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ffective Python的各界好評

「2015 年第一版問世以來，我就一直熱情推薦這本書。新版針對 Python 3 更
新且擴充過，是實務的 Python 程式設計智慧寶庫，所有經驗水平的程式設
計師都能從中獲益。」

—Wes McKinney，Python Pandas 專案創建者，Ursa Labs 總監

「如果你來自其他語言，那麼這會是學習運用 Python 的獨特功能並發揮完
整功效的權威指南。我使用 Python 已經有將近二十年的經驗了，我仍然可
以從中學到不少實用的技巧，特別是 Python 3 所引進的新功能。《Effective 

Python》充滿了可實行的建議，並且真正協助我們社群定義了何謂 Pythonic 
程式碼。」

—Simon Willison，Django 的共同創建者

「我使用 Python 設計程式好幾年了，原本以為我已經很了解它了。感謝這個
訣竅與技巧的寶庫，我發現了許多改善我的 Python 程式碼，讓它變得更快
（例如使用 bisect 來搜尋排序過的串列）、更容易閱讀（例如強制使用僅限關
鍵字引數）、較不容易出錯（例如以星號運算式進行拆分），也更為 Pythonic
（例如使用 zip 來平行迭代串列）的方法。此外，第二版是快速熟悉 Python 
3 功能的好辦法，例如 walrus 運算子、f-strings，以及模組定型（typing 
module）。」

—Pamela Fox，Khan Academy 程式設計課程的創建者

「現在 Python 3 終於成為了 Python 的標準版本。它已經經歷了八個次要發
行版，增添了很多新的功能。Brett Slatkin 帶著第二版的《Effective Python》 

回來了，內含大量新的 Python 慣用語、簡單明瞭的建議，幫助我們掌握截
至 3.8 版為止引進到 Python 3 中，在我們終於擺脫 Python 2 之後，大家都
會想要使用的所有功能。前面幾節列出了一大串有關 Python 3 新語法和概
念的技巧，像是字串和位元組物件、f-strings、指定運算式（還有你可能不
知道的它們的特殊綽號），以及元組的 catch-all 拆分方式。後續章節談論較
大的主題，滿是我不知道的或總是試著教授其他人的東西，包括『元類別和



屬性』（良好的建議包括『優先選用類別裝飾器而非元類別』，並也介紹了一

個我不熟悉的神奇新方法『__init_subclass__()』）、『共時性』（我最愛的建
議：『對於阻斷式 I/O，使用執行緒，但不要用於平行處理』，也正確涵蓋了 
asyncio 和 coroutines），以及『穩健性和效能』（所給的建議：『最佳化之前
先進行效能評測』）。每一節都讓人感覺愉快，因為我所讀到的都是敘述精妙

的最佳實務資訊，我也考慮要在未來引述此書，因為它處處皆有非常好的建

議。這絕對會是『如果你今年只讀一本 Python 書…』競賽的贏家。」

—Mike Bayer，SQLAlchemy 的創建者

「這對初學者及經驗豐富的程式設計師來說都是非常好的一本書。經過深思

熟慮所設計的程式碼範例和說明，精確且完整的解說了相關的概念。這第二

版更新了 Python 3 的建議，那也很棒！我使用 Python 幾乎 20 年了，但我
還是每幾頁都會學到新的東西。此書所給的建議對每個人都會有所幫助。」

—Titus Brown，UC Davis 的副教授

「再一次，Brett Slatkin 就是有辦法把源於社群、範圍廣泛的可靠實務做法濃
縮到單一本書中。從像是元類別和共時性這樣奇特的主題，到關鍵的基礎功

能，例如穩健性、測試和協作都包含在其中。更新過的《Effective Python》

將什麼是『Pythonic』的共識傳達給了廣大的觀眾。」

—Brandon Rhodes，python-patterns.guide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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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程式語言具有可能難以領會的獨特威能與魅力。熟悉其他語言的許
多程式設計師經常是帶著侷限的思維模式來學習 Python，而非擁抱它完整
的表達能力。有些程式設計師則是在另一個方向走過頭，有點入魔了，過度

使用可能在之後導致大問題的某些 Python 功能。

這本書所提供的洞察，就是要告訴我們何謂 Pythonic的程式撰寫之道，也就

是使用 Python 的最佳方式。這奠基於對此語言的基本了解之上，我假設你
已經具備了。程式設計新手將會學到運用 Python 功能的最佳實務做法。經
驗豐富的程式設計師則會學到如何有自信地掌握一項新工具的特異之處。

我的目標是幫助你做好準備，讓你能夠運用 Python 開創你的影響力。

本書涵蓋範圍

本書每一章都含有內容廣泛但彼此相關的一組做法（items）。你大可自由地
在你感興趣的主題之間跳來跳去。每個做法都包含簡潔明確的指引，說明如

何更有效地撰寫 Python 程式。這些做法涵蓋了要做什麼、避免什麼、如何
取得正確平衡，以及為何這是最佳選擇的建議。做法之間會彼此參照，讓你

在閱讀過程中更容易填補缺口。

本書的第二版完全專注於 Python 3（參閱做法 1：「知道你用的是哪個版本
的 Python」），這包括了 3.8 與其之前的版本。第一版原有的做法大部分都
經過修訂並納入其中，而許多都大幅更新過。對於某些做法，我的建議在

兩版之間完全改變了，這是因為隨著 Python 逐漸成熟，最佳的實務做法也
跟著演進。如果你使用的主要還是 Python 2（儘管它的生命週期即將結束於 
2020 年 1 月 1 日），那麼本書的前一版可能會對你比較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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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的標準程式庫（standard library）所採取的是「內建電池（batteries 
included）」途徑，不同於許多其他語言出廠時僅附有少數共通套件，還要
去他處尋找重要功能的情況。這些內建的套件有很多都與 Python 的慣用語
緊密接合，幾乎可以稱作語言規格的一部分了。標準模組的完整集合太龐大

了，無法在本書中全部涵蓋，但我挑選了一些我覺得很重要，應該要注意到

並且使用的功能。

第 1 章：Pythonic 思維

Python 社群習慣使用 Pythonic這個形容詞來描述遵循某種特定風格的程式

碼。Python 的慣用語（idioms of Python）是從運用此語言以及和其他人合
作的經驗精煉萃取出來的。本章涵蓋在 Python 中進行最常見的事情的最佳
方式。

第 2 章：串列和字典

在 Python 中，組織資訊最常見的方式是把一序列的值儲存在一個 list 中。
而與串列自然互補的功能則是能夠儲存查找鍵值（lookup keys）的 dict 
（字典），這些鍵值映射到對應的值（values）。本章涵蓋如何以這些多用途
的構建組塊（building blocks）來建置程式。

第 3 章：函式

Python 中的函式有各式各樣額外的功能，可以讓程式設計師的生活更輕鬆
些。其中有些類似其他程式語言中的功能，但很多都是 Python 獨有的。本
章涵蓋如何使用函式來明確描述你的意圖、提倡重用，以及減少臭蟲。

第 4 章：概括式和產生器

Python 有特殊的語法來快速迭代過（iterating through）串列、字典和集
合，以產生變化過的資料結構。它也允許函式逐步回傳一個串流的可迭代值 
（a stream of iterable values）。本章涵蓋這些特色如何能夠提供更佳的效能、
減低記憶體用量，並且改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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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類別與介面

Python 是一種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語言。要以 Python 完成事情，
經常會需要撰寫新的類別並定義它們如何透過它們的介面和階層架構

（hierarchies）來互動。本章涵蓋如何藉由類別以物件表達你想做的事情。

第 6 章：元類別與屬性

元類別（metaclasses）和動態屬性（dynamic attributes）是強大的 Python 
功能。然而，它們也讓你得以實作非常怪異且意料之外的行為。本章所涵

蓋的常見慣用語讓你可以使用這些機制來確保你有遵循 rule of least surprise 

（最少意外法則）。

第 7 章：共時性和平行處理

Python 讓你能夠輕易撰寫出看似同時進行許多不同事情的共時程式
（concurrent programs）。Python 也可以被用來進行透過系統呼叫、子行程和 
C 擴充功能的平行作業（parallel work）。本章涵蓋如何在這些有細微差異的
情況中以最好的方式運用 Python。

第 8 章：穩健性和效能

Python 有內建的功能和模組能幫助你強化你的程式，讓它們更加可靠。
Python 包含的工具也能協助你以最少的努力達成更高的效能。本章涵蓋如
何使用 Python 來最佳化你的程式，以最大化它們正式運轉時的可靠性和 
效率。

第 9 章：測試與除錯

你應該要測試你的程式碼，不管它是以何種語言撰寫的。然而，Python 的
動態功能可能會因為特殊的方式，導致執行期錯誤（runtime errors）的風險
增加。幸運的是，它們也能讓你更容易撰寫測試來診斷出功能有誤的程式。

本章涵蓋 Python 用於測試和除錯的內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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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協作

在 Python 程式上協作需要你仔細考量你撰寫程式碼的方式。即使你是單獨
作業，你也會想要了解如何使用其他人所寫的模組。本章涵蓋的標準工具和

最佳實務做法能幫助人們一起開發 Python 程式。

本書所用體例

本書中的程式碼片段都是以 monospace font 字型呈現，語法單元也會以顏色
突顯（syntax highlighting）。如果文字行過長，我會使用  字元來顯示它們
繞行（wrap）的地方。我用省略符號（...）截掉一些程式碼片段，以指出

該部分的程式碼對於要表達的主旨而言並非必要。若要在你的電腦上正確執

行，你得下載完整的範例程式碼（要去哪找請看下面）以取得那些被截掉的

片段。

為了使程式碼範例更適合以書籍的格式呈現，或是為了強調最為重要的部

分，我將 Python 風格指南（style guide）所建議的原則做了一些藝術表現上
的變化。我也去掉了內嵌的說明文件以縮小程式碼範例的體積。我強烈建議

你不要在專案中模仿這種風格，你應該遵循風格指南（參閱做法 2：「遵循 
PEP 8 的風格指南」）所述的原則，並撰寫說明文件（參閱做法 84：「為每個
函式、類別和模組撰寫 Docstrings」）。

本書中的多數程式碼範例都附有執行程式碼後對應的輸出。我說「輸出」

的時候，指的是主控台（console）或終端機（terminal）的輸出，也就是你
在互動式直譯器（interactive interpreter）中執行 Python 程式時會看到的東
西。輸出的部分是以 monospace font 字型來呈現，前面還會加上 >>> 文字行
（Python 互動環境的提示符號）。這背後的想法是你可以在某個 Python shell 
中輸入那些程式碼片段，然後重現預期的輸出。

最後，有些部分也是以 monospace font呈現，但前面沒有 >>>文字行。這代表

在一般的 Python直譯器以外的地方執行程式所得到的輸出。這些範例通常
以 $字元開頭，表示我是在命令列的 shell（例如 Bash）上執行程式。如果
你是在Windows或其他類型的系統上執行這些命令，你可能就得據此調整
程式名稱和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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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程式都是被寫來自動化比較適合機器而非人類的重複工作。在 Python 
中，組織這種工作最常見的方式是使用儲存在一個 list 型別中的一序列的
值（a sequence of values）。串列（lists）非常多用途，而且可被用來解決
各式各樣的問題。

與串列自然互補的功能是 dict 型別，它儲存映射到（mapped to）對應值
（values）的查找鍵值（lookup keys，使用經常被稱為 associative array 或 

hash table 的東西）。字典提供常數時間（amortized，攤銷過）的指定和存
取效能，這意味著它們很適合用來維護動態資訊。

Python 有特殊的語法和內建的模組可用來為串列和字典提升可讀性並擴充
能力，超越你可能預期會從其他語言中簡單的陣列（array）、向量（vector）
和雜湊表（hash table）型別所得到的功能。

11做法  知道如何對序列進行切片

Python 包含了用來把序列（sequences）切割成片段的切片（slicing）語

法。切片動作能讓你以最少的努力取用一個序列之項目（items）的一個子
集（subset）。切片最簡單的用處就是內建型別的 list、str 與 bytes。切片動
作可被擴充到實作了 __getitem__ 與 __setitem__ 特殊方法的任何 Python 類別
（參閱做法 43：「繼承 collections.abc 來製作自訂的容器型別」）。

切片語法的基本形式是 somelist[start:end]，其中 start是包含性（inclusive），
而 end 是排除性（exclus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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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b', 'c', 'd', 'e', 'f', 'g', 'h']

print('Middle two: ', a[3:5])

print('All but ends:', a[1:7])

>>>

Middle two: ['d', 'e']

All but ends: ['b', 'c', 'd', 'e', 'f', 'g']

從一個 list 開頭（start）開始切割時，你應該省略零索引以降低視覺雜訊：

assert a[:5] == a[0:5]  

切割到一個 list 尾端（end）時，你應該省略最終索引，因為它是多餘的：

assert a[5:] == a[5:len(a)]

使用負數（negative numbers）來進行切割，在處理相對於一個 list 尾端的
位移量（offsets）時特別有幫助。所有形式的這些切割對於你程式碼的新讀
者而言都會很清楚：

a[:]      # ['a', 'b', 'c', 'd', 'e', 'f', 'g', 'h']

a[:5]     # ['a', 'b', 'c', 'd', 'e']

a[:-1]    # ['a', 'b', 'c', 'd', 'e', 'f', 'g']

a[4:]     #                     ['e', 'f', 'g', 'h']

a[-3:]    #                          ['f', 'g', 'h']

a[2:5]    #           ['c', 'd', 'e']

a[2:-1]   #           ['c', 'd', 'e', 'f', 'g']

a[-3:-1]  #                          ['f', 'g']

這裡沒有意外存在，而我也鼓勵你使用這些變體。

切割動作能夠正確處理超越一個 list 邊界的開頭或尾端索引，方法是默默
省略缺少的項目。這種行為能讓你的程式碼輕易地確立一個輸入序列的最

大長度：

first_twenty_items = a[:20]

last_twenty_items = a[-20:]

相較之下，直接存取相同的索引會導致例外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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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

>>>

Traceback ...

IndexError: list index out of range

 備註　 

要注意，以一個負值化變數（negated variable）來索引一個 list 是少

數你可能會從切片動作得到意外結果的情況之一。舉例來說，運算式 

somelist[-n:] 在 n 大於一的時候（例如 somelist[-3:]）運作良好。然而，

當 n 是零，運算式 somelist[-0:] 就等同於 somelist[:]，這會產生原本 list 

的一個拷貝。

切割一個 list 的結果會是一個全新的 list。對原有 list 中物件的參考並不
會變動。修改切片的結果不會影響到原本的 list：

b = a[3:]

print('Before:   ', b)

b[1] = 99

print('After:    ', b)

print('No change:', a)

>>>

Before:    ['d', 'e', 'f', 'g', 'h']

After:     ['d', 99, 'f', 'g', 'h']

No change: ['a', 'b', 'c', 'd', 'e', 'f', 'g', 'h']

在指定（assignments）中使用時，切片會取代原有 list 中所指明的範圍。
不同於拆分指定（unpacking assignments，例如 a, b = c[:2]，請參閱做法 
6：「優先選用多重指定的拆分而非索引」），切片指定（slice assignments）
的長度並不一定要相等。在所指定的切片前後的值會被保留下來。在此，

list 縮短了，因為替換上的 list 比所指明的片段還要短：

print('Before ', a)

a[2:7] = [99, 22, 14]

print('After  ', a)

>>>

Before  ['a', 'b', 'c', 'd', 'e', 'f', 'g', 'h']

After   ['a', 'b', 99, 22, 1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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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裡 list 則是增長了，因為指定上去的 list 比那特定的片段還要長：

print('Before ', a)

a[2:3] = [47, 11]

print('After  ', a)

>>>

Before  ['a', 'b', 99, 22, 14, 'h']

After   ['a', 'b', 47, 11, 22, 14, 'h']

切片時，如果你省略開頭及尾端的索引，你會得到原有 list 的一個拷貝：

b = a[:]

assert b == a and b is not a

如果你指定到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的一個片段，你會把那個 list 的整個內
容取代為所參考的東西的一個拷貝（而非配置一個新的 list）：

b = a

print('Before a', a)

print('Before b', b)

a[:] = [101, 102, 103]

assert a is b             # 仍然是相同的串列物件

print('After a ', a)      # 現在有不同的內容了

print('After b ', b)      # 相同的串列，所以內容也跟 a 一樣

>>>

Before a ['a', 'b', 47, 11, 22, 14, 'h']

Before b ['a', 'b', 47, 11, 22, 14, 'h']

After a  [101, 102, 103]

After b  [101, 102, 103]

要記得的事

 ► 切片時不要太囉嗦：不需要提供 0 給開頭索引，也不用提供序列的長度給

尾端索引。

 ► 切片動作對於超出邊界的開頭或尾端索引是很寬容的，這表示你很容易表
達在一個序列前後邊界上的片段（像是 a[:20] 或 a[-20:]）。

 ► 對一個 list 切片的指定會取代原序列中的那個範圍，代換為所參考的東

西，即便長度不相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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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做法  避免在單一運算式中進行跨步和切片

除了基本的切片動作（參閱做法 11：「知道如何對序列進行切片」），
Python 也有特殊語法來指明一個切片的步幅（stride），其形式為 
somelist[start:end:stride]。這能讓你在切割一個序列時只拿取每 n 個項目
（every nth item）。舉例來說，這個步幅能讓你輕易地分組一個串列中的偶
數索引和奇數索引：

x =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purple']

odds = x[::2]

evens = x[1::2]

print(odds)

print(evens)

>>>

['red', 'yellow', 'blue']

['orange', 'green', 'purple']

問題在於，這種 stride 語法經常會導致可能帶來臭蟲的非預期行為。舉例
來說，反轉（reverse）一個位元組字串（byte string）常用的一個 Python 
技巧是以 -1的 stride 來切割該字串：

x = b'mongoose'

y = x[::-1]

print(y)

>>>

b'esoognom'

這用於 Unicode 字串（參閱做法 3：「知道 bytes 和 str 之間的差異」）也能
正確運作：

x = '壽司 '

y = x[::-1]

print(y)

>>>

司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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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Unicode 資料是編碼為 UTF-8 位元字串時這就行不通了：

w = '壽司 '

x = w.encode('utf-8')

y = x[::-1]

z = y.decode('utf-8')

>>>

Traceback ...

UnicodeDecodeError: 'utf-8' codec can't decode byte 0xb8 in position 0: invalid 

start byte

除了 -1 外，其他負的步幅（negative strides）有用嗎？考慮下列範例：

x = ['a', 'b', 'c', 'd', 'e', 'f', 'g', 'h']

x[::2]   # ['a', 'c', 'e', 'g']

x[::-2]  # ['h', 'f', 'd', 'b']

在此，::2 意味著「從開端算起，每兩個項目選一次（select every second 
item starting at the beginning）」。更麻煩的 ::-2 則代表「從尾端往回算起，
每兩個項目選一次」。

你認為 2::2 的意義是什麼呢？那 -2::-2 vs. -2:2:-2 vs. 2:2:-2 又如何呢？

x[2::2]     # ['c', 'e', 'g']

x[-2::-2]   # ['g', 'e', 'c', 'a']

x[-2:2:-2]  # ['g', 'e']

x[2:2:-2]   # []

重點在於，切片語法的步幅部分可能非常容易讓人感到困惑。在方括號

（brackets）裡面有三個數字已經夠難讀的了，因為很密集。然後，又很難
看出開頭和尾端索引如何相對影響步幅值，特別是在步幅是負的時候。

要避免問題，我建議你不要把步幅和開頭與尾端索引一起使用。如果你非

得使用步幅，就讓它是正的，並且省略開頭與尾端索引。如果你沒辦法，

非得一起使用步幅和開頭或尾端索引，就考慮跨步（striding）使用一個指
定，而切片使用另一個：

y = x[::2]   # ['a', 'c', 'e', 'g']

z = y[1:-1]  #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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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步然後再切片會創建資料的一個額外的淺層拷貝（shallow copy）。第一
個運算應該試著盡可能減少所產生的切片之大小。如果你的程式無法負擔

分為兩個步驟所需的時間或記憶體，那就考慮使用 itertools 內建模組的 
islice 方法（參閱做法 36：「考慮使用 itertools 來處理迭代器和產生器」），
那讀起來會比較清楚，也不允許負的 start、end 或 stride。

要記得的事

 ► 在一個切片（slice）中同時使用 start（開頭）、end（結尾）和 stride（步

幅）可能會非常令人困惑。

 ► 在沒有開頭或結尾索引的切片中優先使用正的步幅值。盡可能避免負的步
幅值。

 ► 避免在單一個切片中同時使用 start、 end 和 stride。如果你所有的三個參

數都需要，就考慮使用兩個指定（一個用於跨步，另一個用來切片），或

者使用 itertools 內建模組的 islice 方法。

13做法  優先選用 Catch-All 的拆分而非切片

基本的拆分（unpacking，參閱做法 6：「優先選用多重指定的拆分而非索
引」）的一個限制在於，你事先必須先知道你要拆分的序列之長度。舉例來

說，這裡我有一個 list，裡面放的是在汽車經銷商交易的車子車齡。當我
試著以基本的拆分動作拿取這個 list 的頭兩個項目，在執行時期（runtime）
就會有一個例外被提出：

car_ages = [0, 9, 4, 8, 7, 20, 19, 1, 6, 15]

car_ages_descending = sorted(car_ages, reverse=True)

oldest, second_oldest = car_ages_descending

>>>

Traceback ...

ValueError: too many values to unpack (expected 2)

在這種情況下，Python 的新手經常會仰賴索引和切片（參閱做法 11：「知
道如何對序列進行切片」）。舉例來說，這裡我從至少含有兩個項目的 list 
擷取出了最舊（oldest）的車、第二舊（second oldest）的車，以及其他
（other）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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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est = car_ages_descending[0]

second_oldest = car_ages_descending[1]

others = car_ages_descending[2:]

print(oldest, second_oldest, others)

>>>

20 19 [15, 9, 8, 7, 6, 4, 1, 0]

這行得通，但所有的這些索引和切片動作在視覺上都充滿了雜訊。實務上，

以這種方式將一個序列的成員分割成各個子集也很容易出錯，因為你更有

可能犯下 off-by-one（差一）錯誤。舉例來說，你可能改了其中一行的邊界
但忘了更新其他行。

為了更好地處理這種情形，Python 也透過帶星號的運算式（starred 
expression）支援總受拆分（catch-all unpacking）。這種語法能讓拆分指定
（unpacking assignment）的一部分，接收沒有匹配到拆分模式（unpacking 
pattern）其他任何部分的那些所有的值。這裡，我用了帶星號的運算式來
達成與上面相同的結果，而且不用索引或切片：

oldest, second_oldest, *others = car_ages_descending

print(oldest, second_oldest, others)

>>>

20 19 [15, 9, 8, 7, 6, 4, 1, 0]

這段程式碼更短、更容易讀，而且不再有必須在行與行之間同步的邊界索

引讓你容易出錯了。

一個帶星號的運算式可以出現在任何位置，所以你需要擷取一個片段的任

何時候，你都能得到 catch-all 拆分所帶來的好處：

oldest, *others, youngest = car_ages_descending

print(oldest, youngest, others)

*others, second_youngest, youngest = car_ages_descending

print(youngest, second_youngest, others)

>>>

20 0 [19, 15, 9, 8, 7, 6, 4, 1]

0 1 [20, 19, 15, 9, 8, 7,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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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含有一個帶星號運算式的拆分指定而言，你必須至少有一個

必要的部分，否則你會得到 SyntaxError。你不能單獨使用一個 catch-all 運 
算式：

*others = car_ages_descending

>>>

Traceback ...

SyntaxError: starred assignment target must be in a list or 

tuple

你也沒辦法在一個單層拆分模式中使用多個 catch-all 運算式：

first, *middle, *second_middle, last = [1, 2, 3, 4]

>>>

Traceback ...

SyntaxError: two starred expressions in assignment

但你還是可以在一個拆分指定述句中使用多個帶星號的運算式，只要它們

是被拆分的多層結構中不同部分的 catch-all 就行了。我並不建議像下面
這樣做（相關的指引請參閱做法 19：「函式回傳多個值時，永遠不要拆分
（Unpack）超過三個變數」），但了解它應該能幫助你發展出帶星號運算式可
以如何被用在拆分指定（unpacking assignments）中的直覺：

car_inventory = {

    'Downtown': ('Silver Shadow', 'Pinto', 'DMC'),

    'Airport': ('Skyline', 'Viper', 'Gremlin', 'Nova'),

}

((loc1, (best1, *rest1)),

 (loc2, (best2, *rest2))) = car_inventory.items()

print(f'Best at {loc1} is {best1}, {len(rest1)} others')

print(f'Best at {loc2} is {best2}, {len(rest2)} others')

>>>

Best at Downtown is Silver Shadow, 2 others

Best at Airport is Skyline, 3 others

在所有的情況下，帶星號的運算式都會變為 list 的實體（instances）。如果
被拆分的序列沒有剩餘的項目，catch-all 的部分就會是一個空的 list。這特
別適合用在你事先就知道你所處理的序列至少有 N 個元素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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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_list = [1, 2]

first, second, *rest = short_list

print(first, second, rest)

>>>

1 2 []

你也能以拆分語法來拆解任意的 iterators（迭代器）。就一個基本的多重
指定述句而言，這沒什麼價值。舉例來說，這裡我從迭代一個長度為 2 的 
range 的結果拆分出值來。這看起來沒什麼用，因為單純指定到符合拆分模
式的一個靜態 list（例如 [1, 2]）會更加容易：

it = iter(range(1, 3))

first, second = it

print(f'{first} and {second}')

>>>

1 and 2

但多了帶星號的運算式後，拆分 iterators 的價值就更明顯了。舉例來說，
這裡我有一個產生器（generator），它會產出一個 CSV 檔案的每一列，其
中含有本週經銷商所有的汽車訂單：

def generate_csv():

    yield ('Date', 'Make' , 'Model', 'Year', 'Price')

    ...

使用索引和切片來處理這個產生器的結果是可以的，但那需要多行，而且

有視覺上的雜訊：

all_csv_rows = list(generate_csv())

header = all_csv_rows[0]

rows = all_csv_rows[1:]

print('CSV Header:', header)

print('Row count: ', len(rows))

>>>

CSV Header: ('Date', 'Make', 'Model', 'Year', 'Price')

Row coun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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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帶星號的運算式進行拆分，能讓你輕易地分開處理第一列，也就是

標頭（header），有別於該 iterator 的其餘內容。這清楚多了：

it = generate_csv()

header, *rows = it

print('CSV Header:', header)

print('Row count: ', len(rows))

>>>

CSV Header: ('Date', 'Make', 'Model', 'Year', 'Price')

Row count:  200

然而，要牢記在心的是，因為帶星號的運算式一定會被轉為一個 list，拆
分一個 iterator 也會有用盡你電腦記憶體，導致你程式當掉的潛在風險。所
以你應該只在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記憶體放得下所產生的全部資料時，才把 
catch-all 拆分用在 iterators 上（參閱做法 31：「迭代引數時要做好防備」）。

要記得的事

 ► 拆分指定（unpacking assignments）可以使用一個帶星號的運算式

（starred expression），來捕捉所有（catch all）沒被指定到拆分模式其他

部分的值，放到一個 list 中。

 ► 帶星號的運算式可以出現在任何位置，而且它們永遠都會變成一個 list，

其中含有它們所接收到的零或更多個值。

 ► 把一個 list 分割成不重疊的片段時，總受拆分（catch-all unpacking）比

切片及索引更不容易出錯。

14做法  使用 key參數依據複雜的條件進行排序

內建型別 list 提供了一個 sort 方法，依據各種條件來排序一個 list 實體中
的項目。預設情況下，sort 會以項目自然的遞增順序（ascending order）來
排列一個 list 的內容。舉例來說，在此我從最小到最大排序了整數組成的
一個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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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s = [93, 86, 11, 68, 70]

numbers.sort()

print(numbers)

>>>

[11, 68, 70, 86, 93]

這個 sort 方法幾乎能用在所有的內建型別（字串、浮點數等）上，只要它
們有某種自然的順序。sort 會對物件（objects）做些什麼呢？舉例來說，
在此我定義了一個類別（class），並包括了一個 __repr__ 方法，使得實體
（instances）是可列印的（參閱做法 75：「除錯輸出請使用 repr 字串」），以
表示（represent）你可能會需要在工地使用的各種工具：

class Tool:

    def __init__(self, name, weight):

        self.name = name

        self.weight = weight

    def __repr__(self):

        return f'Tool({self.name!r}, {self.weight})'

tools = [

    Tool('level', 3.5),

    Tool('hammer', 1.25),

    Tool('screwdriver', 0.5),

    Tool('chisel', 0.25),

]

排序這個型別的物件是行不通的，因為 sort 方法會試著呼叫此類別沒有定
義的特殊比較方法（comparison special methods）：

tools.sort()

>>>

Traceback ...

TypeError: '<' not supported between instances of 'Tool' and 'Tool'

如果你的類別應該有像是整數那樣的某種自然順序，那麼你就能定義必要

的特殊方法（參閱做法 73：「知道如何將 heapq 用於優先序佇列」）來使 sort 
運作，而不需要額外的參數。但更常見的情況是，你的物件可能得支援多

種順序，在那種情況下，定義一種自然順序實際上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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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物件上會有一個你想要用來進行排序的屬性（attribute）。為了支援
這種使用案例，sort 方法接受一個 key 參數，它被預期是一個函式。會有單
一個引數（argument）被傳入這個 key 函式，它是來自被排序的那個 list 中
的一個項目（item）。這個 key 函式的回傳值應該要是一個可以比較的值（例
如有某種自然順序的那種）以在排序用途上代表該項目。

在此，我使用 lambda 關鍵字來定義一個函式作為 key 參數，讓我能以它們 
name（名稱）的字母順序來排列 Tool 物件所成的 list：

print('Unsorted:', repr(tools))

tools.sort(key=lambda x: x.name)

print('\nSorted:  ', tools)

>>>

Unsorted: [Tool('level',       3.5),

           Tool('hammer',      1.25),

           Tool('screwdriver', 0.5),

           Tool('chisel',      0.25)]

Sorted:   [Tool('chisel',      0.25),

           Tool('hammer',      1.25),

           Tool('level',       3.5),

           Tool('screwdriver', 0.5)]

我也能輕易地定義以 weight 作為條件的另一個 lambda 函式，並把它傳入 
sort 方法作為 key 參數：

tools.sort(key=lambda x: x.weight)

print('By weight:', tools)

>>>

By weight: [Tool('chisel',      0.25),

            Tool('screwdriver', 0.5),

            Tool('hammer',      1.25),

            Tool('level',       3.5)]

在傳入作為 key 參數的 lambda 函式中，你可以存取項目的屬性，如同我在
這裡做的那樣，也可以索引到項目中（用於序列、元組和字典），或使用任

何其他有效的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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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是字串那樣的基本型別，你甚至可能想要使用 key 函式在排序前做一
些值的變換（transformations）動作。舉例來說，這裡我把 lower 方法套用
到了由位置名稱所構成的一個 list 的每個項目上，以確保它們的字母順序
會忽略首字母大寫的影響（因為在字串自然的詞彙順序中，大寫字母會出

現在小寫字母前）：

places = ['home', 'work', 'New York', 'Paris']

places.sort()

print('Case sensitive:  ', places)

places.sort(key=lambda x: x.lower())

print('Case insensitive:', places)

>>>

Case sensitive:   ['New York', 'Paris',    'home',  'work']

Case insensitive: ['home',     'New York', 'Paris', 'work']

有的時候你可能需要使用多個條件來進行排序。舉例來說，假設我有動力

工具（power tools）所構成的一個 list，而我想要先以 weight 排序它們，再
以 name 排序。我要如何做到這點呢？

power_tools = [

    Tool('drill', 4),

    Tool('circular saw', 5),

    Tool('jackhammer', 40),

    Tool('sander', 4),

]

在 Python 中，最簡單的解法是使用 tuple 型別。元組（tuples）是由任意 
Python 值所組成的不可變序列（immutable sequences）。元組預設是可比較
的，並有某種自然的順序，這表示它們實作了 sort 方法要求的所有特殊方
法，例如 __lt__。元組實作這些比較器（comparators）特殊方法的方式是一
次一個索引迭代過 tuple 中的每個位置，並比較對應的值。在此，我展示了
一個工具比另一個還重時，這會如何運作：

saw = (5, 'circular saw')

jackhammer = (40, 'jackhammer')

assert not (jackhammer < saw)  # 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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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元組中被比較的第一個位置相等，在此是 weight，那麼就會移往第二個
位置繼續進行比較，依此類推：

drill = (4, 'drill')

sander = (4, 'sander')

assert drill[0] == sander[0]  # 等重

assert drill[1] < sander[1]  # 字母順序上較低

assert drill < sander   # 因此 drill 先出現

你可以運用 tuple 的這種比較行為先以 weight 來為動力工具的 list 排序，再
以 name 排序。在此，我定義了一個 key 函式，它會回傳一個 tuple，其中含
有我想據以排出優先序的兩個屬性：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weight, x.name))

print(power_tools)

>>>

[Tool('drill',        4),

 Tool('sander',       4),

 Tool('circular saw', 5),

 Tool('jackhammer',   40)]

讓 key 函式回傳一個 tuple 的限制之一是，所有條件的排序方向必須都相同
（要不是全都遞增，就是全都遞減）。若我提供 reverse 參數給 sort 方法，此 
tuple 中的兩個條件都會以相同的方式受到影響（注意到 'sander' 現在先於 
'drill'，而非在它之後了）：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weight, x.name),

                 reverse=True)  # 讓所有的條件遞減

print(power_tools)

>>>

[Tool('jackhammer',   40),

 Tool('circular saw', 5),

 Tool('sander',       4),

 Tool('dr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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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數值而言，在 key 函式中使用單元的減號運算子（unary minus 
operator）是有可能混合排序方向的。這會負值化（negates）回傳的 tuple 
中的其中一個值，效果上等同於反轉了它的排列順序，另一個則保持不變。

這裡，我藉此以 weight 進行遞減（descending）的排序，然後以 name 進行遞
增（ascending）排序（注意到現在 'sander' 在 'drill' 之後，而非之前）：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weight, x.name))

print(power_tools)

>>>

[Tool('jackhammer',   40),

 Tool('circular saw', 5),

 Tool('drill',        4),

 Tool('sander',       4)]

遺憾的是，並非所有的型別都能進行單元的負值化（unary negation）。這
裡，我試著使用 reverse 引數來以 weight 遞減排序，然後負值化 name 使它有
遞增順序，試圖達到相同的結果：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weight, -x.name),

                 reverse=True)

>>>

Traceback ...

TypeError: bad operand type for unary -: 'str'

對於像這樣的情形，Python 提供了一種穩定（stable）的排序演算法。當 
key 函式所回傳的值彼此相等時，list 型別的 sort 方法會保留輸入 list 的順
序。這表示我可以在相同的 list 上多次呼叫 sort，以結合不同的排序條件。
在此，我使用兩個分別的 sort 呼叫產生了與之前相同的排列順序，即遞減
的 weight 和遞增的 name：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name)   # 名稱遞增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weight, # 重量遞減

                 reverse=True)

print(power_tools)

>>>



63

使用 key參數依據複雜的條件進行排序

[Tool('jackhammer',   40),

 Tool('circular saw', 5),

 Tool('drill',        4),

 Tool('sander',       4)]

要了解這為何行得通，注意到對 sort 的第一個呼叫如何以字母順序排列那
些名稱（names）：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name)

print(power_tools)

>>>

[Tool('circular saw', 5),

 Tool('drill',        4),

 Tool('jackhammer',   40),

 Tool('sander',       4)]

當要以 weight 遞減排列的第二個 sort 呼叫發出時，它發現 'sander' 和 
'drill' 都有 4 的重量（weight）。這使得 sort 方法以它們在原有 list 中相同
的順序把那兩個項目放到了最終的結果 list 中，因此保留了它們以 name 遞
增排列的相對順序：

power_tools.sort(key=lambda x: x.weight,

                 reverse=True)

print(power_tools)

>>>

[Tool('jackhammer',   40),

 Tool('circular saw', 5),

 Tool('drill',        4),

 Tool('sander',       4)]

相同的做法可被用來結合許多不同類型的排序條件，而且分別都能使用你

喜歡的任何方向。你只需要確保你是以最終 list 要含有的相反次序來執行
那些排序動作即可。在這個例子中，我希望排列順序是先遞減的 weight，
然後是遞增的 name，所以我必須先進行 name 的排序，接著再進行 weight 的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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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串列和字典

即便如此，讓 key 函式回傳一個 tuple 並使用單元負值化來混合排列順序，
讀起來還是比較簡單，需要的程式碼也比較少。我建議只在絕對必要時，

才使用對 sort 的多次呼叫。

要記得的事

 ► list 型別的 sort 方法可被用來重新安排一個串列的內容，依據內建型別

（像是字串、整數、元組等）的自然順序排列。

 ► sort 方法無法用於物件（objects），除非它們有使用特殊方法定義某種自

然的順序，但那並不常見。

 ► sort 方法的 key 參數可被用來提供一個輔助函式，回傳排序時要代表 list 

中每個項目的值。

 ► 從 key 函式回傳一個 tuple 能讓你把多個排序條件結合在一起。對於

適用的型別，單元減號運算子（unary minus operator）可以用來反轉

（reverse）個別排序的順序。

 ► 對於無法被負值化（negated）的型別，你可以使用不同的 key 函式和 

reverse 值多次呼叫 sort 方法，以結合多個排序條件（sorting criteria），呼

叫順序要從最低排位的 sort 呼叫開始，一直到最高排位的 sort 呼叫。

15做法  仰賴 dict的插入順序時要特別小心

在 Python 3.5 與更之前的版本中，迭代過一個 dict 時，鍵值（keys）會以
任意的順序回傳。迭代出來的順序並不會與項目（items）被插入的順序相
符。舉例來說，在此我建立了一個字典，將動物名稱映射到了牠們對應的

寶寶名稱（baby names），然後將之印出（運作方式請參閱做法 75：「除錯
輸出請使用 repr 字串」）：

# Python 3.5

baby_names = {

    'cat': 'kitten',

    'dog': 'puppy',

}

print(baby_names)

>>>

{'dog': 'puppy', 'cat': 'kit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