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

“Harry在這本書中，引領我們探索 Python的測試方法。這是一本很棒
的書，它很有趣，也充滿重要的知識。我很建議想要使用 Python來進
行測試、學習 Django，或想要使用 Selenium的人閱讀這本書。對理智
的開發者而言，測試是必要的，但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領域，因為你要

隨時在許多事情中權衡取捨。Harry在探討現實測試工作的同時，做了
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讓我們持續保持注意力。”

—Michael Foord 
Python核心開發者，暨 unittest的維護者

“這本書不單單討論測試驅動開發程序—它也是完整的最佳做法速成

指引，說明如何使用 Python來開發現代網頁應用程式，從開始到完
成。每一位網頁開發者都需要這一本書。”

—Kenneth Reitz 
Python軟體基金會研究員

“Harry的書是我們學習 Django時，希望擁有的一本書。透過可追隨
的節奏，與令人開心的挑戰，這本書傑出地教導 Django與各種測試方
法。光是 Selenium的內容，就值得你購買這本書了，何況還有其他的
主題！”

—Daniel and Audrey Roy Greenfeld 
Two Scoops of Django作者（Two Scoop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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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著透過這本書，來分享我從“任意修改”到“軟體工程”所經歷的旅程。這本書的

主題是測試，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內容，你很快就會看到。

感謝你閱讀這本書。

如果你已經購買這本書，我非常感激。如果你閱讀的是免費線上版本，我一樣感謝你認

為值得付出時間來閱讀它。誰知道呢？或許當你讀到最後，會發現它值得你花錢買來送

給自己或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問題或建議，我很樂意聆聽。你可以透過 obeythetestinggoat@gmail.

com，或 Twitter @hjwp（https://www.twitter.com/hjwp）直接與我聯繫。你也可以到我的

網站與部落格（http://www.obeythetestinggoat.com），在那裡面有一個郵寄清單（https://

groups.google.com/forum/#!forum/obey-the-testing-goat-book）。

希望你享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如同我享受編寫這本書的過程。

為什麼我要寫一本討論測試驅動開發的書？

“你是誰？為什麼要寫這本書？為什麼我要看這本書？”我聽到你的疑問了。

我的程式編寫生涯仍然處於早期階段。有人說，無論哪一門學科，你都要從學徒開始，

經過熟練的階段，最終，有時會成為大師。我要說的是，充其量，我只是位熟練的程式

員。但我很幸運，在我生涯的早期，就與一群 TDD狂熱分子在一起，這對我的程式設計
產生很大的影響，讓我熱切地想與所有人分享。或許你可以說，那是因為我最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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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熱情還沒有消退，因為所學到的東西還在我的腦海裡，才讓我想要將這份熱情

移轉給初學者。

當我第一次學到 Python 時（從 Mark Pilgrim 傑出的著作 Dive Into Python），我看到

TDD 的概念，心想著“是的，我完全可以瞭解它的意義。”或許你第一次聽到 TDD
時，也跟我的想法很相似？它看起來，真的是個合理的做法，它是一種好的習慣，如同

定期使用牙線，或類似的生活習慣。

接著，我在我的第一個大型專案中使用它，你應該可以猜到，在進行專案期間會發生什

麼事情—有客戶、有最終期限、有很多事情要做，所有原本想要採取的 TDD馬上被拋
諸腦後。

而且，其實，還不錯。我很好。

在剛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我告訴自己，我並不是真的需要 TDD，因為它只是一個小型網站，我只要手動
測試，就可以輕鬆知道功能是否一如預期。按下這裡的連結，選擇那一個下拉選單的項

目，就會發生這件事。很簡單。編寫全部的測試程式，感覺起來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此

外，剛滿三週的程式經驗，讓我幻想自己是位非常棒的程式員。我可以搞定它。一切都

很簡單。

之後，可怕的複雜女神來了。她很快就讓我看到，我的經驗有多麼不足。

專案不斷成長。系統各部分開始與其他部分產生關聯。我盡可能地遵循良好的做法，例

如 DRY（Don’t Repeat Yourself，不要寫出重複的程式），但那只會讓我陷入一些非常危
險的情況。很快地，我開始使用多重繼承。類別的階層深達八層。eval陳述式。

我開始害怕修改程式。我再也無法確定哪些地方與哪些地方有關聯，以及，當我修改這

裡的程式，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天哪！我以為那個東西繼承它—不，它是覆寫！哦！

但是它與那一個類別變數有關係。好吧，只要我覆寫覆寫的地方，應該就沒問題了。我

只要檢查一下—但我愈來愈難檢查。現在這個網站有許多區塊，完全親手點擊它們變得

不切實際。所以，還是不要修改還過得去的程式，把重構丟在一邊，湊合使用就好了。

很快的，我的程式變成既醜陋、又混亂。新功能的開發，變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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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後，我很幸運地與一間名為 Resolver Systems的公司共事（現在稱為 PythonAnywhere
（https://www.pythonanywhere.com）），他們使用 Extreme Programming（XP）規範，讓我
知道嚴謹的 TDD。

雖然之前的經驗讓我相信自動測試會帶來的好處，但是在各個階段，我的進度一樣很緩

慢。“我的意思是，一般性的測試聽起來不錯，但那是真的嗎？這些測試？裡面有一些

看起來完全是浪費時間⋯什麼？功能測試以及單元測試？拜託！這太吹毛求疵了吧！還

有這個 TDD“測試／修改最少的程式碼／測試”週期？真蠢！我們不需要這些幼兒學步
的過程！拜託，我們可以預見什麼是正確的答案，為什麼不直接跳過這些，看最後的結

果就好？”

相信我，我再三思考每一條規則，我提議走各種捷徑，我追問每一個看起來沒道理的

TDD環節的正當理由，最終，我看到它蘊含的智慧。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當功能測試
發現我從不認為會發生的錯誤，或單元測試讓我逃過一個真的很蠢的邏輯錯誤時，我腦

海中浮現“謝謝你，測試”。在心理上，它讓開發的過程變成比較沒有壓力。它可以產

出讓人樂於與之共事的程式碼。

所以，讓我來為你介紹它的全貌！

本書的目的

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傳授一種方法—一種開發 web、我認為可製作更棒的 web app，
以及讓開發者更快樂的方法。本書沒有什麼用 google就可以找到的題材，因此這本書不
是在教導 Python語法，或 web開發本身。相反，我希望教你使用 TDD來達成我們共同
的神聖目標：可動作，且簡潔的程式碼。

因此，我會使用 Django、Selenium、jQuery 與 Mock 等工具來建構一個全新的 web 
app，不斷探討實際有用的範例。我不會假設你已經瞭解這些工具，所以你應該先翻到
本書的後面，看一下這些工具的介紹，以及 TDD的做法。

在 Extreme Programming中，我們都會做配對編程，所以當我在寫這本書時，會想像自
己與之前的我在一起編寫程式，來解釋這些工具是如何動作，以及解答為何要用這種方

式來寫程式。所以，如果我的口氣有點傲慢，那是因為我並不是那麼聰明，代表我必須

對自己多點耐心。如果我的口氣聽起來具有防禦性，那是因為我是那種令人討厭的人，

會有條理地否定別人的話，因此有時要用許多理由，才能說服自己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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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我將這本書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至六章）：基礎知識

直接討論如何使用 TDD 來建構一個簡單的 web app。我們會先從編寫功能測
試開始（使用 Selenium），接著討論 Django 的基礎知識：model、view、範本
（template），每一個階段都會進行嚴格的單元測試。我也會介紹“測試羊（Testing 
Goat）”。

第二部分（第七至十四章）：Web開發要點
討論一些在開發 web時比較棘手，且無法避免的問題，並展示為何「測試」可以
協助我們處理這些問題：靜態檔案、部署至產品伺服器，表單資料驗證、資料庫遷

移，與可怕的 JavaScript。

第三部分（第十五至二十章）：較進階的主題

Mock、整合第三方驗證系統、Ajax、測試 fixture（可翻成“固定的初始狀態”，以
下使用原文）、從外到內的 TDD，與持續整合（CI）。

以及一些清潔打掃⋯

本書編排方式

本書使用下列的編排規則：

斜體字（Italic）

代表新的術語、URL、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及副檔名。中文以楷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代表程式，並且在文章中代表程式元素，例如變數或函式名稱、資料庫、資料類

型、環境變數、陳述式，與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代表需由使用者逐字輸入的指令或其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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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假設你已經知道的事項，以及你需要預先準備，並且安裝在電腦的軟體。

Python 3與程式設計技術
我在寫這本書時，預設的對象是初學者，但是如果你是程式設計新手，我會認為你已經

學過 Python的基礎知識了。因此，如果你尚未準備好，請學習 Python初學者教程，或
購買入門書籍，例如 Dive Into Python（http://www.diveintopython.net/）或 Learn Python the 

Hard Way（http://learn pythonthehardway.org/），或者，如果你想更有樂趣，Invent Your 

Own Computer Games with Python（http://inventwithpython.com/），它們都是傑出的介紹 
書籍。

如果你有程式設計經驗，但是才剛接觸 Python，應該也可以順暢地跟隨本書的腳步。
Python是可以讓人愉快、輕鬆理解的語言。

我在此書中使用 Python 3。當我在 2013-14年用 Python 3來寫程式時，它已經問世好幾
年了，應該全世界都認為它是首選的版本。你可以在 Mac、Windows或 Linux上跟著這
一本書實作。以下會詳細解說各個作業系統的安裝說明。

這本書是用 Python 3.3與 Python 3.4來測試的。如果你因為其他的原因而

使用 3.2，可能會發現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所以最好升級為較新的版本。

我不建議你使用 Python 2，因為它們的差異更大。如果你的下一個專案剛好使用 Python 
2，你也可以進行所有課程，但是，當你的程式輸出的結果與我不一樣時，花時間來找
出原因究竟是因為 Python 2的關係，還是你的錯，是很沒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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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使用 PythonAnywhere（http://www.pythonanywhere.com）（我一開始使用的

PaaS），而不是在電腦上安裝 Python，請先閱讀附錄 A再開始。

無論如何，我希望你去操作 Python，來瞭解如何透過命令列啟動它（通常使用指令
python3），與瞭解如何編輯 Python檔，並執行它。再說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疑問，請參
考我之前建議的三本書。

如果你已經安裝 Python 2，但很擔心安裝 Python 3會損壞它，不用擔

心！ Python 3與 2可以在同一個系統裡和平共處，而且它們會在完全不

一樣的地方儲存它們的套件。你只要確定你用一個指令來啟動 Python 3

（python3），另一個指令來啟動 Python 2（通常只要 python）就可以了。

同樣的，當我們安裝 Python 3 的 pip 時，只要確定它的指令（通常是

pip3）與 Python 2的 pip不同即可。

HTML的動作原理
我也會假設你已經知道 web的基本知識—什麼是 HTML、什麼是 POST請求等等。如
果你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應該先尋求 HTML基本教材，在 http://www.webplatform.org/可

以找到一些。如果你知道如何在 PC上製作一個 HTML網頁，並且用瀏覽器打開它，也
知道什麼是表單，與它的工作原理，那你應該就準備好了。

JavaScript
本書的後半段會用到一些 JavaScript。如果你不懂 JavaScript，在看到那裡之前先不用擔
心，而且如果你發現自己不是很瞭解，屆時我會建議一些教材。

需要安裝的軟體

除了 Python之外，你需要：

Firefox瀏覽器
用 Google搜尋一下，你就可以取得你目前使用的平台的安裝程式。Selenium可以驅
動所有主要瀏覽器，但是 Firefox是最容易用來示範的一種，因為它可以很可靠地跨
平台運行，此外，它較不涉及商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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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版本控制系統
所有平台都可以在 http://git-scm.com/使用它。

pip Python套件管理程式
它是 Python 3.4內建的（Python通常不這麼做，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為了確保
我們使用的是 Python 3版的 pip，我一定會在指令列範例中使用 pip3來執行。它或
許是 pip-3.4，或 pip-3.3，依你的系統而定。請查閱每一種作業系統的說明，來瞭
解進一步的資訊。

Windows注意事項

Windows的使用者有時會覺得自己被忽視了，因為 OS X與 Linux的存在，讓人
很容易忘了除了 Unix之外，還有另一個世界。用反斜線來當成目錄的分隔符號？
用字母來當成磁碟機代號？什麼？儘管如此，你還是可以在Windows上跟著這本
書的腳步。以下有幾點提示：

1. 當你在 Windows上安裝 Git時，一定要選擇“Run Git and included Unix tools 

from the Windows command prompt”。接著你會執行一個名為“Git Bash”的程
式。使用它來作為主要的指令提示字元，你會取得所有好用的 GNU指令列工
具，例如 ls、touch與 grep，以及使用正斜線的目錄分隔符號。

2. 當你安裝 Python 3時，一定要選取圖 P-1的“Add python.exe to Path”選項，
來確保你可以在指令列執行 Python。

圖 P-1　在安裝程式中，將 python加到系統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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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Windows，Python 3的執行程式稱為 python.exe，它與 Python 2一模一樣。
為了避免弄錯，請在 Git Bash二進位資料夾中建立一個符號連結，如：

 ln -s /c/Python34/python.exe /bin/python3.exe

 你需要在 Git-Bash按下右鍵，並選擇“Run as an administrator”來讓那一個
指令可以動作。另外，這個符號連結只能在 Git Bash中使用，無法在一般的
DOS指令提示字元下使用。

4. Python 3.4含有 pip，即套件管理工具。你可以在指令列中，透過 which pip3
來檢查它是否已被安裝，你應該會看到 /c/Python34/Scripts/pip3。

 如果因為某些原因，你的 Python 3.3 沒有 pip3，請在 http://www.pip-installer.

org/查閱安裝說明。在寫這本書時，你要下載一個檔案，並用 python3 get-
pip.py來執行它。當你執行設定指令碼時，務必使用。

python3如果你打開 Git-Bash指令提示字元後，可以在任何一個資料

夾執行 python3或 pip3，就代表以上都沒問題了。

MacOS注意事項

MacOS比 Windows還要容易處理一些，不過直到不久前，安裝 pip3仍然有些麻
煩。但隨著 3.4的到來，事情就容易多了：

• 用下載來的 Python 3.4 安裝程式來安裝，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http://www.

python.org）。它也會自動安裝 pip。

• Git安裝程式應該也“勉強可以動作”。

與 Windows很像，你可以開啟終端機，並在任何地方執行 git、python3或 pip3，
就可以測試它們是否可以正常動作。如果你遇到任何問題，搜尋“system path”
與“command not found”應該可以找到一些不錯的困難排除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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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查看 Homebrew（http://brew.sh//）。在之前，如果你要在

Mac安裝許多 Unix工具（包括 Python 3），它是唯一可靠的方式 1。

雖然現在 Python安裝程式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未來你還是會發現它

好用的地方。使用它時，你需要下載共 1.1 GB的 Xcode，但它也會

提供一個 C編譯器，這算是一個不錯的副作用。

1

Git的預設編輯器，與其他的基本設定
我會一步一步教你使用 Git，但你最好先將一些東西設定好。例如，當你第一次提交程
式時，在預設情況下，vi會跳出來，此時你會搞不清楚它的功用。嗯，因為 vi有兩種模
式，你也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學習一些 vi指令（按下 i 鍵進入插入模式，輸入你

的文字，按下 <Esc> 回到一般模式，接著使用 :wq<Enter> 寫入檔案並離開）。接著，

你就會成為知道這種古老、受人尊敬的文字編輯器的人。

你也可以直截了當地拒絕使用這種應該停留在 1970年代，荒謬的落伍工具，並設置
Git來使用你所選擇的編輯器。按下 <Esc>再 :q!來退出 vi，接著改變你預設的 Git編輯
器。請參考 Git文件來瞭解基本的 Git 設定（http://git-scm.com/book/en/Customizing-Git-

Git-Configuration）。

需要的 Python套件
安裝 pip之後，你就可以輕鬆地安裝新的 Python套件了。我們會隨著進度安裝一些套
件，但有一些套件是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安裝的，因此你應該馬上安裝它們：

• Django，sudo pip3 install django==1.8.4（在 Windows 省略 sudo）。這是我們的
web框架。你應該安裝 1.82版，才可以在指令列上執行 django-admin.py。如果你需
要協助，Django文件（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intro/install/）有一些安裝

說明。

• Selenium，sudo pip3 install --upgrade selenium（Windows省略 sudo），是一種瀏
覽器自動化工具，我們會用它來驅動所謂的功能測試。

1 但我不建議用 Homebrew 來安裝 Firefox：brew會將 Firefox 二進位檔放在奇怪的地方，讓 Selenium 無法
找到它。你可以用其他方式處理這個問題，不過用一般的方式來安裝 Firefox 比較簡單。

2 我在 2015 年春季將這本書更新為 Django 1.8，它是一種 LTS，或許它在一段時間內不會再升級了。即使
Django 專案釋出新的版本，也請安裝這個版本。當然，當你回去自己的專案時，可以使用最新的技術！



xvi | 前提與假設

請務必安裝最新的版本。Selenium已經參與主流瀏覽器的軍備競賽了，試著趕上最新的
功能。如果你發現 Selenium的行為異常，答案通常是：那是最新版的 Firefox，而你需
要升級為最新的 Selenium⋯

除非你完全確定自己正在做什麼，否則不要使用 virtualenv。我們會在第

八章開始使用它。

關於 IDE

如果你來自 Java或 .NET的世界，或許希望可以用 IDE來編寫 Python程式。它們
有各式各樣好用的工具，包括 VCS整合，且市面上有一些很棒的 Python用 IDE。
當我剛起步時，也使用過它們，並且在前幾個專案中，發現它很好用。

我可以建議你（只是建議），至少在學習這本書的課程中，不要使用 IDE嗎？ IDE
在 Python世界中沒什麼必要性，而且我在寫這本書時，會假設你只使用基本的文
字編輯器與指令列。有時你會只有這些工具（例如，當你在伺服器上工作時），因

此，先學習如何使用基本的工具，並瞭解它們如何動作，是很有價值的。它們是

你一定可以擁有的工具，雖然或許你決定在讀完這本書之後，回去使用 IDE與所
有好用的工具。

這些建議不適合你嗎？或你有更好的意見？請聯繫：

obeythetestinggoa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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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元測試， 
來測試簡單的首頁

在上一章的最後，我們的功能測試是失敗的，它告訴我們，它希望網站的首頁標題有

“To-Do”。是時候開始製作我們的應用程式了。

小心：有些事情即將成真

頭兩個章節是故意安排得精簡的。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編寫更大量的程式。我預

測，在某個時刻，事情會開始出錯。你會開始看到，有些結果與我所說的不同。

這是件“好事”，因為這會成為真正的品格建立“學習經驗”TM。

有一種可能是，我給你一些模糊的解釋，但你做的一些事情與我期望的不同。退

一步，並思考我們在這本書想要實現什麼。我們正在編輯哪一個檔案，我們希望

讓使用者可以做什麼事，我們正在測試什麼，以及為何要測試？或許原因是你正

在編輯錯誤的檔案或函式，或執行錯誤的測試。我想，你會從這些停下來思考的

時刻學到更多 TDD的東西，比你在所有地方都按照說明順利地進行複製貼上還 
要多。

它也有可能是真正的 bug。請仔細地閱讀錯誤訊息（請看本章稍後我對於讀取
回溯訊息的說明），你會找到真相的。那或許只是缺少逗號或最後的斜線，或在

Selenium尋找方法中少了“s”。但是，因為 Zed Shaw良好地製作它，這種除錯也
是絕對必要的學習過程，所以請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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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找不出原因，請寫 email給我（或試試 Google Group（https://groups.

google.com/forum/#!forum/obey-the-testing-goat-book））。開心地除錯吧！

我們的第一個 Django App，與我們的第一個單元測試
Django鼓勵你將你的程式寫入 apps：它的理論是，你可以使用其他人開發的第三方

app，你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專案中重複使用你自己的 app⋯只是我承認我從未真的這樣做
過！不過，app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可良好地組織你的程式。

我們來開始編寫待辦事項清單的 app：

$ python3 manage.py startapp lists

這會在 superlists/lists建立一個資料夾，在 superlists/superlists旁邊，而且它裡面有許多

placeholder檔案供 model、view與我們最有興趣的測試工具使用：

superlists/
├── db.sqlite3
├── functional_tests.py
├── lists
│   ├── admin.py
│   ├── __init__.py
│   ├── migrations
│   │   └── __init__.py
│   ├── models.py
│   ├── tests.py
│   └── views.py
├── manage.py
└── superlists
    ├── __init__.py
    ├── __pycache__
    ├── settings.py
    ├── urls.py
    └── wsgi.py

單元測試，以及它們與功能測試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們為許多東西貼上標籤，單元測試與功能測試的界線有時會有點模糊。但是，最

基本的差異在於，功能測試是從外面測試應用程式，從使用者的觀點。單元測試會從內

部測試應用程式，從程式員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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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遵循的 TDD做法，希望我們的應用程式採取這兩種測試方式。我們的工作流程 
類似：

 1. 我們一開始先編寫功能測試，從使用者的觀點來說明新的功能。

 2. 當我們有一個失敗的功能測試時，開始思考如何寫出可以讓它通過的程式（或至少
修正它目前的失敗）。現在我們使用一或多個單元測試來定義程式的行為，概念是，

我們寫的每一行產品程式都應該被我們的其中一項（至少）單元測試測試過。

 3. 當我們的單元測試失敗時，就盡可能地寫最少量的應用程式碼，只要足以讓單元測

試通過即可。我們可能會多次重複執行步驟 2與 3，直到我們認為可以將功能測試
稍微往前推進。

 4. 現在我們可以再次執行功能測試，並看它們是否通過或稍微進步。這可能會促使我
們編寫一些新的單元測試，以及一些新的程式等等。

你可以看到，一路上，功能測試會在較高的層面驅動我們所做的開發，而單元測試會在

較低層面驅動我們做的事情。

這看起來似乎有些多餘？有時你會這麼想，但功能測試與單元測試的目的全然不同，而

且它們看起來通常會非常不一樣。

功能測試可以協助你建構一個具備正確功能的應用程式，並確保你永遠不

會不小心毀壞它。單元測試可以協助你寫出簡潔且沒有 bug的程式碼。

我們已經討論夠多的理論了，接著來看它們在實務上看起來的樣子。

Django的單元測試
我們來看如何編寫首頁外觀的單元測試。在 lists/tests.py開啟新檔案，你會看到這個：

lists/tests.py.
from django.test import TestCase

#在這裡寫你的測試程式。

Django 建議我們使用它提供的，好用的 TestCase特殊版本。它是標準的 unittest.
TestCase的增強版本，加入一些額外的 Django獨有功能，我們會在接下來幾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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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知道，TDD週期是從失敗的測試開始，接著編寫程式來讓它通過。好吧，在我
們到達那一個階段之前，我們想要知道，我們所編寫的單元測試最終會被自動測試執行

器執行，無論那是什麼。在 functional_tests.py這個案例中，我們會直接執行它，但這個

Django製作的檔案有點像個魔法。所以，為了確定，我們來製作一個故意裝傻的失敗 
測試：

lists/tests.py.
from django.test import TestCase

class SmokeTest(TestCase):

    def test_bad_maths(self):
        self.assertEqual(1 + 1, 3)

接著，我們來呼叫這個神秘的 Django測試執行器。與之前一樣，它是一個 manage.py 

指令：

$ python3 manage.py test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F
======================================================================
FAIL: test_bad_maths (lists.tests.SmokeTest)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workspace/superlists/lists/tests.py", line 6, in test_bad_maths
    self.assertEqual(1 + 1, 3)
AssertionError: 2 != 3

 ---------------------------------------------------------------------
Ran 1 test in 0.001s

FAILED (failures=1)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非常好。這個機制看起來可以動作。現在是一個提交的好時機：

$ git status  #應該會讓你看到 lists/是未被追蹤的
$ git add lists
$ git diff --staged  #將會顯示你要提交的程式的差異
$ git commit -m "Add app for lists, with deliberately failing unit test"

你已經猜到了，-m旗標可讓你在指令列傳入提交訊息，因此不需要使用編輯器。你可以
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來使用 Git指令列，我只是讓你知道我看過的主要用法。主要的規
則是：在你提交程式碼之前，務必再次查看你要送出的東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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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ngo的 MVC、URL與 View功能
Django大致上的結構是典型的 Model-View-Controller（MVC）模式。嗯，大致上。它當

然有 model，但它的 view比較像 controller，而且它其實是屬於 view的範本，但概念大
致上相同。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 Django FAQ查看討論細節（https://docs.djangoproject.

com/en/1.8/faq/general/）。

無論如何，如同所有的網頁伺服器，Django的主要工作是，當使用者尋求我們的網站的
特定 URL時，決定該做什麼事情。Django的工作流程類似這樣：

 1. 一個 HTTP 請求跑進來，要求一個特定的 URL。

 2. Django會用一些規則來決定哪些 view函式應該處理請求（這稱為解析 URL）。

 3. view函式處理請求，並回傳一個 HTTP 回應。

所以我們想要測試兩件事：

• 我們可以將 URL解析為網站的根目錄（“/”），指向我們製作的特定 view函式嗎？

• 我們可以讓這個 view函式回傳一些 HTML，好讓功能測試可以通過嗎？

我們先從第一件事開始：開啟 lists/tests.py，並將我們的愚蠢測試改成這樣：

lists/tests.py.
from django.core.urlresolvers import resolve
from django.test import TestCase
from lists.views import home_page  # ❶

class HomePageTest(TestCase):

    def test_root_url_resolves_to_home_page_view(self):
        found = resolve('/')  # ❷
        self.assertEqual(found.func, home_page)  # ❸

它們在做什麼？

❷❸ resolve是 Django在內部用來解析 URL，並找出它們應該對應至哪一個 view函
式的函式。我們查看那一個 resolve，當你在呼叫它時使用“/”時（網站根目
錄），它會找出一個叫做 home_page的函式。

❶ 這是什麼函式？它是我們接下來要編寫的 view 函式，它會回傳我們想要的
HTML。你可以在 import看到，我們準備將它存在 lists/view.py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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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認為當我們執行測試程式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 python3 manage.py test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home_page'

這是很容易猜到，且不好玩的錯誤：我們試著匯入某個還沒有寫好的東西。但它仍然

是個好消息，基於 TDD的目的，你可將可預測的例外視為預料中的失敗。因為我們
同時有失敗的功能測試與單元測試，所以我們得到測試羊的滿滿祝福，可以開始編寫 
程式了。

終於！我們真的開始寫應用程式了！

很讓人興奮，不是嗎？請注意，TDD意味著長時間的等待之後，只能很緩慢地解決問
題，而且進步很緩慢。特別是，因為我們正在學習，而且才剛起步，所以我們只允許自己

一次改變（或增加）一行，而且我們每次只修改最少的程式，來解決目前的測試失敗。

我在這裡的做法很極端，不過，我們目前的測試失敗是什麼？我們無法從 lists.views
匯入 home_page？ OK，我們來修改它，而且只修改它。在 lists/views.py：

lists/views.py.
from django.shortcuts import render

#在這裡創造你的 view。
home_page = None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當我的同事第一次對我展示 TDD時，我也說過同樣的話（在內
心）。嗯，忍耐一下，我們很快就會談到，這是否玩過頭了。就算你有點無奈，現在先

跟著做，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再次執行測試：

$ python3 manage.py test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E
======================================================================
ERROR: test_root_url_resolves_to_home_page_view (lists.tests.HomePageTest)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workspace/superlists/lists/tests.py", line 8, in
test_root_url_resolves_to_home_page_view
    found = re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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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usr/local/lib/python3.4/dist-packages/django/core/urlresolvers.py",
line 522, in resolve
    return get_resolver(urlconf).resolve(path)
  File "/usr/local/lib/python3.4/dist-packages/django/core/urlresolvers.py",
line 388, in resolve
    raise Resolver404({'tried': tried, 'path': new_path})
django.core.urlresolvers.Resolver404: {'tried': [[<RegexURLResolver
<RegexURLPattern list> (admin:admin) ^admin/>]], 'path': ''}

 ---------------------------------------------------------------------
Ran 1 test in 0.002s

FAILED (errors=1)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讀取回溯記錄

我們來花點時間討論如何閱讀回溯記錄（traceback），因為它是我們在 TDD中經
常做的事情。你很快就會學到如何掃描它們，並找出有關的線索：

======================================================================
ERROR: test_root_url_resolves_to_home_page_view (lists.tests.HomePageTest)  ❶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workspace/superlists/lists/tests.py", line 8, in
test_root_url_resolves_to_home_page_view
    found = resolve('/')  ❷
  File "/usr/local/lib/python3.4/dist-packages/django/core/urlresolvers.py",
line 522, in resolve
    return get_resolver(urlconf).resolve(path)
  File "/usr/local/lib/python3.4/dist-packages/django/core/urlresolvers.py",
line 388, in resolve
    raise Resolver404({'tried': tried, 'path': new_path})
django.core.urlresolvers.Resolver404: {'tried': [[<RegexURLResolver  ❸
<RegexURLPattern list> (admin:admin) ^admin/>]], 'path': ''}  ❹
 ---------------------------------------------------------------------
[...]

❸❹ 你第一眼看到的，通常是錯誤本身。有時那就是你唯一需要看到的東西，

而且它可以讓你馬上找出問題。但是有時，如同這個案例，它並無法清楚 
說明。

❶ 接下來要仔細檢查的事情是：哪項測試失敗了？它是我們預期的東西，也

就是我們剛才所寫的？在個案例中，答案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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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接著我們在我們的測試程式碼裡面查看引發這個失敗的地方。我們從回溯

記錄的最上面開始往下看，尋找測試檔的檔名，來查出哪一個測試函式，及

哪一行程式是造成失敗的原因。在這個案例中，就是在呼叫 resolve函式，
處理“/”URL的地方。

通常會有第四個步驟，繼續在我們自己的應用程式碼中尋找與該問題有關的東

西。在這個案例中，那是所有的 Django程式，但我們會在本書中看到許多關於第
四步驟的例子。

整體來說，我們解讀回溯記錄，知道當我們試著解析“/”時，Django會發出一個
404錯誤，換句話說，Django無法找到對應“/”的 URL。我們來協助它。

urls.py
Django使用一個叫做 urls.py的檔案來定義 URL對應到 view函式的方式。在 superlists/

superlists資料夾裡面有一個主要的 urls.py供整個網站使用。我們來看一下：

superlists/urls.py.
"""superlists URL Configuration

The `urlpatterns` list routes URLs to view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topics/http/urls/
Examples:
Function views
    1. Add an import:  from my_app import views
    2. Add a URL to urlpatterns:  url(r'^$', views.home, name='home')
Class-based views
    1. Add an import:  from other_app.views import Home
    2. Add a URL to urlpatterns:  url(r'^$', Home.as_view(), name='home')
Including another URLconf
    1. Add an import:  from blog import urls as blog_urls
    2. Add a URL to urlpatterns:  url(r'^blog/', include(blog_urls))
"""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include, url
from django.contrib import admin

urlpatterns = [
    url(r'^admin/', include(admin.site.urls)),
]

與之前一樣，有許多 Django提出的實用註解與預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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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一個 url項目，它的開頭是一個正規表達式，定義它適用的 URL，接著說明它該
將這些請求送到哪裡，可能是你匯入的 view函式，或是使用 incoude加入的另一個 urls.

py檔案。

你可以看到，那裡有一個預設的項目，供 admin網站使用。我們還不會使用它，所以先
將它改為註解：

superlists/urls.py.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include, url
from django.contrib import admin

urlpatterns = [
    # url(r'^admin/', include(admin.site.urls)),
]

第一個範例項目有一個正規表達式 ^$，它代表一個空字串。這跟我們以“/”測試過的
網站根目錄一樣嗎？我們來看看，如果我們 include它，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從未遇過正規表達式，現在先知道我講的這個就好，但是要記得去

瞭解它們。

superlists/urls.py.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url

from lists import views

urlpatterns = [
    url(r'^$', views.home_page, name='home'),
    # url(r'^admin/', include(admin.site.urls)),
]

使用 python3 manage.py test再次執行單元測試：

[...]
AttributeError: 'NoneTyp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rindex'

有進展了！我們沒有看到 404了。

這個訊息不是很清楚，但單元測試已在 lists/views.py 裡面產生 URL / 與 home_page = 
None的連結了，現在正在抱怨 home_page不是 NoneType。這給我們一個理由，來將它由
None改為實際的函式。每一個程式碼的改變，都要藉由測試來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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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lists/views.py：

lists/views.py.
from django.shortcuts import render

#在這裡創造你的 view。
def home_page():
    pass

現在呢？

$ python3 manage.py test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
Ran 1 test in 0.003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太棒了！我們的第一個單元測試通過了！因為這是件重大的事情，我覺得值得提交它：

$ git diff  # 應該會在 urls.py、tests.py與 views.py顯示改變
$ git commit -am "First unit test and url mapping, dummy view"

我之後不會再展示 git commit的變更了。同時使用 a與 m旗標，可將所有的更改加到被
追蹤的檔案，並使用指令列的提交訊息。

git commit -am是最快速的方法，但是它所提供的關於“被提交的東西＂

的回饋也是最少的，所以務必預先執行 git status與 git diff，並清楚知

道會有哪些改變被放入。

對 view進行單元測試
接著來編寫 view的測試，將它改成一個會回傳實際的 HTML回應給瀏覽器的函式，讓
它可以做更多事，而不是只是一個不做事的函式。開啟 lists/tests.py，並加入一個新的測

試方法。我們解釋每一個細節：

lists/tests.py.
from django.core.urlresolvers import resolve
from django.test import TestCase
from django.http import HttpRequest



使用單元測試，來測試簡單的首頁  | 31 

from lists.views import home_page

class HomePageTest(TestCase):

    def test_root_url_resolves_to_home_page_view(self):
        found = resolve('/')
        self.assertEqual(found.func, home_page)

    def test_home_page_returns_correct_html(self):
        request = HttpRequest()  # ❶
        response = home_page(request)  # ❷
        self.assertTrue(response.content.startswith(b'<html>'))  #❸
        self.assertIn(b'<title>To-Do lists</title>', response.content)  #❹
        self.assertTrue(response.content.endswith(b'</html>'))  #❺

這個新的測試在做什麼事情？

❶ 我們建立一個 HttpRequest物件，這是當使用者的瀏覽器要求網頁時，Django會
看到的東西。

❷ 我們將它傳給 home_page view，它會給我們一個回饋。當你知道這個物件是一個名
為 HttpResponse的類別的實例時，應該不會感到訝異。接著，我們認為回應（這
個回應是我們送給使用者的 HTML）的 .content有一些屬性。

❸❺ 我們想要讓它的開頭有一個 <html>標籤，並且在結尾關閉。留意，response.
content是原始的位元組，不是 Python字串，所以我們必須使用 b''語法來比較
它們。Django’s Porting to Python 3 文件有更多資訊（https://docs.djangoproject.

com/en/1.8/topics/python3/）。

❹ 而且我們希望在中間某處放一個 <title>標籤，裡面有“To-Do lists”，因為它是
我們在功能測試中指定的東西。

同樣的，單元測試是由功能測試驅動的，但它更接近實際的程式了—現在我們的思考模

式更像程式員了。

現在我們來執行單元測試，看看現在的狀況：

TypeError: home_page() takes 0 positional arguments but 1 was given

單元測試 /編程週期
我們現在可以進入 TTD 單元測試/編程週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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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終端機，執行單元測試，並查看它們失敗的原因。

 2. 在編輯器中，修改最少量的程式，來處理目前的測試失敗。

並且重複做！

我們愈想要寫出正確的程式，就要修改最少量的程式，這是為了絕對確保每一個程式碼

都被測試正確。這看起來可能會很辛苦，但是當你進入狀況時，其實可以快速地進展，

因此，在工作時，我們通常會持續修改微少的程式，就算我們有信心可以跳過。

我們來看，這個工作週期的速度可以多快：

• 修改最少的程式：

lists/views.py.
 def home_page(request):
     pass

• 測試：

     self.assertTrue(response.content.startswith(b'<html>'))
 AttributeError: 'NoneTyp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content'

• 編寫程式—我們使用 django.http.HttpResponse，一如預期：

lists/views.py.
 from django.http import HttpResponse
 
 #在這裡創造你的 view。
 def home_page(request):
     return HttpResponse()

• 再次測試：

     self.assertTrue(response.content.startswith(b'<html>'))
 AssertionError: False is not true

• 再次編寫：

lists/views.py.
 def home_page(request):
     return HttpResponse('<html>')

• 測試：

 AssertionError: b'<title>To-Do lists</title>' not found in 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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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寫：

lists/views.py.
 def home_page(request):
     return HttpResponse('<html><title>To-Do lists</title>')

• 測試—應該完成了？

     self.assertTrue(response.content.endswith(b'</html>'))
 AssertionError: False is not true

• 拜託，最後一次：

lists/views.py.
 def home_page(request):
     return HttpResponse('<html><title>To-Do lists</title></html>')

• 確定？

 $ python3 manage.py test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
 Ran 2 tests in 0.001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好了！接著，我們來執行功能測試。如果啟動開發伺服器沒有在運行，別忘了啟動它。

這感覺像比賽的白熱化階段，可以成功嗎？

$ python3 functional_tests.py
F
======================================================================
FAIL: test_can_start_a_list_and_retrieve_it_later (__main__.NewVisitorTest)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functional_tests.py", line 20, in
test_can_start_a_list_and_retrieve_it_later
    self.fail('Finish the test!')
AssertionError: Finish the test!

 ---------------------------------------------------------------------
Ran 1 test in 1.609s

FAILED (failures=1)

失敗了？什麼？喔，那只是小小的提示？好了嗎？好了！我們有一個網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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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咳。嗯，在本章的結尾，我認為這是令人興奮的事情。你或許還有一些困惑，或許渴

望知道這些測試的理由，別擔心，很快就會讓你看到，我只是希望你在本章快結束的時

候，感受到興奮。

接著稍做提交，冷卻一下情緒，並反思我們討論了些什麼：

$ git diff  #應該會顯示 tests.py內的新測試，與 views.py內的 view
$ git commit -am "Basic view now returns minimal HTML"

這章的篇幅真多！何不試著輸入 git log，或許使用 --oneline旗標，來提示我們做了些
什麼：

$ git log --oneline
a6e6cc9 Basic view now returns minimal HTML
450c0f3 First unit test and url mapping, dummy view
ea2b037 Add app for lists, with deliberately failing unit test
[...]

還不錯，我們已經討論過：

• 啟動 Django app

• Django單元測試執行器

• FT與單元測試的差異

• Django URL解析，與 urls.py

• Django view函式，請求與回應物件

• 以及回傳基本的 HTML

實用的指令與概念

執行 Django開發伺服器
python3 manage.py runserver

執行功能測試

python3 functional_tests.py

執行單元測試

python3 manage.py test

單元測試/編程週期

1. 在終端機執行單元測試。

2. 用編輯器修改最少量的程式。

3. 重複！

第四章

我們用這些測試來做什麼？

我們在這些測試裡面做了什麼？我們已經看過 TDD的基本操作，現在要暫停一下，討
論為何我們要做這些事。

親愛的讀者，我可以想像你們有些人看起來有點受挫並且退縮，或許有些人之前有做過

一些單元測試，或許有些人正匆忙上路。你曾經忍住一些問題不問，如：

• 這些測試不會有點過頭了嗎？

• 它們有些肯定是多餘的？功能測試與單元測試有些重複的地方。

• 我的意思是，你在單元測試中，匯入 django.core.urlresolvers做什麼？它不是
Django測試程式，也就是測試用的第三方程式碼嗎？我認為這是一個禁忌？

• 這些單元測試顯得瑣碎：測試一行宣告式，還有回傳一個常數的單行函式！這不是
在浪費時間嗎？我們難道不該把測試的時間省下來，用在較複雜的東西上？

• 在單元測試／編程週期中，那些微細的改變又是怎麼回事？我們當然可以真接跳到
最後？我的意思是，home_page = None！？真的？

• 你沒有告訴我：你真的在實際的世界中這樣寫程式？

啊，年輕的蚱蜢。我也曾經充滿這些疑問。也因為它們都是很棒的問題。事實上，我還

是會問自己這類的問題，無時無刻。做這些事情真的有價值嗎？我們是否有點不明就裡

地、儀式性地使用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