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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觀念和 mysql用戶端

要在 MySQL或 MariaDB伺服器上開發或操作資料庫，方法不只一種。在人與伺服器之
間擔任介面的程式，稱為 MySQL用戶端。用戶端為數眾多，但是本書只會專注在其中

之一，也就是最能滿足使用者互動的一種，即純文字的用戶端程式 mysql。這是最常用
的介面，不但適合初學者，老鳥也一樣愛不釋手。

當然另外也有圖形介面的互動用戶端程式，但是長遠來看，它的用途並不廣泛。首先，

你從圖形介面上能學到的不多。圖形介面雖然可以給你各種視覺提示，告訴你該做什

麼，而你也可藉此迅速完成一些基本查詢，但是這對未來的進階工作並無幫助。文字介

面的 mysql用戶端有助於思考和記憶──使用起來也不困難。更有甚者，圖形介面經常
在改版。一旦改版，你就得在新版畫面裡重新找出原本熟悉的操作順序。如果你換了工

作、或是必須在客戶的環境裡作業，甚至可能臨時需要操作別人的系統，對方的圖形介

面也許跟你所熟悉的畫面大相逕庭。儘管如此，mysql用戶端是絕對不會變的，因為任
何 MySQL伺服器都會搭配安裝這個用戶端。因此，本書中所有的範例都是以純文字用
戶端來示範的。筆者建議，各位只要讀到範例，就試著自己輸入電腦的 mysql用戶端，
以便加強印象。

mysql用戶端
有了 mysql用戶端，你就可以直接從指令列、或是在一個名為 monitor的監控介面裡，

與 MySQL或 MariaDB伺服器互動。在指令列使用 mysql，可以在不增加主機負荷的情
況下與伺服器互動。你也可以在指令稿或其他程式裡植入 MySQL指令。舉例來說，你
可以在 cron裡面直接用 mysql用戶端塞入指令，以便自動備份資料庫。而所謂的監控介
面，其實就是 mysql的 ASCII文字互動畫面，它會將指令輸出的結果稍作編排，讓你的
指令執行結果更容易判讀。本書中幾乎所有的範例都是利用監控介面的畫面擷取的。就

算不是，我也會特別註明結果是從指令列直接執行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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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輸入了適當的 mysql指令和正確的密碼，就等於透過用戶端正確地登入了 MySQL
或 MariaDB。你會看到如下的訊息文字：

Welcome to the MySQL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1419341
Server version: 5.5.29 MySQL Community Server (GPL)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mysql>

如果是登入 MariaDB，字眼稍稍不同一點：

Welcome to the MariaDB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ariaDB connection id is 360511
Server version: 5.5.33a-MariaDB MariaDB Server, wsrep_23.7.6.rXXXX

Copyright (c) 2000, 2013, Oracle, Monty Program Ab and others.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MariaDB [(none)]>>

第一行文字中緊接在「Welcome to the MySQL/MariaDB monitor,」後面的部分，意思是
任何指令只要以分號（;）或是斜線字元加上字母 g（\g），就表示指令已輸入完畢。當
你鍵入指令或是 SQL敘述後，如果直接按下 Enter鍵，就可以換行繼續輸入。mysql用
戶端會一直等到你輸入 ;或 \g，才把所有指令內容全部傳給 MySQL伺服器。如果你改
用大寫字母的 \G，格式就會變化。稍後會再討論到這一點。目前只要懂得用分號就好。

輸出文字的第二行代表的是你連接伺服器的身分流水號。遲早你會因為在操作時碰上麻

煩而需要這個資訊。但是現在你可以先不管它。

第三行顯示的是主機上安裝的 MySQL或 MariaDB版本。如果你遇上問題，而且從線上
文件得知特定版本有同樣的問題，或是你想升級伺服器，但是需要在升級前先搞清楚現

行版本為何時，這一行資訊就會派上用場。

再接著是如何閱讀線上說明。這個指令動作會告訴你如何操作所有的 SQL敘述和功能。
請試著輸入 help或 \h看看：

help

這個指令會教你如何使用 mysql用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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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輸入這道指令，命令輸入的提示文字就會變個樣子：

SQL Command (none)>

此時你還未指定預設資料庫。但現在你已啟動了 mysql用戶端程式，我們就來探索一下
資料庫內部吧！

資料庫初探

在後續章節裡，我會告訴讀者如何建立資料庫、插入資料、以及如何執行查詢來發

現有趣的資料關聯性。但是在這一章裡，在各位已透過 mysql用戶端登入 MySQL或
MariaDB之後，大家先來熟悉一下資料庫系統的若干核心觀點。我們會先考量幾個資料
庫基本觀念，讓讀者自己在 mysql監控介面裡輸入一些指令。大家可以逐漸熟悉 mysql
用戶端的一切。因為這時讀者們都在起步階段，我們就從最簡單的著手。

在 SQL的術語裡，資料都一律存放在資料表（table）裡，這個名詞反映出使用者檢視

資料的方式。舉例來說，一個有關於電影的資料表，裡面會有一行行的電影資料，每行

都會有一欄內含電影名稱、其他欄位則代表這部電影的進一步資訊：

+----------+--------------------+--------+
| movie_id | title | rating |
+----------+---------------------+--------+
|        1 | Casablanca | PG     |
|        2 | The Impostors       | R      |
| 3 | The Bourne Identity | PG-13  |
+----------+--------------------+--------+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先不用急著建立這種資料表。我們先來看看伺服器裡已經有些

什麼東西，再來觀察有哪些基本元件。在命令提示 mysql>後面，請輸入以下指令並按下
Enter鍵：

SHOW DATABASES;

應該會看到像這樣的輸出結果：

+--------------------+
| Database           |
+--------------------+
| information_schema |
| mysql |
| te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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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欄的類型（Type），指的就是對應第一欄每個區塊的資料類型。注意我們在定義

欄位資料類型 VARCHAR時曾以括號註記特定寬度，這裡也顯示出相對應的資訊（例
如 varchar(255)）。而我們不曾定義大小的 INT欄位，便以預設值顯示。稍後我會解釋
INT(11)的意思、並說明其他可能的整數資料類型。

第三欄是資料是否為空（NULL），意思就是對應第一欄的每個欄位，是否可以允許資料

值一無所有（NULL）。NULL就是空虛的；是不存在的資料。這跟留白或內容空無一
物不同。聽起來很難懂：不過這時只要記住它不一樣就好。本書稍後還會看到 NULL的 
作用。

第四個欄位鍵值（Key），就是說明對應第一欄的每個欄位，是否屬於關鍵（key）區塊
──亦即是否有索引存在。如果這一欄內容都是空的，就代表對應第一欄的欄位，例如

common_name那樣，是沒有索引存在的。如果是建立過索引的欄位，這一欄就會顯示索引
類型。由於版面有限，索引類型都以簡稱代替。以上例來說，bird_id欄位就屬於主要
鍵值（primary key），簡寫為 PRI。而 scientific_name欄則屬於另一種索引類型 UNIQUE
（獨一無二之意），簡寫為 UNI。

倒數第二欄為預設值（Default），指出對應第一欄的每個欄位是否擁有預設資料值。先

前建立 birds資料表時不曾指定任何預設值，但是我們可以，而且等下就會這樣做。

最後一欄額外資訊（Extra），用來說明對應第一欄的每個資料表欄位可能有的額外資

訊。上例中我們便看到 bird_id的欄位資料值會自動遞增這個特質。一般的資料表結構
說明裡這一欄多半都是空的。

假如我們對自己建立的資料表架構有所不滿，可以用 ALTER TABLE敘述來更正（第 5章
會介紹它）。萬一你出手有誤，只想重來一遍，也可以直接把資料表刪掉再重建。要完

全打掉一個資料表和其中所含的資料，可以使用 DROP TABLE敘述，後面加上資料表名稱
就行了。但使用時要小心，因為它是不可逆的，而且連同內含資料也清空。

附帶說明，使用 mysql用戶端操作時，你可以利用鍵盤上的向上方向鍵來

尋找先前輸入的指令。因此，如果你已建立資料表，只需輸入 DESCRIBE

敘述，找出自己的錯誤何在，然後把資料表刪掉（drop），再用向上鍵找

出先前執行過的建立資料表敘述。順便用向左方向鍵把游標移到你要修改

之處，就可以修改敘述了。把 CREATE TABLE敘述改完後，再按一次 Enter

鍵。這道修正過的 CREATE TABLE敘述就會交給伺服器執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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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資料

上一節要消化的東西很多。我們姑且先消停一下，來替 birds資料表填點東西。我們需
要使用 INSERT敘述，雖說上一章就已介紹過它，這一節還會再仔細說明這道敘述。現
在還不用擔心 INSERT敘述的來龍去脈。只管按照以下指令文字，從 mysql用戶端輸入 
即可：

INSERT INTO birds (scientific_name, common_name)
VALUES ('Charadrius vociferus', 'Killdeer'),
('Gavia immer', 'Great Northern Loon'),
('Aix sponsa', 'Wood Duck'),
('Chordeiles minor', 'Common Nighthawk'),
('Sitta carolinensis', ' White-breasted Nuthatch'),
('Apteryx mantelli', 'North Island Brown Kiwi');

這會得出六種鳥類的的六筆資料。請在 mysql用戶端輸入以下指令以檢視資料表內容：

SELECT * FROM birds;

+---------+----------------------+-------------------+-----------+-------------+
| bird_id | scientific_name      | common_name       | family_id | description |
+---------+----------------------+-------------------+-----------+-------------+
|       1 | Charadrius vociferus | Killdeer          |      NULL | NULL        |
|       2 | Gavia immer          | Great Northern... |      NULL | NULL        |
|       3 | Aix sponsa           | Wood Duck         |      NULL | NULL        |
|       4 | Chordeiles minor     | Common Nighthawk  |      NULL | NULL        |
|       5 | Sitta carolinensis   | White-breasted... |      NULL | NULL        |
|       6 | Apteryx mantelli     | North Island...   |      NULL | NULL        |
+---------+----------------------+-------------------+-----------+-------------+

如你所見，MySQL依照指令把資料值放到我們提供的兩個欄位裡，同時以預設資料值
填入其他欄位（例如 NULL）。不過這些預設值以後都還可以改過來。

現在且讓我們替另一個資料庫建立不同的資料表。現在 rookery資料庫已經有鳥類
資訊了。我們需要再建立另一個和觀鳥人個人資訊有關的資料庫。這個資料庫就叫

birdwatchers，我們還要在裡面建立一個 humans資料表，以便與 birds相呼應：

CREATE DATABASE birdwatchers;

CREATE TABLE birdwatchers.humans
(human_id INT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
formal_title VARCHAR(25),
name_first VARCHAR(25),
name_last VARCHAR(25),
email_address VARCHAR(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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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來變更這個新建的資料表，加上 wing_id欄位，以便用來結合 birds_wing_
shapes資料表。在 mysql裡新增欄位的 SQL敘述如下：

ALTER TABLE birds_new
ADD COLUMN wing_id CHAR(2);

這樣就可以在資料表裡增加一個叫做 wing_id的欄位、資料類型採用定寬字元、寬度兩
個字元。我已經確認過這個新欄位的資料類型和寬度，都和 birds_wing_shapes資料表裡
的對應欄位一致，這樣我們要參照兩個資料表裡的同質欄位做結合時就很方便。

再檢查一次 birds_new資料表，觀察其結構。請輸入：

DESCRIBE birds_new;

+-----------------+--------------+------+-----+---------+----------------+
| Field           | Type         | Null | Key | Default | Extra          |
+-----------------+--------------+------+-----+---------+----------------+
| bird_id         | int(11)      | NO   | PRI | NULL    | auto_increment |
| scientific_name | varchar(255) | YES  | UNI | NULL    |                |
| common_name     | varchar(50)  | YES  |     | NULL    |                |
| family_id       | int(11)      | YES  |     | NULL    |                |
| description     | text         | YES  |     | NULL    |                |
| wing_id         | char(2)      | YES  |     | NULL    |                |
+-----------------+--------------+------+-----+---------+----------------+

檢視執行結果，你應該已注意到前五個欄位。它們都是根據第 4章建立的 birds資料表
而產生的。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我們剛剛做的事。注意最後面新增的 wing_id欄位。對
於 MySQL和 MariaDB而言，資料表裡的欄位位置無關緊要。但是對於開發人員來說可
能就很重要，尤其是當資料表欄位很多的時候。我們再一次試著加入這個欄位，但這回

特別要求要把它放在 family_id後面。首先我們要把剛剛新增的欄位拿掉，而且因為是
新欄位，不必擔心刪除時會影響資料。

ALTER TABLE birds_new
DROP COLUMN wing_id;

刪除欄位的動作比新增簡單得多。注意這裡我們不必再註明資料類型或其他選項。因為

該指令不必擔心這些事也可以刪除欄位。DROP COLUMN子句會把欄位和其中所含的資料都
從資料表清除。由於 MySQL和 MariaDB裡沒有所謂的 UNDO敘述，因此，處理運作中
的資料表時要格外謹慎。

然後我們再新增一次 wing_id欄位：

ALTER TABLE birds_new
ADD COLUMN wing_id CHAR(2) AFTER family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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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建立的第一個資料表，會包含所有的問卷類型。第一個資料表包含的是個別問卷

中的問題。由於我們不過是要做個問卷調查，choices欄位就是容納選擇題的地方。因
此我們採用最廣義的資料類型 BLOB來定義它，但欄位內容其實就是動態欄位。因為此處
所採的資料類型，勢必要能夠接納任何來自動態欄位的資料。BLOB顯然是不二選擇。

第三個資料表就是收容問卷調查答案的所在。這次我們定義了一個 VARCHAR欄位來擔
任動態欄位。再用 question_id把 survey_answers和 survey_questions串接起來，用
survey_id把 survey_questions和 surveys串接起來。

現在我們來放一些資料到上述資料表裡。如果你已使用 MariaDB，請繼續輸入以下 SQL
敘述，將資料倒進資料表：

INSERT INTO surveys (survey_name)
VALUES("Favorite Birding Location");

INSERT INTO survey_questions
(survey_id, question, choices)
VALUES(LAST_INSERT_ID(),
"What's your favorite setting for bird-watching?",
COLUMN_CREATE('1', 'forest', '2', 'shore', '3', 'backyard') );

INSERT INTO surveys (survey_name)
VALUES("Preferred Birds");

INSERT INTO survey_questions
(survey_id, question, choices)
VALUES(LAST_INSERT_ID(),
"Which type of birds do you like best?",
COLUMN_CREATE('1', 'perching', '2', 'shore', '3', 'fowl', '4', 'rapture') );

以上建立了兩份問卷：第一個是一系列的選擇題：詢問賞鳥愛好者們最喜愛的觀賞場

所；第二份問卷相對簡單，只是探問會員們偏好的鳥類大略分類。我們使用了 COLUMN 
_CREATE()來建立要列舉的選單：每個選項都有一對鍵值 /資料值。因此，在 survey_
questions資料表裡，選項 1就是「forest」（森林）、選項 2就是「shore」（海濱）、而
選項 3 是「backyard」（後院）。從 MariaDB 第 10.0.1 版起就可以接受以字串當作鍵
值，而不一定要用數字。

讓我們來瞧瞧動態欄位裡的資料是如何取出來的：

SELECT COLUMN_GET(choices, 3 AS CHAR)
AS 'Location'
FROM survey_questions
WHERE survey_i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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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cation |
+----------+
| backyard |
+----------+

這道敘述會傳回第三選項。我們使用了 COLUMN_GET()函式，按照第一個引數指定的欄
位，取出動態欄位的值。第二個引數指定的則是要取出哪一個鍵值代表的資料。我們另

外用了 AS指定資料類型（例如 CHAR），來處理傳回的資料。

現在我們來輸入會員們回答問卷的資料。如果你閱讀的是本書的電子版，請把以下敘述

複製到 MariaDB伺服器上：

INSERT INTO survey_answers
(human_id, question_id, date_answered, answer)
VALUES
(29, 1, NOW(), 2),
(29, 2, NOW(), 2),
(35, 1, NOW(), 1),
(35, 2, NOW(), 1),
(26, 1, NOW(), 2),
(26, 2, NOW(), 1),
(27, 1, NOW(), 2),
(27, 2, NOW(), 4),
(16, 1, NOW(), 3),
(3, 1, NOW(), 1),
(3, 2, NOW(), 1);

列數並不多，但目前已足供示範。現在來統計一下第一份問卷中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方

式如下：

SELECT IFNULL(COLUMN_GET(choices, answer AS CHAR), 'total')
AS 'Birding Site', COUNT(*) AS 'Votes'
FROM survey_answers
JOIN survey_questions USING(question_id)
WHERE survey_id = 1
AND question_id = 1
GROUP BY answer WITH ROLLUP;

+--------------+-------+
| Birding Site | Votes |
+--------------+-------+
| forest       |     2 |
| shore        |     3 |
| backyard     |     1 |
| total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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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會建立一個只有兩個欄位的 birds_details資料表，而且剛好對應 birds資料表的
原有同名欄位。同時也把 birds資料表同名欄位的資料都複製到 birds_details資料表
裡。這裡有一個不明顯但卻是必要的小差異，而且又跟 AUTO_INCREMENT有關，但是差異
跟前一個方法造成的不同。用 DESCRIBE敘述就可以看出端倪：

DESCRIBE birds_details;

+-------------+---------+------+-----+---------+-------+
| Field       | Type    | Null | Key | Default | Extra |
+-------------+---------+------+-----+---------+-------+
| bird_id     | int(11) | NO   |     | 0       |       |
| description | text    | YES  |     | NULL    |       |
+-------------+---------+------+-----+---------+-------+

瞧，bird_id欄位現在沒有 AUTO_INCREMENT這個特徵了。這也無妨，因為我們還是要替每
一筆資料的 bird_id欄位手動輸入資料值。

雖然我們沒有每種鳥類的詳述，也不需按照 birds資料表的順序來輸入詳述資料。當然
我們也可以替新資料表的 bird_id欄位加上 AUTO_INCREMENT屬性，但這反而會造成問題
──勉強讓它同步 birds資料表，只會更讓人疲於奔命。相反地，我們應該使用 ALTER 
TABLE敘述，在 birds_details資料表裡替 bird_id欄位製作索引，而且要把索引指定為
UNIQUE鍵值。這樣每種鳥類就只會對應一筆資料，這才是正確的做法。第 81頁的「索
引」會再介紹。

CREATE TABLE...SELECT敘述會建立一個只有兩個欄位的 birds_details資料表。雖然我們
說過要用更多欄位來容納鳥類資訊。但要等到本章結尾的習題再利用 ALTER TABLE敘述
來增加額外的欄位。現在讓我們先從 birds資料表裡把 description欄位去掉：

ALTER TABLE birds
DROP COLUMN description;

這個動作會把欄位和它所含的資料從資料表中清除。因此，使用時請小心。第 6章還會
進一步介紹它。

資料表改名

先前的小節已經探討過如何修改資料表裡的欄位。也包括替欄位改名。不過有時候你會

需要幫資料表也改名。不論是為了觀感、還是為了讓名稱更容易理解，都會需要這樣

做。更名也是替換既有資料表的好方法，只需先把現有資料表刪掉、再把替換用的資料

表改名為已刪除資料表的名稱，就達到替換的目的了。這種做法在前一節裡已經示範過

幾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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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的 EXPLAIN敘述會分析你提供的 SELECT敘述，也就是說，只要是該筆資料列的
name_last欄位內容是 Hollar的，就從 humans資料表把該資料列的全部欄位都調出來。
上例有趣的地方在於 possible_keys和 key這兩行──鍵值就是據以製作資料表索引的欄
位。但是 key（鍵值）和 index（索引）兩字其實是互通的。possible_keys一欄代表的
是 SELECT敘述可能採用的鍵值。但在上例中，這時並無任何和 name_last欄位有關的索
引存在。key一欄代表的則是 SELECT敘述實際採用的鍵值。這時也不存在（因為根本沒
有），所以顯示值也是 NULL。這時該資料表裡還只有四筆資料，所以索引不會對效能
有何顯著的作用。但是當日後資料表內含數千筆人名時，索引才有辦法大幅提升人名搜

尋的效率。

除了有時會用會員姓氏來搜尋 humans資料表以外，再設想有時也會用首名甚至全名做為
搜尋條件。為了因應這些可能性，並讓資料表預備好在日後資料眾多時能迅速回應這類

查詢，我們要製作一個由兩個欄位構成的索引。這就要靠 ALTER TABLE敘述的 ADD INDEX
子句來達成：

ALTER TABLE birdwatchers.humans
ADD INDEX human_names (name_last, name_first);

現在我們用 SHOW CREATE TABLE敘述來檢查看看索引變成什麼模樣：

SHOW CREATE TABLE birdwatchers.humans \G

*************************** 1. row ***************************
       Table: humans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humans` (
  `human_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formal_title` varchar(25) COLLATE latin1_bin DEFAULT NULL,
  `name_first` varchar(25) COLLATE latin1_bin DEFAULT NULL,
  `name_last` varchar(25) COLLATE latin1_bin DEFAULT NULL,
  `email_address` varchar(255) COLLATE latin1_bin DEFAULT NULL,
  PRIMARY KEY (`human_id`),
  KEY `human_names` (`name_last`,`name_first`)
) ENGINE=MyISAM DEFAULT CHARSET=latin1 COLLATE=latin1_bin

結果顯示，在欄位清單後面多了一組新的 KEY。而這個鍵值（或索引）名稱就叫做
human_names，是根據括弧中所列的兩個欄位而產生的。我們再用另一道 SQL敘述 SHOW 
INDEX來觀察這個新索引：

SHOW INDEX FROM birdwatchers.humans
WHERE Key_name = 'human_names' \G

*************************** 1. row ***************************
       Table: humans
  Non_unique: 1
    Key_name: human_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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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他資料表引入資料

INSERT敘述也可以搭配 SELECT敘述運作（第 5章曾約略介紹過）。我們這就來看一個應
用實例。但是在此我要先提醒各位，本節的範例略為複雜。因此，我並不要求大家手動

輸入範例；只要讀下去即可。

在本章稍早我們已經建立幾種鳥類科名資料──這時應該已有 13種了。當然你可以從
我的網站下載已有完整資料的資料表，但是我卻需要從別處取得資料（不然就得一筆一

筆地輸入 228個分科資料）。我的資料來源是康乃爾大學的網站，康乃爾的鳥類學實驗
室專門教授鳥類學，而且是該領域的頂尖權威。他們的網站裡就有一份可以公開取得的

資料表。我把它載入到伺服器的 rookery資料庫裡，並將該資料表命名為 cornell_birds_
families_orders。以下就是這個資料表的結構、還有資料的格式：

DESCRIBE cornell_birds_families_orders;

+-------------+--------------+------+-----+---------+----------------+
| Field       | Type         | Null | Key | Default | Extra          |
+-------------+--------------+------+-----+---------+----------------+
| fid         | int(11)      | NO   | PRI | NULL    | auto_increment |
| bird_family | varchar(255) | YES  |     | NULL    |                |
| examples    | varchar(255) | YES  |     | NULL    |                |
| bird_order  | varchar(255) | YES  |     | NULL    |                |
+-------------+--------------+------+-----+---------+----------------+

SELECT * FROM cornell_birds_families_orders
LIMIT 1;

+-----+---------------+----------+------------------+
| fid | bird_family   | examples | bird_order       |
+-----+---------------+----------+------------------+
|   1 | Struthionidae | Ostrich  | Struthioniformes |
+-----+---------------+----------+------------------+

這個資料很有用。我可以利用它的分類科名，再把 examples欄位內容填入概述欄位，這

樣就足以構成我的 bird_families資料表。我不需要康乃爾的識別序號（就是 fid欄位）
來當作 bird_families資料表的序號──因為我有自己的編號可用。我只需把我已有的
bird_orders資料表和 cornell_birds_families_orders資料表中的 bird_order欄位值比
對，以便取出正確的 order_id，並放到 bird_families資料表裡。

有好幾種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但當下我要先替我的 bird_families資料表增加一個欄
位，以便從康乃爾資料表把 bird_order欄位搬過來。我會用第 5章教過的方式來做，就
像這樣：



106 | 第六章　插入資料

ALTER TABLE bird_families
ADD COLUMN cornell_bird_order VARCHAR(255);

現在我可以用以下 SQL敘述把康乃爾的資料複製到我的鳥類科名資料表裡了：

INSERT IGNORE INTO bird_families
(scientific_name, brief_description, cornell_bird_order)
SELECT bird_family, examples, bird_order
FROM cornell_birds_families_orders;

仔細觀察以上語法。你遲早有一天要用到它。一開始和一般的 INSERT語法並無二致，但
是在原本應該放 VALUES子句的地方，被一整段的 SELECT敘述給取代了。這裡的 SELECT
語法跟本書中其他的範例完全一樣。它很簡單，但既精巧又威力十足。

從觀念上來看，你不妨想像這段嵌入的 SELECT敘述，其實是製造出許多筆資料，而且
資料值都是按照 SELECT敘述調用的順序排列。這些資料值和 VALUES子句的作用完全一
樣，都是要用來提供給前半部的 INSERT敘述，以便按照我精心安排過的欄位順序插入資
料表的。

注意這裡還有一個和先前的 INSERT敘述不同之處。我加入了一個選項 IGNORE。之所
以要加上它，是因為 bird_families資料表裡已經有一些現成的資料了。由於它的
scientific_name欄位有 UNIQUE屬性，因此，該欄位不會容許重複的資料值進入。但是
像上例這樣的多重資料 INSERT敘述如果執行出現任何錯誤，它就會直接傳回一個錯誤訊
息、並拒絕執行。IGNORE旗標的用途就是告訴伺服器，就算執行 SQL敘述的插入過程中
發生任何錯誤，只管略過不理，並繼續將其他處理無誤的資料照樣寫入資料表。這樣一

來，不但執行不會失敗，還會把警訊先保留起來，以便稍後檢視。執行完後，你可以用

SHOW WARNINGS敘述來檢查，看看究竟是哪一筆資料出了錯導致它自己無法插入。如果你
單純只想讓伺服器把沒有重複問題的資料平安插入、並且略過重複的資料，這不失為一

個好辦法。

現在資料已經置入了，我要用一道 SQL敘述來檢視資料表中最末一筆資料──因為第
一筆資料是我們先前手動輸入的：

SELECT * FROM bird_families
ORDER BY family_id DESC LIMIT 1;

+-----------+-----------------+-----------------+----------+-------------------+
| family_id | scientific_name |brief_description| order_id | cornell_bird_order|
+-----------+-----------------+-----------------+----------+-------------------+
|       330 | Viduidae        | Indigobirds     |     NULL | Passeriform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