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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當出版社詢問我願不願意技術校閱 Ruby的書籍並且寫序的時候，我只覺得
奇怪，市面上早已經有各式各樣的 Ruby書籍，從入門到進階如 Ruby虛擬
機器核心的都有，「再寫一本 Ruby書籍還能討論什麼？」雖然我同意看看
書稿，但卻沒想到能看到一本議題新奇、內容紮實的 Ruby好書。這本書完
全不像其他任何的 Ruby書籍，而且我猜想不論初學還是老手，只要讀了這
本幾百頁的書，都能變成更優秀的 Ruby程式設計師。

從我開始接觸 Ruby至今，過去這十年已經讓這個程式語言成熟很多。早期
的宣傳階段曾將 Ruby吹捧成所有程式語言的終極目標，當時激增了許多程
式庫，多到讓人覺得每天都會有程式庫遭到放棄並再重建，因此無人相信這

些程式庫會獲得持續的更新。另一個新的熱門語言在當時開始浮現，Ruby
也歷經了一段被視為過氣語言的階段。但現在，雖然我們知道 Ruby還無法
解決所有的問題（例如你不會以 Ruby編寫下一代大型作業系統），不過終
於將 Ruby視為能用來解決諸多問題的實用又有效率的語言。

這本書的內容並非涵蓋語法或進階練習，而是巧妙的引介真實世界裡不會當

機、易於維護、執行快速的 Ruby應用程式最佳實作。這是一本所有 Ruby
程式設計師都該閱讀的書；初學者應該學習最好的實作，才更能理解語言本

身，而有經驗的開發人員應該仔細確認自己的作法，或許也能學到不少新

東西。

這本書是以我最愛的方式所寫：提供很多範例，而且不僅解釋這些範例的

“What＂和“How＂，更解說了“Why＂。雖然這些最佳實作都已存在 Ruby
社群多年，而且都已相當成熟，但很重要的是應該要始終保持懷疑、提出疑

問，或許就能找出改進舊作法的全新最佳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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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我希望你能透過這本書而有一趟快樂的旅程，而且非常期盼你能在這短短數

百頁就變成 Ruby程式設計師。

― 米契爾橋本，HashiCorp創辦人及執行長、Vagrant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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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的程式語言通常會發生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會花時間學習語言的語

法和結構，如果先前已有學習程式語言的經驗，這個階段通常就不長。就

Ruby這個例子而言，已經有其他物件導向語言經驗的人，將會非常熟悉它
的語法，而有經驗的程式設計師應該也很熟悉這個語言的結構（也就是如何

以語法建構程式）。

再者，第二個階段可能要多花點功夫，才能深入程式語言，並且學到它的特

有用語。多數語言有其解決共同問題的獨特方式，Ruby也一樣；例如 Ruby
使用區塊和迭代器的範式（而非直接使用迴圈）。在避免踩到地雷的同時，

學習以「Ruby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就是這個階段的重點。

而這也就是這本書的重點。不過這並非介紹性質的書。我假設你已經完成第

一階段的 Ruby學習，也就是學過 Ruby的語法和結構。我和這本書的目標
是讓你深入 Ruby；我要示範如何發揮這個語言最大的效益，以及如何編寫
更為可靠、易於維護的高效率程式碼。藉此，我們也將探索 Ruby直譯器的
內部運作方式，以及能寫出更有效率程式碼的知識。

Ruby眾多的實作物與版本

如你所知，Ruby社群的貢獻者非常活躍，他們在各種專案持續付出，包括
不同的 Ruby直譯器實作物。除了官方的 Ruby實作物（簡稱為 MRI），還
有其他幾個可供選擇。需要將 Ruby應用程式部署到已經設定成能執行 Java
應用程式的商業運轉伺服器嗎？沒問題，這就是 JRuby的目的。此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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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執行 Ruby應用程式的環境嗎？社群也提供了這樣的
Ruby實作物。

能有多種實作物可供選擇，這意味著 Ruby不僅活著，而且活得很好。很顯
然，雖然它們每一個都有獨特的內部實作，但是對編寫 Ruby程式碼的程式
設計師而言，這些直譯器的執行結果都和你不會多慮的 MRI相當接近。

這本書大多數的內容都適用所有的 Ruby實作物，唯獨的例外是描述 Ruby
內部細節的做法，例如記憶體回收器的運作方式。在這些情況，我就會將焦

點縮小到官方的 Ruby實作物，也就是 MRI。而且遇到這種情況時，我就會
在書中明確指出 Ruby版本，因此你就會知道我所討論的是官方的 Ruby實
作物。

談到特定版本，本書所有的程式碼都已在 Ruby 1.9.3及後續版本測試過。寫
作此書之際，Ruby 2.1是最新版本，2.2版則受到期待。如果我未在此書提
及 Ruby的特定版本，表示其範例程式碼就能適用所有支援的版本。

關於風格

大多數的情況下，Ruby程式設計師會以單一格式編寫他們的 Ruby程式碼，
甚至還有少數的 Ruby-Gem能檢閱你的程式碼，如果程式碼未符合預先設定
的風格規則，Gem會喋喋不休的發出警告。之所以提到這點，是因為我在
此書範例所採用的風格，與一般正規的風格略有不同。

當我提供引數並呼叫方法，會以括號括住引數，而且不會在前面的括號和方

法名稱之間留有任何空白。經常會看到 Ruby程式設計師以不加括號的方式

來呼叫方法，這或許是因為 Ruby並不會這麼要求。但如同即將在第 1章所
述，某些情況如果略過括號，會導致程式碼變得模稜兩可，結果就是迫使

Ruby猜測你的原意。因為這樣的模稜兩可，讓我認為省略括號是個壞習慣，
社群也需要戒掉這個壞習慣。

我使用括號的另一個理由是要清楚的呈現識別字到底呼叫的是方法還是關鍵

字。或許你很訝異你以為的關鍵字其實是方法（例如 require）。使用括號有

助於解釋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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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整本書都是以 RI標記法表示我所提及的方法，如果你還不熟悉這種
標記法，沒關係，它很容易學，而且非常有用。它主要的目的是區分類別和

實體方法的不同。提及類別方法時，我會編寫類別和方法的名稱，並且以 2
個冒號（::）隔開它們。例如 File::open是源自 File類別的 open類別方法。

同樣的，實體方法的編寫方式是以數值符號（#）隔開類別名稱和實體方法

名稱（例如 Array#each）。模組方法（例如 GC::stat）和模組實體方法（例

如 Enumerable#grep）的情況也相同。本書第 40項做法將會更深入討論 RI標
記法，以及如何利用它來查詢方法文件，而這段小小的入門說明也足以讓你

有個初步的認識。

何處取得原始程式碼

我們會在這整本書檢閱許多範例程式碼，為了讓它容易瞭解，通常會將程式

碼拆成若干小塊，每次可能只說明其中一小部分，不重要的細節就會略過。

但有時候可能會想要有個更大的輪廓，而希望馬上看到所有的程式碼。所有

的程式碼可以在本書網站找到：http://effectiverub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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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習慣 Ruby

對你所學的每個程式語言來說，深入並發覺語言的特性，是很重要的事。

Ruby也一樣。儘管它從先前的語言借了很多東西，但 Ruby的確擁有自己
的處理邏輯，而且有時候這些邏輯會讓你大吃一驚。

這趟學習之旅將從檢視 Ruby程式設計的獨特概念作為起點，也就是那些影
響你程式的每個部分。掌握了這些要點之後，你就準備好能面對後續章節。

01做法  瞭解 Ruby所謂的真

每種語言似乎都有自己處理布林值的方式，有些語言只有單一的真或偽的表

示方式，有些語言的表示方式則是讓人困惑的混合類型：有時真、有時偽。

無法理解何者真、何者偽，將會導致條件運算式出現臭蟲。例如你知道有幾

種語言將數值零當作偽？又有哪些語言將數值零當作真？

Ruby有自己的處理邏輯，包括布林值。值得慶幸的是，要釐清何者真、何
者偽的規則非常簡單，它和其他語言並不相同，而這也正是這項做法之所以

存在的原因，所以請務必瞭解：在 Ruby，除了 false和 nil，其他所有的值

都是真。

這值得花點時間思考其意涵。儘管它是條簡單的規則，但若相較其他主流語

言，結果卻是有些奇怪。諸多程式語言的數值零是偽，其他所有數值則是

真。對從其他語言跨入 Ruby的程式設計師來說，這可能是最大的陷阱。

如果你是從其他語言跨進 Ruby，其他還會影響你的 Ruby詭技，就是以為
true和 false是關鍵字。它們不是。事實上，不遵循命名和指定規則的全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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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才是它們的最佳寫照。我的意思是，它們開頭的字元不是 $，這就像大

多數的全域變數，而且也不會將它們用在指定工作的左側。但除了這些之

外，它們就是全域變數。你看看：

irb> true.class
---> TrueClass

irb> false.class
---> FalseClass

如你所見，true和 false的行為就像全域物件，而且就如同任何物件，你

能以它們呼叫方法（Ruby也定義了參考到這些 true和 false物件的 TRUE和

FALSE常數）。它們也來自 2個不同的類別：TrueClass和 FalseClass，這 2個
類別都不允許建立新的物件；true和 false就是我們所能獲得的一切。瞭解

Ruby用在條件運算式的規則，你會發現 true物件只是因為方便而存在。由

於 false和 nil都只是偽值，因此對呈現真值來說，true物件顯得多餘。任

何不是 false也不是 nil的物件，都能達到同樣的目的。

以 2個值來表示偽值，並以其他所有的值表示真值，有時候可能會讓你轉不
過來。常見的例子就是當你需要區分 false和 nil的時候，這會發生在代表

設定資訊的所有物件。這些物件的 false值表示應該要停用，而 nil值則表

示未明確指定的選項，以及應該用來更換的預設值。分別告知它們最容易

的方式，是使用 nil?方法，這會在做法 2進一步說明。另一種方式則是將
false用在 ==運算子的左側：

if false == x
  ...
end

某些語言有所謂文體上的規則，告訴你應該要在比較運算子的左側使用不變

的常數。這並非我為何建議將 false用在 ==運算子的左側運算元。在此例，

功能的理由非常重要。將 false放在左側就意味 Ruby將此運算式解析成呼
叫 FalseClass#==方法（來自 Object類別）。如果右側的運算元也是 false物

件，我們就知道這個方法只會傳回 true。再者，在右側運算元使用 false可

能不會如預期運作，因為其他的類別能覆寫 Object#==方法，並且放寬這個

比較運算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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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的物件視為 nil

irb> class Bad
       def == (other)
         true
       end
     end

irb> false == Bad.new
---> false
irb> Bad.new == false
---> true

像這樣當然很滑稽，但根據我的經驗，這也意味更有可能發生（順便一提，

我們會在做法 12進一步討論 ==運算子）。

請記住

 ► false和 nil 以外的所有值都是 true。

 ► 與多數語言不同的是，Ruby的數值零是 true。

 ► 如果需要區分 false和 nil，可以在左側運算元以 false使用 nil?方法

或者 ==運算子。

02做法  將所有的物件視為 nil

執行中的 Ruby程式裡的每個物件，都是以某種方式繼承自 BasicObject類

別。想像一下，這所有互有相關的物件全都會出現在熟悉的樹狀圖，而此圖

的源頭就是 BasicObject。實際上這意味著某個類別的物件能取代另一個類

別的物件（幸虧有多型）。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將行為像陣列、但實際上

不是陣列的物件傳遞給期待 Array物件的方法。Ruby程式設計師喜歡將此
稱為「鴨子型別」。鴨子型別不會要求物件必須是特定類別的實體，而是將

焦點轉移到該物件能做什麼；也就是說，介面比型別重要。就 Ruby所提供
的 respond_to?方法和 is_a?方法來說，鴨子型別意味著你應該更喜歡使用

respond_to?方法。

但實際上，很少有方法會為了要確定它支援正確的介面，而以 respond_to?

檢查它的引數，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傾向僅在物件叫用方法，如果物件不會回

應特定的方法，我們將它交給 Ruby，Ruby會在執行階段引發 NoMethod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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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表面上這對 Ruby程式設計師似乎真的是個問題，但…，別告訴別
人，這的確是問題。而這也是測試之所以非常重要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什

麼能阻止你不小心將 Time物件傳遞給預期會收到 Date物件方法，我們必須

以妥善的測試找出這種錯誤。感謝測試讓我們因而避免這種類型的問題，但

縱使妥善測試過應用程式，多型替代還是讓人覺得很麻煩，例如這種：

undefined method 'fubar' for nil:NilClass (NoMethodError)

這就是當你呼叫物件的方法所會發生的事，而它原本是那個討厭的 nil物

件…唯一源自 NilClass類別的物件。像這樣的錯誤常常會是漏網之魚，它只

會出現在實際執行的測試，而且往往要使用者做了某些與眾不同的動作才會

出現。另一種情況是發生在方法傳回 nil，然後又直接將這個傳回值傳給另

一個方法當作引數。有大量到令人驚訝的方式，可以將 nil傳入你正在執行

的程式。最好的防禦是假設任何物件都會變成 nil物件，這包括傳到方法的

引數，以及方法的傳回值。

如果要避免在 nil物件叫用方法，最容易的方式就是使用 nil?方法：如果接

收端是 nil就會傳回 true，否則就會傳回 false。當然，nil物件就其布林內

容一定是 false，所以 if和 unless運算式都會如預期運作。以下這幾行程式

碼的結果都相同：

person.save if person
person.save if !person.nil?
person.save unless person.nil?

明確的將變數轉換成預期的型別，通常比一直擔心 nil更為容易。當方法應

該產生結果的時候，縱使它的某些輸入是 nil，也尤其應該是真。Object類

別定義了許多轉換方法，在這種情況就能派上用場。例如 to_s方法會將接

收端轉換成字串：

irb> 13.to_s
---> "13"

irb> nil.to_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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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見，NilClass#to_s傳回空字串。to_s這麼好用是因為 String#to_s只

是傳回自己，而不會執行任何轉換或複製。如果變數已經是字串，那麼使用

to_s只會有最小的額外負擔。但如果 nil因為不明原因終止了，且預期就是

字串，to_s可以省下一天。例如，假設方法預期它其中一個引數是字串，使

用 to_s，你就可以防止引數為 nil：

def fix_title (title)
  title.to_s.capitalize
end

有趣的還不只這些。正如你所預期，幾乎所有內建的類別都有相對應的轉換

方法，例如以下這些用在 nil的就很實用：

irb> nil.to_a
---> []

irb> nil.to_i
---> 0

irb> nil.to_f
---> 0.0

如果要在同一時間考慮好幾個值，你可以利用 Array類別的巧妙絕技。

Array#compact方法會傳回已刪除所有 nil元素的接收端副本，這通常是用來

建構字串，而此字串的構成可以是一組其中包含了 nil的變數。例如若人名

是由名字、中間名、姓氏等 3個部分所構成，其中任何一個皆可是 nil，你

能以下列程式碼建構完整的全名：

name = [first, middle, last].compact.join(" ")

nil物件常常會在出乎你意料的時候悄悄進入你執行中的程式，無論是使用

者輸入、不受限制的資料庫，或者是傳回 nil來告知失敗的方法，一定都會

假設每個變數可能會是 nil。

請記住

 ► 由於 Ruby型別系統的運作，讓任何物件皆可是 nil。

 ► 如果 nil?方法的接收端是 nil，這個方法就會傳回 true，否則會傳回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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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可以，請使用諸如 to_s和 to_i之類的方法，強制將 nil物件轉換

成預期的型別。

 ► Array#compact方法會傳回已刪除所有 nil元素的接收端副本。

03做法  避開隱秘的 Perl主義

如果你曾用過 Perl程式設計語言，那麼你一定得承認 Perl對 Ruby有深深的
影響。大多數的 Perl主義（perlisms）都已完全混入 Ruby，但還是有一些像
是不必要的分號，或抓破腦袋還是想不出的難懂寫法。

Ruby在過去這幾年逐漸成熟，加入了更多的 Perl主義（但其實不使用 Perl
主義也有其他的選擇能達到相同的結果）。隨著時間飛逝，這些源自 Perl的
遺跡遭到官方聲明勿用，或甚至完全從 Ruby消失。然而這其中還是有少數
遺留著，而且你可能偶爾會在荒野中遇到它們。這項做法除了作為避免它們

進入你程式碼的警語，也可以當作解構那些 Perl主義的指南。

你最可能遇到借自 Perl功能的地方，就是那組隱秘的全域變數。實際上，
Ruby的全域變數擁有一些相當自由的命名規則，你可以使用很多種字元作
為變數名稱，這些規則與區域變數、實體變數、甚至常數的規則都不同。想

想那些以 $字元開頭的全域變數，像這樣：

def extract_error (message)
  if message =~ /^ERROR:\s+(.+)$/
    $1
  else
    "no error"
  end
end

以上的程式碼範例有 2個 Perl主義，第 1個是從 String類別使用 =~運算

子，這會傳回字串裡符合右側運算元（通常是正規運算式）的位置，或如果

沒有符合就傳回 nil。如果這個正規運算式符合，就會設定許多全域變數，

所以你就能從字串擷取出資訊。在此例，我使用 $1全域變數擷取出第 1個
擷取群組的內容。這裡就是讓事情開始有點怪異的地方，那個變數看起來好

像是全域變數，但舉止的確又不像。



7

避開隱秘的 Perl主義

=~運算子所建立的變數稱為特殊全域變數，因為它們的範圍被限定在當前

的緒程及方法。本質上，它們是有著全域名稱的區域變數。在先前範例的

extract_error方法之外，$1「全域」變數是 nil，甚至在用了 =~運算子之後

亦然。在此例，傳回 $1變數的值就如同傳回區域變數的值。整個狀況會讓

人困惑，但好消息是它完全可以避免。看看以下的另一種作法：

def extract_error (message)
  if m = message.match(/^ERROR:\s+(.+)$/)
    m[1]
  else
    "no error"
  end
end

使用 String#match會更合適，而且別使用任何以 =~運算子設定的特殊全域

變數。原因是 match方法會傳回 MatchData物件（當正規運算式符合時），而

且它包含了與之前那些特殊全域變數裡相同的所有資訊。你可以在這個版本

的 extract_error方法看到它以索引運算子處理 1的值，給你先前範例 $1所

給你的相同字串。此外這還有額外的功能：很確定的是 MatchData物件就是

傳統的區域變數，因此你能選擇它的名稱（很常見的是在諸如這種 if運算

式的條件式裡處理指定的工作，也就是說，在你意指 ==的時候，完全就是

太容易而無法使用 =。請留意這些類型的錯誤）。

除了那些由 =~運算子所設定，還有其他借自 Perl的全域變數，其中最常見
的就是 $:，它代表的是 Ruby目錄的字串陣列；以要求的方法載入程式庫
時，Ruby就會替此程式庫搜尋那個 Ruby目錄。但你不應該使用 $:全域變

數，而該改用它更具描述意義的別名：$LOAD_PATH。事實上，諸如 $;和 $/

等其他所有這些隱秘的全域變數，都還有更具描述意義的版本，問題是雖然

$LOAD_PATH不需要，但你必須載入程式庫才能存取其他全域變數別名：

require('English')

只要載入上述的 English程式庫，就能以它們較長、較具描述意義的別名

來取代那些所有奇怪的全域變數。如果需要這些別名的完整清單，可參考

English模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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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還有最後一個你應該留意的 Perl主義。不訝異的是它也和全域變數有
關，請看以下的程式碼：

while readline
  print if ~ /^ERROR:/
end

如果你有點看不懂這段程式碼，那我就要恭喜你，因為你一點都不孤單。以

下這兩點可能會是你所好奇的事：print方法實際上會印出什麼；符合那段

正規運算式的結果為何。正巧這個範例的所有方法都能與全域變數一起運

作，嚴格來說是 $_變數。

那麼，這裡是怎麼回事呢？它們全都是以 readline方法起始，更特別的

是 Kernel#readline方法（對此，我們會在做法 6更深入討論，這種情況的
readline是來自 Kernel模組）。這個版本的 readline和它在 IO類別裡的副本

也些不同，你或許猜得到，它會從標準輸入讀取 1行並回傳。奇妙之處在於
它也會將輸入的那行資料存進 $_變數（Kernel#gets也會做同樣的事，但當

到達檔案結尾的記號時，Kernel#gets不會引發例外）。若是在類似的情況呼

叫 Kernel#print卻不加任何引數，會將 $_變數的內容印到標準輸出。

或許你猜到這個一元運算子 ~及正規運算式在做什麼了。Regexp#~運算子會

試著比對正規運算式右側和 $_變數的內容：如果符合，會傳回符合的位置；

否則就傳回 nil。儘管這些方法看起來全都像以不可思議的某種方式一起運

作，不過你現在知道這完全都要感謝 $_全域變數。但為什麼 Ruby要支援這
種方式呢？

這些方法唯一的合理使用之處是在命令列編寫短而簡單的腳本程式，也就是

所謂的「一句話」（one liners）。這能讓 Ruby與 Perl、awk、sed之類的工
具一較長短。當你實際在編寫的程式碼時，應該避免可能會從 $_全域變數

讀取、或寫入 $_全域變數的方法，包括其他我尚未在此列出的類似 Kernel

的方法，像是 chomp、sub、gsub。它們的不同在於，如果未在 Ruby直譯器
的命令列選項使用 -n或 -p，就無法再將它們用在新近的 Ruby版本；也就
是說，少了那些命令列選項的其中一個，它就像這些甚至不存在的方法。這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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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可以看到更多隱秘的 Perl主義會如何影響你程式碼的閱讀性，以及
維護的難易度。尤其是那些難懂的全域變數，以及全域名稱。最好能使用

Ruby本身的方法（String#match vs. String#=~），以及更長、更具描述意義
的全域變數名稱（$LOAD_PATH vs. $:）。

請記住

 ► 與其使用 String#=~，請優先使用 String#match， 後者會傳回 MatchData

物件裡所有符合的資訊，而不是幾個特殊的全域變數。

 ► 使用更長、更具描述意義的全域變數別名，而不要使用相對應的既短又
隱秘的名稱（例如以 $LOAD_PATH取代 $:）。大多數較長的名稱只能在載

入 English程式庫之後使用。

 ► 避免可能會從 $_全域變數讀取或者會寫入 $_全域變數的方法（例如

Kernel#print、Regexp#~等等）。

04做法  留意常數並非固定不變

如果你是從其他程式設計語言跨入 Ruby，還有一件會讓你出乎意料的是，
常數的行為不會如你所預期。但在深入這個議題之前，先讓我們討論 Ruby
如何看待常數。

當你開始學習 Ruby的時候，書本或老師可能會告訴你常數是由大寫字母、
數字、底線所組成的識別字，包括 STDIN、ARGV、RUBY_VERSION等等都是常數

的例子。但實情並不只這樣。實際上，常數是大寫字母開頭的任何識別字，

也就是說像是 String和 Array等識別字也全都是常數。是的，Ruby的類別
和模組名稱實際上都是常數。先記住這些，再讓我們近身檢視 Ruby的常數
和其他像變數之類的東西有何不同。

一如其名所示，常數意指在程式的生命週期保持不變。因此你可能以為

Ruby會阻止你更改已儲存在常數裡的值，但這樣的以為並不正確。看看以
下的程式碼：

module Defaults
  NETWORKS = ["192.168.1", "192.168.2"]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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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purge_unreachable (networks=Defaults::NETWORKS)
  networks.delete_if do |net|
    !ping(net + ".1")
  end
end

如果你叫用 purge_unreachable方法而沒有提供引數，它會在無意中更改常

數，而且 Ruby不會有所警告。常數的本質其實比不能改變的值更像全域變
數，如果仔細想想，由於類別和模組名稱都是常數，而你可以隨時更改類別

（例如加入方法），那麼 Ruby就需要能更改常數參考到的物件。這對類別
和模組不會有問題，但對於實際上要持續不變的值，那可就不行了。謝天謝

地，這個問題還是有解，我們需要的是 freeze方法：

module Defaults
  NETWORKS = ["192.168.1", "192.168.2"].freeze
end

以此適當的更動，如果 purge_unreachable方法試著更改 NETWORKS常數參考

到的陣列，它會引發 RuntimeError例外。一般的基本原則都會凍結常數，以

防止它們遭到更改。偏偏不巧的是，凍結 NETWORKS陣列還不夠。請看以下的

程式碼：

def host_addresses (host, networks=Defaults::NETWORKS)
  networks.map {|net| net << ".#{host}"}
end

如果沒有提供第 2個引數給 host_addresses方法，它將會修改 NETWORKS陣列

的元素。儘管 NETWORKS陣列本身遭到凍結，但依然可以更改它的元素。你

可能無法從此陣列加入或移除元素，但的確可以更改現有的元素。所以若有

常數參考到諸如陣列或雜湊之類的集合物件，就要凍結該集合及其元素：

module Defaults
  NETWORKS = [
    "192.168.1",
    "192.168.2",
  ].map!(&:freeze).freeze
end

（如果你用的是 Ruby 2.1或更新的版本，可以利用做法 47的技巧，直接凍
結字串常值。在保護元素遭到無意更改時，這能節省一些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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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常數將會把難以瞭解、難以發現的臭蟲變成例外。這是很明顯的勝利，

但偏偏還是不夠。縱使你凍結了常數參考到的物件，指定新值給現有的常數

還是會造成問題。請自己看看：

irb> TIMEOUT = 5
---> 5

irb> TIMEOUT += 5
(irb):2: warning: already initialized constant TIMEOUT
(irb):1: warning: previous definition of TIMEOUT was here
---> 10

如你所見，在 Ruby指定新值給現有的常數是完全合法。你也可以看到 Ruby
產生了警告，告知我們正重新定義常數；但那不過是個警告而已。謝天謝

地，只要無意間重新定義常數，我們就能讓 Ruby引發例外。解決方式有點
笨拙，而且對某些情況可能太過嚴厲，不過卻很簡單。為了防止 Ruby指定
新值給現有的常數，凍結它們定義的類別或模組。你可能甚至要建構你的程

式碼，才能在它們自己的模組定義所有的常數，再隔離凍結方法的效果：

module Defaults
  TIMEOUT = 5
end

Defaults.freeze

定義常數你該考慮 3種層級的凍結，前 2種很容易：凍結常數參考到的物
件、常數定義所在的模組。這 2步驟防止常數遭到更改或指定。第 3種就有
點複雜。我們看過，如果常數參考到字串陣列，就需要凍結該陣列及其元

素。也就是說，你需要深入凍結常數參考到的物件。每個常數都不相同，只

要確定它已完全凍結即可。

請記住

 ► 一定要凍結常數才能防止它遭到更改。

 ► 如果常數參考到諸如陣列或雜湊之類的集合物件，要凍結該集合及其 

元素。

 ► 為了防止指定新值給現有的常數，要凍結定義它們的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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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做法  留意執行階段的警告

Ruby程式設計師在編寫、執行、測試程式碼的時候，喜歡簡短的系統回應
資訊。Ruby是以直譯的方式執行，並沒有編譯階段。但如果你再想想，
Ruby必須做一些和編譯器相同的事情，例如解析我們的程式碼。當你將
Ruby程式碼交給直譯器，在開始執行程式碼之前，它必須執行一些編譯器
會做的工作。探究 Ruby會在 2個階段處理我們的程式碼，將會對你很有
用；這 2個階段分別是編譯階段、執行階段。

編譯階段要解析並瞭解程式碼意涵，執行階段則會執行程式碼；在你思考

Ruby產生的各種類型的警告時，兩者的區別尤其重要。編譯階段出現的警
告通常是 Ruby就能解決的語法問題，執行階段的警告可能是因為草率的程
式設計過程，通常是潛在的臭蟲來源。留意這些警告有助你在錯誤變成真的

問題之前就先修整。討論如何讓 Ruby出現各種警告之前，先讓我們探索一
些常見的警告訊息及導致它們的原因。

編譯階段出現的警告尤其重要，必須特別留意。通常是因為 Ruby遇到語意
模糊的語法，並且從諸多可能的方式選擇其一繼續執行，因而產生了這類警

告。顯然你不想讓 Ruby猜測你真正的意圖。如果未來版本的 Ruby更改了
它語意模糊程式碼的直譯方式，而你程式的執行結果也變得不同，你能想像

這會如何嗎？留意這種類型的警告，你就能隨之更改必要的程式碼，並且在

第一時間就完全避免語意模糊。以下這個例子的程式碼並不清楚，Ruby產
生了警告：

irb> "808".split /0/
warning: ambiguous first argument; put parentheses or even spaces

當 Ruby的解析器找到第 1個斜線，就必須判斷它到底是正規運算式常值的
開頭，還是除法運算子。它在此例做出合理的假設：正規運算式是由斜線開

始，而且應該是 split方法的第 1個引數。但這也不難看出如果除法運算子
及 split命令的結果位在左側運算元將會如何直譯。雖然這個警告本身其實

很空泛，只有一半有用，但解決之道卻相當簡單，只需使用括號：

irb> "808".split(/0/)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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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警告啟用的狀態下將程式碼全都送交 Ruby，你很可能還會看到其
他與運算子和括號相關的警告，理由幾乎都相同，因為 Ruby並非百分百確
定你的意圖，所以它要找出最合理的直譯方式。但還是那句話，你真的要

Ruby猜測你的意圖，還是一開始就完全清楚的呈現你的目的？這裡還有 2
個語意模糊呼叫方法的例子，修正的方式就是在引數前後加上括號：

irb> dirs = ['usr', 'local', 'bin']

irb> File.join *dirs
warning: '*' interpreted as argument prefix

irb> File.join(*dirs)
---> "usr/local/bin"

irb> dirs.map &:length
warning: '&' interpreted as argument prefix

irb> dirs.map(&:length)
---> [3, 5, 3]

其他編譯階段的實用警告都和變數有關，舉例來說，如果你將值指定給變

數，但最終都沒有用過它，Ruby就會發出警告。雖然這可能意味著你有點
浪費記憶體，但也有可能只是忘了。如果你在同一範圍內以相同的名稱建立

了 2個變數（也稱為變數影子），也會收到警告。如果某個變數已經存在，
而你又無意間以相同名稱指定了區塊引數，就會發生這種情況。這 2種類型
的變數警告皆可在這個範例看到：

irb> def add (x, y)
       z = 1
       x + y
     end
warning: assigned but unused variable - z

irb> def repeat (n, &block)
       n.times {|n| block.call(n)}
     end

warning: shadowing outer local variable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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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見，這些編譯階段的警告不一定表示你做錯了什麼，但它們一定有所

含意。所以最佳的行動綱領就是檢視警告內容，然後適當的修改程式碼。此

外，程式碼執行時所產生的警告，則稱為執行階段警告，而且要程式碼完成

一些可疑的動作，才有辦法發現這種警告，例如存取尚未初始的實體變數，

或者重新定義了現有的方法。這些可能是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出現。但就像其

他我們已經討論過的警告，它們都很容易補救。

我認為你抓到重點了，所以就不再給你過多敘述、易於解決的執行階段警

告，而是示範如何一開始就啟用警告。這裡要再次強調的是，區分編譯階段

和執行階段變得很重要。如果你想讓 Ruby針對程式碼解析而產生警告，就
需要確定已經啟用了直譯器的警告旗標；這非常簡單，只要傳遞 -w命令列

選項給 Ruby即可：

ruby -w script.rb

但是對這些類型的應用程式來說，這種作法就不簡單了。或許你的 Ruby程
式能以Web伺服器或背景作業行程伺服器自動開始執行，但更常見的是，
你會以像是 Rake來執行整個測試，而你想要能啟用警告。如果無法將 -w

命令列選項傳給直譯器來啟用警告，還可以設定 RUBYOPT環境變數來間接啟

用。設定這個變數的方式，取決於作業系統，以及要如何啟動你的應用程

式；但最重要的是，要在 Ruby啟動之前，在你打算執行應用程式的環境

裡，將 RUBYOPT環境變數設成 -w。

（此外，如果你是以 Rake執行測試，還有其他的作法能啟用警告。做法 36
包含了能做到這項功能的 Rakefile範例）。

現在還有最後一種啟用警告的方式，但這種方式的資料相當匱乏，而且結果

經常會讓人混淆。你可以在程式裡檢查並利用 $VERBOSE全域變數（及其別名

$-w）。如果你想要所有可能的警告訊息，就應該將此變數設定為 true。將它

設為 false會減少它所提供的資訊（也就是產生較少的警告）；若將此變數

設為 nil，就會完全關閉警告。你自己可能這樣想過，『如果我能將 $VERBOSE

設成 true，就不需要將時間浪費在 -w了』；如果能瞭解編譯階段和執行階段

的區別，對此就會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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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使用 Ruby直譯器的 -w命令列選項，而改採 $VERBOSE變數，將無法

看到編譯階段的警告。那是因為設定 $VERBOSE全域變數要到你的程式執行

之後才會生效，到了那個時候，解析階段已經結束，而你也錯過所有的編譯

階段警告。因此這裡有 2條方針要遵守，首先，如果要啟用編譯階段警告，
請使用 Ruby直譯器的 -w命令列選項，或者將 RUBYOPT環境變數設成 -w。再

者，請使用 $VERBOSE全域變數來控制執行階段警告。

我的建議是務必在開發及測試應用程式時啟用編譯階段及執行階段警告，如

果你一定要關閉執行階段警告，可暫時將 $VERBOSE全域變數設成 nil。

但不巧的是，啟用警告訊息會有它自己的警告訊息，而我必須很失望的告訴

你，啟用警告並非常見的作法。所以若你正使用任何 RubyGems，並且啟用
了警告，很可能就會看到一堆源自它們內部的警告。這或許會深深的吸引

你關閉警告，但謝天謝地，當 Ruby將警告列印到終端機，它包含了檔案名
稱和對應到警告的行號。寫個腳本程式濾掉不需要的警告，對你來說應該不

會太難。甚至若能成為優秀的開放源碼公民，並且修補任何會產生警告的

Ruby Gems，那就更棒囉！

請記住

 ► 除了使用 Ruby的 -w命令列選項來啟用編譯階段和執行階段的警告，

還能將 RUBYOPT環境變數設成 -w。

 ► 如果必須關閉執行階段警告，請暫時將 $VERBOSE全域變數設成 n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