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對還不具備這項技能的人來說，寫程式看起來就像是魔法。如果寫程式是魔法的話，

web scraping（搜刮網路內容）就是巫術了；這邊指的是，施展魔法進行一項非常有用

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卻又毫不費力。

其實，在筆者多年的軟體工程師經驗中，除了 web scraping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實務工
作能夠同時讓程式設計者與一般人興奮不已。寫一個簡單的 bot蒐集一堆資料，然後顯
示在終端機裡、或是存到資料庫，雖然並不困難，但每次都能讓人顫抖、感受到無限可

能，儘管先前可能已經做過許多次了。

可惜的是，當筆者與其他程式設計者聊到 web scraping時，許多人常對這些做法有著誤
解與疑惑。有些人不確定這樣做是否合法（確實合法），或是不知道如何應對最近滿是

JavaScript、多媒體檔案、cookies的網頁技術。有些人搞不懂 API與 web scrapers的差
別。

這本書正希望終結這些對 web scraping 常見的問題與誤解，同時為最常見的 web-
scraping相關做法提供全面指引。

從第一章開始，筆者就會經常以程式範例來解說觀念。這些程式範例都以公眾財

（public domain）的形式釋出，您可以直接取用，不必歸功於筆者（不過若您願意提
一下，筆者還是很感激的）。所有程式碼也都能到本書網站瀏覽或下載（http://www.

pythonscraping.com/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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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craping指的是什麼？
從 Internet上面自動蒐集資料的歷史，幾乎跟 Internet本身的歷史一樣久。Web scraping

不是個新名詞，這些做法也常被稱為 screen scraping（螢幕擷取）、data mining（資料挖

掘）、web harvesting（網頁收割）之類。現在似乎大多數人都用 web scraping，所以筆
者在本書後續內容會使用這個稱呼，不過有時筆者也會把進行 web-scraping的程式稱為

bots（機器人）。

理論上，web scraping指的是除了「以程式與 API互動」之外所有蒐集資料的行為（顯
然也把「人類操作瀏覽器」這個管道排除在外）。達到這個目標最常見的做法，是寫一

個自動化程式與 web伺服器溝通、要求資料（通常是 HTML或其他構成網頁的檔案形
式），然後解析資料、抽出需要的資訊。 

實際上，web scraping涵蓋許多程式設計做法與科技，像是資料分析與資訊安全。這本
書會涵蓋 web scraping與 crawling的基礎（第一部分），然後在第二部分討論一些進階
主題。 

為何要Web Scraping？
如果您操作 Internet的唯一管道是瀏覽器的話，您就錯過了非常多的可能性。瀏覽器用
來執行 JavaScript、顯示圖片，以及把物件排成方便人類閱讀格式的效果還不錯（還能
辦到一些其他事情），而 web scraper更適合用來蒐集巨量資料（還能辦到一些其他事
情）。與其透過窄小的螢幕視窗一次看一個網頁，不如一次瀏覽涵蓋上千甚至上百萬頁

面的資料庫吧！ 

除此之外，web scrapers還能走到傳統搜尋引擎無法抵達的地方。用 Google搜尋「飛到
波士頓的最便宜機票」會跳出一堆廣告跟知名的航班搜尋網站。Google只知道這些網站
的頁面內容，而不是把查詢條件輸入航班搜尋程式得到的結果。但是一套寫得好的 web 
scraper可以抓取很多網站的資料，用這些資料畫出波士頓機票的價格歷史，再告訴您什
麼時候買機票最划算。 

您可能會想問：「蒐集資料不是應該靠 API來做嗎？」（如果您不熟 API的話，可以看
看第四章。）嗯，API很棒，如果找得到符合需求的 API的話。它們能從一台伺服器
提供便於處理、格式乾淨的資料給另一台伺服器。許多您可能會想處理的資料，像是

Twitter發文或是 Wikipedia頁面，也都確實找得到 API。一般來說，用 API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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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寫個 bot去取得相同資料方便（如果有 API的話），但是有許多理由讓您不見得有
API可以用： 

• 您可能需要跨越許多網站取得類似資料，而它們沒有一致的 API。

• 您想要的資料總量很小、規模有限，讓網站管理者不覺得值得開發 API。

• 資料來源沒有開發 API的資源或技術能力。

就算真的有 API可以用，請求數量與速度限制、資料類型，或它提供的資料格式可能也
不適合您使用。 

這就是 web scraping可以介入的機會。除了少數例外，如果您可以在瀏覽器裡看到資
料，您就能用 Python script拿到它。如果您能用 script拿到它，您就能把它存到資料
庫。而如果您能把它存到資料庫，您幾乎就能對資料做任何事情。 

如果能夠得到幾乎無限的資料，顯然在實際環境下有非常多可以派上用場的地方：市場

預測、自動語言翻譯，甚至是醫療診斷，分別透過分析新聞網站、翻譯文章、醫療討論

區的內容獲得不少助益。 

甚至在藝術界，web scraping 也開拓了新的創作領域。2006 年 Jonathan Harris 與 Sep 
Kamvar的作品「We Feel Fine」（http://wefeelfine.org/）便是透過抓取英文 blog網站、尋
找「I feel」或「I am feeling」開頭的句子創造而成。它們達成了漂亮的視覺化，描述我
們每天、每一刻對世界的感受。 

不管您身在什麼領域，web scraping幾乎都有機會提供讓業務更有效率、提高生產力，
甚至是跨到另一個全新領域的指引。 

關於本書

本書內容不只引介 web scraping，同時也是從現代網路抓取幾乎任何類型資料的完整指
南。雖然本書用的是 Python語言，也涵蓋了許多 Python基礎，但您不應該把本書當成
Python語言的入門。 

如果您不是程式設計老手、又完全不知道 Python的話，這本書讀起來可能會有點挑戰。
但如果您有程式設計經驗的話，應該會覺得內容不難上手。附錄 A討論了 Python 3.x的
安裝與使用方式，也就是本書使用的版本。如果您只用過 Python 2.x或是還沒安裝 3.x
的話，您可能會想先看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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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尋找更完整的 Python 資源的話，Bill Lubanovic 的《Introducing Python》這

本書很不錯，但是厚了些。如果您沒辦法集中注意力太久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Jessica 
McKeller的《Introduction to Python》系列影片（http://shop.oreilly.com/product/110000448.

do）。 

附錄 C收錄了一些討論，並且分析了您在美國執行 scrapers及使用 scrapers產生的資料
時，可能會影響到您的重要法律考量。 

技術書常常會把焦點集中在單一語言或是技術，但 web scraping比較特別，在運用過程
中需要動用資料庫、網頁伺服器、HTTP、HTML、網路安全、影像處理、資料科學，
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工具。這本書會試著涵蓋這些主題在「透過 Internet從遠端來源蒐
集資料」之中的運用。 

Part I深入討論 web scraping與 crawling，焦點集中在少數幾個本書之後會廣泛運用的
函式庫上。您可以輕易把 Part I當成這些函式庫與做法的參考資料（其中有一些例外，
書中也會提供額外參考資訊）。 

Part II涵蓋更多讀者在寫 web scrapers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有用的主題。可惜這些主題的
涵蓋層面太廣，沒辦法用一章全部解釋完，因此這邊會時常指引提供更多資訊的其他參

考資料。 

本書編排時，有考慮到讓您能輕鬆在章節之間跳躍，找到您感興趣的 web-scraping做法
與資訊。如果某個觀念或是某段程式碼是從前面的章節衍生而來的話，那麼筆者會明確

標示前面討論到的地方。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了以下這些編排慣例： 

斜體字（Italic）

代表新的詞彙、網址、Email信箱、檔名或檔案結尾。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來標示程式碼片段，以及在內文引用程式元素，像是變數、函式名稱、資料庫、

資料型別、環境變數、敘述與關鍵字。



第一部分

建構 Scraper

本書第一部分的焦點放在擷取網頁內容的基本機制：如何用 Python對 web server請求
資訊、如何對 server回應的內容進行基本處理，以及如何以自動的方式開始與網站互
動。讀完第一部分之後，您將能在 Internet輕鬆遨遊，寫出能在網站之間連結跳躍、蒐
集、儲存資訊以備之後運用的 scrapers。

筆者不騙您，擷取網頁是件美妙的工作。您不必投入太多資源，就能獲得非常巨大的回

報。您有機會遇到的網頁擷取專案之中，大概有八成只需要本書開頭六章討論的技術。

這部分涵蓋了一般大眾（比較熟悉技術的那一群）在提到「web scraper」的時候會想到
的東西：

• 取得某個指定網域名稱下的 HTML資料

• 解析這些資料以獲得想知道的資訊

• 把想知道的資訊儲存下來

• 可能繼續連結到其他頁面，反覆進行這些工作

這能讓您在踏入本書第二部分更複雜的專案之前，打好堅實的基礎。別以為第一部分的

主題沒有後半段進階主題那麼重要—在您寫網頁擷取工具的時候，可以說每天都會用到

本書前半段提到的所有東西。



第一章

您的第一個 Scraper

在您開始擷取網頁資料之後，應該會開始感激瀏覽器一直以來幫我們做的各種小事。網

頁內容—在拔掉 HTML排版、CSS樣式、JavaScript執行及圖片穿插之後，一開始乍看
之下非常嚇人，不過在本章與下一章，我們就會學到如何在沒有瀏覽器的幫助之下，要

如何整理資料格式、解讀內容。

本章會先從基礎動作開始：送一個 GET request到 web server取得特定頁面、讀取那個
頁面的 HTML內容，然後做一點單純的資料擷取，以得到我們想找的資料。

連線

如果您還沒花多少時間在網路或是網路安全領域的話，可能會覺得 Internet的運作方式
有點神秘。我們不會想在每次打開瀏覽器連到 http://google.com的時候都去思考網路究

竟做了什麼事，在這個時代我們不必這麼做。筆者甚至可以說，電腦的介面已經進步得

太厲害了，讓大多數需要用到 Internet的人，可以說完全不需要對 Internet的運作方式
具備任何一絲的理解。

但是，在擷取網頁資料的時候，必須剝開一部分覆蓋在最外層的介面。不僅瀏覽器這層

（如何解讀這堆 HTML、CSS與 JavaScript），偶爾還需要碰到網路連線的部分。

為了讓您對資料如何傳到瀏覽器有點概念，筆者舉個例子。Alice擁有一台 web server。
Bob用一台桌上型電腦，嘗試連到 Alice的 server。當一台機器想與另一台機器對話的
時候，會引發類似下面的資訊交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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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ob的電腦送出一串 1與 0 bit，以電線上的電壓高低來表示。這些 bit組成一些資
訊，包含標頭與內文部分。標頭包含緊鄰的下一個傳送目標，也就是他區域網路上

的 router之 MAC位址，同時也包含最終目的地 Alice的 IP位址。內文則是他要對
Alice主機送出的請求。

 2. Bob區域網路上的 router收到這一串 1與 0，把它當成 packet來解讀，知道它是從
Bob的 MAC位址發出，想送到 Alice的 IP位址。這台 router把自己的 IP位址印到
packet上的「發送者」欄位，然後把它送到 Internet上。

 3. Bob的 packet通過幾台中介主機，它們都把 packet傳到正確的實體（線路）路徑，
一路送往 Alice的主機。

 4. Alice的主機收到發往她的 IP位址的 packet。

 5. Alice的主機解讀 packet標頭部分標記的 port 目的地（對網頁應用來說幾乎都是
80，可以把這想成是 packet的「門牌號碼」，而 IP位址則是「馬路名」），然後傳給
對應的程式—也就是 web server。

 6. Web server收到一串主機轉交來的資料。這段資料大致包含下列訊息：

 ─ 這是個 GET要求

 ─ 要求的檔案是 index.html

 7. Web server找到正確的 HTML檔，將它的內容打包進一個給 Bob的新 packet，然後
傳給本地網路裡的 router，讓它透過相同流程傳回給 Bob的機器。

然後，嘿！我們就有了 Internet。

所以，這段交換過程中，Web 瀏覽器於何時參與呢？完全沒有。事實上，瀏覽器是
Internet歷史中很晚出現的發明— 1990年 Nexus才誕生。

沒錯，要建立這些資訊封包、把它們發送出去，然後再把收到的回應解碼成漂亮的圖

片、聲音、影片、文字時，瀏覽器是十分有用的工具。但瀏覽器也不過是一段程式，而

程式可以拆成各種基本元件，重寫、重複使用，用來達成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情。瀏覽器

可以要電腦送一些資料到控制無線（或有線）網路的程式，而許多語言也都有可以辦到

同樣事情的函式庫。

讓我們看看在 Python要怎麼辦到這件事：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html = urlopen("http://pythonscraping.com/pages/page1.html")
print(html.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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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把這段程式存成 scrapetest.py然後在終端機裡下指令執行它：

$ python scrapetest.py

請留意，如果您機器上同時裝了 Python 2.x，可能需要明確指定用 Python 3.x，也就是
改用下面的寫法執行指令：

$ python3 scrapetest.py

這會把 http://pythonscraping.com/pages/page1.html的完整 HTML碼顯示出來。更精確地
說，它輸出的會是 http://pythonscraping.com網域名稱指向的主機內，位於 <web root>/

pages目錄內的 page1.html檔案內容。

差 別 在 哪？ 大 多 數 現 代 網 頁 都 會 引 用 很 多 資 源 檔。 這 可 能 包 含 圖 片 檔、

JavaScript 檔、CSS 檔，或是您要求的頁面所需要的任何檔案。當網頁瀏覽器碰到 
<img src="cuteKitten.jpg">之類的標籤時，瀏覽器知道需要對主機送出另一個請求、取
得 cuteKitten.jpg檔案的內容，才有辦法為使用者顯示完整的頁面。我們的 Python script目
前還沒有回頭跟主機要求其他檔案的能力；它只能取得我們要求的單獨一個 HTML檔。

所以它是怎麼辦到的？幸好 Python的語法很接近口語英文，如下面這一行：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就代表它字面上的意義：它會去看 Python的 request模組（在 urllib類別庫之內的），然
後只取用 urlopen函式。

urllib還是 urllib2？
如果您用過 Python 2.x 的 urllib2 類別庫，您可能會發現 urllib2 與 urllib

之間有點變化。在 Python 3.x裡，urllib2已經被改名叫作 urllib，然後被

切成幾個小模組：urllib.request、urllib.parse、urllib.error。儘管函

式名稱大多數跟以前一樣，在用新版 urllib的時候，您可能還是需要注意

一下哪些函式被移到哪些小模組裡了。

urllib是標準的 Python類別庫（這代表您不必安裝任何額外套件就能執行這個範例），
它包含透過網路取得資料、處理 cookies，甚至是修改 metadata（像是標頭或 user agent
內容）的函式。我們在這本書裡會大量運用 urllib，所以我們建議您看一下 Python這個
類別庫的文件（https://docs.python.org/3/library/urlli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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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open可以透過網路開啟一個遠端物件，並讀取它的內容。由於它是個很通用的類別
庫（可以輕易讀取 HTML檔、圖片檔，或是其他檔案串流），我們在這本書內會經常用
到它。

BeautifulSoup簡介
豐盛、新鮮、美味的湯， 
在熱騰騰的湯碗等候品嚐！ 
這樣的佳餚誰不願意嘗一嘗？ 
晚餐的湯，美味的湯！

BeautifulSoup類別庫的名稱來自 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裡頭一首同名的
詩。故事裡，這首詩是由一個名為「假海龜」（the Mock Turtle）的角色唱出來的（這又
是影射一道有名的英國料理「假海龜湯」，它用的是牛肉而不是海龜肉）。

就像它來自仙境的名字，BeautifulSoup試著在無意義的資料裡找出意義；它能幫我們整
理、組織雜亂的網頁內容，修正有問題的 HTML碼，為我們提供一份可以輕鬆走訪、重
現 XML結構的 Python物件。

安裝 BeautifulSoup
由於 BeautifulSoup不是 Python內建的類別庫，所以我們需要另外安裝它。我們在這本
書裡會用 BeautifulSoup 4類別庫（常被簡稱為 BS4）。安裝 BeautifulSoup 4的完整說明
可 以 到 Crummy.com 找 到（http://www.crummy.com/software/BeautifulSoup/bs4/doc）； 不

過，在 Linux上面的做法基本上是：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bs4

在 Mac上面則是：

$ sudo easy_install pip

這會先安裝 Python的套件管理工具 pip。接著執行：

$ pip install beautifulsoup4

就能裝好這個類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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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醒一下，如果您的機器上同時裝了 Python 2.x與 3.x，可能需要指明取用 python3：

$ python3 myScript.py

安裝套件的時候也要記得這件事，否則套件可能會裝到 Python 2.x而不是裝到 Python 
3.x：

$ sudo python3 setup.py install

如果您用 pip的話，可以執行 pip3為 Python 3.x安裝套件：

$ pip3 install beautifulsoup4

在 Windows安裝套件的方式幾乎跟 Mac與 Linux相同。從上面的網址下載最新版的
BeautifulSoup 4釋出版本，進到您解壓它的目錄裡，然後執行：

>python setup.py install

這樣就行了！之後您在這台機器上就能用 BeautifulSoup這個模組。您可以打開一個
Python介面然後嘗試匯入它，看看能不能用：

$ python
>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這個匯入動作不應該引發錯誤。

除此之外，Windows有個 pip的 .exe安裝程式（https://pypi.python.org/pypi/setuptools），

讓您可以輕易安裝、管理套件：

>pip install beautifulsoup4

用虛擬環境確保類別庫整潔

如果您打算同時開發許多個 Python專案，或是需要把專案跟所有相關類別庫打包
在一起，又或是您擔心安裝的類別庫之間彼此衝突的話，您可以安裝 Python虛擬
環境把所有東西隔開、方便管理。

當您在虛擬環境之外安裝 Python類別庫的時候，您是把它裝到全域環境裡。這通
常需要系統管理者權限或以 root身分執行，而這個裝好的 Python類別庫可讓機器
上的所有使用者、所有專案取用。幸好建立虛擬環境並不難：

$ virtualenv scraping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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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建立一個名為 scrapingEnv的新環境，您必須先啟用它：

$ cd scrapingEnv
$ source bin/activate

在您啟用這個虛擬環境之後，會在命令提示裡看到虛擬環境的名稱，提醒您目前

正在它裡面做事。任何您安裝的類別庫或是執行的 script，都只會在這個虛擬環境
下運作。

比如說，筆者可以在這個剛建立的 scrapingEnv環境裡安裝並使用 BeautifulSoup：

(scrapingEnv)ryan$ pip install beautifulsoup4
(scrapingEnv)ryan$ python
>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

筆者可以透過停用指令離開這個虛擬環境，之後就不能取用在這個虛擬環境內安

裝的類別庫了：

(scrapingEnv)ryan$ deactivate
ryan$ python
>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in <module>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bs4'

把所有專案的類別庫分開，也讓您能直接把整個虛擬環境目錄打包起來、傳給其

他人。只要他們的機器上安裝了相同的 Python版本，您的程式就能在虛擬環境下
順利運作，他們不必自己安裝任何額外的類別庫。

本書後續範例不會要求您使用虛擬環境，不過請記得，您隨時都可以啟用虛擬環

境，享受它帶來的好處。

執行 BeautifulSoup
BeautifulSoup類別庫裡最常用的物件，就叫做 BeautifulSoup。讓我們先來看看它的用
法，拿本章開頭的範例修改一下：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html = urlopen("http://www.pythonscraping.com/pages/page1.html")
bsObj = BeautifulSoup(html.read())
print(bsObj.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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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的是：

<h1>An Interesting Title</h1>

跟之前的範例一樣，我們匯入了 urlopen類別庫、呼叫 html.read()取得頁面的 HTML
內容。之後再把 HTML內容轉換成 BeautifulSoup物件，得到下面的結構：

• html → <html><head>...</head><body>...</body></html>

 ─ head → <head><title>A Useful Page</title></head>

 ─ title → <title>A Useful Page</title>

 ─ body → <body><h1>An Int...</h1><div>Lorem ip...</div></body>

 ─ h1 → <h1>An Interesting Title</h1>

 ─ div → <div>Lorem Ipsum dolor...</div>

請留意，我們從頁面抽出的 <h1>標籤被套疊在 BeautifulSoup 物件結構底下的兩層
（html → body → h1）。然而，當我們實際從物件裡取用它的時候，直接指定了 h1 
標籤：

bsObj.h1

其實，下面這些函式呼叫法都能得到相同結果：

bsObj.html.body.h1
bsObj.body.h1
bsObj.html.h1

我們希望這淺嘗 BeautifulSoup的過程能讓您體會到這個類別庫的威力與簡潔。您可以
從任何 HTML（或 XML）檔案裡抽出任何資訊，只要這些資訊周遭（或是附近）有能
夠識別的標籤即可。我們會在第 3章深入一些更複雜的 BeautifulSoup函式呼叫，同時
看看正規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s）及它們能如何與 BeautifulSoup合力從網站抽出
資訊。

可靠地建立連線

網路上簡直一團亂。資料格式亂七八糟，網站經常斷線，資料後面又常常沒有結尾標

籤。擷取網路內容的時候，最令人心煩的經驗，莫過於打開 scraper之後跑去睡覺，一
邊作著明早資料庫收穫豐盛的夢—醒來卻發現 scraper在您關掉螢幕之後不久，就碰到
一段意外的資料格式停了下來。遇到這種狀況時，您可能會想詛咒寫了那個網站的開發

者（還有那詭異的資料格式），不過其實您應該搥的是自己，因為您沒有一開始就預料

到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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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看看 scraper在匯入敘述之後的第一行程式，想想要怎麼處理任何可能發生的 
意外：

html = urlopen("http://www.pythonscraping.com/pages/page1.html")

這行主要有兩件事可能出錯：

• 主機上找不到這個頁面（或是取得頁面的過程發生問題）

• 找不到主機

在第一種情形下，會拿到 HTTP 錯誤碼。HTTP 錯誤內容可能是「404 Page Not 
Found」、「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之類。這些狀況都會讓 urlopen函式丟出通用例外
「HTTPError」，而我們可以這樣處理它：

try:
    html = urlopen("http://www.pythonscraping.com/pages/page1.html")
except HTTPError as e:
    print(e)
    #回傳 null、跳出，或是進行一些 "B計畫 "
else:
    #程式繼續執行。留意 :如果您在抓到例外的時候 return或 break的話，
    #您就不必用 "else"敘述

如果收到 HTTP錯誤碼的話，則程式現在會顯示錯誤內容，且不會繼續執行 else敘述之
下的部分。

如果完全找不到 server（比如說 http://www.pythonscraping.com斷線，或是打錯網址），

urlopen會回傳 None物件。這個物件的意義跟其他語言的 null類似。我們可以加個檢
查，看看回傳的 HTML是不是 None：

if html is None:
    print("URL is not found")
else:
    #繼續執行

當然，如果順利從主機拿回頁面的話，接著還有頁面內容符不符合我們預期的問題。每

次您從 BeautifulSoup物件裡取用一個標籤時，它都會很聰明地先檢查這個標籤是否存
在。如果您想拿一個不存在的標籤，BeautifulSoup就會回傳 None物件。問題是，嘗試
透過 None物件取用標籤這個動作會導致拋出 AttributeError。

下一行（nonExistentTag是個隨便取的標籤名稱，不是 BeautifulSoup的函式）：

print(bsObj.nonExistent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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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回傳 None物件。這個物件很容易檢查並處理。不過，假如您沒有檢查、直接對 None
物件呼叫其他函式的時候，像是這樣：

print(bsObj.nonExistentTag.someTag)

就會拋出這樣的例外：

AttributeError: 'NoneTyp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someTag'

所以，我們要怎麼預防這兩種狀況？最簡單的作法是明確檢查：

try:
    badContent = bsObj.nonExistingTag.anotherTag
except AttributeError as e:
    print("Tag was not found")
else:
    if badContent == None:
        print ("Tag was not found")
    else:
        print(badContent)

檢查並處理每種錯誤情形的做法，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有點辛苦，不過可以稍微改寫一下

程式的結構，讓它變得不難寫一點（更重要的是，讓它變得更容易看懂）。比如說，下

面是把我們的 scraper換個寫法：

from urllib.request import urlopen
from urllib.error import HTTPError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def getTitle(url):
    try:
        html = urlopen(url)
    except HTTPError as e:
        return None
    try:
        bsObj = BeautifulSoup(html.read())
        title = bsObj.body.h1
    except AttributeError as e:
        return None
    return title
title = getTitle("http://www.pythonscraping.com/pages/page1.html")
if title == None:
    print("Title could not be found")
else:
    print(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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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例子裡，我們建立了 getTitle函式，它會回傳頁面的標題，或是在遇到某些問
題的時候回傳 None物件。在 getTitle裡，我們跟前面的例子一樣檢查 HTMLError，另外
也把兩行 BeautifulSoup動作包含在 try敘述裡。這兩行都可能拋出 AttributeError（如
果找不到主機的話，html就會是 None物件，導致 html.read()拋出 AttributeError）。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更多行程式包含到 try敘述裡，或是呼叫其他可能在任何時候拋出
AttributeError的函式。

在寫 scrapers的時候，仔細思考程式的結構很重要，這樣才能一邊處理例外，又讓程式
碼容易讀懂。您也應該會想要盡量能反覆使用程式碼。寫一些 getSiteHTML與 getTitle
之類的常用函式（以及完善的例外處理），之後就能輕鬆地快速、穩定擷取網路內容。

第二章

進階 HTML解析

有人問米開朗基羅怎麼造出「大衛像」這個傑作，而他的回答十分出名：「很簡單，只

要敲掉石頭上看起來不像大衛的部分就行了。」

擷取網頁內容跟大理石雕塑的距離似乎有點遙遠，不過在從複雜的頁面裡擷取我們想要

的資料時，我們可以採取類似的態度。有許多做法可以裁掉資料中看起來不像我們想要

的東西的部分，直到抵達我們想找的資訊為止。本章就要來看看如何分析複雜的 HTML
頁面，以便只取出我們想要的資訊。

您不是每次都需要鐵鎚

在看到一長串複雜的標籤構成的難題時，直接跳下去用許多行程式敘述試著取出資料，

可能是個誘人的選擇。不過請記得，要是魯莽放縱地濫用這節提到的做法，就可能讓程

式變得難以除錯、脆弱，甚至更糟糕。所以在開始動手之前，我們先看看有哪些可以讓

您避免運用進階 HTML分析作法的選項吧！

假設您有一些想找的資料。可能是個名字、統計數值，或是一段文字。它可能埋在一

團混亂的 HTML之中、深達二十層標籤，又沒有幫得上忙的標籤或 HTML屬性幫助尋
找。假設您直接跳下去，寫了下面這行程式嘗試抽取：

bsObj.findAll("table")[4].findAll("tr")[2].find("td").findAll("div")[1].find("a")

這看起來不太好。除了這行程式碼本身的美觀之外，管理者對網站內容的任何一點細微

變動，都可能讓您的程式直接掛掉。所以您有哪些選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