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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ython VS MySQL 姓名： 

一、前言 

我們從第 4 堂課開始到第 11 堂課，主要的內容都是使用 MySQL Workbench 來跟各位同學們介紹

MySQL 資料庫，而 Workbench 是 MySQL 預設用來幫助使用者快速的存取 MySQL 資料庫的工具，

Workbench 只是一個好用的工具，並不能放在程式碼裡。因此從這堂課開始，我們將介紹如何從

Python去存取 MySQL資料庫伺服器。 

 

二、PyMySQL介紹 

PyMySQL是讓使用者可以使用 Python與 MySQL資料庫溝通的一個函式庫。使用者可以透過 PyMySQL

所提供的函式，對 MySQL資料庫進行連線，並可以讓使用者在 Python語言中執行 SQL指令，進行

資料庫的管理及資料查詢。 

 

三、PyMySQL安裝 

PyMySQL 的安裝非常的簡單，只需要使用 pip工具即可 

請打開 命令提示字元 > 執行指令 > pip install PyMySQL 

 

 

四、PyMySQL模組連接 MySQL資料庫伺服器 

1.引入 PyMySQL模組 

引入 PyMySQL 模組，只需要在程式碼最上端加入 

import pymysql 

 

2.PyMySQL 常用類別及常用方法 

Workbench 連接 MySQL資料庫伺服器 

當我們使用 MySQL Workbench 連接 MySQL Server 時，我們使用以下資訊進行連線，使用者名稱

(root)、主機 IP位置(localhost)、主機埠號(3306)、及密碼(000000)。 

(補充 1)當 IP位置為 localhost 或 127.0.0.1指的是本機位置。 

(補充 2)IP位置，指的是在一個網路環境中，你的電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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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orkbench 連結 MySQL資料庫伺服器 

Python 使用 pymysql模組連接 MySQL資料庫伺服器 

 

使用 PyMySQL模組連接 MySQL資料庫 

 

pymysql 模組常用類別及方法 

在 pymysql 模組中，有幾個較常使用的類別及方法，以下是針對比較常用的類別及方法的詳細介

紹。 

(1) connect 方法 

connect 方法，是 pymysql模組用來連接 MySQL資料庫伺服器的主要方法，connect方法語法如下。 

pymysql.connect(str host, str user, str password, str db, cursorclass, int port) 

 

host:主機 IP位置(str型別) 

user: 使用者名稱(str型別) 

password: 使用者密碼(str 型別) 

db : 要連線的資料庫名稱(str 型別) 

cursorclass: 讀取的指標類別 (cursor型別) 

port:連接 MySQL資料庫的埠號 (int型別)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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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完 connect方法後，connect 方法會回傳一個 Connection型別，依照以上範例，變數 db即為

Connection型別 

 

(2) Connection 類別 

當我們使用 connect方法接 MySQL資料庫，連線成功時將會得到 Connection 型別的變數，我們即

可使用 Connection類別來進行資料庫控制，Connection類別主要提供兩個方法。 

 

Connection.close()方法 

Connection.close()方法，用來關閉資料庫連線，這個方法非常的重要，當我們使用

pymysql.connect方法進行資料庫連線後，不再需要連線時，一定要記得關閉連線，否則會佔用連

線的數量及資料的頻寬。 

範例： 

 

Connection.cursor()方法 

Connection.cursor()方法，是從己經連線成功的 Connection類別中取得該連線的 cursor類別，

cursor 類別是 pymysql 模組中用來執行 SQL 指令的類別。使用 Connection.cursor()方法會回傳

正在連線中的 cursor類別。 

範例： 

 

Connection.commit()方法 

當使用者使用 pymysql模組存取資料庫時，如果會改變資料庫的資料時(例如 INSERT INTO, UPDATE, 

DELETE)，執行完 SQL 指令後，必須使用 Connection.commit()方法進行確認更改，這是程式執行

SQL指令的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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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ursor 類別 

cursor 類別是 pymysql 模組中執行 SQL 語法的類別，cursor 類別提供了一系列存取資料庫的方

法。 

(4)cursor 類別常用方法 

cursor.execute(str SQL) 

cursor.execute方法最主要的用途是用來執行 SQL語法。 

範例： 

 

cursor.fetchone() 

cursor.fetchone 方法是當使用者使用 cursor.execute 方法執行 SQL 語法後，如果 SQL 指令會回

傳資料(SELECT 語句)，可以使用 fetchone()取得第一筆資料，如果執行第二次，即可得到第二筆

資料依此類推。 

範例： 

 
cursor.fetchmany(int size) 

cursor.fetchmany方法是使用者指令一次取得多少資料，若使用者希望一次取得 10筆資料則執行

cursor.fetchmany(10)，如果執行第二次 cursor.fetchmany(10)，則會拿到第 11筆-第 20筆資料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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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sor.fetchall() 

cursor.fetchall方法是讓使用者一次取得所有資料，但使用此方法要特別小心，因為有時候資料

量非常大，有可能會因此而讓執行效率變的很慢。 

範例： 

 

3.資料結構分析 

當我們使用 pymysql 模組的 cursor 類別執行 SQL 的查詢語法時，會得到一個 list 的回傳型別，

這個 list內的每一筆資料代表著一筆資料，每筆資料以 dict(字典型別)表示。 

 

 

範例： 

當我們使用 MySQL  Workbench 執行 select * from city; 取得的前五筆資料如下 

 

我們使用 pymysql執行一樣的 SQL語句，並取得 5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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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結果 

 
 

印出各別欄位資料 

 

結果： 

 
(補充)字典型別 

dict(字典)型別與 list(串列)型別類別，不同之處在於 dict 是以 key 來當做存取方式，並透過大括號

將資料包覆 

範例 

studendA = {'name':'Newman', 'age':18, 'high':180,'like':'Pokemon'} 

studendA['name] #Newman 

studendA['ag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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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ySQL 資料庫權限控制 

MySQL資料庫伺服器對於使用者連線至 MySQL資料庫伺服器，有一個權限的控管的機制，這個機制

可以限制使用者權限、可以限制連線至資料庫伺服器的 IP 位置、可以限制存取資料庫的權限...

等。 

 

新增資料庫使用者語法 

CREATE USER `使用者名稱`@`可連線 IP 位置` IDENTIFIED BY ‘密碼’; 

若 

此語法，用來新增一個使用者，並必確認該使用者在登入資料庫伺服器時，會使用哪一個 IP 位址

登入。 

若 IP 位置改為%.%.%.%時，代表該使用者可以透過任何 IP 位址登入。 

若 IP 位置為 localhost 時，代表該使用者只能夠使用本機登入。 

 

設定資料庫權限語法 

GRANT 權限 ON 資料庫名稱.* TO `使用者名稱`@`IP 位址` WITH GRANT OPTION; 

 

此語法用來設定使用者的存取權限 

權限：ALL (所有存取權限)、 SELECT(select 權限)、INSERT(Insert into 權限)、UPDATE(update

權限)、DELECT(delete 權限) 

資料庫名稱：用來設定使用者能存取某個資料庫的權限，例：world.*(只能存取 world 資料庫)、 *.*(能

存取所有資料庫) 

使用者名稱：被套用該設定的使用者 

IP 位址：當使用者使用此 IP 位址連線至資料庫伺服器時套用。當 IP 位址設定為%.%.%.%時，代

表任何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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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庫正規化補充觀念 

資料庫正規化是資料庫資料分析的一種方式，透過資料庫正規化，可以將雜亂的資料有效的分類，

並且能夠提升資料查詢的效率。 

資料庫三階正規化 

 

資料庫正規化一共有五階正規化，但在正常的應用程式中，只會執行到三層。 

 

一階正規化-去除多重值相依 

規則： 

1.每個表格都必須要有一個主鍵 

2.每個欄位只能有一個值 

3.資料表中不可以存在兩筆資料的值完全一樣 

4.所有欄位必須相依於主鍵 

範例-未正規化資料表 

 

問題： 

信用卡欄位有多重值資料，違反了一個欄位只能有一個值的規則，必須使用第一階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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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正規化-實作 

 
二階正規化-去除部分功能相依 

規則： 

1.符合第一階正規化 

2.每一個非主鍵的欄位，必須完全相依於主鍵 

範例-未二階正規化 

 

在上述資料表中，主鍵為學生 ID，但課程 ID, 課程名稱，課程老師，老師 ID，老師名稱、老師辦

公室都與我們的主鍵沒有完全相於的情況，因此違反了二階正規化的規則，必須使用二階正規化。 

二階正規化-實作 

 

 

 



 

10 

三階正規化-去除遞移相依 

規則： 

1.符合第二階正規化 

2.各欄位與主鍵之間沒有遞移相依的關係 

範例-未進行三階正規化： 

 

在課程表格內，教師名稱雖然相依於課程 ID，但教師名稱同時也相依於課程教師，課程教師又相

依於老師資料表的老師 ID，此時，課程資料表的教師名稱違反了第三階正規得的遞移相依。 

三階正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