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Go是開源程式設計語言，能夠更簡單、可靠，與有效率的建構軟體”。
（摘自網址為 golang.org的 Go官網）

Go是由任職 Google的 Robert Griesemer、 Rob Pike，與 Ken Thompson於 2007年
9月開始構想並於 2009年 11月發表。此語言與相伴隨工具的目標是要能夠表述、
有效率的編譯與執行、以及有效率的撰寫出可靠與堅實的程式。

Go表面上類似 C，且如同 C一樣是專業程式設計師的工具，以最少的投入產出最
大的效益。但它不只是升級版的 C而已，它借用與採用其他語言的好點子並避免了
會產生複雜與不可靠程式的功能。它設置有效率的新型並行性，並且資料抽象化與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方式異常的有彈性。它具有稱為垃圾回收的自動化記憶體管理 
機制。

Go特別適合建構網路伺服器與程式設計師系統以及工具等基礎建設，但其實它是通
用語言，可見用於製作圖形處理、行動應用，與機器學習等。它越來越常用來取代

無型別的腳本語言，因為它平衡了表述性與安全性：Go程式通常執行的比以動態語
言撰寫的程式更快，且較少因為預期外的型別錯誤而當掉。

Go是開源專案，因此其編譯器、函式庫，與工具對任何人都是免費的。此專案的產
出來自活躍中的全球社群。Go在類似 Unix的系統－ Linux、FreeBSD、OpenBSD、
Mac OS X－以及 Play 9與Microsoft Windows上執行，在以上環境撰寫的程式通常
可在其他環境執行而無須修改。

這本書的目的是幫你開始有效率的使用 Go，完全發揮 Go語言的功能與標準函式庫
以寫出清楚、標準，與有效率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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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起源

如同物種，成功的語言源自後代善加利用祖先的長處；雜交有時候會產生意外的優

勢；且偶爾會有一個激進的新功能憑空冒出。我們可觀察這些影響來了解為何某個

語言長這樣且適應了什麼樣的環境。

下圖顯示對 Go的設計有重要影響的程式設計語言。

Go有時被稱為“類似 C的語言”或“21世紀的 C語言”。Go從 C繼承了它的運算
式語法、流程控制陳述、基本資料型別、傳值參數呼叫、指標，與 C所強調的機器
碼編譯效率以及與現有作業系統抽象化的天作之合。

但 Go的家族樹上還有其他祖先，其中一線主要的影響來源是從 Niklaus Wirth設計
的 Pascal語言開始。Modula-2啟發了套件概念。Oberon消除了模組介面檔案與模組
實作檔案間的區別。Oberon-2影響了套件、匯入，與宣告語法，而 Object Oberon提
供方法宣告的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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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的另一線祖先並且讓 Go與眾不同的是一種由 Bell Labs開發的罕為人知的研究
用語言，它受 Tony Hoare於 1978年發佈的交談循序程式（communicating sequential 

processes，CSP）並行性概念的論文所啟發。在 CSP中，程式由平行的無共用狀態
行程組合；行程間使用 channel溝通與同步化。但 Hoare的 CSP是描述並行性基本
概念的正規語言而非撰寫可執行程式的程式設計語言。

Rob Pike與其他人開始嘗試將 CSP實作成實際的語言。一開始稱為 Squeak（“與老
鼠溝通的語言”），是個提供處理滑鼠與鍵盤事件的語言，具有靜態建構的 channel。
接著是 Newsqueak，它提供類似 C語言的陳述與運算式語法以及類似 Pascal的型
別記號法。它是有垃圾回收的純函式性語言，目標再次瞄準鍵盤、滑鼠，與視窗事

件。channel變成一級值、動態建構並儲存於變數中。

Plan 9作業系統將這些想法推進到稱為 Alef的語言中。Alef嘗試讓 Newsqueak變成
實用的程式設計語言，但缺少垃圾回收讓並行性變得很困難。

Go的其他部分結構顯示出受到非繼承基因的影響；例如 iota來自 APL，而套疊函
式的語意範圍來自 Scheme（以及之後的語言）。此處也出現了新的變異。Go創新的
slice提供高效率隨機存取陣列，同時允許複雜的舊式鏈接 list。還有 defer陳述在
Go是創新的。

Go專案

所有程式設計語言反映出其創造者的程式設計哲學，通常會帶有對之前的語言缺點

的反應。Go專案是從 Google對幾個軟體系統的複雜性爆發所產生的沮喪中誕生的
（這個問題不只有 Google會遇到）。

如同 Rob Pike指出：“複雜性是疊加的”，藉由提高部分系統的複雜度來解決問題最
終會增加其他部分的複雜度。由於持續增加功能、選項，與組態的壓力，以及快速

交貨的需求，簡單性很容易就被忽略，然而長期來看簡單化是好軟體的關鍵。

簡單化需要在專案的開始做更多的工作以回歸基本，並在專案過程中分辨好與壞或

有害的改變。若有足夠的投入，好的改變會符合且不會傷害 Fred Brooks所說的設計
的“概念整體性”，而不良的改變並不符合，有害的改變是以簡單化交換便利性。只

有透過設計的簡單化才能讓系統穩定且在改善的過程中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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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專案包括語言本身、工具、標準函式庫、還有簡單化的文化。作為一個新的高階
語言，Go有著後發優勢，其基礎也很好：它具有垃圾回收、套件系統、一級函式、
語意範圍、系統呼叫介面，與通常以 UTF-8編碼的不可變字串。但它也相對缺少一
些功能且不太可能增加，舉例來說，它沒有間接數值轉換、沒有建構元或解構元、

沒有預設參數值、沒有繼承、沒有泛型、沒有例外、沒有巨集、沒有函式註解、且

沒有執行緒儲存體。此語言是成熟且穩定的，並且保證向後相容性：舊的 Go程式
可以在新版的編譯器與標準函式庫上編譯與執行。

Go有足夠的型別系統以避免粗心程式設計師發生在動態語言上大部分的無心錯誤，
但它的型別系統較其他具型別的語言更簡單。這種方式有時會在更廣泛的型別架構

下產生“不具型別”的程式設計，而 Go程式設計師不像 C++或 Haskell程式設計
師一樣將型別驗證作為安全特質。但是 Go在實務上有相對於強型別系統更高的安
全性與執行期效能而又不會有複雜性的問題。

Go鼓勵對現代電腦系統設計的認識，特別是局限性（locality）的重要性。它的內
建資料型別與大部分函式庫資料結構設計成自然的運作而無須直接初始化或間接建

構元，因此隱藏在程式中的記憶體分配與記憶體寫入相對較少。Go的集合型別（結
構與陣列）直接儲存元素，較使用間接欄位的語言具有更少的分配與指標轉換。

由於現代電腦是平行機器，如之前所述，Go的並行性是基於 CSP。在 Go中稱為
goroutine的輕量化執行緒的可變大小堆疊一開始很小，所以建構成本很低且建構百

萬個也沒問題。

Go的標準函式庫通常被描述成“內含電池”，提供乾淨的建構元素與輸出入、文字
處理、圖形、加密、網路、分散式應用等 API，並支援多種標準檔案格式與協定。
函式庫與工具大量採用標準以減少組態與解釋的需要，因此能簡化程式邏輯並讓各

種 Go程式更為相似與容易學習。使用 go工具建構的專案只需使用檔案與識別名稱
加上偶爾用到的特殊註解來決定專案的函式庫、可執行檔案、測試、效能基準、範

例、平台專屬的變化，與文件；Go原始檔本身攜帶著建構規格。

本書編排

我們假設你曾經使用其他語言寫過程式，無論是 C、C++，與 Java等編譯語言或
Python、Ruby，與 JavaScript等直譯語言，因此我們不會為新手解釋每一件事。語
法、變數、常數、運算式、流程控制，與函式等基本上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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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是 Go的基本入門，介紹讀寫檔案、文字格式化、建構圖形，與網際網路主
從間的通訊等基本工作。

第二章說明 Go程式的結構化元素－宣告、變數、新型別、套件與檔案、以及範
圍。第三章討論數字、布林、字串，與常數並解釋如何處理 Unicode。第四章討論
組合型別，也就是使用陣列、map、結構，與 slice這個 Go的動態 list等簡單型別組
成的型別。第五章討論函式與 panic、recover，與 defer陳述的錯誤處理。

第一章到第五章是所有主流語言都有的基本部分。Go的語法與風格有時與其他語言
不同，但大部分程式設計師上手會相當快。其餘的章節討論 Go較非傳統的方式：
方法、介面、並行性、套件、測試與反射。

Go有著不尋常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方式。它沒有類別繼承或任何的類別；複雜物
件的行為透過組合而非繼承建構。方法可與任何使用者自訂的型別關聯，實體型別

與抽象型別（介面）間的關係是間接的，因此實體型別可符合設計者未曾想到的介

面。方法在第六章而介面在第七章。

第八章討論 Go基於交談循序程式（communicating sequential processes，CSP）的
並行性方式所做的 goroutine與 channel。第九章討論根據共用變數的傳統角度並行
性。

第十章談論組織函式庫的套件機制。這一章還示範如何有效的使用 go工具，在此單
一命令下提供編譯、測試、效能基準、程式碼格式化、文件，與其他功能。

第十一章談論測試，Go採取值得注意的輕量化方式，避免大量抽象化的架構而使用
簡單的函式庫與工具。測試函式庫在更為複雜的抽象化上提供測試用的基礎。

第十二章討論反射，它能讓程式在執行期檢視自身的狀態。反射是很強的工具，

所以要小心使用；這一章透過顯示一些重要的 Go函式庫是如何實作來解釋如何平
衡。第十三章討論使用 unsafe套件介入 Go的型別系統以進行低階程式設計以及其
使用時機。

每一章有幾個練習可用來測試你對 Go的理解以及探索書中範例的擴充與替代 
方案。

書中大多的程式範例可從 gopl.io的 Git程式庫下載，每個範例由套件匯入路徑區
別，可使用 go get命令取得、建構，與安裝。你必須選擇 Go工作目錄並將 GOPATH
環境變數指向它。go工具會在有需要時建構該目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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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 GOPATH=$HOME/gobook           # choose workspace directory
$ go get gopl.io/ch1/helloworld        # fetch, build, install
$ $GOPATH/bin/helloworld               # run
Hello, 世界

執行此範例至少需要 Go的 1.5版。

$ go version
go version go1.5 linux/amd64

如果你的電腦上面沒有 go工具或版本較舊，依照 https://golang.org/doc/install
的指示安裝。

更多資訊來源

關於 Go 的最佳資訊來源是官網，https://golang.org，它提供 Go Programming 

Language Specification與標準套件等文件。官網上面還有如何撰寫 Go與如何寫好的
課程，以及各種線上文字與影音資源。位於 blog.golang.org的 Go Blog有一些很棒
的內容，包括語言進度、未來計劃、論壇報告，與深入解析各種 Go主題等。

線上存取 Go最實用的一點是能夠從說明網頁執行 Go程式（這是書本辦不到的），
此功能由位於 play.golang.org的 Go Playground提供，它也能夠嵌入其他網頁，像
是 golang.org的首頁或 godoc工具提供的文件頁。

Playground可執行簡單的實驗以透過小程式檢查個人對語法、語意、或函式庫套
件的認識，且可以替代在其他語言上的讀取－求值－輸出循環（read–eval–print 

loop，REPL）。它的固定 URL適合分享 Go程式給他人、報告臭蟲、或提出建議。

Playground與 Tour主要的缺點是它們只能匯入標準函式庫，且許多函式庫功能－
例如網路－因為實務或安全因素而被限制。程式也需要網際網路連線才能編譯與執

行。所以更全面的實驗必須在你自己的電腦上執行，幸好下載過程很簡單，只需要

花幾分鐘從 golang.org下載 Go就可以開始撰寫與執行你自己的 Go程式。

由於 Go是開源專案，你可以從 https://golang.org/pkg讀取任何標準函式庫上的型
別與函式的原始碼；它與下載的版本有相同的程式碼。利用它來了解原理與回答細

節問題，或只是用以觀察專家是如何撰寫 Go程式。



1
基本入門

這一章介紹 Go的基本元件。我們希望提供足夠的資訊與範例以讓你出發並盡快開
始做出有用的東西。這些範例與本書內容專注於真實世界中可能會遇到的任務。我

們在這一章嘗試讓你體驗各種會以 Go撰寫的程式，範圍從簡單的檔案處理、簡單
的圖形、到並行的網路用戶與伺服器。第一章當然不會討論所有事物，但研究新語

言的程式是開始的有效方式。

學習新的語言時，很自然的會以撰寫你所熟悉的語言的方式撰寫新語言程式，但學

習 Go的過程要注意並避免這麼做。我們會示範與解釋如何撰寫好的 Go程式，因此
在你撰寫自己的程式時能以這些程式碼作為參考。

1.1　Hello, World

我們會從傳統的“hello, world”範例開始，它出現在 1978年出版的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一書的開頭。C對 Go有著最直接的影響，而“hello, world”又能展現幾個
核心概念。

gopl.io/ch1/helloworld

package main

import "fmt"

func main() {
    fmt.Println("Hello, 世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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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是編譯語言。Go工具組將原始碼與相關內容轉換成電腦原生機械碼指令。這些
工具都是透過具有子命令並稱為 go的單一命令操作。最簡單的子命令是 run，它將
一或多個副檔名為 .go的原始檔案編譯並連結函式庫，然後執行所產生的可執行檔
案（本書使用 $作為命令提示）。

$ go run helloworld.go

無意外的它會輸出

Hello, 世界

Go預設就是處理 Unicode，因此它可以處理各種語言文字。

如果程式比較複雜，你可能會想要在編譯之後儲存編譯結果供後續使用，這可以透

過 go build達成：

$ go build helloworld.go

如此會建構出稱為 helloworld的可執行二進位可執行檔案，它無須進一步的處理就
能夠隨時執行：

$ ./helloworld
Hello, 世界

我們會將重要的範例標示出來以提醒你可從 gopl.io上的程式庫取得書上的原始碼：

gopl.io/ch1/helloworld

執行 go get gopl.io/ch1/helloworld會抓取原始碼並儲存在對應的目錄下。2.6節與
10.7節有更多相關資訊。

現在讓我們討論程式本身。Go程式以套件（package）組織，它類似其他語言的函
式庫或模組。套件由定義此套件功能的一個目錄下的一或多個 .go原始檔案組成。
每個原始檔的開頭是 package宣告，此處為 package main，這表示檔案所屬的套件，
後面接著是一列它要匯入的其他套件，然後是此檔案所儲存的程式的宣告。

Go標準函式庫有超過 100個以上的套件用來處理一般任務，像是輸出入、排序、文
字操作等。舉例來說，fmt套件帶有格式化輸出與掃描輸入的函式。Println是 fmt
中的一個基本輸出函式；它輸出一或多個以空白分隔的值並在最後加上換行字元以

讓值單行輸出。

main套件比較特別，它定義獨立的可執行程式而非函式庫。main套件中的 function 
main也比較特殊－它是程式執行的起點。程式的執行就是執行 main。當然，main會
呼叫其他套件中的函式來執行工作，例如 fmt.Print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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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告訴編譯器此原始檔需要哪些套件；這就是 package宣告之後 import宣告
扮演的角色。“hello, world”程式只有使用一個來自其他套件的函式，但大部分程式
會匯入多個套件。

你必須精確的匯入所需的套件，如果有缺少或多餘的匯入則程式無法編譯。這種嚴

格的要求可防止程式開發過程中參考未使用到的套件。

import宣告必須接在 package宣告之後。之後，程式由函式、變數、常數，與型別
的宣告（前面以 func、var、const與 type開頭）組成；大部分情況下，宣告的順序
無關。此程式相當短，因為它只宣告一個函式，而此函式只呼叫另一個函式。為節

省空間，我們有時會在展示範例時省略 package與 import宣告，但它們還是存在於
原始檔中且必須存在才能進行編譯。

函式宣告由 func關鍵字、函式名稱、參數列（main是空的）、結果列（此處也是空
的）、括弧包圍的函式內容－定義它的陳述－所組成。第五章會進一步討論函式。

Go不需要在陳述或宣告後面加上分號，除非兩個或以上放在同一行。實際上，特定
單元後面的換行會被轉換成分號，因此換行對 Go程式碼解析有影響。舉例來說，
函式的 {括弧必須與 func宣告放在同一行，不能獨立一行，而 x + y運算式中換行
可以放在 +運算子後面，但不能放在 +運算子之前。

Go對程式碼格式有很高的要求。gofmt工具會將程式碼重新排列成標準格式，而 go
工具的 fmt子命令預設會將 gofmt施作於套件或目前目錄的所有檔案。本書的所有
Go原始檔都跑過 gofmt，你也應該養成這個習慣。標準格式消除了許多無意義的爭
論，更重要的是這樣能夠啟用各種原始碼自動化排列，若容許模糊的格式則就辦不

到了。

許多文字編輯器可以設定在每次存檔時執行 gofmt，因此可讓你的程式一直保持正確
格式。相關的 goimports工具還能在必要時管理匯入宣告的插入與移除，它不屬於
標準內容，但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取得：

$ go get golang.org/x/tools/cmd/goimports

對大部分使用者來說，下載與建構套件、執行測試，與顯示文件等都是透過 go工具
完成，我們會在 10.7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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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命令列參數

大部分的程式處理一些輸入以產生一些輸出；這大概就是電腦運算的定義。但程式

要如何取得所操作的輸入資料？有些程式自行產生資料，但通常輸入來自外部來

源：檔案、網路連線、其他程式的輸出、使用者敲擊鍵盤、命令列參數等。接下來

幾個範例會討論這些方式，先從命令列參數說起。

os套件以平台無關的方式提供處理作業系統的函式與其他值。命令列參數在程式中
可透過稱為 Args的變數取得，它是 os套件的一部分；因此在 os套件之外它的全名
是 os.Args。

os.Args變數是字串的 slice。slice是 Go中的基本概念，我們很快的會討論它的細
節。現在先把 slice想成是動態大小的 s陣列元素，其個別元素可透過 s[i]存取，
而連續的一系列元素可透過 s[m:n]存取。元素的數量可透過 len(s)取得。如果其
他大部分的程式語言，Go的索引使用 half-open間隔，也就是包括第一個索引但

排除最後一個，因為這樣可以簡化邏輯。以 s[m:n]這個 slice來說，0 ≤ m ≤ n ≤ 
len(s)，它帶有 n-m個元素。

os.Args的第一個元素是 os.Args[0]，它是命令本身的名稱；其他元素是執行程式時
設定給程式的參數。s[m:n]形式的 slice運算式產生的 slice以 n-1指向 m元素，因
此下一個範例所需的元素是 os.Args[1:len(os.Args)]這個 slice。如果省略 m或 n，
則預設為 0或 len(s)，因此我們可簡化為 os.Args[1:]。

以下是 Unix的 echo命令的實作，它以單行輸出它的命令列參數。兩個套件是以括
號中的清單而非個別的 import宣告匯入。兩種方法都合法，但慣例上使用清單形
式。匯入的順序無影響；gofmt工具會將套件名稱依據字母排列（範例有多個版本
時，我們會加上編號以讓你確定我們在討論哪一個）。

gopl.io/ch1/echo1

// Echo1輸出它的命令列參數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os"
)

func main() {
    var s, sep string
    for i := 1; i < len(os.Args); i++ {
        s += sep + os.Args[i]
        se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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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mt.Println(s)
}

註解以 //開始，該行之後的所有文字都算程式設計師的註解，在編譯時會被忽略。
本書會在套件宣告之前以註解描述每個套件；對 main套件而言，此註解會是一兩句
整體程式的說明。

var宣告 s與 sep兩個型別為 string的變數。變數可在宣告中初始化。如果沒有直
接初始化，它會被初始化成該型別的零值，也就是數值型別的 0或字串型別的 ""字
串。所以在這個範例中，宣告將 s與 sep間接的初始化為空字串。第二章有變數與
宣告的更多討論。

Go對數值提供一般的數學與邏輯運算子，但 +運算子套用在字串時表示連接，因

此這個運算式

sep + os.Args[i]

表示連接 sep與 os.Args[i]的字串。我們在程式中使用的陳述

s += sep + os.Args[i]

是連接 s原值以及 sep與 os.Args[i]並指派回 s的指派陳述；它等於

s = s + sep + os.Args[i]

+=運算子是個指派運算子。+與 *等數學與邏輯運算子都有相對應的指派運算子。

echo程式可從迴圈中逐個印出它的輸出，但這個版本重複在後面加上新字串來建構
字串。s開始是空的，也就是 ""值，迴圈中的每一輪加上一些文字；第一輪之後
會加上一個空白以讓迴圈結束時參數均被分開。若參數量很大，這樣的二次程序代

價會很高，但在 echo上比較不會發生。我們會在這一章展示幾個改善效率版本的
echo。

i這個迴圈索引變數宣告於 for迴圈的第一個部分。:=符號是短變數宣告的一部

分，它是宣告一或多個變數並根據初始值給予適當型別的陳述；下一章會有更多的

討論。

i++這個加值陳述對 i加 1；它等同 i += 1，也就是 i = i + 1。相對應的 i--減值
陳述會減 1。這些是陳述而非大部分 C語言家族中的運算式，因此 j = i++是非法
的，且只能後置，所以 --i也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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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迴圈是 Go唯一的迴圈陳述，它具有多種形式，其中一個如下：

for initialization; condition; post {
    // 零或多個陳述
}

for迴圈的三個元件都沒有括號，但括弧是必要的，且左括弧必須與 post陳述在同
一行。

選擇性的 initialization陳述在迴圈開始前執行。如果有出現，它必須是簡單陳

述，也就是說是簡短的變數宣告、加值或指派陳述、或函式呼叫。condition是在迴
圈每一輪開始時求值的布林運算式；如果求值為 true，則執行迴圈所控制的陳述。
post陳述在迴圈主體之後執行，然後再次對條件求值。迴圈在條件為偽時結束。

以上任一部分可以省略。如果沒有 initialization與 post，分號也可以省略：

// 傳統的 "while"迴圈
for condition {
    // ...
}

如果在各種形式下完全省略條件，例如：

// 傳統的無限迴圈
for {
    // ...
}

則此迴圈為無限，它必須以某種方式結束，像是 break或 return陳述。

另一種 for形式的迴圈逐個處理字串或 slice等資料型別範圍內的值。以下以第二個

版本的 echo來示範：

gopl.io/ch1/echo2

// Echo2輸出它的命令列參數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os"
)

func main() {
    s, sep := "", ""
    for _, arg := range os.Args[1:] {
        s += sep + arg
        sep = " "
    }
    fmt.Printl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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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迴圈的每一輪中，range產生出一對值：索引處元素的索引與值。此例中，我們不
需要索引，但處理元素時需要 range語法，所以我們也必須處理索引。一種做法是
指派索引給像是 temp這樣很明顯是暫用的變數並忽略其值，但 Go不允許沒有使用
到的區域變數，因此這樣會導致編譯錯誤。

解決辦法是使用空辨識符（blank identifier），其名稱為 _（也就是一個底線）。空辨
識符可用於語法需要但程式邏輯不需要變數名稱的情況，例如在只需要元素值時用

來拋棄不需要的迴圈索引。大部分 Go程式設計師會如以上使用 range與 _來撰寫
echo程式，因為對 os.Args的索引是間接而非直接的，這樣比較不會錯。

這個版本的程式使用短變數宣告來宣告與初始化 s與 sep，但我們同樣可以個別宣
告這些變數。字串變數宣告有幾種方式；它們都相等：

s := ""
var s string
var s = ""
var s string = ""

你為何要偏好其中一種？第一種形式的短變數宣告比較緊湊，但只能用於函式中而

非套件層級變數。第二種形式依靠預設初始化給字串鎖定零值，也就是 ""。第三
種形式除了在宣告多個變數外很少用。第四種形式明確設定變數的型別，這在它與

初始值型別相同時是多餘的，但在不相同時是有必要的。實務上，一般應該使用

前兩種形式，明確的初始化以表明初始值很重要，而用間接的初始化表明初始值不 
重要。

如上述，字串 s在迴圈的每一輪中取得全新的內容。+=陳述藉由連接舊字串、空白
字元，與下一個參數產生新字串，然後指派新字串給 s，原來的值不再使用，因此
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被垃圾回收。

如果牽涉的資料量很大，其成本可能會很高。更簡單與有效率的解決方案是使用

strings套件的 Join函式：

gopl.io/ch1/echo3

func main() {
    fmt.Println(strings.Join(os.Args[1:], " "))
}

最後，如果我們不在乎格式而只想要看到值，例如說除錯，我們可以讓 Println幫
我們格式化結果：

fmt.Println(os.Arg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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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陳述的輸出與 strings.Join相同，但加上括弧。任何 slice都能用這種方式輸出。

練習 1.1：修改 echo程式讓它也輸出 os.Args[0]，也就是叫用它的命令名稱。

練習 1.2：修改 echo程式以分行輸出每個參數的索引與值。

練習 1.3：進行實驗以比較無效率版與使用 strings.Join的版本（1.6節會討論 time
套件，而 11.4節會討論如何撰寫系統化效能測試）。

1.3　找出重複行

檔案複製、輸出、搜尋、排序、計算等程式有類似的結構：以迴圈逐個處理輸入、

對每個元素做一些計算、在過程中或最後產生輸出。我們會展示稱為 dup的程式的
三種變化；它受到 Unix的 uniq命令啟發，用來找尋相鄰的重複行，其結構與套件
的使用是能夠輕易改寫的模型。

dup的第一個版本輸出標準輸入中出現超過一次的行，前面加上次數。此程式使用
了 if陳述、map資料型別，與 bufio套件。

gopl.io/ch1/dup1

// Dup1輸出標準輸入中出現超過
// 一次的行，前面加上次數
package main

import (
    "bufio"
    "fmt"
    "os"
)

func main() {
    counts := make(map[string]int)
    input := bufio.NewScanner(os.Stdin)
    for input.Scan() {
        counts[input.Text()]++
    }
    // 注意：忽略了可能來自 input.Err()的錯誤
    for line, n := range counts {
        if n > 1 {
            fmt.Printf("%d\t%s\n", n, line)
        }
    }
}



91.3　找出重複行 │

如同 for，if陳述的條件不加上括號，但本體要使用括弧。它可以選擇性加上套件
為偽的時候執行的 else。

map保存一組鍵 /值對並提供儲存、讀取、檢測元素的操作。鍵可以是任何能用
==比較值的型別，通常是字串；值可以是任何型別。在此例中，鍵是字串而值是
ints。內建的 make函式建構出新的空 map；它也有其他用途，4.3節會有進一步的
討論。

每一次 dup讀取輸入行，該行就被用於 map 的鍵且相對應的值就會增加。
counts[input.Text()]++陳述相當於以下兩行陳述：

line := input.Text()
counts[line] = counts[line] + 1

如果 map 中還沒有出現該鍵則沒有問題。首次遇到新行時，運算式右邊的
counts[line]會求出其型別的零值，也就是 int的 0。

為輸出結果，我們使用另一個基於 range的 for迴圈，這一次作用於 count上。如
同之前，每一輪產生兩個結果，該鍵的 map元素的鍵與值。map迭代的順序沒有指
定，但實際上是隨機的，每一次的結果可能不同。這樣的設計是故意的，因為它可

以防止依靠沒有保證的特定順序。

再來是 bufio套件，它幫助輸出入的效率與方便性。它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是讀取輸
入並將其拆分成多行的 Scanner型別；它是處理多行輸入最簡單的方式。

此程式使用短變數宣告來建構新的 input變數，它指向 bufio.Scanner：

input := bufio.NewScanner(os.Stdin)

scanner從程式的標準輸入讀取。每次呼叫 input.Scan()讀取下一行並移除後面的
換行字元；其結果可透過呼叫 input.Text()取得。Scan函式在有下一行的時候回傳
true，在沒有更多的輸入時回傳 false。

如同 C與其他語言中的 printf，fmt.Printf函式從一系列運算式中產生格式化輸
出。它的第一個參數是指定後續參數應該如何格式化的格式字串。每個參數的格式

由一個轉換字元前面加上一個百分號決定，舉例來說，%d格式是十進位整數，而 %s
是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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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有十幾種轉換，Go程式設計師稱之為 verb。下表不完全的展示出可用的 
功能：

%d  　　整數

%x, %o, %b 　　十六進位、八進位、二進位整數

%f, %g, %e 　　浮點數：3.141593 3.141592653589793 3.141593e+00
%t  　　布林：true或 false
%c  　　字元（Unicode碼位）
%s  　　字串

%q  　　加引號的 "abc"字串或 'c'碼位
%v  　　值自然格式

%T  　　值型別

%%  　　百分號

dup1的格式化字串中也帶有 tab的 \t與換行的 \n。字串可含這種表示無法顯示字
元的跳脫序列。Printf預設不輸出換行。傳統上，格式化函式名稱以 f結束，例如
log.Printf與 fmt.Errorf，使用 fmt.Printf的規則，而名稱以 ln結束的函式則依循
Println，以 %v格式化參數並於後面加上換行。

許多程式同上從標準輸入讀取，或者從一系列具名檔案讀取。下一個版本的 dup可
從標準輸入讀取，或以 os.Open開啟處理一系列檔案：

gopl.io/ch1/dup2

// Dup2輸出出現超過一次以上的行
// 它讀取 stdin或一系列檔案
package main

import (
    "bufio"
    "fmt"
    "os"
)

func main() {
    counts := make(map[string]int)
    files := os.Args[1:]
    if len(files) == 0 {
        countLines(os.Stdin, counts)
    } else {
        for _, arg := range files {
            f, err := os.Open(arg)
            if err != nil {
                fmt.Fprintf(os.Stderr, "dup2: %v\n", err)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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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Lines(f, counts)
            f.Close()
        }
    }
    for line, n := range counts {
        if n > 1 {
            fmt.Printf("%d\t%s\n", n, line)
        }
    }
}

func countLines(f *os.File, counts map[string]int) {
    input := bufio.NewScanner(f)
    for input.Scan() {
        counts[input.Text()]++
    }
    // 注意：忽略了可能來自 input.Err()的錯誤
}

os.Open函式回傳兩個值，第一個是開啟的檔案（*os.File），用於後續 Scanner的讀
取。

os.Open函式回傳的第二個值是內建的 error型別。如果 err等於內建特殊值 nil，
則檔案是成功的開啟。然後檔案被讀取，遇到輸入結束時，Close關閉檔案並釋放所
有資源。另一方面，如果 err並非 nil，則發生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錯誤值會描
述問題。我們的簡單錯誤處理程序使用 Fprintf與 %v這個 verb輸出訊息到標準錯誤
串流，它以預設格式顯示任何型別的值，然後 dup繼續處理下一個檔案；continue
陳述繼續 for迴圈的下一輪。

為了維持範例程式大小，前面的範例刻意的省略錯誤處理。很明顯的我們必須檢查

os.Open的錯誤；然而我們忽略從 input.Scan讀取檔案時比較不可能發生的錯誤。
我們在略過錯誤檢視的地方加上說明，5.4節會進一步的討論錯誤處理。

注意 countLines的呼叫出現在其宣告之前。函式與其他套件層級的實體能以任何順
序宣告。

map是由 make所建構資料結構的參考。當 map傳給函式時，函式接收到參考的拷
貝，因此受呼叫的函式對底層資料結構所做的任何改變也會從呼叫方的參考上看

到。在我們的範例中，被 countLines插入 counts的值也會被 main看到。

上面這一版的 dup在“串流”模式中操作，它讀取輸入並在必要時將其分解成行，
因此基本上這些程式可以處理未知量的輸入。另外一種方式是一次讀取完整的輸入

到記憶體中，一次將行全部拆開，然後處理這些行。以下的 dup3版本以這種方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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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它使用 ReadFile函式（來自 io/ioutil套件）讀取檔案的全部內容與 strings.
Split拆解字串到 slice中（Split是之前看過的 strings.Join的相反）。

我們將 dup3稍微簡化了。首先它只讀取檔案而沒有標準輸入，因為 ReadFile必須要
有檔名參數。其次，我們將行計數移回 main中，因為現在只有一處需要它。

gopl.io/ch1/dup3

// Dup3輸出檔案中出現超過
// 一次的行文字與次數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io/ioutil"
    "os"
    "strings"
)

func main() {
    counts := make(map[string]int)
    for _, filename := range os.Args[1:] {
        data, err := ioutil.ReadFile(filename)
        if err != nil {
            fmt.Fprintf(os.Stderr, "dup3: %v\n", err)
            continue
        }
        for _, line := range strings.Split(string(data), "\n") {
            counts[line]++
        }
    }
    for line, n := range counts {
        if n > 1 {
            fmt.Printf("%d\t%s\n", n, line)
        }
    }
}

ReadFile回傳位元組的 slice，它必須轉換成 string以便由 strings.Split拆開。
3.5.4節會進一步討論字串與位元組 slice。

bufio.Scanner、ioutil.ReadFile，與 ioutil.WriteFile在底層使用 *os.File的 Read
與 Write方法，但很少有程式設計師需要直接存取這些低階程序。來自 bufio與 io/
ioutil的高階函式比較容易使用。

練習 1.4：修改 dup2以輸出重複行的檔案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