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本書的讚譽

這是我讀過最令人驚奇、有意思並且精心策劃過的一本軟體用書。這比我見過的任何一本基礎程

式用書都還要來得有趣以及易於思考，真是太棒了。我總是遇到想好好學習程式語言並且想知道

可以上什麼課程的人們；我會告訴他們把那些課程扔了吧！這會是更好的選擇。

— David Gelernter，耶魯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 

《深入淺出學會編寫程式》帶給我們相當風趣、充滿情感且詳細的教程。這本書不僅開發了你的

大腦，讓你笑個不停，還教你如何成為程式大師。你值得擁有它。

— Smnore 雜誌，一本讓你永遠有新知的科學雜誌

這是一本相當棒的讀物；甚至對資深的程式人員來說，該如何傳授他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困難觀念，

可以從這本書中獲得嶄新的靈感。每當你開始試圖找出讓更多人加入編寫程式的行列時，這本書

將會幫你很大的忙。Eric 讓學習如何編寫程式這件事更加平易近人、不放過任何細節、並讓辛苦
付出的收穫值得期待。 

— Avi Flombaum，Flatiron School 院長暨產品長

身為高中電腦老師，我把《深入淺出學會編寫程式》這本書作為引導學生入門的教材。它帶給

我相當個人化的體驗，裡面對話的形式不只是幽默，更讓人覺得像是跟另一個活生生的人學習，

而不只是閱讀一段生硬的文字。

— Brandon Shufflebarger，美國奧斯汀 Regents School 

真希望我初學寫程式的時候能夠遇上這本書。由於 Freeman 幽默地提供簡潔教程以及相當實用的
背景知識，使得這本書與坊間其他提供給初學者的程式學習用書與眾不同。《深入淺出學會編寫

程式》沒有高高在上或者過度技術化的內容，它對於我們學校創客實驗室中的初學者將會是相當

棒的教材。

— Patrick Benfield，Magellan 國際學校創意總監

寫出平易近人的內容需要天分與創造力。我很期待在下個學年的入門課程用上這本書。比起那些

用平淡無奇的口吻所陳述出對主題無關緊要且不貼切的例子，我更是著迷於那些高度相關且真實

的例子。

— Josh Sharfman，Shalhevet 進修部電腦課程講師

作為一本為 Monty Python 所命名語言的書，它有著不少關於資訊產業還有各種教程書的笑話。
很高興這本書時時提醒了我編寫程式這檔事是發生在人類世界的（有時候是很沒邏輯的）。

— 紐約大學暨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音樂技術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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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我
這是一段學習體驗，而不是一本參考書。所有阻礙學習的東西，都已經被我們刻意排

除掉了。第一次閱讀時，你必須重頭開始，因為本書對讀者的知識背景做了一些假設。

我們希望你從中學到在程式設計背後的思考脈絡

不少人稱這個為資訊科學，但是這裡有個小秘密：資訊科學不只是科學，更包含了不

只是電腦之外的事物（就像除了天文學之外還有望遠鏡）。這是一種思考的方式，或

者現在我們稱之為運算思維。一旦你學會了如同電腦般的思考模式，你將可以輕易地

將各種問題、環境假設以及程式語言帶入。

我們在這本書中使用 Python
學開車卻從來沒有碰過方向盤顯然是紙上談兵。同樣地，就算擁有運算思維卻沒有用

任何一個程式語言實作也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實際上的技能。所以在這本書我們會使

用很普遍的 Python。我們在第 1 章將介紹為何 Python 值得你學習，不管你只是學個
興趣抑或想要藉此達到百萬年薪，Python都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或者一路學到底）。

我們不會鉅細靡遺地教授你 Python程式語言的一切
差太多了。當然你可以學到很多有關 Python 的知識。但是這不是一本 Python 的參考
用書，而是一本學習如何編寫程式的書。所以這本書不會把重心放在如何學會

Python。我們的目標是幫你打好編寫程式的基礎，以及建立運算思維，如此一來，你
就可以信手抄起任何一本程式用書且一點也不會感到六神無主。

你可以使用 Mac、PC，或者 Linux來開始這一切
由於 Python 是這本書的主要實踐程式語言，而且它是可以跨平台使用的，因此你可以
使用任何一種你所熟悉的平台。雖然這本書大多數用的範例截圖是從Mac電腦上來的，
不過我們相信這些情境跟在你的 PC 甚至 Linux上是沒什麼差別的。

這本書透過最好的學習倡導良好架構且易於閱讀的程式。

你想要寫些除了你之外的人可讀甚至易於了解的程式，或者寫的程式還可以在明年新

版的 Python 上順暢運行。我們將會在這本書中教你如何寫出乾淨、規劃良好、引以為
榮甚至打算裱框起來掛在牆上（記得在帶約會對象回家之前要拿下來）的程式碼。本

書內的程式碼與專業程式碼的唯一不同，是我們會在旁邊用手寫字體的方式附註該程

式碼的作用。我們發現這種作法在學習用書中，比起用傳統的方式在程式碼旁擺放註

解還來得有效（如果你不知道我們在說的是什麼，你等會兒往後翻幾章就會了解了）。

不過別擔心，我們會教你如何為你的程式碼建立文件，也會提供我們如何為我們的程

式碼建立文件。總而言之，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指導你如何用很直覺的方式撰寫程式

碼，如此一來你就可以搞定這一切並且向前邁進了。

像這樣的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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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程式是相當重要的。你必須真的動手下去做，甚至有時候還得拼命地做。

每個寫程式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思考模式，對世界也會有截然不同的思考角度。有時候

你會發現寫程式是相當有邏輯的，但有時候如果無法徹底地改變想法，那麼寫程式對

你來說其實還是很抽象的。不少編寫程式的觀念需要時間沉澱到你的大腦深處，坦白

說你在真正了解它之前需要一段時間不斷地思考。不過別擔心，我們會以對大腦友善

的方式來進行這一切。你只需要慢慢地在你心中逐漸加深這些觀念，以及如果需要的

話，不斷地複習這些材料。

不要略過任何活動。

習題與活動並非附加的裝飾品，而是本書核心的一部分。有些可以幫助記憶，有些則

可以幫助理解，還有一些可以幫助應用。如果你跳過了，你會錯失這本書大部分的精

華（而且你很有可能會越念越困惑）。填字遊戲是唯一你不一定得完成的，不過你依

然可以透過填字遊戲，讓你的大腦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這些在學習程式時出現過的用

字。對於這個部分，中文版將保留原文，以便讀者玩此遊戲。

重複是刻意且必要的。

我們冀望 Head First 系列能夠讓你真正學到東西。我們也希望你讀完本書之後，能夠
記住所讀過的內容，而大部分的參考用書並非以此為目標。本書的重點放在學習，所

以某些重點會一再出現，好加深你的印象。

範例設計得盡可能精簡。

不少讀者曾告訴我們每每從兩百多行的範例程式碼中，只是想找到兩行他們真正需要

理解的程式就真的很令人感到挫折。本書中大部分的例子將盡可能精簡，如此一來你

真正需要學習的部分便能非常簡潔。然而，請不要預期所有的範例都是穩定且隨時可

直接套用的，因為這些範例都是針對學習所設計的，並不是具備完整的功能。換言之，

針對比較大的程式碼範例我們也盡可能讓它們有意思、有魅力，並且很酷！而這是你

會願意跟你的朋友與家人分享的。

我們已經將所有的範例檔放在網路上了，你可以直接從 http://wickedlysmart.

com/hflearntocode 下載。

動動腦習題通常沒有標準答案。

有些動動腦習題沒有一定的答案，有些則讓你自行判斷答案是否正確，以及何時正

確。在某些動動腦習題中，我們會給你提示，指引你正確的方向。

從線上取得程式範例、協助以及討論。

你可以從線上取得所有跟這本書有關的資訊：http://wickedlysmart.com/

hflearntocode，這裡也包含了程式範例以及一些補充材料。

這裡不會隨時有接線生在

線上待命，不過你依然可以

從 http://wickedlysmart.com/

hflearntocode，取得你所需

要的所有程式碼以及範例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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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運算思維

如果你知道如何具備運算思維，你將能夠掌握自己。我們

的世界無庸置疑地將變得更緊密連結，資源互通有無，可程式化以及理所

當然的，可被運算。你當然可以置身事外或者開始學習如何讓程式上手。

當你開始會寫程式，你就是大導演、是造物主—— 你正告訴電腦該如何為

你服務。當你會寫程式，你掌控了自己的命運（或者至少你可以編寫可透

過網路控制草坪灑水的系統）。但是該如何開始學習編寫程式呢？首先，

學習如何具備運算思維。接著你任意挑一種程式語言，你就可以跟你的電

腦、手持裝置，或者任何有中心處理器的裝置溝通。這代表著什麼？你可

以省下更多時間、更多能量，甚至帶來更多創新的可能性，讓你可以實現

心中的理想。來吧，讓我們開始囉！

1

讓我們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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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拆解

逐一拆解
在你開始想要寫下一個真正的程式之前，第一要務是學

會如何把問題拆解成一個個獨立的動作，而這些動作是

電腦能為你做到的。當然，你得和電腦說同一種語言，

不過我們先把這件事暫時擱著，等等馬上回來。

把一個問題拆解成好幾個步驟，聽起來像是一個嶄新的

技能，說穿了其實這是你平常就做得到的事情。我們來

看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你想要把釣魚這個活動，拆解

為一些可以交付給機器人的簡單指令。假設這個機器人

可以為你釣魚。以下是我們預期要做到的事項：

1 把蟲餌掛到鉤子上。

2 把漁線甩到池子裡。

3 觀察浮標，直到它沉入水裡。

4 起鉤並且想盡辦法把魚拖回來。

5 如果成功吊起，耶！回家。如果不幸地

沒有，回頭從步驟 1 開始。

把抓到魚這個行為拆解成多個

簡單易懂的步驟。

有些步驟是簡單的指令，或者是陳述你辦得到
的情境，像是把漁線甩到池子裡。

一段陳述句可能是在進行之前等待

條件發生。

我們遵照這些步驟的順序。

要注意的是，有時候陳述會像這樣
重複：假如我們不回家，改為回到
最開始的步驟重複執行指令，直到
抓到下一條魚為止。

有時候陳述句需要作判斷，
例如我們是該回家了？還是
繼續釣魚？

這個陳述句只發生在上一個步驟的浮標沉到水

裡之後。

游標

鉤子

蟲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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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陳述當作是一個超棒的「釣魚用」秘方。就像其他

的秘方一樣提供一些步驟，只要你跟隨著步驟，就會產出結

果或者產品（在我們的例子，是希望能夠抓到一些魚）。

這裡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步驟是由簡單的指令組成，像是

「把魚線甩進池子裡」或者「把魚拖上來」。此外也要注意

的是，其他有些指令會因為要考慮情境而變得比較困難，像

是「浮標現在是在水面上還是在水底？」；有些指令也會引

導秘方中的流程，像是「如果你沒有釣到魚，就退回最開始

的指令，然後把另一隻蟲餌掛到鉤子上。」，或者像是有些

終止型指令，比如「如果你完成了，回家吧？」

這些簡單的指令就是程式語言的基礎。事實上任何一個你用

過的手機 app 或電腦應用程式，實際上也不過就是一些（或
者一大堆）簡單的指令來驅使電腦達成。

真正的秘方不只是告訴你該做什麼，它

們還包括了該準備什麼樣的廚具才可以

做出一道特定的菜餚（像是量杯、攪拌棒、

食物調理機還有各種佐料）。那麼我們在

「釣魚」這個秘方用了哪些器具呢？把上

一頁所有釣魚有用到的器具都圈起來，

然後在這一章的最後面看看你的答案是

否正確。

這是工具書，你可

以直接寫在上面，

其實我們還滿鼓勵

你這樣做的。

有件事情你需要理解，那就是電腦只做你要求它做的事情—— 不多也不少。
仔細看看我們上一頁的釣魚用秘方。假如你是那個機器人，並且精確地遵

照這些指令，你將會遭遇什麼樣的問題？你確定我們用這個秘方真的會成

功地釣到魚嗎？

A.如果一直都沒有魚上鉤，
那就會一直釣下去（比如說，

永遠地⋯）。

B.如果蟲餌脫鉤了，你也不
會知道要去換個新的。

C.如果我們蟲餌用完了怎麼
辦？

D.我們真的知道如果把魚
拉上來之後該怎麼處理

嗎？

E.釣魚竿發生什麼事了？

F.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你可以想到更多

情境嗎？

假如你根本不知

道怎麼釣魚，這

是一個浮標，或

者說釣魚用的浮

子。假如有魚咬

下去了，它就會

往水中沉下去。

你會在本章的最
後面找到「削尖
你的鉛筆」練習
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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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演算法與偽碼

我花了這麼多錢買這本技術用書，想

要學習怎麼編寫程式。然後你卻開始

跟我談秘方？這太瘋狂了，或者說太不

專業了。

事實上，秘方是一個非常棒的方法來描述要給電

腦讀的指令。你很有可能會在不少更高階的程式用書

中發現這種用法。哎呀，你甚至還會看到有些常見的

軟體開發技巧用書直接叫做秘方大全。所以說，如果

你想要更專業點—— 其實電腦科學家或者資深軟體人
通常用秘方來稱呼演算法。什麼是演算法？好吧其實

跟秘方差不多—— 其實就是一系列的指令來解決問題。
你不難發現演算法其實一開始會寫成一種比較不正式

的格式，稱為偽碼（pseudocode）。

你得牢牢記住的是，不管你稱之為秘方、偽碼甚至是

演算法，最重要的是在進入繁瑣的編寫、電腦可以看

得懂並且執行的程式碼階段之前，透過打造高階的描

述來解決問題。

在這本書，我們會替換所有適當的用字—— 不過當你
在下一次找工作面試的時候，如果想要拿到更好的簽

約金，你當然還是用演算法或者偽碼（但是使用秘方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正如你所見，
這會讓編寫程
式這個任務更
為直覺也更不
會出錯。

更多關於偽碼

的內容⋯

就像是同一道菜有千百種秘

方可以完成，你也將會發現

有各式各樣的演算法可以解

決同一個問題。有的甚至好

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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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磁貼

讓我們用秘方演算法來做一點小練習。我們打算把用來做出三顆歐姆蛋的「深入淺出餐

車演算法」貼在冰箱上方便記憶，但有個傢伙把它們弄得亂七八糟。你可以幫忙把這些

磁貼放回正確的順序，讓我們的演算法變回可行嗎？請注意，「深入淺出餐車」會製作

兩種不同的歐姆蛋：原味以及起司口味。你可以在章節的結尾確認你的答案。

在這裡重新排列磁貼讓演算

法變回可行。

從爐子上移
開炒鍋

炒蛋

當雞蛋還沒全熟：

當雞蛋還沒有完全攪勻：

在碗裡打三顆蛋

加熱炒鍋

把蛋換到盤子裡

上桌

把起司擺
在上面

把蛋移到炒
鍋裡

攪
勻
蛋
汁

假如顧客點了起司口味：



6  第一章

編寫程式的流程

如何編寫程式？
所以你已經知道要讓電腦為你做什麼工作，你也知道需要把這個工作拆

解成一系列電腦看得懂的指令，但是實際上你該如何告訴電腦上工了？

這就是程式語言發揮效用的地方—— 你可以透過程式語言，用著你以及
電腦都可以理解的方式來描述工作內容。不過在我們深入了解程式語言

之前，先來看看你在編寫程式時會經過哪些步驟：

在這裡你會把想要解決的程式或

者工作轉化為更高階的秘方、偽

碼或者演算法，來描述電腦需要

執行的步驟，以達成你希望的目

標。

打造你的演算法1

你終於可以把原始碼交給電腦來

執行你的指令。根據不同的程式

語言，這個程序可以稱之為直譯

（interpreting）、運行（running）、
評估（evaluating）、或者執行
（executing）你的程式碼。

執行你的程式

接下來，你把這份秘方轉譯為用

程式語言所寫成的特定指令集。

我們稱這個是編寫程式，並且把

產生的結果稱為程式，或者「你

的程式碼」（亦或更正式點稱為

「原始碼」）。

編寫你的程式

1 把蟲餌掛到鉤子上。

2 把漁線甩到池子裡。

3 觀察浮標，直到它沉入水裡。

4 起鉤並且想盡辦法把魚拖回來。

5 如果成功吊起，耶！回家。如果不幸地沒有，

回頭從步驟 1開始。

def hook_fish():
    print('I got a fish!')

def wait():
    print('Waiting...')

print('Get worm')
print('Put worm on hook')
print('Throw in lure')

while True:
    response = input('Is bobber underwater? ')
    if response == 'yes':
        is_moving = True
        print('I got a bite!')
        hook_fish()
    else:
       wait()

這裡是「編寫程式」

階段，在這裡你把演

算法轉化成在下一個

階段可以用來執行的

程式碼（這是「原始

碼的簡稱」）。

在這個階段，我們先制
定出解決方案，接著才
是把這個方案轉譯成程
式語言。

當你的原始碼大功告成後，
你隨時都可以執行它。在正
常情況下假如你有好好地設
計原始碼，你就可以在電腦
上看到預期的結果。

2

3

Get worm

Put worm on hook

Throw in lure
Is bobber underwater?

我們通常會使用當中比較

通用的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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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說得是
同一種語言嗎？

在左邊的是一些用中文描述的陳述句，而右邊是另一組寫成程式語言的陳述句。將左邊的中文陳述句

畫一條線連到右邊最相關的翻譯。我們先示範了一組給你看。在前往下一章之前，你可以在本章的最

後面找到答案。

試著把程式語言當作一種給電腦指派任務的專門語言。其實程式

語言賦予你一種精確的方式，電腦可以清楚地理解你的秘方。

在學習程式語言之前，你需要先搞清楚以下兩件事情：你可以用

這個語言描述什麼，以及這些事情的意義是什麼？電腦科學家稱

之為語言的語法（syntax）以及語意（sematics）。你可以先把
這兩件事情放在心底，在書本的後續內容裡我們會幫你補上進度

的。

事實證明，就像我們所說的語言，現在有各式各樣的程式語言。

另一方面我們相信你也早就發現，在這本書我們將會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接下來讓我們對語言以及 Python 有更多共鳴⋯

連連看連連看

print('你好')

name = input('你叫什麼名字？')

for num in range(0, 5):
        pour_drink()

grocery_list = ['麵包', '牛奶', '雞蛋']

if temperature > 72:
        print('穿短袖')

在螢幕上顯示「你好」。

詢問使用者，「你叫什麼名字？」

倒五杯（pour five drinks）。

一組有麵包、牛奶與雞蛋的

雜貨清單（grocery list）。

假如溫度高於華氏 72 度，
在螢幕上顯示「穿短袖」。

你將會發現在這本書所學到的程式

技巧，在未來你可能會遇到的其他

程式語言都可以派上用場。

別擔心；現階段

我們並沒有要求你
要開始閱讀甚至編寫程式。天
哪，整本書後面有的是機會可
以讓你學習—— 現在我們只需
要再多跟程式熟一點就好，了
解它的樣貌以及它怎麼運作
的。這整章的目的只是先有個
概念即可。

Fun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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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程式語言做個簡單民調

我完全支持 Objective-C。

我全心全意投入在 iPhone apps 

的開發，且我喜歡 Objective-C 很

像 C 語言，卻更有彈性以及物件

導向。我也同時在學習 Apple 創

造的新程式語言 Swift。

Java 讓我持續思考每

個物件的層級，而不只是低階的程式。

此外對我來說，它依然保有像低階語言

一樣，可以處理記憶體管理以及執行緒的

優點。

我使用 WordPress，而 

WordPress 是用 PHP 編寫的，所

以我一定得會使用 PHP。有人說 PHP 

不過就是腳本語言（script language），

但對我來說，我想要的它都辦得到。

程式語言的世界
假如你在看這本書的時候，可能曾不經意地發現這世界上還有各式各樣的程式語言。只要

走 進 你 家 附 近 書 店 的 程 式 語 言 專 區， 你 會 發 現 Java、C、C++、LISP、Scheme、
Objective-C、Perl、PHP、Swift、Clojure、Haskell、COBOL、Ruby、Fortran、Smalltalk、
BASIC、Algol、Javascript 以及當然還有 Python，我們只列出一部份而已。你應該會好奇
這些程式語言怎麼命名的。坦白說，程式語言的名字由來其實滿像搖滾樂團的—— 這些名字
代表著某些對該程式語言的創造者意義重大的事物。舉 Java 為例：這個名字不意外地來自
咖啡（其實最想要的名字，Oak 已經被用走了）。Haskell 的命名來自一個數學家，而 C 語
言的 C 是因為它是在貝爾實驗室裡 A 以及 B 程式語言的後繼者。不過為何會有這麼多種程
式語言，以及它們的用途是什麼？讓我們來聽聽這些人們，怎麼描述他們在用的程式語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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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但 我 更 熱 愛 

Scheme —— 以及 LISP 風格的程

式語言。對我來說，高階函式以及

抽 象 化 就 是 一 切。 我 對 於 像 

Clojure 這樣的函數程式語言即將

可以實用樂觀其成。

我開發網站而 JavaScript 是我的主

要程式語言。它是在所有的瀏覽器上皆通

用的程式語言，而且它也開始被應用在網站

後端服務 上了。

我是個系統管理員。我大量使用 

Perl 來編寫不同的系統腳本。它不只

簡潔更具有表現力。只需要簡短的程式碼

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我大多數的時候使用 C 

程式語言。我所編寫的作業系統部

分是相當重視效能的。任何一個 CPU 

時脈以及任何一個記憶體位置，在我的

工作裡是需要斤斤計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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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選擇了 python

我們熱愛 Python。

因為它這個程式語言在易於理解以

及簡潔方面是相當知名的。你也可以

使用它強大的函式庫來編寫各式各樣領域的

程式；Python 也擁有很龐大的社群來維

護這個程式語言。

做抉擇⋯好困難⋯

誠如你所見，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程式語言以及支持者，我們也很難把所有熱門程式語言的

皮毛介紹給你。這些程式語言也伴隨著各式各樣的專業術語，隨著持續進步，這些術語會對

你越來越有意義。就目前而言，你只需要知道有這麼多程式語言的存在，以及持續發展中。

所以說，我們應該在這本書使用什麼語言呢？關鍵在於：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學會運

算思維—— 如此一來，不管你未來將會使用何種語言，你會有個好的開始。但是我們總得從一
種語言開始吧？其實你早就知道我們會使用 Python 了。為何是它？我們的朋友在上面說得很
好：這是給初學者最好的程式語言，因為它是一種既好理解又一致的語言。Python 也是一個
相當強大的程式語言。無論你想要用它來實現什麼（在本書中甚至是未來），你都可以找到

可以協助你的延伸套件（我們稱之為模組或函式庫）。它甚至有個相當多開發者所支持的社

群能幫上你的忙。總而言之，甚至有些開發者會告訴你 Python 就是比其他語言有趣多了。那
我們應該不會遇到什麼大麻煩吧？

Python 也是眾所皆知最適合初學者

的程式語言，它同時也會隨著你的技術成

長。不僅如此，Python 也被像是 Google、

Disney 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用來打造

嚴謹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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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顧客清單。customers = [‘吉米’, ‘金’, ‘約翰’, ‘史黛西’]

winner = random.choice(customers)

flavor = ‘香草’

print(‘恭喜你’ + winner +  

   ‘你贏得了冰淇淋聖代！’)

prompt = ‘你想要加櫻桃在上面嗎？’

wants_cherry = input(prompt)

order = flavor + ‘ 聖代 ‘

if (wants_cherry == ‘是’):

    order = order + ‘加櫻桃在上面的’

        

print(‘一份’ + order + ‘給’ + winner +   

       ‘馬上就來⋯’)

Python Output
Congratulations Stacie you have won an 

ice cream sundae!

Would you like a cherry on top? yes

One vanilla sundae with a cherry on top
 for Stacie coming 

right up... 

這應該幫得上忙；這裡是程式的輸
出結果。你覺得程式碼會在每一次
執行出一樣的結果嗎？

看看寫  Python 
是多麼簡單

對 Python 還不太熟，不過我們賭你會猜到 Python 程式碼在做什麼。仔
細看看以下每一行程式碼並猜猜看它們在做什麼。把你的答案寫在下面。

如果你想不出來，答案就在下一頁。我們為你示範了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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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與 Python 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你對 Python 還不太熟，不過我們賭你會猜到 Python 程式碼在做什麼。

仔細看看以下每一行程式碼並猜猜看它們在做什麼。把你的答案寫在

下面。如果你想不出來，答案就在下一頁。我們為你示範了第一行。

製作顧客清單。

隨機選出其中一位顧客。

把「香草」指定給叫做 flavor 的變數。

把包含贏家名字的恭喜訊息印到螢幕上。舉例來說，

如果金是贏家，這個程式碼會印出「恭喜金，你贏得

了冰淇淋聖代！」。

把「你想要加櫻桃在上面嗎？」的文字指定給叫做 
prompt 的變數。

請使用者輸入文字，並且把這些文字指定給 wants_
cherry。注意當請使用者輸入時，prompt 會先出現

（如 Python output 所示）。

把文字「香草」加上「聖代」指定給 order。

如果使用者對「你想要加櫻桃在上面嗎？」回答 
「是」，把「加櫻桃在上面的」加在 order 後面。

把贏家的點餐馬上做好印出來。

customers = [‘吉米’, ‘金’, ‘約翰’, ‘史黛西’]

winner = random.choice(customers)

flavor = ‘香草’

print(‘恭喜你’ + winner +  

   ‘你贏得了冰淇淋聖代！’)

prompt = ‘你想要加櫻桃在上面嗎？’

wants_cherry = input(prompt)

order = flavor + ‘ 聖代 ‘

if (wants_cherry == ‘是’):

    order = order + ‘加櫻桃在上面的’

        

print(‘一份’ + order + ‘給’ + winner +   

       ‘馬上就來⋯’)

P.S. 假如你沒辦法自己解決並且你需要把程式

碼輸入到電腦裡，則在你的檔案第一行加上 

import random 後再執行。我們晚點會解釋

這是做什麼用的，不過現階段你並不需要直接

執行程式。也就是說，這只是讓某人可以動手

嘗試看看。你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

看看寫  Python 是
多麼簡單

Python Output
Congratulations Stacie you have won an ice cream sundae!
Would you like a cherry on top? yes
One vanilla sundae with a cherry on top for Stacie coming 
righ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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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 Python 編寫以及執行程式碼？
我們已經探討並甚至看過些程式碼，現在是時候來開始思考如何實際寫出以及執行程式

了。誠如我們提過的，如何編寫程式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模式，而這取決於在什麼環境下的

程式語言。讓我們來對你該如何開始編寫並且執行你的 Python 程式多一點概念。

首先你編寫好你的程式碼，接著輸入到編輯器後並儲

存。用什麼樣的編輯器來編寫你的 Python 程式碼都不

是問題，像是 Windows 上的記事本（Notepad）或是 

macOS 上的文字編輯（TextEdit）。不過大部分的開發

者會使用稱之為 IDEs（整合開發環境）的特別編輯器

來編寫他們的程式碼。為何？ IDEs 更像是文字處理

器—— 它們有許多很棒的功能，像是對常見 Python 關

鍵字自動完成、強調程式語言語法（甚至是錯誤）還

有內建測試功能。Python 自身也有很方便的 IDE 叫做 

IDLE，我們等等會來簡單介紹它。

編寫你的程式碼1

執行你的程式碼就像直接把它交給 Python 

直譯器一樣簡單。Python 直譯器是個會注

意你所寫的每一行需要被執行的程式碼的

軟體。我們晚點再來談這個部分，不過你

可以在 IDLE 上使用直譯器，或者直接在你

電腦上的指令列執行。

執行你的程式2

我們已經簡介過 Python 是一種你與電腦都能

夠了解的語言。正如我們所知，直譯器會讀取

你的程式碼並執行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直

譯器事實上會在背後把你的程式碼翻譯成低階

機器語言，來讓你的電腦硬體可以直接執行

它。你不需要擔心或者知道是怎麼實現的；你

只需要知道的是：直譯器會執行你 Python 程

式碼中的每一段陳述句。

你的程式碼直譯後的結果3
Get worm

Put worm on hook

Throw in lure

Is bobber underwater?

你的程式碼

你的程式碼

Python 直譯器

直譯器正在運
行你的程式。

這是Python的 

IDLE 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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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 python 以及程式語言

問：為何不用英語當作電腦程式語言？這樣我們就不需要
學這些特殊目的的程式語言了不是嗎？

答：是啊，這樣沒有比較好。事實證明，英語其實是相
當模糊的，這會讓編譯器很難做事情。不少研究人員已

經一步步取得進展，但是要讓英語或者其他任何一種口

說語言達到可編寫程式的階段，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反之，一些特定程式語言已經很努力的在讓它們越來越

像英語，我們也發現不少程式人員其實為了可以精簡地

編寫程式，更偏好程式語言不要那麼像口說語言。

問：為何不能只有一種程式語言？

答：現在所有當紅的程式語言技術上可以運算一模一樣
的事情，所以理論上我們是可以只用一種程式語言達到

我們的目標。然而就像口說語言，不同的程式語言會有

它們厲害的領域—— 也就是說有些程式上的工作（像是
打造網站），某些程式語言會比其他的好實現。其他時

候選擇程式語言可歸因為喜好問題、是否使用特定的方

法，甚至是取決於你的員工是否熟悉該程式語言。只有

一件事情是不變的：只要程式語言持續演進，這個世界

只會有越來越多程式語言。

問：Python 是初學者的玩具嗎？如果想要成為強大的程
式開發人員，學 Python 真的有用嗎？

答：Python 是一個相當認真的程式語言，而且它被用來
打造不少你早就知道甚至愛用的軟體。除此之外，

Python 也是少數同時是既專業又適合初學者的程式語
言。為什麼？跟其他程式語言相比，Python 會以直接且
一致的態度處理事情（這需要你花點時間才能夠參透，

且也要等你在 Python 以及其他語言都有點經驗之後）。

問：學習編寫程式跟運算思維有什麼不一樣？還是後者比
較偏向電腦科學領域？

答：運算思維是一種從計算機科學領域發展出來，用以
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我們可以透過運算思維學會如何

把問題拆解、打造可以解決它們的演算法，並且統整這

些解決方法來解決更為複雜的問題。不過有的時候，我

們甚至希望教會電腦來替我們執行這些演算法，而這就

是程式的由來。編寫程式就是我們向電腦指定演算法的

手段（或者任何可以運算的設備像是你的智慧型手機）。

所以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運算思維讓我們能夠為了
解決問題用程式碼寫出解法，而編寫程式把解決方法指

派給電腦去執行。換言之，就算你沒有在編寫程式，擁

有運算思維仍然很有價值。

你覺得 Python 這個名字最有可能的來源？在以下你覺得最有
可能的答案打勾：

A. Python 的創造者喜歡蛇，而且他
曾經創造出比較不那麼成功的 Cobra 
程式語言。

B. Python 的創造者喜歡派⋯所以就
變成 Pie-thon 了。

C. Python 這個名字是受到一個英國超現實主
義喜劇團啟發來的。

D. Python 是「程式化你在網絡上的事物」
（Programming Your Things, Hosted On the 
Network）的縮寫。

E. Python 這個名字是受到森蚺運行系統的啟
發，而 Python 運行在這個系統上。

C. Monty Python 是一間製作出電視劇「Monty Python’s Flying Cirucis」的英國喜劇團。沒事可以看看他們的演出當作回家作業—— 不管這對

你輕鬆與否，你將會很常在 Python社群上看見不少有關 Monty Python 的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