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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奇妙歷史

1999年一月，我正在準備教授 Java程式設計的入門課程，這門課我已經上過三次了，
但卻越來越感到挫折。這門課學生被當的比率太高，即便是及格的學生，他們整體的學

習成就也過低。

依據我的觀察，問題的一個癥結在於教科書。它們太厚了，用了太多篇幅來討論 Java無
關緊要的細節，而沒有提供足夠的高階指引，探討如何撰寫程式。它們都遭受了所謂的

暗門效應（trapdoor effect）：一開始都很容易，難度逐步增加，然後到了第 5章左右，
難度突然急遽上升，讓學生掉入這種暗門陷阱之中。這時學生得到了太多的新資訊，而

且必須以非常快的速度吸收，而我就必須花費那學期剩下的時間來填補這所造成的知識

缺口。

在這門課程開始的兩周前，我決定編寫自己的教材。我的目標是：

• 保持簡短。對學生來說，只讀了 10頁總比沒有讀的 50頁還來得好。

• 小心選用字彙。我試著盡量少用專業術語，並在每個詞語首次出現時，定義它們。

• 以前面的內容為基礎，建置出循序漸進的說明。為了避免暗門，我把最困難的主題
分割為一系列容易理解的小步驟。

• 專注於程式設計，而非程式語言。我只涵蓋了 Java實用的最小功能子集，省略其他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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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需要一個書名，而一閃而過的念頭讓我選擇了如何像電腦科學家般思考

（How to Think Like a Computer Scientist）。

我的第一個版本非常粗略，但確實可行。學生讀得下去，並且足夠了解其中的內容，讓

我能在課堂上講解比較困難的主題，而有趣的主題（也是最為重要的）就讓學生進行實

務練習。

我以 GNU Documentation License作為許可證來發行此書，這讓使用者能夠複製、修改
並散布此書。

最酷的地方來了：位在 Virginia的一位高中教師 Jeff Elkner採用了我的書，並把它翻
譯為 Python的版本。他寄了一份他所翻譯的版本給我，讓我經歷了閱讀自己的書來學
習 Python的不凡體驗。於是 2001年我在 Green Tea Press出版了本書的第一個 Python 
版本。

2003年我開始在 Olin College教書，讓我有了初次以 Python 教授程式設計課程的經
驗，這與 Java形成了顯著的對比。奮力掙扎的學生變少了，他們學得更多，所做的專題
也比較有趣，整體來說，大幅提升了教與學的樂趣。

從那時開始，我持續發展此書，更正錯誤、改善某些範例，並加入新內容，特別是練習

題目。

所產生的結果就是這本書，現在的書名也比較不浮誇了：Think Python。其中的一些改變

有：

• 在每章的最後加上了有關除錯（debugging）的一個章節。這些章節介紹了尋找和避
免臭蟲的通用技巧，並警示了 Python的一些常見陷阱所在。

• 加入了更多的習題，從簡短的理解測驗到大型的專題都有。大部分的習題都附有連
結，指向我所提供的解答。

• 新增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也就是帶有習題、解答及討論的大型範例。

• 擴充了對於程式發展計畫（development plans）和基本設計模式（design patterns）
的討論。

• 新增了附錄來介紹除錯技巧和演算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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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的 Think Python具有這些新特色：

• 書中所有的範例程式碼都更新到了 Python 3。

• 我新增了幾個小節，更詳細地討論 Web，以協助初學者在瀏覽器（browser）上運行
Python，如此一來，除非你想要，否則就不用經手 Python的安裝作業了。

• 至於「turtle模組」，我不再使用我自己的 turtle繪圖套件 Swampy，而是改用較為標
準的 Python模組 turtle，它比較易於安裝，功能也更為強大。

• 我新增了一章，叫做「好東西（The Goodies）」，介紹一些額外的 Python功能，雖
然它們並非絕對必要，但有時相當便利好用。

我希望你能享受閱讀本書的學習過程，也希望它能夠幫助你學會程式設計，並擁有像電

腦科學家那般的思維，至少開始學著那樣思考。

—Allen B. Downey 
Olin College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字型、字體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代表新出現的術語、URL、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以及延伸檔名。

粗體字（Bold）
代表名詞解釋（Glossary）中所定義的詞語。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於程式碼列表，或是在字裡行間參考到程式組成元素的地方，例如變數或函式名

稱、資料庫、資料型別、環境變數、述句與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用於應該逐字由讀者鍵入的命令或文字。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顯示應以使用者所提供的值來取代或是由上下文所決定的文字。



第一章

程式之道

本書的目的是要教你學會如何像電腦科學家那般思考。這種思考方式結合了數學、工

程與自然科學的某些最好的特色。就像數學家，電腦科學家也使用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s）來表示思想（特別是計算，computations）。跟工程師一樣，他們也設計東
西、將元件組合成系統，然後評估不同替代方案，做出取捨。如同科學家，他們也觀察

複雜系統的行為，形成假說，並試驗隨之而來的預測。

電腦科學家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能力。問題解決意味著闡述
問題、發揮創意思考解法，並清楚且精確表達解法的能力。事實證明，學習程式設計的

過程是實習問題解決技能絕佳的機會。這也是本章章名叫做「程式之道（The Way of the 
Program）」的原因。

在某個層面上，你會學習如何寫程式，這本身就是實用的技能。在另一個層面上，你

將會使用程式設計作為達成其他目的的工具。隨著我們逐步前進，這些目的會越來越 
清楚。

什麼是程式？

一個程式（program）就是由指令（instructions）所組成的一個序列（sequence），用
來具體指定如何進行某種計算（computation）。這種計算工作可能是數學的，例如解
出一個方程組（a system of equations），或是找出一個多項式（polynomial）的根解
（roots），但也可能是符號計算（symbolic computation），例如搜尋或取代一份文件中
的文字，又或者是圖形的，像是影像處理或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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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細節在不同語言底下看起來都會有所差異，但有幾個基本的指令幾乎在每一個語

言中都會出現：

input（輸入）：

從鍵盤、檔案、網路或其他裝置取得資料。

output（輸出）：

在螢幕上顯示資料，或將之儲存到一個檔案中，或透過網路傳送等。

math（數學運算）：

進行基本的數學運算，像是加法或乘法。

conditional execution（條件式執行）：

檢查特定條件是否成立，據此執行適當的程式碼。

repetition（重複）：

重複執行某些動作，通常帶有某些變化。

不管你相不相信，全部幾乎就是這樣了。你曾經用過的每個程式，無論多麼複雜，都是

由看起來非常類似這些的指令所構成。所以你可以把程式設計（programming）想成是
「將一個大型、複雜的任務（task）拆解成越來越小的子任務（subtasks），直到那些子
任務簡單到能以這些基本指令來進行為止」的過程。

執行 Python
開始學習 Python的挑戰之一，就是你可能得在你的電腦上安裝 Python及相關的軟體。
如果你很熟悉你的作業系統，特別是你不排斥命令列介面（command-line interface）的
話，那麼 Python的安裝對你來說不成問題。但對初學者來說，必須同時學習系統管理
（system administration）及程式設計，可能會是痛苦的經驗。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我建議你直接在瀏覽器（browser）中執行 Python並開始使用它。
之後，等你比較熟悉 Python了，我再提供建議，教你如何在你的電腦上安裝 Python。

要執行 Python，有數個網頁可用。如果你已經有最喜愛的，那就直接選用它。否則的
話，我推薦 PythonAnywhere，我在 http://tinyurl.com/thinkpython2e 提供了詳盡的入門 
指引。



程式之道 | 3 

Python有兩個版本可用，分別是 Python 2與 Python 3。它們非常地相似，所以如果你學
會了其中之一，要轉換到另一個也很容易。事實上，身為初學者，你會遇到的差異只有

少數幾個。本書是為 Python 3所寫，但我也放入了有關 Python 2的一些註記。

Python 直譯器（interpreter）是會讀取並執行 Python 程式碼的程式。取決於你的環
境，啟動直譯器的方式可能是點擊一個圖示（icon），或是在命令列（command line）輸
入 python。啟動之後，你應該會看到像這樣的輸出：

Python 3.4.0 (default, Jun 19 2015, 14:20:21)
[GCC 4.8.2] on linux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前三行含有直譯器與作業系統的資訊，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會不同。不過你應該注意一

下版本號碼，在此即為 3.4.0，以 3開頭，代表你所執行的是 Python 3。如果是以 2開
頭，那執行的就是（你猜對了）Python 2。

最後一行是一個提示符號（prompt），表示直譯器已經準備好接受你所輸入的程式碼。
如果你輸入一行程式碼並按下 Enter，直譯器就會顯示結果：

>>> 1 + 1
2

現在你已經準備好可以開始動手學習了。從現在開始，我會假設你知道如何啟動 Python
直譯器並執行程式碼。

第一個程式

傳統上，使用一個新程式語言所寫的第一個程式會被叫做「Hello, World!」，因為它所做
的事情就是顯示「Hello, World!」這串字。在 Python中，它看起來會像這樣：

>>> print('Hello, World!')

這是列印述句（print statement）的一個例子，不過它不會實際在紙張上印出任何東西
就是了。它會在螢幕上顯示結果，在此結果就是這串字：

Hello, World!

這個程式中的引號（quotation）標示要顯示的文字之開頭與結尾，它們不會出現在結果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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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對括弧（parentheses）代表 print是一個函式（function）。我們會在第 3 章介紹 
函式。

在 Python 2中，列印述句稍有不同，它不是一個函式，所以不需要使用括弧。

>>> print 'Hello, World!'

你很快就會清楚這之間的差異有什麼含意，但目前的了解就足以讓我們繼續下去。

算術運算子

「Hello, World!」之後，下一步就是算術（arithmetic）運算。Python 提供了運算子
（operators），它們是特殊的符號（symbols），用來表示像是加法或乘法之類的計算。

運算子 +、-與 *進行的是加法（addition）、減法（subtraction）與乘法（multiplication）
運算，如下列範例所示：

>>> 40 + 2
42
>>> 43 - 1
42
>>> 6 * 7
42

運算子 /則進行除法（division）運算：

>>> 84 / 2
42.0

你可能會疑惑為何結果是 42.0而非 42，我會在下一節中解釋原因。

最後，運算子 **進行指數（exponentiation）運算，也就是計算一個數字的某個次方
值：

>>> 6**2 + 6
42

在某些其他語言中，指數運算所用的是 ^，但在 Python中，它則是一個逐位元的運算子
（bitwise operator），叫做 XOR。如果你不熟悉這種位元運算子，運算結果就會出乎你
意料：

>>> 6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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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不會涵蓋逐位元運算子，你可以在這裡讀到有關它們的介紹：http://wiki.python.org/

moin/BitwiseOperators。

值與型別

值（value）是程式所處理的最基本的東西之一，像是一個字母或數字。我們目前所見過
的一些值有 2、42.0與 'Hello, World!'。

這些值屬於不同的型別（types）：2是一個整數（integer），42.0是一個浮點數字
（floating-point number），而 'Hello, World!'則是一個字串（string），之所以會這麼
稱呼，是因為其中所包含的字母被串在了一起。

如果你不確定某個值的型別為何，直譯器會告訴你：

>>> type(2)
<class 'int'>
>>> type(42.0)
<class 'float'>
>>> type('Hello, World!')
<class 'str'>

在這些結果中，「class」這個字被當作某種類目（category）來用，一個型別就是值所構
成的一個類目。

不意外地，整數屬於 int這個型別，字串屬於 str，而浮點數字屬於 float。

那麼像是 '2'或 '42.0'這樣的值呢？它們看起來像數字，但它們像字串那樣被放在引號
中：

>>> type('2')
<class 'str'>
>>> type('42.0')
<class 'str'>

它們就是字串。

輸入一個大整數時，你可能會想在數位組（groups of digits）之間使用逗號（commas），
例如 1,000,000。在 Python中，這不是合法的整數，但它是合法的值：

>>> 1,000,00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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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不是我們所預期的！ Python將 1,000,000解讀為一個由逗號所區隔的整數序列
（a comma-separated sequence of integers）。我們會在後面學到更多有關這種序列的 
資訊。

形式語言與自然語言

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s）是人們談話所用的語言，例如英語、西班牙語或法語。
它們並非由人類所設計（儘管有人嘗試在它們之上施加某種規律），而是自然演化出來

的。

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s）語言則是人們為了特定應用所設計出來的語言。舉例來
說，數學家使用的記號（notation）就是一種形式語言，特別適合用來代表數字與符號
之間的關係（relationships）。化學家使用另一套形式語言來表示分子的化學結構。而最
重要的是：

程式語言（programming languages）是設計用來表示計算（computations）的形
式語言。

形式語言通常會有嚴格的語法（syntax）規則，規範其中述句（statements.）的結構。
舉例來說，在數學中，3 + 3 = 6這個述句的語法正確，但 3 + = 3$6就不合法（legal）。
在化學中，H2O是語法正確的化學式，但 2Zz就不是。

語法規則分為兩種，一種規範語彙單元（tokens），另一種規範結構（structure）。語彙
單元是語言的基本元素，例如字彙（words）、數字（numbers）、或化學元素（chemical 
elements）。3 + = 3$6的問題之一在於 $在數學中不是合法的語彙單元（至少就我所知
的數學來說是這樣）。同樣地，2Zz是不合法的，因為沒有化學元素的縮寫是 Zz。

第二種的語法規則規範語彙單元組合的方式。方程式 3 + = 3之所以非法（illegal），原
因在於雖然 +與－都是合法的語彙單元，但你不可以把其中一個緊接著放在另一個之
後。同樣地，在化學式中，下標（subscript）應該放在元素名稱之後，而非之前。

This is @ well-structured Engli$h sentence with invalid t*kens in it.（這是一個結構正確
的英文句子，但其中有無效的語彙單元。）This sentence all valid tokens has, but invalid 
structure with.（這個英文句子的語彙單元都有效，但是結構不正確。）

閱讀一個英文句子或是形式語言的述句時，你必須找出它們的結構為何（雖然在自然語

言中你是下意識地這樣做）。這個過程就叫做剖析（pa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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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形式語言與自然語言有許多相同的特點，例如語彙單元、結構和語法，但有幾個差

異存在：

歧義（ambiguity）：

自然語言中充滿了歧義，人們使用上下文的線索（contextual clues）或其他資訊來
處理這種情況。形式語言被設計成幾乎或完全沒有歧義，這代表任何的述句都剛好

只有一個意義，無論所在的情境（context）為何。

冗餘（redundancy）：

為了處理歧義並減少誤解，自然語言運用了許多的贅詞。結果就是，它們通常會很

冗長。形式語言沒有那麼多冗於之處，較為簡潔。

字面意義（literalness）：

自然語言中有很多慣用語和隱喻。如果我說「The penny dropped（一分錢掉了）」，
實際上大概沒有什麼一分錢，也沒有東西掉下（這個慣用語的意思是經過一段困惑

期之後，某人突然明白了某件事）。形式語言所表示的就是它們字面上的意義。

因為我們都是說著自然語言長大的，有時很難適應形式語言。形式與自然語言之間的差

異類似詩歌（poetry）與散文（prose）之間的差異，但不止於此：

詩歌：

用到了詞語的聲音及它們的意義，而整首詩創造了某種效果或情緒反應。歧義不只

普遍，而時常是刻意為之的。

散文：

較為重視詞語字面上的意義，而其結構也傳達了比較多的意義。散文比詩歌經得起

分析，但仍然含有歧義。

程式：

一個電腦程式的意義是無歧義（unambiguous）且字面的（literal），並可完全藉由語
彙單元與結構的分析來理解它。

形式語言的意義密度比自然語言高，所以要花比較多時間閱讀。此外，結構很重要，所

以從上讀到下，從左讀到右並非總是最好的方式，取而代之，要學著在你的腦中剖析

（parse）程式，識別出語彙單元並解讀其結構。最後，其中的細節至關緊要。拼寫或標
點符號的小錯誤，在自然語言中或許沒啥關係，但在形式語言中就會造成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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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錯

程式設計師（programmers）會犯錯。出於一些古怪的歷史因素，程式中的錯
誤（programming errors）被稱為臭蟲（bugs），而追查它們的過程就叫做除錯
（debugging，字面上的意思是「除蟲」）。

程式設計，特別是除錯，有時會引發強烈的情緒。如果你因為某個難解的臭蟲而苦苦掙

扎，你可能會感到生氣、沮喪或丟臉。

有證據顯示，人們對電腦的自然反應是把它們當成人類看待。當它們運作良好，我們就

會認為它們是好隊友，而當它們頑固或蠻橫，我們的反應就會像是對待頑固或蠻橫的人

那般。（請參閱 Reeves 與 Nass 所著的 The Media Equation: How People Treat Computer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Like Real People and Places）。

準備好面對這些反應可以幫助你克服它們。其中一種做法是把電腦看成是具有某些優點

（像是速度與精確性）的員工，因此它們也會帶有特定的缺點，像是缺乏同理心，或無

法掌握整體畫面等。

你的工作就是當個優秀的管理者：想辦法善用它們的優點，並減輕它們的缺點所帶來的

危害。也要想辦法利用你的情緒來針對問題，而非讓你的情緒反應干擾你的工作效率。

學習除錯的過程可能會讓人感到挫折，但這是一種很寶貴的實用技能，也能運用在除了

程式設計之外的許多活動。在每章的最後，都有一節（就像這一節）會討論除錯的相關

建議，我希望它們有所幫助！

名詞解釋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闡述問題、尋找解法，並表達解法的過程。

高階語言（high-level language）：

像 Python那樣的程式語言，專門設計為人類容易於讀寫的形式。

低階語言（low-level language）：

專門設計讓電腦易於執行的程式語言，也叫做「機器語言（machine language）」或
「組合語言（assembly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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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植性（portability）：

一個程式能在多種電腦上執行的一種特性。

直譯器（interpreter）：

讀取其他程式並加以執行的電腦程式。

提示符號（prompt）：

直譯器所顯示的字元符號，用來表示它已準備好接受來自使用者的輸入。

程式（program）：

具體指定計算過程的一組指令。

列印述句（print statement）：

致使 Python直譯器在螢幕上顯示一個值的指令。

運算子（operator）：

表示簡單計算（例如加法、乘法或字串串接）的一種特殊符號。

值（value）：

資料的基本單位之一，像是數字或字串，程式操作的就是它們。

型別（type）：

值所構成的一個類目（category）。目前已經見過的型別有整數（int）、浮點數字
（float），以及字串（str）。

整數（integer）：

代表整數（whole numbers）的型別。

浮點數（floating-point）：

這種型別代表具有小數部分（fractional parts）的數字。

字串（string）：

這種型別代表字元所構成的序列（sequences of characters）。

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

人們對話所用且經自然演化出來的任何語言。

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

人們為了特殊用途所設計的任何語言，例如用來表示數學思想或電腦程式，所有的

程式語言都是形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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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彙單元（token）：

程式語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的基本元素之一，類似於自然語言中的詞語
（word）。

語法（syntax）：

規範程式結構的規則。

剖析（parse）：

檢視並分析程式語法結構的動作。

臭蟲（bug）：

程式中的錯誤。

除錯（debugging）：

找出並更正臭蟲的過程。

習題

習題 1-1

最好是在電腦前閱讀本書，如此你才能在過程中動手嘗試那些範例。

實驗新功能時，你都應該試著犯錯。舉例來說，在「Hello, world!」中，如果少打了一
個引號會發生什麼事？如果兩個都沒打呢？如果拼錯 print會怎樣？

這種實驗能夠幫助你記住讀過的內容，也能在寫程式時幫上忙，因為你會知道錯誤訊息

代表什麼意義。最好是現在刻意犯錯，好過於以後意外地犯錯。

 1. 在一個列印述句中，如果少打其中一個括弧，或是兩個都不打，會發生什麼事？

 2. 試著印出一個字串時，如果少打其中一個引號，或是兩個都不打，會發生什麼事？

 3. 你可以使用一個減號（minus sign）來製作一個負數（negative number），像這樣 -2。
如果你把一個加號（plus sign）放在一個數字前，會發生什麼事？那 2++2又會怎樣？

 4. 在數學記號中，前導的零（leading zeros）沒有什麼問題，例如 02。如果你在
Python中試著這樣做，會發生什麼事？

 5. 如果你並列兩個值，而其間沒有任何的運算子，那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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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1-2

啟動 Python直譯器，並把它當作計算器（calculator）來用。

 1.  42分 42秒這段時間裡總共有幾秒？

 2.  10公里（kilometers）是幾英哩（miles）？提示：一英哩是 1.61公里。

 3. 如果你在 42分 42秒中跑了 10公里，你的平均步速（average pace，每英哩所花的
時間，以分鐘與秒為單位）為何？你的平均速度（average speed，每小時的英哩數）
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