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推薦

『電腦程式的撰寫曾經是易如反掌，只要一或二列程式碼就可以讓它印

出｀Hello 。́現在不查看 500頁左右的手冊、不投入全部的心力是辦不

到的。不過情況改觀了。Ben和 Casey的這本小冊子，讓我們只要花

幾分鐘下載程式，就可以使用電腦畫出線段、三角形和圓形。他們又再

一次地讓人們得以從人的角度來撰寫充滿人性的電腦程式—真的很不容

易。』

—John Maeda， 
Rhode Island 設計學院（School of Design）院長

『《Processing入門》不僅對程式設計的基本知識做了簡單的介紹—而且

還很有趣！它感覺上就好像是大人的作業簿。即使你自認不會對程式設

計感到興趣，你也可能會想要購買這本書，因為這本書將會改變你的想

法。』

—Mark Allen， 
Machine Project 創辦人和負責人

『對於想要涉足圖形程式設計的人而言，這是一本絕佳的入門書。本書

採用的是做中學的模式，這尤其適合無法接受理論優先之較傳統做法的

藝術家和設計師。本書的價格再加上開放原始碼的 Processing開發環

境，使得本書成為學生的絕佳選擇。』

—Gillian Crampton Smith， 
威尼斯建築大學設計學院（Design, IUAV University of Venice） 

的威尼斯基金會教授（Fondazione Venezia Professor）



『Processing顯著地改變了我們教導程式設計的方式，它是 Arduino得

以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Massimo Banzi， 
Arduino 的創始人之一

『在《Processing入門》中，Casey Reas和 Ben Fry展現了程式設計為

創意所帶來的令人振奮之力量，這是一本實作指南，它會教你如何以程

式碼作畫、如何建立互動式圖形。Reas和 Fry的作風清楚而直接，但

身為藝術家，他們也有一點古怪和另類。這使得他們獨特的教學形式強

而有力。』

—Holly Willis， 
南加州大學（USC）電影藝術學院（School of Cinematic Arts）， 
媒體知識研究所（Institute for Multimedia Literacy），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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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創造 Processing是為了讓互動式圖形（interactive graphic）的程
式設計能夠更容易些。因為以我們常用的程式語言（Java和 C++）來
撰寫此類軟體並不容易，這讓我們感到很沮喪。我們的靈感來自童年

時期所學的程式語言（Logo和 BASIC），使用它們來撰寫程式既簡單
又有趣。我們深受 Design By Numbers（簡稱 DBN）的影響，這是我
們的指導教授 John Maeda所創造的一個語言，而且當時正好由我們負
責維護和教學。

2001 年春天，在一張紙上所進行的一場腦力激盪會議中誕生了
Processing。我們的目標是提供一種方式，讓我們能夠透過草圖
（sketch）亦即原型（prototype）來創作全螢幕並具互動性的軟體。我
們所要尋找的是一個更好的方式，讓我們能夠輕鬆地在程式碼中測試

我們的想法，而不只是泛泛之談，或是使用 C++浪費太多時間在程式
設計上。我們的另一個目標是創造一個語言，讓我們能夠教導設計和

藝術方面的學生撰寫程式，以及讓更多技職方面的學生以更輕鬆的方

式學習圖形程式設計。這些目標與我們往常教導程式設計的方式相去

甚遠。於是我們的重點不再是資料結構和文字控制台的輸出，而是圖

形和互動性。

Processing歷經了漫長的開發期；2002年 8月到 2005年 4月，它是
個預覽版本軟體（alpha software），接著它是由公眾參與的測試版本
軟體（beta software）直到 2008年 11月。此期間，它不斷地被使用
在課堂中，以及被世界各地成千上萬人所採用。此期間，這個語言、

軟體環境以及課程不斷遭到修訂。這個語言當初的許多決定得到了加

強，而且有許多地方遭到修改。我們開發了一個軟體擴充系統，稱為

程式庫（library），讓人們得以朝著許多不可預見和驚人的方向來擴充
Processing。（目前的程式庫已經超過 100 個。）

2008年秋天，我們推出了 1.0版。經過七年的努力，1.0版的推出預
示了這個語言的穩定性。2013年春天，我們推出了執行速度更快的
2.0 版。2.0 版導入了更好的 OpenGL整合、GLSL 著色器，並使用
Gstreamer來進行更快的視訊播放。2015年，我們推出了 3.0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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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版本所提供的新介面讓 Processing的程式設計變得更容易，並可在
設計程式的同時進行錯誤檢查。

自從首次釋出到現在，歷經 14年的時間，Processing的成長已經超
出了它原先的目標，我們也學到了如何將它應用在其他環境。因此，

本書是為一些新的讀者（臨時的程式員、業餘的愛好者以及想要探索

Processing又不想迷失在教科書細節裡的任何人）而撰寫的。我們希
望你會從本書找到樂趣並得到啟發，而能繼續從事程式設計。本書僅

僅是個開始。

雖然過去這 12年來是由我們（Casey和 Ben）引領 Processing這艘船
向前航行，不過 Processing其實是整個社群努力的成果。從撰寫用於
擴充軟體的程式庫，到上網發佈程式碼和協助他人學習，在社群的推

動之下，Processing的發展已遠遠超過我們當初的構想。沒有社群的
努力，Processing是不可能有今日這番局面的。

本書的內容安排

本書的內容包含以下各章：

• 第 1章：認識 Processing。

• 第 2章：建立你的第一支 Processing程式。

• 第 3章：定義並繪製簡單的圖形。

• 第 4章：資料的儲存、修改以及重複使用。

• 第 5章：用滑鼠和鍵盤來控制和影響程式。

• 第 6章：轉換座標。

• 第 7章：載入與顯示媒體，包括圖像檔、字體檔和向量圖檔。 

• 第 8章：移動圖形並編排其動作。

• 第 9章：建立新的程式模組。

• 第 10章：建立由變數和函式所組成的程式模組

• 第 11章：簡化多個變數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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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章：資料的載入與視覺化。

• 第 13章：學習 3D、PDF匯出、電腦視覺，以及從 Arduino開發
板讀取資料。

本書訴求對象

本書的訴求對象包括：想要大略瞭解程式設計的人、想要建立圖像和

簡單之互動程式的人、想要致力瞭解 Processing在網路上數以千計的
免費程式碼範例以及參考資料的人。《Processing入門》並不是一本程
式設計的教科書；正如書名，它只是帶你入門而已。它是為青少年、

業餘愛好者、祖父母以及任何人而寫的。

本書還適合有程式設計經驗而且想要學習「具互動性電腦圖形」基礎

知識的人。《Processing入門》所提到的技術可用於建立遊戲、動畫和
介面。

本書排版慣例

本書使用了如下的排版慣例：

斜體字（Italic）

用在新術語、URL、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以及副檔名。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在程式列表，以及內文所提到的程式要素，像是變數或函式的

名稱、資料型別、述句以及關鍵字。

此圖示代表提示、建立或一般注意事項。 

此圖示代表警告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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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Processing可用於撰寫建立圖像、動畫和互動式圖形的軟體。它的
方式為，例如，撰寫一列程式碼，在螢幕上顯示一個圓形。接著添

加幾列程式碼，讓圓形隨著滑鼠移動。再加另一列程式碼，以便在

滑鼠按鈕被壓下時，變更圓形的顏色。我們稱此為使用程式碼作畫

（sketching）。你可以撰寫一列、然後加入另一列、再加入另一列…等
等。其結果就是一次建立程式的一個部分。

程式設計的課程通常著重結構和理論。任何的視覺呈現—介面、動

畫—可說是不吃完蔬菜（這通常是花幾周時間研究演算法和方法）就

沒有點心吃。多年來，我們看到想要參加此類課程的許多朋友，在第

一堂課或第一次作業的期限快到前歷經漫長、令人沮喪的夜晚之後，

打退堂鼓。他們對電腦如何替自己工作的最初好奇心不見了，因為他

們看不見從「需先學什麼」到「想創造什麼」的道路。

Processing讓我們得以通過建立互動圖形來學習程式設計。雖然教
程式設計的方法有很多種，不過學生往往會從即時的視覺反饋感受

到鼓勵和鞭策。Processing提供反饋的能力，讓它成為著手程式設
計的流行方式，而它所著重的圖像（image）、草圖（sketch）和社群
（community）會在後面討論到。

草圖和原型

草圖（sketch）是一種思維方式；有趣並且快速。它的基本目標是在
很短的時間內探索許多構想。以我們自己來說，我們通常會先將草圖

畫在紙上，然後將結果轉移至程式碼。我們通常會使用符號將動畫和

互動設計的構想描繪成分鏡圖（storyboard）。做過一些軟體草圖後，
我們會選出最好的構想，並將它們組合成原型（圖 1-1）。這是一個在
紙張與螢幕之間來回進行描繪、測試和改進的循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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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當草圖從速寫簿（sketchbook）轉移到螢幕時，會出現新的可能性。

靈活性

就像一條軟體工具腰帶，Processing包括了在不同的組合中一起工作
的許多工具。因此，它可用在急就章的開發或是深入的研究。因為

Processing程式可以短到只有一列，或是長到包含數千列，具有成長
和變化的空間。有 100個以上的程式庫可用於擴充 Processing，甚至
讓它跨足其他領域，其中包括聲音、電腦視覺以及數位製造（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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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有許多類型的資訊可以流進和流出 Processing。

巨人

自 1960年代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使用電腦繪製圖片，這段歷史可
以讓我們學到許多東西。舉例來說，在電腦可以將圖像顯示到 CRT
或 LCD螢幕之前，碩大的繪圖機（圖 1-3）被用於繪製圖像。在真
實生活中，我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 Processing的巨人則是
來自設計、電腦圖形、藝術、建築、統計和空間等領域的思想家。

你 可 以 看 一 看 Ivan Sutherland 的 Sketchpad（1963）、Alan Kay 的
Dynabook（1968）以及 Ruth Leavitt 編輯的《Artist and Computer》
（Harmony Books, 1976）【譯註】中所收錄之眾多藝術家的文章。ACM 
SIGGRAPH和 Ars Electronica的存檔（archive）為圖形和軟體的歷史
提供了引人入勝的一頁。

【譯註：http://www.atariarchives.org/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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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971年 5月 11日，Manfred Mohr在巴黎市現代藝術博物館使用
Benson繪圖機和數位電腦進行繪圖演示。（攝影 Rainer Mürle，感謝紐約
bitforms畫廊提供照片。）

族系

如同人類的語言，程式語言也有所隸屬的語言族系。Processing是
Java程式語言的一個方言；儘管語法幾乎一致，但是 Processing加入
了與圖形和互動設計相關的自定義功能（圖 1-4）。Processing的圖形
元素與 PostScript（PDF格式的基礎）和 OpenGL（3D圖形規範）有
關。由於具有這些共同的特徵，學習 Processing等於在為你往後使用
其他語言以及不同軟體工具打下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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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Processing與相關程式語言和程式設計環境所構成的一個大家族。

參與

每天有成千上萬人在使用 Processing。跟他們一樣，你無須付出任何
代價就可以下載 Processing來用。你甚至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修改
Processing的程式碼。Processing是一個 FLOSS計畫（也就是，免費
／自由／開源的軟體），而且具有社群精神，這個社群歡迎你的參與，

你可以在 Processing.org以及許多提供 Processing內容的社交網站上
分享你的成果。這些網站都會被鏈結至 Processing.org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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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寫程式

要發揮本書最大的功效，你需要做的不僅僅是閱讀文字。你還需要實

驗和練習。你無法僅靠閱讀來學習程式設計—你需要自己動手做。讓

我們著手下載 Processing並建立你的第一個 sketch。【譯註】

首先到 http://processing.org/download 下載 Processing，你可以選擇 
Mac、Windows或 Linux等版本，這取決於你使用的是哪一種機器。
不管是哪一種機器，安裝步驟都很簡單：

• 在Windows機器上，你所下載的是一個 .zip檔。（以滑鼠左鍵）
雙擊該檔案，並將其中所包含的資料夾拖曳到你的硬碟上的某個

位置。該位置可能是 Program Files或是桌面，但重點在於，這個
資料夾是從該 .zip檔取出的。在資料夾中，雙擊 processing.exe就
可以開始了。

• Mac OS X 的版本也是一個 .zip檔。雙擊該檔案，並將其中所包
含的 Processing 圖示拖曳到 Applications資料夾就可以完成安裝。
若你使用的是其他人的機器，因而無法改變 Applications資料夾，
直接把應用程式拖曳到桌面就行了。然後雙擊 Processing圖示就
可以開始了。

• Linux的版本是一個 .tar.gz檔，大多數的 Linux使用者對此應該
不陌生。將該檔案下載到你的 home目錄，然後開啟一個終端機
視窗，並且鍵入：

tar xvfz processing-xxxx.tgz

【譯註：Processing把使用其語法撰寫而成的程式（program）稱為 sketch（草

圖）；寫程式如同在作畫（draw），因此 Processing的語法就等於是畫筆，而存放

程式的資料夾就稱為 sketchbook（速寫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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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xxxx代換成檔名其餘的部分，也就是版本編號。）這將會建立一個
名為 processing-3.0（或其他類似的名字）的資料夾。接著切換至該目
錄：

cd processing-xxxx

然後執行它： 

./processing

運氣好的話，現在你會看到 Processing的主要視窗（圖 2-1）。每個人
的設置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若程式無法啟動，或是你被卡住了，你可

以到 troubleshooting網頁（http://bit.ly/process-wiki）尋求可能的解決
方案。

圖 2-1：Processing開發環境。

你的第一支程式

你現在執行的是 Processing Development Environment（簡稱 PDE）。
這個開發環境並未包含太多東西；最大的區域是文字編輯器（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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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而它的上方有兩個按鈕；這就是工具列（Toolbar）。編輯器
之下是訊息區（Message Area），訊息區之下是控制台（Console）。訊
息區用於顯示單列訊息，而控制台用於顯示進一步的技術細節。

範例 2-1：畫出一個橢圓形

在編輯器中鍵入下面這列命令：

ellipse(50, 50, 80, 80); 

這列程式碼會：畫出一個橢圓形（ellipse），它的中心距左端 50個像
素（pixel）、距頂端 50個像素，它的寬度與高度均為 80個像素。單
擊 Run按鈕（工具列中的三角形按鈕）。

若你所鍵入的內容正確無誤，你將會在你的螢幕上看到一個圓形圖

像。【譯註】若你所鍵入的內容不正確，訊息區會變為紅色並且抱怨出

了什麼錯。若發生此事，確定你有依樣畫葫蘆地鍵入範例程式碼：數

字應該放在圓括號裡，數字之間應該以逗號隔開，而且應該以分號做

為列結尾符號。

初學程式設計的時候，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語法的使用必須很明

確。Processing 軟體不一定總是能夠瞭解你的意思，而且它對標點符
號的位置相當挑剔。不過只要稍加練習，就會熟悉。

接下來，讓我們直接來看一個更令人興奮的 sketch。

範例 2-2：畫出圓形

刪除前一個例子的程式碼，接著嘗試下面這個例子：

【譯註：圓形是橢圓形的一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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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up() {
  size(480, 120);
}

void draw() {
  if (mousePressed) {
    fill(0);
  } else {
    fill(255);
  }
  ellipse(mouseX, mouseY, 80, 80);
}

此程式會建立一個寬 480個像素、高 120個像素的視窗，接著會在滑
鼠游標所在的位置畫出白色的圓形。當滑鼠的按鍵被壓下時，圓形的

顏色會變為黑色。稍後我們將會詳細說明此程式。現在，你可以執行

此程式、移動滑鼠游標以及壓下滑鼠按鍵來體驗看看。當 sketch執行
時，你可以使用 Run按鈕旁邊的 Stop按鈕來停止 sketch。

顯示

若你不想使用這些按鈕，你可以使用 Sketch選單，你會發現 Ctrl-R
（在 Mac上為 Cmd-R）是 Run按鈕的快速鍵。Sketch選單中 Run選項
之下是 Present選項，它會清除螢幕的其餘部分，以便單獨顯示你的
sketch的執行結果。（見圖 2-2）你也可以在工具列之上使用 Present
的功能；也就是，按下 Shift鍵並單擊 Run按鈕。

圖 2-2：你可以使用 Run和 Present選項將 Processing sketch的執行結果顯
示在螢幕上。執行程式之前，Present選項會清除整個螢幕，以便呈現較清楚
的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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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與新增

下一個重要的功能是 Save。你也可以在 File選單之下找到它。預設情
況下，你的程式會被存入 sketchbook，這是一個資料夾，用於收集你
的程式，以利取用。點選 File選單的 Sketchbook選項，就可以看到你
的 sketchbook裡保存了哪些 sketch。

經常保存你的 sketch總是不會錯的。當你在嘗試不同的東西時，可以
使用不同的檔名來保存各個階段的 sketch，這樣你總是能夠回到較早
的版本。如果出了什麼差錯，這特別有用。你還可以透過 Sketch選單
下的 Show Sketch Folder選項來瞭解 sketch放在你的電腦上何處。

你可以透過點選 File選單中的 New選項來建立一個新的 sketch。這將
會在一個獨立的視窗中建立一個新的 sketch。

分享

Processing 的另一個重點是成果的分享。你可以在 File 選單下找
到 Export Application選項，這將會把你的程式碼包入一個資料夾。
Export Application 功能會替你所選擇的 Mac、Windows 和（或）
Linux執行平台建立應用程式。這讓你輕輕鬆鬆就能替你的專案建立
一個獨立的、可雙擊的版本，而且你可以選擇在全螢幕或視窗中執行。

每當你使用 Export Application功能，應用程式資料夾就會被刪

除和重新建立，所以在你下次匯出應用程式之前，若你不想刪除

該資料夾，確定你有將該資料夾移往其他地方。

範例和參考文件

學習程式設計時，需要探索大量的程式碼：執行、修改、出錯和改

進，直到你已將它重塑成新的東西。因此，你所下載的 Processing軟
體中包含了許多範例，用於示範軟體的各種不同功能。

若想要開啟範例程式，你可以點選 File選單下的 Examples選項，並
雙擊範例的名稱以便開啟它。這些範例程式碼會依照其功能分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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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像是 Form、Motion和 Image。在範例列表中找到一個你感興趣
的題目，試試看。

本書的所有範例可以從 Processing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來下載以及執行。點選 File選單下的 Examples選項，然後單

擊 Add Examples按鈕以便開啟可供下載之範例套件清單。點選

“Getting Started with Processing, 2nd Edition＂並單擊 Install以

便下載本書範例。

當你檢視編輯器中的程式碼，你將會看到函式，例如 ellipse()和

fill()，具有跟其他文字不同的顏色。如果你看到一個不熟悉的函

式，那麼你可以選取它的名稱，然後單擊 Help選單下的“Find in 
Reference＂選項。你也可以使用滑鼠右鍵單擊（在 Mac上，則是在
單擊的同時按下 Ctrl鍵）所選取的文字，並從因而出現的選單中點
選“Find in Reference＂選項。這將會開啟你的 web 瀏覽器，為你
所選取的函式顯示參考文件。此外，你可以透過點選 Help選單下的
Reference選項來檢視軟體的完整文件。

Processing的參考文件會以說明和例子來解釋每個程式碼元素。相
較於 Examples資料夾中所找到程式碼，參考文件中的程式碼短了許
多（通常只有四或五列）而且較容易瞭解。我們建議你在閱讀本書以

及進行程式設計的時候，讓參考文件維持開啟的狀態。你可以通過主

題或字母順序來找尋參考文件；有時在你的瀏覽器視窗中進行文字搜

尋，將會是速度最快的方式。

此參考文件是寫給初學者看的；我們希望這份文件已經達到清楚易懂

的程度。這些年來已經有許多人發現並回報其中的錯誤，實在非常感

謝。若你認為可以改善此參考文件或是發現其中的錯誤，請讓我們知

道（你可以單擊參考文件每個頁面頂端的鏈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