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計畫是這樣的：如果有人使用你不懂的功能，儘管斃了他。這比學習新東西省

事多了，而且很快的，生還的程式員只會編寫容易理解的、一小部分的 Python 
0.9.6（眨眼）1。

— Tim Peters 
傳奇的核心開發者，暨 Zen of Python 作者

“Python是易學、強大的程式語言。”這是 Python官方教程的第一句話（https://docs.

python.org/3/tutorial/）。事實的確如此，但是其中有一個陷阱：因為這個語言是如此容易

學習與使用，許多 Python程式員都只會用到它強大功能的一部分而已。

有經驗的程式員或許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寫出實用的 Python程式，但隨著編寫程式的時
間從具生產力的前幾個小時，變成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許多開發者會繼續沿用他們

從其他語言學到的語法來編寫 Python程式碼。就算你學習的第一種語言是 Python，學
術界與入門書籍也會很小心地避免提到該語言獨具的功能。

當教師傳授 Python給會寫其他語言的程式員時，我看到另一種本書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只會記得我們知道的東西。所有人都有可能會根據其他的語言，猜測 Python支援
正規表達式，並且在文件中查看它。但是如果你之前沒看過 tuple拆解或描述器，就有
可能不會去尋找它們，因此不會去使用這些功能—只因為它們是 Python獨具的功能。

本書不會從 A到 Z鉅細靡遺地介紹 Python，而是將重點放在 Python獨有的，或在其他
熱門語言找不到的功能。這本書也會把重心放在核心語言與它的一些程式庫。我不會討

1 2002 年 11 月 23 日，給 comp.lang.python Usenet 群組的訊息：“Acrimony in c.l.p.”（https://mail.python.org/
pipermail/python-list/2002-December/1472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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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太多標準程式庫內找不到的套件，即使目前的 Python套件索引已經有超過 60,000個
程式庫，而且其中有許多程式庫實用得讓人無法置信。

適合本書的讀者

本書的對象是想要透過練習來成為 Python 3專家的人。如果你已經知道 Python 2，但想
要使用 Python 3.4以上的版本，這本書應該很適合你。在寫這本書時，大部分的 Python
專業程式員使用的都是 Python 2，所以我會特別突顯那些族群尚未看過的 Python 3 
功能。

然而，Fluent Python大部分的內容都在討論 Python 3.4，而且我不會說明如何修改，才
可以讓程式在之前版本上運行。其實你不需要修改，或只需要修改一些地方，就可以讓

大部分的範例在 Python 2.7上運行，但如果你想要在更早的版本上運行程式，就需要大
幅度地重寫程式。

話雖如此，就算你堅持使用 Python 2.7，我相信這本書對你還是會有幫助，因為本書的
核心概念是一致的。Python 3不是一種新語言，你可以在悠閒的午後學會大部分的差
異。What’s New in Python 3.0（https://docs.python.org/3.0/whatsnew/3.0.html）是一個很

棒的起點。當然，Python 3.0在 2009年釋出時，它就有很大的改變，但這些改變的重要
性都比不上 3.0本身。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對 Python的瞭解是否已經足以閱讀這本書，可複習官方的 Python 
Tutorial的主題（https://docs.python.org/3/tutorial/）。除了 Python 3新增的功能之外，本
書不會解釋該教程已談論的主題。

不適合本書的讀者

如果你正要開始學習 Python，這本書可能會讓你難以消化。不僅如此，如果你在學習
Python的旅程中，過早閱讀這本書，可能會認為每一個 Python程式都必須使用特殊的
做法與程式設計技巧。太早抽象化與太早優化一樣糟糕。

本書編排方式

本書的核心讀者應該都可以輕鬆地直接閱讀本書的任何一個章節。但是這本書的六個單

元都是一本書中書。我的構想是，你應該依序閱讀每一個單元內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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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在討論如何編寫自己的程式之前，先強調哪些已經可供使用。例如，在第二單元

中，第二章會討論已經可供使用的序列類型，包括一些沒有受到太多注意的，例如

collections.deque。建構自訂的序列只會在第四單元討論，在那一個單元中，我們也會
看到如何使用 collections.abc的抽象基礎類別（abstract base classes，ABC）。第五單
元會討論如何建構你自己的 ABC，因為我相信在編寫自己的 ABC之前，開心地使用既
有的東西很重要。

這種做法有一些優點。首先，當你知道有哪些東西可供使用時，可以省下重新發明輪子

的時間。我們會經常使用既有的集合類別，而不是自行編寫，因此我們可以將注意力放

在善用既有的工具，而不是討論如何編寫新的程式。我們也傾向繼承既有的 ABC，而不
是從新開始編寫 ABC。最後，我相信當你看過抽象的行為之後，一定會更瞭解它。

這種做法的缺點，是整個章節都要經常參考分散各處的內容。希望當你瞭解我選擇這種

做法的原因之後，可以包容它。

以下是本書各單元的主題：

第一單元

這是一個討論 Python資料模型的章節，解釋為何特殊方法（例如 __repr__）是讓所
有類型的物件具有一致行為的關鍵—就一種推崇一致性的語言而言。本書大部分的

主題都在討論資料模型的各個面向，但第一章提供較高層級的概述。

第二單元

這一單元的章節探討集合型態的用法，包括序列、映射與集合，以及 str vs. bytes
拆解—這是讓許多 Python 3使用者慶幸擁有，但是讓許多尚未遷移程式庫的 Python 
2使用者痛苦的主因。這章會回顧有哪些東西可供使用，並解釋一些有時令人嚇一
跳的行為，例如 dict鍵會在我們不注意時重新排序，或區域性 Unicode字串排序的
注意事項。為了達成這些目標，這部分內容有些會比較深入且廣泛（例如，在呈現

各式各樣的序列與映射時），有時也會比較深奧（例如，當我們討論 dict與 set型
態下的雜湊表時）。

第三單元

我們會在這裡討論語言的一級物件功能：它的意思、它如何影響一些熱門的設計模

式，以及如何利用 closure來實作函式修飾器。這裡也會討論 Python的呼叫概念、
函式屬性、自我檢查、參數註釋，及 Python 3新加入的 nonlocal宣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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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這個單元的重點是建構類別。在第二單元，只有少數的範例會宣告類別，但第四單

元會展示許多類別。與所有的物件導向（OO）語言一樣，Python有它自己的功能
集合，它們或許會出現在你我學過的類別式（class-based）程式，或許不會。這個
單元的章節會解釋參考的動作原理、可變性的真正含義、實例的生命週期、如何建

構你自己的集合與 ABC、如何處理多重繼承，以及如何實作運算子多載—在合適的 
時候。

第五單元

這一個單元討論的是條件、迴圈及副程序等循序控制流程之外的語言構造與程式

庫。我們會從產生器開始，接著討論情境管理器與協同程序，包括具挑戰性，

但很強大的新語法 yield from。第五單元最後會討論高階的 Python 現代並行
collections.futures（私下藉由 future的協助，使用執行緒與程序），並使用 asyncio
來做事件導向 I/O（在協同程序上使用 future與 yield from）。

第六單元

這一個單元會先回顧採用動態建立的屬性來建構類別的技術，以處理半結構化的資

料，例如 JSON資料集。接下來，我們討論熟悉的特性（property）機制，再深入探
討物件屬性如何使用描述器來進行 Python較底層的工作。這裡會說明函式、方法與
描述器之間的關係。在整個第六單元中，我們會一步步地討論欄位驗證程式庫，並

從中解釋最後一章使用的進階工具的微妙之處：類別修飾器與中繼類別。

親自動手的方式

我們通常會使用互動式 Python主控台來研究語言與程式庫。我發現瞭解學習工具的威
力非常重要，特別是對那些之前經常使用不提供 read-eval-print#loop（REPL）的靜態、
編譯語言的讀者而言。

doctest（https://docs.python.org/3/library/doctest.html）屬於 Python標準測試套件，它的
工作方式是模擬主控台對話，並驗證運算式的結果是否與顯示的回應一樣。我曾經使用

doctest來檢查本書大多數的程式碼，包括主控台列表。要跟隨本書內容，你不需要使
用 doctest，甚至不需要瞭解它：doctest的特色在於，它們看起來很像互動式 Python主
控台對話的轉錄本，所以你可以輕鬆地自行嘗試示範程式。

有時我會在程式碼之前展示 doctest，以解釋我們想要完成什麼工作。在思考如何完成工
作之前，先充分地認知我們要完成什麼工作，可以幫助我們把焦點放在編寫程式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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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試驅動開發（test driven development，TDD）中，先編寫測試程式是基本工作，我
也發現這對教學很有幫助。如果你還不熟悉 doctest，可先觀看這份文件（https://docs.

python.org/3/library/doctest.html），及這一本書的原始程式存放區（https://github.com/

fluentpython/example-code）。你可以在你的 OS 的指令殼層中輸入 python3 -m doctest 
example_script.py，來驗證本書大部分的程式碼是否正確。

使用的計時硬體

本書有一些簡單的效能評定與計時的內容。這些測試是在編寫這本書的筆記型電腦上執

行的：一台是 2011 MacBook Pro 13"，內含 2.7 GHz Intel Core i7 CPU、8GB的 RAM、
旋轉硬碟，一台是 2014 MacBook Air 13"，內含 1.4 GHz Intel Core i5 CPU、4GB 的
RAM，及固態硬碟。MacBook Air的 CPU比較慢，RAM也比較少，但它的 RAM比較
快（1600 VS. 1333 MHz），且 SSD比 HD快。在日常的使用中，我不知道究竟哪一台
機器比較快。

肥皂箱：我個人的觀點

我從 1998年以來就在使用、教導及思辯 Python，而且我很喜歡學習與比較各種程式語
言、它們的設計，及它們背後的原理。在一些章節的結尾，我會加入“肥皂箱”專欄，

在裡面討論我個人對 Python與其他語言的看法。如果你對這類討論沒有興趣，盡可跳
過它們。你可以自行選擇是否閱讀這些內容。

Python術語
除了在這本書討論 Python之外，我也想要討論它的文化。經過 20年的溝通，Python社
群已經開發出它們獨有的術語與縮寫詞。在本書的最後，“Python術語”列出 Python愛
好者會使用的術語。

本書的 Python版本
我使用 Python 3.4 來測試本書的所有程式，也就是以 C 寫成，最受歡迎的 CPython 
3.4，除了第 391頁，展示只有 Python 3.5提供的 @運算子的“Python 3.5新增的 @中
綴運算子”之外。

幾乎本書的所有程式都可在任何與 Python 3.x 相容的解譯器上執行，包括與 Python 
3.2.5相容的 PyPy3 2.4.0。較明顯的例外是使用 yield from與 asyncio的範例，它們只可
以在 Python 3.3之後的版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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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資料模型

Guido的語言設計美學很驚人。我見過許多語言設計家，他們可以建構理論上
很優美的語言，但沒有人會去使用它們。但是 Guido是少數可以建構理論上稍
微沒那麼優美的語言，卻可讓別人愉快地編寫程式的人 1。（O’Reilly，2002），
Samuele Pedroni與 Noel Rappin著。

— Jim Hugunin 
Jython 創建者，AspectJ 的共同創建者，.Net DLR 的建構者

Python最棒的性質之一就是它的一致性。當你使用 Python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開始
知道、準確地預測還不知道的新功能。

但是，如果你在學習 Python之前，已經學過其他的物件導向語言，或許會覺得使用
len(collection)，而不是 collection.len()很奇怪。這種明顯的奇怪之處只是冰山的一
角，如果你正確地理解，它是所有稱之為 Pythonic（Python風格）的事物的關鍵。這個
冰山稱為 Python資料模型，它描述一種 API，可讓你自己的物件與多數符合慣例的語言
功能良好地合作。

你可以將資料模型想像成將 Python描述成框架的東西。它決定這個語言本身的組建區
塊，例如序列、迭代器、函式、類別、情境管理器等等。

當你在使用任何框架來編寫程式時，你會花很多時間來製作要被框架呼叫的方法。當你

在使用 Python資料模型時，也是如此。Python解譯器會呼叫特殊的方法，來執行基本
的物件操作，通常是由特殊的語法觸發。這種特殊方法的名稱，一定是以雙底線開頭與 

1 Story of Jython（http://hugunin.net/story_of_jython.html)，Jython Essentials 的前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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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例如 __getitem__）。例如，obj[key]語法是 __getitem__特殊方法提供的。為了執
行 my_collection[key]，解譯器會呼叫 my_collection.__getitem__(key)。

這些特殊的方法名稱，可讓你的物件實作、支援基本語言結構，並與之互動，例如：

• 迭代

• 集合

• 屬性存取

• 運算子多載

• 函式與方法呼叫

• 物件建構與解構

• 字串表示與格式化

• 受管理的情境（即 with區塊）

魔術與 Dunder
魔術方法這個詞是特殊方法的俗稱，但是在唸出特殊方法，例如 __getitem__

時，有些 Python開發人員認為將它念成“底線 -底線 -getitem＂會讓人難

以理解，因為 __x這個語法有其他的特殊含義 2。因為準確地念成“底線 -底

線 -getitem-底線 -底線＂很麻煩，所以我遵循作家與教師的領導人 Steve 

Holden的做法，將它讀成“dunder-getitem＂。所有老練的 Python人都知道

這種簡稱。因此，這種特殊方法也稱為 dunder 方法 3。

Python風格的撲克牌組
以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範例，它用兩種特殊方法來展示作品的威力：__getitem__與 
__len__。

範例 1-1是一個用來表示撲克牌的類別。

2 見 267 頁的“Python 的私用與“受保護”屬性”。
3 我是在 Steven Holden 那裡第一次聽到“dunder”的。維基百科認為（http://bit.ly/1Vm72Mf）Mark Johnson

與 Tim Hochberg 是首位寫下“dunder”的人，分別在他們回應 2002 年 9 月 26 日的 Python 列表的
“How do you pronounce __ (double underscore)?”：Johnson 的訊息（https:// mail.python.org/pipermail/python-
list/2002-September/112991.html）；Hochberg 的（11 分 鐘 之 後 ）（https:// mail.python.org/pipermail/python-
list/2002-September/114716.htm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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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1　依序排列的牌組

import collections

Card = collections.namedtuple('Card', ['rank', 'suit'])

class FrenchDeck:
    ranks = [str(n) for n in range(2, 11)] + list('JQKA')
    suits = 'spades diamonds clubs hearts'.split()

    def __init__(self):
        self._cards = [Card(rank, suit) for suit in self.suits
                                        for rank in self.ranks]

    def __len__(self):
        return len(self._cards)

    def __getitem__(self, position):
        return self._cards[position]

首先請注意，它使用 collections.namedtuple來建構一個簡單的類別，以代表每張撲克
牌。從 Python 2.6開始，你可以用 namedtuple來建構裡面只有一堆屬性，沒有自訂方法
的物件的類別，就像資料庫的記錄一般。在這個範例中，我們善用它來表示牌組中的卡

牌，在主控台對話中會顯示出來：

>>> beer_card = Card('7', 'diamonds')
>>> beer_card
Card(rank='7', suit='diamonds')

但是這個範例的重點是 FrenchDeck類別。它很短，但有巨大的影響力。首先，如同所有
的 Python標準集合，牌組是透過回傳它裡面的卡片的數目來回應 len()函式的：

>>> deck = FrenchDeck()
>>> len(deck)
52

要讀取牌組中的特定卡牌，例如第一張與最後一張，你只要編寫 deck[0]與 deck[-1]就
可以了，這也正是 __getitem__方法提供的功能：

>>> deck[0]
Card(rank='2', suit='spades')
>>> deck[-1]
Card(rank='A', suit='hearts')

我們需要編寫一個選取隨機卡牌的方法嗎？不需要。Python已經有隨機取得序列內的項
目的函式了：random.choice。我們可以在牌組實例中直接使用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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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random import choice
>>> choice(deck)
Card(rank='3', suit='hearts')
>>> choice(deck)
Card(rank='K', suit='spades')
>>> choice(deck)
Card(rank='2', suit='clubs')

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以特殊方法來使用 Python資料模型的優點：

• 類別的使用者不需要記憶各種標準動作的方法名稱（“如何取得項目的數量？它
是 .size()？ .length()？還是什麼東西？”）。

• 你很容易受惠於豐富的 Python標準程式庫，並且避免重新發明輪胎，例如 random.
choice函式。

但它有更多好處。

因為我們的 __getitem__代表 self._cards的 []運算子，所以我們的牌組會自動支援切
片（slicing）。以下是檢視全新牌組的最上面三張牌，以及從索引值 12開始選取 ACE，
同時跳過 13張牌的做法：

>>> deck[:3]
[Card(rank='2', suit='spades'), Card(rank='3', suit='spades'),
Card(rank='4', suit='spades')]
>>> deck[12::13]
[Card(rank='A', suit='spades'), Card(rank='A', suit='diamonds'),
Card(rank='A', suit='clubs'), Card(rank='A', suit='hearts')]

你只要實作 __getitem__方法，就可讓牌組變成可迭代物：

>>> for card in deck:  # doctest: +ELLIPSIS
...   print(card)
Card(rank='2', suit='spades')
Card(rank='3', suit='spades')
Card(rank='4', suit='spades')
...

這副牌也可以反向迭代：

>>> for card in reversed(deck):  # doctest: +ELLIPSIS
...   print(card)
Card(rank='A', suit='hearts')
Card(rank='K', suit='hearts')
Card(rank='Q', suit='hearts')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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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ests中的省略符號
為了精確起見，本書列舉的 Python主控台文字都會盡可能從 doctests擷

取。當輸出訊息太長時，我會用省略符號（...）來標示被略去的部分，如

同以上程式的最後一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使用 # doctest: +ELLIPSIS

指令來讓 doctest可通過。如果你在互動式主控台中嘗試這些範例，可以

一併省略 doctest指令。

迭代通常是私下進行的。如果某個集合沒有 __contains__方法，in運算子就會進行循序
掃描。典型的例子：in可以在我們的 FrenchDeck類別中使用，因為它是可迭代的。檢查
一下：

>>> Card('Q', 'hearts') in deck
True
>>> Card('7', 'beasts') in deck
False

那排序呢？撲克牌的大小通常是按照數字大小（ace最大）來排列，並且依序為黑桃
（最高）、紅心、方塊與梅花（最低）。以下是一個按照規則來定義撲克牌大小的函式，

如果是梅花 2，它會回傳 0，黑桃 A則回傳 51：

suit_values = dict(spades=3, hearts=2, diamonds=1, clubs=0)

def spades_high(card):
    rank_value = FrenchDeck.ranks.index(card.rank)
    return rank_value * len(suit_values) + suit_values[card.suit]

根據 spades_high，現在我們可以按照遞增的方式列出牌組：

>>> for card in sorted(deck, key=spades_high):  # doctest: +ELLIPSIS
...      print(card)
Card(rank='2', suit='clubs')
Card(rank='2', suit='diamonds')
Card(rank='2', suit='hearts')
... (46 cards ommitted)
Card(rank='A', suit='diamonds')
Card(rank='A', suit='hearts')
Card(rank='A', suit='spades')

雖然 FrenchDeck私下繼承 object4，但它並未繼承其功能，而是利用它的資料模型與組

合。如同範例中使用的 random.choice、reversed與我們的 FrenchDeck，因為實作特殊方
法 __len__與 __getitem__，它的行為就像標準的 Python序列，讓它得以受惠於語言的核

4 在 Python 2，你必須明確地編寫 FrenchDeck(object)，但是在 Python 3，它是預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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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即迭代與切片）與標準程式庫。拜組合之賜，__len__與 __getitem__可以將所
有工作送給 list物件，self._cards。

洗牌呢？

做到目前為止，我們無法洗牌 FrenchDeck，因為它是無法改變的：你無

法變更卡片與它們的位置，除非你違反封裝的做法，直接變動 _cards屬

性。在第十一章，我們會加入單行的 __setitem__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特殊方法的用法

關於特殊方法，你首先要知道，它們是要讓 Python解譯器呼叫的，而不是你。你不能
編寫 my_object.__len__()。你要寫成 len(my_object)，而且，如果 my_object是使用者自
訂類別的實例，Python會呼叫你寫的 __len__實例方法。

但是解譯器會對內建的型態採取較簡便的做法（如 list、str、bytearray等等）：
CPython的 len()其實會回傳 PyVarObject C結構內的 ob_size欄位，該結構負責表示記
憶體中變數大小的所有內建物件。這比呼叫方法快許多。

特殊方法通常是私下呼叫的。例如，fori in x:其實會呼叫 iter(x)，接著可能會呼叫
x.__iter__()，如果可以的話。

一般情況下，你的程式不應該經常直接呼叫特殊方法。除非你在做大量的中繼編程，

否則你應該比較常編寫特殊方法，而不是直接呼叫它們。使用者的程式經常呼叫的

特殊方法只有 __init__，目的是呼叫你自己寫的 __init__內的超類別的初始設定式
（initializer）。

如果你需要呼叫特殊方法，呼叫相關的內建函式通常比較好（例如 len、iter、str
等）。這些內建函式會呼叫對應的特殊方法，但通常會提供其他的服務，而且就內建

的類型而言，比呼叫方法還要快。例子請參考第十四章，第 445頁的“仔細觀察 iter 
函式”。

請避免使用 __foo__來任意建立自訂的屬性，因為未來這種名稱可能具有特殊的含義，
就算目前它們還未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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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數值型態

有一些特殊方法可讓使用者的物件回應 +等運算子。我們會在第十三章進一步討論它，
但是在這裡，我們的目標是使用另一個簡單的範例來進一步說明特殊方法的用法。

我們會寫出一個類別來表示二維的向量，也就是數學與物理使用的 Euclidean向量（見
圖 1-1）。

圖 1-1　二維向量加法範例，Vector(2, 4) + Vector(2, 1)的結果是 Vector(4, 5)。

內建的 complex類型可用來代表二維向量，但我們的類別可進一步用來表

示 n維向量。我們會在第十四章做這件事。

我們會先編寫一個模擬的主控台對話，來設計這種類別的 API，之後將它當成 doctest使
用。以下程式會測試圖 1-1的向量加法：

>>> v1 = Vector(2, 4)
>>> v2 = Vector(2, 1)
>>> v1 + v2
Vector(4, 5)

留意 +運算子產生 Vector結果的方式，它會在主控台中，以貼心的方式顯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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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的 abs函式會回傳整數與浮點數，以及複數大小的絕對值，所以為了一致，我們的
API也使用 abs來計算向量的大小：

>>> v = Vector(3, 4)
>>> abs(v)
5.0

我們也可以用 *來執行向量乘法（即將一個向量乘上一個數字，產生方向相同，大小加
倍的新向量）：

>>> v * 3
Vector(9, 12)
>>> abs(v * 3)
15.0

範例 1-2是一個實作剛才提到的動作的 Vector類別，使用特殊方法 __repr__、__abs__、
__add__與 __mul__。

範例 1-2　一個簡單的二維向量類別

from math import hypot

class Vector:

    def __init__(self, x=0, y=0):
        self.x = x
        self.y = y

    def __repr__(self):
        return 'Vector(%r, %r)' % (self.x, self.y)

    def __abs__(self):
        return hypot(self.x, self.y)

    def __bool__(self):
        return bool(abs(self))

    def __add__(self, other):
        x = self.x + other.x
        y = self.y + other.y
        return Vector(x, y)

    def __mul__(self, scalar):
        return Vector(self.x * scalar, self.y * scala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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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雖然我們實作四個特殊方法（除了 __init__之外），但沒有一個是在類別裡面或
主控台列表所描述的類別的典型用法內直接呼叫的。如前所述，Python解譯器是唯一經
常呼叫特殊方法的人。在下列幾節中，我們要來討論各個特殊方法的程式碼。

字串表示方式

__repr__特殊方法是讓內建的 repr呼叫的，目的是取得物件的字串表示方式來做
檢驗。如果我們沒有實作 __repr__，主控台會將向量實例顯示成 <Vector object at 
0x10e100070>這種樣貌。

互動式主控台與除錯程式會對運算式的結果呼叫 repr，以及使用 %運算子的典型格式內
的 %r佔位符，及 str.format方法所使用的 Format String Syntax（http://bit.ly/1Vm7gD1）

內的 !r轉換欄位。

談到 %運算子與 str.format，你會在本書中看到兩者，大多數的 Python社群

也是如此。我愈來愈喜歡較強大的 str.format，但也發現許多 Python愛好者

喜歡較簡單的 %，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可能會在 Python原始碼中看到這

兩者。

留意在我們的 __repr__中，我們使用 %r來取得要顯示的屬性的標準表示式。這是一種
很好的做法，因為它會顯示 Vector(1, 2)與 Vector('1', '2')之間最重要的差異—後者
無法在這個範例的情境下動作，因為建構式的引數必須是數字，而不是 str。

__repr__回傳的字串必須精確，而且如果可以的話，必須盡可能地匹配原始碼，以重新
建立被表示的物件。這就是我們選擇的表示方式看起來像是呼叫類別建構式的原因（例

如 Vector(3, 4)）。

與 __repr__相較之下，__str__是由 str()建構式呼叫，並讓 print函式私下使用的。 
__str__會回傳適合給終端使用者觀看的格式。

如果你只想實作這些特殊方法的其中一項，可選擇 __repr__，因為如果沒有自訂的 
__str__可用，Python會呼叫 __repr__來提供回饋。

“Difference between __str__ and __repr__ in Python＂（http://bit.ly/1Vm7j1N）

是由 Python 愛好者 Alex Martelli 與 Martijn Pieters 提出的 Stack Overflow 問

題，提供傑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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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術運算子

範例 1-2實作兩個運算子：+與 *，以展示 __add__與 __mul__的基本用法。注意在這兩
種情況下，方法會建立並回傳一個新的 Vector實例，不會修改它們的運算元—self與
other只供讀取。這是中綴（infix）運算子的預期行為：為了建立新的物件，並不接觸
它們的運算元。我會在第十三章進一步討論。

如前所述，範例 1-2可以將 Vector乘上一個數字，但無法將一個數字

乘上 Vector，這違反乘法的交換特性。我們會在第十三章的特殊方法

__rmul__修正這個問題。

自訂類型的布林值

雖然 Python有 bool型態，但它可以接受布林情境下的任何物件，例如控制 if或 while
陳述式的運算式，或 and、or及 not的運算元。為了判斷 x值是 true還是 false，Python
使用 bool(x)，它永遠只會回傳 True或 False。

在預設情況下，使用者自訂的類別的實例都會被視為 true，除非它實作了 __bool__或
__len__。基本上，bool(x)會呼叫 x.__bool__()，並使用它的結果。如果你沒有實作 
__bool__，Python會試著呼叫 x.__len__()，而且如果它回傳零，bool就會回傳 False。
否則 bool會回傳 True。

我們的 __bool__實作的概念很簡單：如果向量的大小是零，它會回傳 False，否則
True。因為我們預期 __bool__會回傳布林值，所以使用 bool(abs(self))來將大小轉換成
布林。

留意特殊方法 __bool__是如何讓你的物件與 The Python Standard Library文件的“Built-
in Types”章節定義的 truth值測試規則相符的（http://docs.python.org/3/library/stdtypes.

html#truth）。

較快速的 Vector.__bool__實作方式是：

    def __bool__(self):
        return bool(self.x or self.y)

這很難以理解，但可避免用到 abs、__abs__、平方，與平方根。你必須明

確地將值轉換成 bool，因為 __bool__一定會回傳布林，而 or會回傳其中

一個運算元，就像 x or y會在 ture時回傳 x，否則它的結果是 y，無論它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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