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Python很大，真的很大，難以置信的大。

這個指南不打算教你 Python語言（有其他很好的資源），而是（自認為的）社群成員對
工具與最佳實踐的資訊。閱讀對象主要是打算參與開源專案或以 Python應用創業的新
手與中級 Python程式設計師，但第一篇與第五章應該對一般 Python使用者也很有用。

第一篇幫助你選擇符合你的情境的文字編輯器或開發環境（例如常用 Java的人會偏好加
上 Python外掛的 Eclipse），以及其他直譯器選項以辦到你覺得 Python解決不了的問題
（例如為 ARM Cortex-M4晶片實作的 MicroPython）。第二篇以開源社群的範例程式碼
示範 Python風格，希望能夠鼓勵你深入檢視開源程式碼並進行實驗。第三篇簡短的探
索各種 Python社群常用的函式庫－讓你認識如今的 Python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本書紙版稿酬全數捐給 Django Girls（https://djangogirls.org/），它是專注於策劃免費

Django與 Python工作坊、建構線上開源教育訓練與體驗科技的全球化組織。希望對
線上版做出貢獻的人可以參閱我們的網站的說明（http://docs.python-guide.org/en/latest/

notes/contribute/）。



第二篇

開發

我們已經有了 Python直譯器、虛擬環境與編輯器或 IDE－可以開始進行開發了。這一
篇不會教你語言；“學習 Python”一節有列出很棒的教學資源。我們希望你如同真正的
Python內行人，認識社群中最好的 Python程式設計師的技巧。本篇包括下列章節：

第四章　撰寫好程式

簡短的討論對 Python新手有幫助的風格、傳統、慣例與陷阱。

第五章　閱讀好程式

帶你進行常用 Python函式庫的巡禮，希望你接下來會自己發掘更多讀物。

第六章　發布好程式

討論 Python Packaging Authority與如何傳函式庫到 PyPI以及建構與交付可執行檔案
的選項。



第四章

撰寫好程式

這一章討論撰寫 Python程式的最佳實踐。我們會檢視第 5章會用到的程式設計風格傳
統並簡短的討論最佳實踐以及幾個開源授權的主要差別。這些內容的目的是要幫助你撰

寫社群中的你我容易使用與擴充的程式。

程式風格

Pythonista（Python開發老手）對於有個語言能夠讓從來沒有寫過程式的人在閱讀程式
碼時也能夠理解 Python程式在做什麼很高興。可讀性是 Python設計的核心，因為程式
的讀比寫更常發生。

Python程式碼很容易理解的原因之一是相對完整的程式風格指引（來自 PEP 20與 PEP 
8，稍後說明）與“Pythonic”慣例。當 Python開發者指出一段程式碼不“Pythonic”時
通常表示這幾行程式並沒有依循指引且沒有以最可讀的方式表達其目的。當然，“小心

眼者愚蠢的一成不變”1。盲目遵循 PEP會破壞可讀性與可理解性。

PEP 8
PEP 8（https://www.python.org/dev/peps/pep-0008/）是 Python程式設計風格的實務標準，
它涵蓋命名規則、程式編排、空白（tab字元與空白字元）、與其他類似的風格主題。

強烈建議閱讀它。整個 Python社群都盡可能的依循此文件展示的編排方式。一些專案時
而依循它，而有些專案（例如 Requests，http://bit.ly/reitz-code-style）修改了它的建議。

1 “a foolish consistency is the hobgoblin of little minds”。PEP 8 引述此愛默生的名言表示開發者的判斷應該
高於風格指引。舉例來說，與前後的程式一致以及符合現有的慣例比符合 PEP 8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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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的 Python程式碼符合 PEP 8通常是個好辦法且在與他人合作時可幫助程式碼更一
致。PEP 8的規定很明確，能夠以程式檢查核對。pep8這個命令列程式（https://github.

com/jcrocholl/pep8）可以檢查你的程式是否符合規則。從終端機執行下列命令來安裝

它：

$ pip3 install pep8

執行 pep8會看到類似下面的輸出：

$ pep8 optparse.py

optparse.py:69:11: E401 multiple imports on one line
optparse.py:77:1: E302 expected 2 blank lines, found 1
optparse.py:88:5: E301 expected 1 blank line, found 0
optparse.py:222:34: W602 deprecated form of raising exception
optparse.py:347:31: E211 whitespace before '('
optparse.py:357:17: E201 whitespace after '{'
optparse.py:472:29: E221 multiple spaces before operator
optparse.py:544:21: W601 .has_key() is deprecated, use 'in'

上列大部分問題的修改很簡單且 PEP 8也說的很明白。依據 PEP 8稍微修改的 Requests
程式設計風格指引（http://bit.ly/reitz-code-style）有列出好與壞的例子。

“文字編輯器”一節所述的 linter通常使用 pep8，因此你也可以安裝它們其中之一以從
你的編輯器或 IDE執行檢查。autopep8這個程式可自動依 PEP 8風格重新排列程式。安
裝方法：

$ pip3 install autopep8

就地（覆寫原檔案）格式化檔案：

$ autopep8 --in-place optparse.py

去掉 --in-place旗標會使得此程式將修改過的程式直接輸出到畫面上（或導向其他檔
案）以供檢視。--aggressive旗標會執行更精細的修改並可以執行多次以達到更好的 
效果。

PEP 20（又稱為 The Zen of Python）
PEP 20（https://www.python.org/dev/peps/pep-0020/）是 Python的決策原則，可從 Python
的 shell透過 import this取得。雖然叫做 PEP 20，它實際上只有 19條而非 20條（最後
一條還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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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 of Python來自 Barry Warsaw的“import this and the Zen of Python”這篇不朽的部
落格文章（http://bit.ly/import-this-zen-python）。

Tim Peters的 Python禪 2

美比醜好。

直接比間接好。

簡單比複雜好。

複雜比複雜化好。

平鋪比套疊好。

稀比密好。

可讀性重要。

特殊案例不足以破壞規矩。

但實務重於純粹。

別讓錯誤悄悄逃走。

除非表明要安靜。

面對含糊時堅拒猜測。

應該有一個－最好只有一個－明顯的做法。

然而這個做法一開始並不明顯，除非你是那個荷蘭佬。

現在開始總比不作為好。

但不作為通常比 *馬上做 *好。
難以解釋的實作不好。

容易解釋的實作也許不錯。

命名空間是個好主意－多來幾個吧！

每一條格言的實踐範例見 Hunter Blanks的“PEP 20 (The Zen of Python) by Example”
（http://artifex.org/~hblanks/talks/2011/pep20_by_example.pdf）。Raymond Hettinger 也
在“Beyond PEP 8: Best Practices for Beautiful, Intelligible Code”（http://bit.ly/beyond-

pep-8）列舉應用範例。

2 Tim Peters 是 Python 使用者，最終成為了核心開發者（創造了 Python 的 Timesort 排序演算法，https://
en.wikipedia.org/wiki/Timsort）與名人。謠傳他其實是 Richard Stallman 的 stallman.el 程式的 Python 版本人
工智慧，此陰謀論（https://www.python.org/doc/humor/#the-other-origin-of-the-great-timbot-conspiracy-theory）
出現於 1990 年代後期的 listserv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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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議

這一節討論沒有爭議並能夠套用到其他語言的風格概念，有些來自於 Python禪，其餘
的只是常識。它們重申我們在有多個選擇時以最明顯的方式寫程式的偏好。

直接比間接好

雖然 Python有各種黑魔法，但最簡單、最直接的表達方式是最好的：

壞 好

def make_dict(*args):
    x, y = args
    return dict(**locals())

def make_dict(x, y):
    return {'x': x, 'y': y}

在好程式中，x與 y直接從呼叫方接收並直接回傳。一個好的法則是其他開發者應該能
夠光看函式的第一行與最後一行就知道它的功能，壞程式就不行（當然，只有兩行的程

式很容易讀）。

稀比密好

一行一個陳述。list comprehension等組合陳述因為簡短且清楚的表達而可以接受，但實
務上最好將陳述分開在不同行。這樣也能讓 diff3更容易理解：

壞 好

print('one'); print('two')

if x == 1: print('one')

if (<complex comparison> and
    <other complex comparison>):
    # 做一些事情

print('one')
print('two')

if x == 1:
    print('one')

cond1 = <complex comparison>
cond2 = <other complex comparison>
if cond1 and cond2:
    # 做一些事情

可讀性比讓程式碼減少幾個位元組（一行兩個 print）或快個幾微秒（拆開的條件式）更
重要。此外，當群組參與開源專案時，“好”的程式修改記錄會更容易解讀，因為修改

一行只影響一件事。

3 diff 是可以比較並顯示兩個檔案不同行的工具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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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錯誤悄悄逃走 /除非表明要安靜

Python使用 try陳述處理錯誤。Ben Gleitzman的 HowDoI套件（見“HowDoI”一節）
示範何時讓錯誤安靜是 OK的：

def format_output(code, args):
    if not args['color']:
        return code
    lexer = None

    # 嘗試使用 Stack Overflow標籤或查詢參數
    # 找出 lexer
    for keyword in args['query'].split() + args['tags']:
        try:
            lexer = get_lexer_by_name(keyword)
            break
        except ClassNotFound:
            pass

    # 沒有找到 lexer，使用 guesser
    if not lexer:
        lexer = guess_lexer(code)

    return highlight(code,
                     lexer,
                     TerminalFormatter(bg='dark'))

這是提供命令列腳本以從網際網路（預設為 Stack Overflow）查詢如何執行特定程
式設計任務並輸出到螢幕的套件的部分內容。format_output()函式以 lexer（又稱為
tokenizer，是 lexer用來識別與上色的“python”、“java”、或“bash”等標籤）理解的
字串搜尋問題的標籤來套用語法標示，如果失敗則嘗試從程式本身推斷語言。程式執行

到 try陳述後有三條路徑：

• 進入 try陳述（try與 except之間），找到 lexer，離開迴圈，回傳標示 lexer的程式
碼。

• 找不到 lexer，拋出 ClassNotFound例外，捕捉到例外，不做任何事。迴圈持續直到
自然結束或找到 lexer。

• 發生其他沒有處理的例外（例如 KeyboardInterrupt），上升到頂層，停止執行。

“別讓錯誤悄悄逃走”格言不鼓勵過度的錯誤捕捉。你可以在另一個終端機嘗試以下的

範例，等你體會這一點時就能輕鬆的關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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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True:
...     try:
...         print("nyah", end=" ")
...     except:
...         pass

不要嘗試。沒有指定例外的 except會捕捉所有例外，包括 KeyboardInterrupt（在 POSIX
終端機按下 Ctrl+C），然後忽略它；因此它會吃掉你嘗試關閉它的中斷。這不只是中斷
的問題－管很寬的 except也會隱藏錯誤，讓它們在之後引發更難診斷的問題。再重複一
次，別讓錯誤悄悄逃走：明確的表示要捕捉的例外名稱且只處理這些例外。如果你想

要像下面的程式記錄例外並重新拋出，沒問題，只要不讓錯誤悄悄逃走（沒有處理或重

新拋出）：

>>> while True:
...     try:
...         print("ni", end="-")
...     except:
...         print("An exception happened. Raising.")
...         raise

函式的參數應該直覺的使用

API的設計選擇會決定下游開發者使用時的體驗。參數有四種傳入函式的方式：

             ❶            ❷         ❸       ❹
def func(positional, keyword=value, *args, **kwargs):
    pass

 ❶ 位置參數必填且無預設值。

 ❷ 關鍵字參數是選擇性的且具有預設值。

 ❸ 不定參數清單是選擇性的且沒有預設值。

 ❹ 不定關鍵字參數字典是選擇性的且沒有預設值。

以下是使用這些方式的建議：

位置參數

函式只有幾個與目的有關的參數時依自然的順序使用。舉例來說，send(message, 
recipient)或 point(x, y)的使用者很容易記得所需參數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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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使用模式：使用參數名稱並在呼叫時交換順序－舉例來說，呼叫

send(recipient="World", message="The answer is 42.") 與 point(y=2, x=1)。 如

此會降低可讀性並且很多餘。直接的呼叫 send("The answer is 42", "World")與 
point(1, 2)。

關鍵字參數

函式有兩個或三個位置參數時會比較難記住，使用有預設值的關鍵字參數會有幫

助。舉例來說，完整的 send函式為 send(message, to, cc=None, bcc=None)。此處的
cc與 bcc是選擇性的，沒有傳入其他值時會求出 None。

反面使用模式：依照參數定義的順序而不明確的指名，例如 send("42", 
"Frankie", "Benjy", "Trillian")將密件副本送給 Trillian。或者以其他參數順
序，例如 send("42", "Frankie", bcc="Trillian", cc="Benjy") 。除非有明確的理
由，不然最好使用最接近函式定義的形式：send("42", "Frankie", cc="Benjy", 
bcc="Trillian")。

不作為通常比馬上做好

刪除“以防萬一”且根本用不到的選擇性參數（與其程式邏輯）通常比有

需要時再加上選擇性參數更麻煩。

不定參數清單

它以 *args定義，表示大量位置參數。在函式本體中，args是其餘位置參數的資料
組。舉例來說，send(message, *args) 也能以個別參數呼叫：send("42", "Frankie", 
"Benjy", "Trillian")；而 args在函式中等於 ("Frankie", "Benjy", "Trillian")。
print函式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警告：如果函式接收一連串相同的參數，使用 list或其他序列通常比較清楚。若此
處的 send有多個收件人，我們可以目前的定義：send(message, recipients)並以
send("42", ["Benjy", "Frankie", "Trillian"]) 呼叫。

不定關鍵字參數字典

它以 **kwargs定義，傳入不定序列的具名參數給函式。在函式內，kwargs是所有
尚未被當作函式的其他關鍵字參數的具名參數的字典。一個運用的好例子是日誌記

錄；不同層次的格式化可以順利的取得所需的資訊而不會造成使用者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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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與 *args相同，原因也類似：這些技巧是在有必要時才引用，若有更簡單又
清楚的做法能夠表達函式的目的時不要使用。

*args與 **kwargs可以用其他更合理的變數名稱取代。

參數的類型與是否使用不定參數由撰寫函式的程式設計師決定。畢竟應該有一個－最好

只有一個－明顯的做法。其他使用者會感謝你，如果你的 Python函式：

• 容易閱讀（名稱與參數無須解釋）

• 容易修改（加入新參數不會影響其他部分的程式）

難以解釋的實作不好

Python這樣的好工具有著非常豐富的掛鉤與工具讓你展現各式各樣的技巧。舉例來說，
你能夠：

• 改變物件建構與初始化的方式

• 改變 Python直譯器匯入模組的方式

• 嵌入 C程序

這些選項都有缺點，以最直接的方式達成目標會更好。這些方式主要的缺點是可讀性，

所以收益一定要比代價高。pylint或 pyflakes等程式碼分析工具無法解析“魔術”程式
碼。

一個 Python開發者知道這幾乎有無限多的可能，因為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知道何
時不該使用它們非常重要。

如同功夫大師，Pythonista知道如何用小指頭殺人但不會真的這麼做。

我們都是負責任的使用者

如同前述，Python有很多技巧可用，某些有潛在的危險。例如任何用戶程式碼都可以覆
寫物件的屬性與方法：Python沒有“private”關鍵字。這種哲學與 Java等提供大量機制
來防止誤用的高度防衛性語言非常的不同，用一句話說就是：“我們都是負責任的使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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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表示屬性就不能被視為私用且 Python不能做到適度的封裝。相對於依賴開發者
在他們的程式與其他人的程式之間築起的牆，Python社群偏好依靠慣例指示這些元素不
應該直接存取。

私用屬性與實作細節的主要慣例是將所有的“內部”前綴底線（例如 sys._getframe）。
如果用戶程式違反這項規則並存取這些元素，任何異常行為或問題都要由修改它的用戶

程式負責。

使用這種慣例是受到鼓勵的：任何不打算被用戶程式使用的方法或屬性應該前綴底線。

如此可保證更好的區分責任並更容易修改現有的程式碼；私用屬性可以公開，但讓公開

屬性私用可能比較困難。

從一處回傳值

函式變得複雜時，在函式內使用多個 return陳述並不罕見，但為維持目的的清楚與可讀
性，盡可能只從幾個點回傳有意義的值。

離開函式的兩種方式是遇到錯誤或正常處理後回傳值。函式無法正確執行時可以回傳

None或 False值，此時最好儘早從函式返回以簡化函式結構：後面的程式碼可以假設條
件符合函式計算所需。多個這種 retrun陳述通常是必要的。

但若可能就保持單一的出口－要判斷哪個 return陳述產生回傳結果時比較難除錯。在同
一處強制函式結束也可以幫助澄清程式路徑，而多個出口或許表示需要重構。下面的程

式並不差，但能夠如註解所述寫的更清楚：

def select_ad(third_party_ads, user_preferences):
    if not third_party_ads:
        return None  # 拋出例外或許比較好
    if not user_preferences:
        return None  # 拋出例外或許比較好
    # 這裡是一些複雜的程式
    # 根據條件挑選 best_ad...
    # 抗拒成功時回傳 best_ad的誘惑 ...
    if not best_ad:
        # 計算 best_ad的 B計劃
    return best_ad  # 回傳值的單一出口
                    # 對程式的維護有幫助

慣例

慣例是合理的，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此處討論的慣例是常見的選擇，我們建議使用它們

作為更可讀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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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相等的其他方法

若不需要明確的與 True、None、或 0比較時，你可以直接將值加到 if陳述中，如同下面
的範例（false 值清單見 http://docs.python.org/library/stdtypes.html#truth-value-testing“真

值測試”）。

壞 好

if attr == True:
    print 'True!'

if attr == None:
    print 'attr is None!'

# 檢查值
if attr:
    print 'attr is truthy!'

# 或檢查相反值
if not attr:
    print 'attr is falsey!'

# 但若只需要 'True'
if attr is True:
    print 'attr is True'

# 或明確的檢查 None
if attr is None:
    print 'attr is None!'

存取字典元素

使用 x in d語法代替 dict.has_key方法，或傳入預設參數給 dict.get()：

壞 好

>>> d = {'hello': 'world'}
>>>
>>> if d.has_key('hello'):
...     print(d['hello'])  # 輸出 'world'
... else:
...     print('default_value')
...
world

>>> d = {'hello': 'world'}
>>>
>>> print d.get('hello', 'default_value')
world
>>> print d.get('howdy', 'default_value')
default_value
>>>
>>> # Or:
... if 'hello' in d:
...     print(d['hello'])
...
world



撰寫好程式 | 53 

操作 list

list comprehensions提供簡潔有力的 list操作方式（更多資訊見 The Python Tutorial，http://

docs.python.org/tutorial/datastructures.html#list-comprehensions）。還有，map()與 filter()函
式可使用更簡潔的語法執行 list操作：

標準迴圈 list comprehension

# 過濾大於 4的元素
a = [3, 4, 5]
b = []
for i in a:
    if i > 4:
        b.append(i)

# 所有 list成員加 3
a = [3, 4, 5]
for i in range(len(a)):
    a[i] += 3

# list comprehension比較清楚
a = [3, 4, 5]
b = [i for i in a if i > 4]

# 或：
b = filter(lambda x: x > 4, a)

# 也比較清楚
a = [3, 4, 5]
a = [i + 3 for i in a]

# 或：
a = map(lambda i: i + 3, a)

使用 enumerate()作 list的位置索引比手動建構位置索引更可讀且迭代最佳化更好：

>>> a = ["icky", "icky", "icky", "p-tang"]
>>> for i, item in enumerate(a):
...     print("{i}: {item}".format(i=i, item=item))
...
0: icky
1: icky
2: icky
3: p-tang

超長程式行

程式行長度超過可接受的限制時 4，你必須將它拆開。Python的直譯器會連接最後一個
字元是反斜線的行。這在有些情況下很有用，但因容易出錯而應該避免：反斜線後面若

有空白字元會影響程式並產生預料外的結果。

4 根據 PEP 8 是 80 個字元，很多人覺得是 100，你則要看你老闆的意思（笑）！老實說，在機房站著用終
端機除錯過的人會感激 80 字元的限制（程式碼不會在終端機上折行），若是有顯示行號的 Vi 則為 75-77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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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辦法是對元素加上括號。行後面的左括號會讓 Python直譯器連結下一行直到右
括號為止。同樣的行為也發生在括弧與方括號上：

壞 好

french_insult = \
"Your mother was a hamster, and \
your father smelt of elderberries!"

from some.deep.module.in.a.module \
    import a_nice_function, \
        another_nice_function, \
        yet_another_nice_function

french_insult = (
    "Your mother was a hamster, and "
    "your father smelt of elderberries!"
)
from some.deep.module.in.a.module import (
    a_nice_function,
    another_nice_function,
    yet_another_nice_function
)

無論如何，拆開超長行表示你在同一時間做太多事，可能會影響可讀性。

慣用語法

雖然通常有一個－最好只有一個－明顯的做法，撰寫慣用語法（或 Pythonic）程式碼的

方式對 Python新手可能在一開始不是很明顯（除非是那個荷蘭佬 5）。所以，好的慣用

語法必須刻意的撰寫。

展開

如果你知道 list或 tuple的長度，你可以展開並指派名稱給它的元素。舉例來說，由於可
以在 split()與 rsplit()中指定分割的次數，指派的右手邊可以只分割一次（例如檔案
名稱與副檔名），而左手邊可以同時依序帶有兩個對象，例如：

>>> filename, ext = "my_photo.orig.png".rsplit(".", 1)
>>> print(filename, "is a", ext, "file.")
my_photo.orig is a png file.

你也可以使用展開來交換變數：

a, b = b, a

套疊也行：

a, (b, c) = 1, (2, 3)

5 見禪的第 14 條。我們的仁慈獨裁者 Guido 剛好就是荷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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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3中有 PEP 3132（https://www.python.org/dev/peps/pep-3132/）引進的新展開方法：

a, *rest = [1, 2, 3]
# a = 1, rest = [2, 3]

a, *middle, c = [1, 2, 3, 4]
# a = 1, middle = [2, 3], c = 4

忽略值

如果在展開時需要進行指派但不需要該變數，使用雙底線（__）：

filename = 'foobar.txt'
basename, __, ext = filename.rpartition('.')

很多 Python風格指引建議要拋棄的變數使用單底線（_）而非我們建議的

雙底線（__）。問題是單底線通常用於 gettext.gettext()函式的別名以及

互動提示保存前次操作的值。使用雙底線在上述情況下比較清楚與方便並

能消除不小心覆寫單底線變數的疑慮。

建構N 個相同東西的 list

使用 Python的 list的 *運算子製作同一個不可變項目的 list：

>>> four_nones = [None] * 4
>>> print(four_nones)
[None, None, None, None]

但是要小心可變（mutable）物件：由於 list是可變的，*運算子會建構相同 list的 N的

list參考，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相對的，改用 list comprehensuion：

壞 好

>>> four_lists = [[]] * 4
>>> four_lists[0].append("Ni")
>>> print(four_lists)
[['Ni'], ['Ni'], ['Ni'], ['Ni']]

>>> four_lists = [[] for __ in range(4)]
>>> four_lists[0].append("Ni")
>>> print(four_lists)
[['N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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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建構字串的慣用語法是對一個空字串使用 str.join()。此慣用語法可以套用在 list
與 tuple上：

>>> letters = ['s', 'p', 'a', 'm']
>>> word = ''.join(letters)
>>> print(word)
spam

有時候我們需要搜尋集合中的東西。有兩個選項：list與 set。

以下面的程式為例：

>>> x = list(('foo', 'foo', 'bar', 'baz'))
>>> y = set(('foo', 'foo', 'bar', 'baz'))
>>>
>>> print(x)
['foo', 'foo', 'bar', 'baz']
>>> print(y)
{'foo', 'bar', 'baz'}
>>>
>>> 'foo' in x
True
>>> 'foo' in y
True

雖然 list與 set的成員的兩個 boolean測試看起來相同，但 y的 foo利用了 Python的 set
（以及 dictionary）是雜湊表的事實 6，兩者的查詢效能表現是不同的。Python會逐個查
對 list的每個元素以找出符合的元素，這很耗時間（較大集合的時間差異會更明顯）。
但在 set中使用雜湊查詢鍵值非常快。還有，set與 dictionary會刪除重複的元素，因
此 dictionary 不能有兩個相同的鍵。更多資訊見 Stack Overflow 上 list 與 dict 的討論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513882）。

例外安全背景

通常使用 try/finally來管理檔案或執行緒鎖等會發出例外的資源。PEP 343（https://

www.python.org/dev/peps/pep-0343/）對 Python（2.5與之後的版本）引入 with陳述與背
景管理員協定－取代 try/finally的可讀性更高的慣用語法。此協定由 __enter__()與 
__exit__() 兩個方法組成，with陳述可以用於有實作的物件，例如：

6 順帶一提，這是為什麼只有 hashable 物件能夠儲存在 set 或作為 dictionary 鍵的原因。要讓 Python 的物
件 hashable，定義回傳整數的 object.__hash__(self) 成員函式。比較結果相等的物件必須有相同的雜
湊值。Python 說明文件（https://docs.python.org/3/reference/datamodel.html#object.__hash__）有更多資訊。



撰寫好程式 | 57 

>>> import threading
>>> some_lock = threading.Lock()
>>>
>>> with some_lock:
...     # 銀行便車指南梗
...     print(
...         "Look at me: I design coastlines.\n"
...         "I got an award for Norway."
...     )
...

以前是這樣寫的：

>>> import threading
>>> some_lock = threading.Lock()
>>>
>>> some_lock.acquire()
>>> try:
...     # 銀行便車指南梗
...     print(
...         "Look at me: I design coastlines.\n"
...         "I got an award for Norway."
...     )
... finally:
...     some_lock.release()

標準函式庫的 contextlib模組（https://docs.python.org/3/library/contextlib.html）提供將函

式轉換成背景管理員的工具，強制呼叫物件的 close()函式、抑制例外（Python 3.4與
之後的版本）並將標準輸出與錯誤串流重新導向（Python 3.4或 3.5與之後的版本）。以
下是使用 contextlib.closing()的範例：

>>> from contextlib import closing
>>> with closing(open("outfile.txt", "w")) as output:
...     output.write("Well, he's...he's, ah...probably pining for the fjords.")
...
56

由於 __enter__()與 __exit__() 兩個方法有定義給處理檔案 I/O的物件 7，我們可以直接

使用 with而不用 closing：

>>> with open("outfile.txt", "w") as output:
    output.write(
       "PININ' for the FJORDS?!?!?!? "

7 此例中，__exit__()方法呼叫 I/O 包裝程序的 close()方法以關閉檔案。在許多系統上，可開啟的檔案
數量有上限，使用完畢應該要釋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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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kind of talk is that?, look, why did he fall "
       "flat on his back the moment I got 'im home?\n"
    )
...
123

常見陷阱

Python的目標是避免意外的乾淨與一致的語言，但有些地方會讓新手搞不清楚。

有些是故意的，有些在是否為語言的缺陷上有爭議。以下列出的行為可能一開始會覺得

很奇怪，但了解底層原因之後就還好。

可變預設參數

Python新手最意外的通常是 Python對函式定義中可變預設參數的處理方式。

當你撰寫：

def append_to(element, to=[]):
    to.append(element)
    return to

你預期會發生：

my_list = append_to(12)
print(my_list)

my_other_list = append_to(42)
print(my_other_list)

如果沒有提供第二個參數，呼叫函式時會建構新的 list，因此輸出為：

[12]
[42]

實際發生的是：

[12]
[12, 42]

函式定義時就會建構一個新的 list，同一個 list會用在後續的呼叫：Python的預設參
數會在定義函式時求值而非函式被呼叫時（如同 Ruby）。這表示如果你使用可變預
設參數並將它改變，也會改變接下來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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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這麼做：

每次呼叫此函式時建構新的物件，使用預設參數通知沒有提供參數（通常使用

None）：

def append_to(element, to=None):
    if to is None:
        to = []
    to.append(element)
    return to

什麼時候此陷阱並非陷阱：

有時你可以“利用”（例如故意的）這種行為來維護函式呼叫之間的狀態。這通常發

生在撰寫快取函式（儲存結果到記憶體中）時，例如：

def time_consuming_function(x, y, cache={}):
    args = (x, y)
    if args in cache:
        return cache[args]
    # 若是首次使用這些參數
    # 執行耗時的操作 ...
    cache[args] = result
    return result

晚綁定閉包

另一個常見的陷阱是 Python在 closure（或周圍的全域範圍）綁定變數的方式。

你的程式：

def create_multipliers():
    return [lambda x : i * x for i in range(5)]

你預期：

for multiplier in create_multipliers():
    print(multiplier(2), end=" ... ")
print()

帶有五個函式的 list中某個函式有自己的 i變數乘上參數來產生：

0 ... 2 ... 4 ... 6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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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

8 ... 8 ... 8 ... 8 ... 8 ...

建構了五個函式；它們都乘以 4。為什麼？ Python的閉包是晚綁定（late binding）

的。這表示用於閉包的變數值是在呼叫內部函式時才找出來的。

此例中，無論呼叫哪一個函式，i的值都是在呼叫時從前後的範圍中尋找。此時迴
圈已經完成，而 i保持在最終值 4。

這個陷阱特別麻煩的是此症狀與 Python的 lambda表達式（https://docs.python.org/3/

tutorial/controlflow.html#lambda-expressions）有關。在 lambda表達式中建構的函式沒
有什麼特別的，實際上與使用 def定義的行為一樣：

def create_multipliers():
    multipliers = []

    for i in range(5):
        def multiplier(x):
            return i * x
        multipliers.append(multiplier)

    return multipliers

你應該這麼做：

一般的解決方案是做一點有爭議的修改。由於 Python的前述行為與函式的預設參數
的求值有關（見“可變預設參數”一節），你可以使用預設參數建構立即綁定參數的

閉包：

def create_multipliers():
    return [lambda x, i=i : i * x for i in range(5)]

此外，你可以使用 functools.partial()函式：

from functools import partial
from operator import mul

def create_multipliers():
    return [partial(mul, i) for i in range(5)]

什麼時候此陷阱並非陷阱：

有時候你就是想要這種行為。晚綁定在很多情況下是正面的（例如“使用閉包的範

例（陷阱非陷阱的時機）”一節的 Diamond專案）。在迴圈中建構函式很不幸的會有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