會持續地學習新的語言、典型表達風格及技術。但
你只會在適當的時候使用它們。 

幸運的是，正是因為你在乎程式碼，你才會看這本書。你對它有興趣。它是你的熱情所

在。你想要做得更好。繼續看下去，我們會看到如何將這種在乎程式碼的想法換成實際

的行動。

當你這麼做時，不要忘了在編程的過程中找到樂趣。請享受刪減程式碼來解決難題的過

程。寫出讓你感到驕傲的軟體。

重點�對程式碼有情緒反應是 OK 的。對優秀作品感到驕傲，或對劣質的程 

 式感到厭惡，都是健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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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問題

1. 你在乎程式碼嗎？這如何體現在你的工作中？ 

2. 你想要成為更棒的程式員嗎？你認為自己最需要努力的地方在哪裡？ 

3. 如果你不在乎程式碼，為什麼你要讀這本書？ [Page-3]

4. 好的程式員會寫出好的程式碼，不好的程式員…不會這句話對嗎？好的程式員是否

可能寫出不好的程式碼？為何如此？ 

參考

 y 軟體開發是…我們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y 大聲說出來！我們想要用到好程式。你也要關心自己是不是與優秀的人一起工作。

試試看…

現在致力於改善你的程式設計技能。下定決心應用你在這本書看到的內容，解答問題，

並試做所有試試看…挑戰。

10,000 隻猴子
（或左右） 無憂無慮地編程

我在乎這段程式的作者的 
心智狀態！

程式碼計量表

我在乎程式碼的品質

這是我獨力寫成的！

我在乎程式碼的結構

嗯， 

程式碼！

第一章：關心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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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持門面

不要被表象欺騙。

—伊索

沒有人喜歡使用亂七八糟的程式碼。沒有人想要陷入參差不齊、不一致的格式，或與雜

亂的命名方式奮戰。這並不好玩，這沒有生產力，這是程式員的煉獄。

我們想要使用良好的程式碼。因此，我們當然在乎程式碼美學，這是最容易判斷一段程

式是否容易使用的方式。幾乎每一本程式設計書籍都會用一章來說明程式碼呈現方式。

你看，這一本也有，很奇怪吧！ [Page-7]

可悲的是，程式員太過在乎程式的呈現方式，反而造成爭論。這是掀起聖戰的導火線。

哪一個編輯器是最棒的 1？ Tab vs 空格、大括號的位置、每行幾欄、何時大寫。我有我的
偏好， 你也有你的。

Godwin 定律說：當 Internet 上的討論串不斷變長時，參與者把對方比喻成納粹主義者
或希特勒的機率會趨於一。Goodliffe 定律（首次亮相）說：任何與程式碼的外觀有關的

討論串變長時，這個議題變成沒有結論的機率趨近於一。

好的程式員非常在乎好的程式呈現方式。但他們不會理會這種瑣碎的爭論。讓我們長大

吧！

1　是 Vim。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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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第二章：保持門面

重點�別再爭論程式碼的呈現方式了。以健康的態度對待程式的呈現方式。

功能失調的典型程式碼審查，清楚地描述我們看待程式碼外觀的目光短淺。當你拿到一

段程式時，經常會挑剔它的呈現方式（特別是當你大略看過程式時，呈現方式是你唯一

看到的地方。）你會覺得你提出許多有用的意見。由於括號的位置放錯了，你會完全忽

視設計上的缺陷。事實上，越大規模的程式碼審查、似乎完成速度愈快，愈容易出現這

種盲點。 [Page-8]

外觀就是力量

我們不能假裝程式碼的格式並不重要，而是要瞭解它為什麼那麼重要。良好的程式碼

格式不是看起來很漂亮的那種。我們編排程式碼的目的，不是為了成就深厚的藝術底

子。（你聽過有人評論程式碼藝術嗎？親 ~ 愛的，看看這幅精采的拉菲爾前派嵌套式 
switch 陳述式，或：你會欣賞這個淒美的 method 潛台詞的。我不這麼認為。）

好的程式簡單扼要，它是一致的。幾乎看不到版面排列。良好的呈現方式不會吸引或分

散你的注意力。它的作用，只是為了展示程式碼的目的。它可以協助程式員有效率地使

用程式。它會減少維護程式碼所需的勞力。

重點�良好的程式呈現方式，會揭露程式碼的目的。它的不是為了藝術而呈 

 現。

良好的呈現方式很重要，其目的不是為了美觀，而是為了在你的程式碼中避免錯誤。舉

例而言，考慮下列的 C 程式片段：

bool ok = thisCouldGoWrong();
if (!ok)
    fprintf(stderr, "Error: exiting...\n");
    ex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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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這裡看到作者的意圖：exit(0) 只會在測試失敗時被呼叫。但是這種呈現方
式隱藏了真正的行為：這段程式碼一定會 exit。這種編排方式會為這段程式帶來負作
用 2。

名稱也有類似的效果。不好的命名方式不但會讓人分心，也會產生致命的危險。下面哪

一種是不好的名稱？

bool numberOfGreenWidgets;
string name;
void turnGreen();

numberOfGreenWidgets 是一個變數，對吧？顯然計數器不會用布林類型來表示。不！這
是一個有技巧的問題。它們都不好。字串實際上並未保存 name，而是顏色的名稱，它
是由 turnGreen()函式設定的。所以變數的名稱會導致誤解。而且 turnGreen 的實作是： 
[Page-9]

void turnGreen()
{
    name = "yellow";
}

名稱根本在說謊！

這是一個刻意安排的範例嗎？或許是，但是經過一些粗心大意地維護之後，程式碼很快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當你在使用這種程式碼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Bug，許許多多的 
Bug。  

重點�我們需要良好的呈現方式來避免產生程式碼錯誤，而不是製作漂亮的  

  ASCII 藝術品。

不一致的排列方式，以及各式各樣的命名方式，肯定是程式碼品質不佳的跡象。如果作

者不關心排版方式，很可能也不會關心重要的品質問題（如良好的設計、徹底地測試，

等等）。

2　這不是一個用來塘塞書本的學術範例！在現實世界中，也會因為這種錯誤而發生嚴重的 Bug。在 2014  
 年，Apple 在它的 SSL/TLS 實作中，惡名昭張的 2014 goto 安全漏洞正是因為這種排版錯誤所造成的。

ch02.indd   9 2015/4/24   上午 01:35:18



10 | 第二章：保持門面

這與溝通有關

我們是為了兩類對象而編寫程式碼。第一：編譯器（或語言執行期）。這頭野獸或許會

很開心可以閱讀任何老舊的程式，而且會以它唯一知道的方式，將程式碼變成可執行的

程式。它會不帶熱情地做事，不會判斷你餵的東西的品質，也不會在乎其外觀。這比較

像是轉換活動，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程式碼“閱讀＂。

另一種觀眾比較重要，是其他的程式員。我們編寫程式來讓電腦執行，但是也會讓人類

閱讀。他們是：

 y 現在的你，因為你正在編寫它。程式碼必須像水晶一樣透明，讓你不會發生實作上
的錯誤。 

 y 你，在幾週（或幾個月）之後準備要釋出軟體時。 

 y 你的團隊的其他人，他們必須使用這段程式來工作。 

 y 幾年後的維護程式員（可能是你或其他程式員），當他們在舊版本中找出 bug 時。 

難以閱讀的程式碼是很難使用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求清晰、同理心、提供呈現外觀的

支援。

重點�請記得你正在為誰編寫程式碼：其他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程式碼可能會長得很漂亮，但混淆原意。它也有可能長得很好看，但難

以維護。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註解框＂。有一些程式員喜歡用 ASCII 組成的框框
來展示布條式註解： [Page-10]

/**************************************************
* This is a pretty comment. *
* Note that there are asterisks on the *
* righthand side of the box.Wow; it looks neat. *
* Hope I never have to fix this tiypo. *
**************************************************/

它很可愛，但難以維護。如果你想要更改註解文字，就必須手動調整右邊的註解標記

線。坦白說，這是一種虐待狂才會用的呈現方式，使用它的人並未考慮時間的價值，以

及同事的情緒。（或許他們希望讓調整的過程變得很煩，如此一來就沒人敢調整他們的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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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配置

如果有人想要用清晰的風格來寫作，先讓他們清楚自己在想什麼。

- Johann von Goethe

程式碼的排版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縮排、在運算符旁邊使用空白字符、大寫、大括弧

的位置（無論是 K&R 風格、Allman、Whitesmith，或其他），及老派的 tab VS. 空格縮
排爭論。在這些選項中，你要決定採取哪些排版方式，每個人的選擇都有很好的理由。

只要你選擇的排版方式可以促進程式碼的結構，並協助公開目的，就是好的方式。

你必須能夠一眼就看出程式碼的形式及結構。請不要爭論大括號應該擺在哪裡，眼前還

有許多重要的排版議題需要考慮，我們會在以下幾節中討論。

良好的結構

用編寫散文的方式來編寫程式。

將它分解成章節、段落及句子。將類似的東西放在一起，將不同的東西分開。函式類似

章節。在每一章中，可能會有一些彼此不同但相關的程式碼。在它們之間安插空行，來

將它們拆解成段落。除非有自然的“段落＂結束，否則不要插入空白行。這種技巧可以

幫助你凸顯流程與結構。[Page-11

例如：

void exampleFunction(int param)
{
    // 我們將與輸入有關的東西放在一起
    param = sanitiseParamValue(param);
    doSomethingWithParam(param);

    // 在一個獨立的“段落”中，安排其他的工作
    updateInternalInvariants();
    notifyOthersOfChange();
}

程式碼出現的順序很重要。考慮一下讀者：請將最重要的資訊放在最前面，而不是最後

面。確保讀者可以用合理的順序閱讀 API。將讀者關心的東西放在類別定義的最上面。
也就是說，所有公開資訊都要出現在私有資訊前面。你要在使用物件之前先建立那個物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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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類別宣告中，分組可以表示為：

class Example
{
public:
    Example();                   // 首先是存留期管理
    ~Example();

    void doMostImportantThing(); // 這會開啟一個新的“段落”
    void doSomethingRelated();   // 這裡的每一行都像是一個句子

    void somethingDifferent();   // 這是另一個段落
    void aRelatedThing();

private:
    int privateStuffComesLast;
};

請優先編寫較短的程式碼區塊。不要在一個函式裡面寫入五個“段落＂。請考慮將它分

成五個函式，並為它們選一個好名字。 

一致性

不要過於重視排版樣式。選一個，並持續使用它就好。最好使用最適合你的語言的典型

表達風格。請遵循標準程式庫的風格。

使用與團隊的其他人相同的排版方式來編寫程式。不要因為你認為自己的風格比較漂亮

或比較好而使用它。如果你的專案沒有一致性，考慮制定編程標準或風格指南。它不

見得需要是冗長、嚴苛的文件，只要用一些大家認同的排版原則來凝聚團隊共識就可以

了。在這個情況下，編程標準必須是彼此認同的，而不是強迫彼此。[Page-12]

如果你使用的檔案的排版方式與專案其他檔案不同，請使用那個檔案裡面的排版格式。

確保整個團隊的 IDE 與原始碼編輯器都使用同樣的設定。設定相同的定位停駐點大小
（tab stop size）。設定完全相同的大括號位置及註解排列方式。設定相同的換行選項。
在跨平台的專案中，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同時有不同的環境被使用。如果你不在這裡

下功夫，原始碼當然會不一致，就會產生劣質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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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記：空白字符戰爭

我曾經加入一個專案，在裡面，程式員並不在乎呈現方式。那裡的程式碼很混亂、不一

致，且讓人看了就火大。我要求他們制定編程標準。

所有開發人員都同意這是一個好主義，他們願意遵循命名、排版及目錄階層規範。這是

往前邁出的一大步。程式碼開始變得整齊。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們就是無法達成共識，你猜對了：使用 tab 或空格。幾乎所有人都喜

歡四個空格的縮排，只有一個人發誓：tab 是最棒的。他努力爭辯、抱怨，並拒絕改變

他的編程風格。（可能到現在他都還在爭論這件事。）

因為我們已經有明顯的改善，而且想要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就把這個議題擱在一邊。我

們全都使用空格，他使用 tab。

結果就是，程式碼還是不一致，且難以使用。在編輯的時候，你會對它的不一致感到吃

驚，有時游標會一次移動一格，有時會四處跳動。如果你設定適當的 tab 格數，有些工

具可以良好地顯示程式碼，有些工具（包括我們的版本控制檢視器及線上程式碼審查系

統）沒辦法調整，因而顯示雜亂、可怕的程式碼。

命名

矮冬瓜輕蔑地說：“我說的字眼，就是我想說的意思，不需要解釋或補充。＂

- Lewis Carroll

我們會命名很多東西：變數、函式及方法、類型（例如：列舉、類別）、命名空間，及

套件。較大的物件也很重要，例如檔案、專案及程式。選擇名稱時，公用的 API（例如
程式庫介面或 Web 服務 API）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為“釋出的＂公用 API 幾乎就會被拍
板定案，特別難以更改。[Page-13]

名稱可表達物件的身分，它會說明一些事情，指示它的行為與使用方法。胡亂命名的變

數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良好的名稱具有描述性、正確性，並且使用典型表達風格。

當你完全地知道某個東西是什麼時，才可以為它命名。如果你無法明確地描述它，或不

知道它的用途，一定無法幫它取一個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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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多餘的東西

當你在命名時，避免多餘的東西，並善用上下文。考慮：

class WidgetList {
    public int numberOfWidgets() { ... }
};

numberOfWidgets 這個方法的名稱太長了，它重覆使用了 Widge 這個字。這會讓程式
碼更難以理解、讓人讀起來很煩。因為這個方法會回傳清單的大小，你可以直接叫它 
size()就好，如此一來就不會造成疑惑，因為這個封閉類別的上下文很清楚地定義大小
在這裡所代表的意思。

請不要使用多餘的文字。

我之前參加的專案使用一個稱為 DataObject 的類別。這真的是莫名其妙、畫蛇添足的
命名傑作。

保持清晰

清晰比整齊重要。不需要為了節省按鍵次數而縮短名稱—你看到變數名稱的次數，遠

比輸入它的次數還要多。但是，有時會有單一字母的變數名稱：在迴圈中用來計數的變

數，它們比較需要被清楚地看到。再次，程式的上下文很重要！

不要用含義模糊的名稱。Hungarian Notation（匈牙利命名法）是這種名稱的代表，它並
不實用。

巴羅克式首字母縮寫，或“有趣＂的文字遊戲不會帶來實際的幫助。

使用典型表達風格

請使用典型表達風格的名稱。使用你的語言最常用的各種大小寫方式。它們是非常強大

的命名慣例，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才能打破。例如：

 y 在 C，巨集通常用大寫的名稱。 

 y 大寫的名稱通常代表類型（例如類別），小寫的名稱通常代表方法或變數。它們是
普世接受的典型表達風格，違背它們會讓人難以理解你的程式碼。[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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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

確保你的名稱是精確的。如果某個類型的行為是 Widget 陣列，就不要將它稱為 
WidgetSet。不精確的名稱，會讓讀者錯誤地預期該類型的行為或特徵。

讓自己好看些

我們一天到晚都會看到格式很糟的程式。在使用它時，你要小心。

如果你必須 “整理它＂，請不要在變更功能的同時，改變呈現方式。以獨立的步驟將更
改原始碼的外觀 check in，再來改變程式碼的行為。在提交的版本中，同時看到這兩件

事情，是非常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而且改變版面排列，可能會掩蓋功能上的錯誤。

重點�不要同時更改程式碼的呈現方式及行為。用不同的版本來將這兩項變 

 更分開。

不要以為一但挑選一種排版風格，就必須一輩子死忠地使用它。請持續不斷地聆聽別人

的回饋，瞭解不同的排版如何影響程式碼的使用。請在閱讀程式碼的同時學到東西。當

你的經驗愈來愈豐富時，請修改你的呈現方式。

在我的職涯中，編程風格會漸漸地改變，愈來愈一致且易於修改版面。

專案經常會考慮使用自動排版工具，或加入它來作為程式前提交的工具。它們當然值得

研究，但不太值得使用。這種排版工具（可以理解）過度簡化，永遠無法處理現實世界

中程式碼結構的細節。

結論

不要與別人爭論程式碼的呈現方式。在你的專案中，採取共用的方式，就算它不是你個

人最喜歡的排版風格。

但請理智地表達意見，說明哪種方式會產生良好的排版風格，及其原因。閱讀其他的程

式，以持續學習並取得更多的經驗。

你的程式碼排版應保持一致與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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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你需要更改之前的程式碼，讓它符合公司的編程標準嗎？或是讓它保持原作者的風格
就好？為什麼？  

2. 將程式碼重新格式化的工具有什麼價值？就你正在使用的語言而言，它的價值為何？ 

3. 以下哪一種比較重要：良好的程式碼呈現方式，或良好的程式碼設計？

4. 你目前的專案的程式碼的一致性為何？如何改善它？ [Page-15]

5. 該使用 Tab 或空格？為什麼？重要嗎？  

6. 遵循語言的排版及命名慣例是否重要？或採用不同的“家庭風格＂，讓你可以分辨應
用程式碼及標準程式庫的做法比較實用？ 

7. 我們可以使用程式碼編輯器的語法彩色亮顯功能，用顏色來顯示程式碼的結構。這是
否代表我們比較不需要顧慮這類的呈現方式要求？

參考

 y 大聲說出來！編寫及提交程式碼，都是在進行溝通。這一章討論程式員該如何溝

通，包括程式碼及寫作，以及演說。

 y 基礎程式的過往陰魂討論你的編程風格如何隨時間而發展。當你獲得更多經驗時，

程式碼的呈現方式很可能會有所改變。

試試看…

重新檢視你的排版方式。它們是否是典型、不做作、清晰、且一致？如何改善它們？你

與同事是否就呈現的方式達成共識？如何解決意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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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16]

命名 

與辱名

10,000 隻猴子
（或左右）

試試這些很棒的命名想法

回文迴圈計數器
因為迴圈只是在某個東西後

面的另一個東西

藏頭詩程式碼
每一行的第一個字母可以

拼出一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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