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這本書的對象是經常需要處理試算表資料，但沒有寫過半行程式的人。第 1章會教你設
定 Python環境，讓電腦可以檢視資料，並對它們採取一些簡單的動作。很快地，你就
會學到如何用試算表（CSV檔）與資料庫內的資料來做事。

一開始，你會覺得這像在走回頭路，特別是當你很熟悉 Excel時。之前你只需要選擇欄
位的資料，並將它們貼在別的地方就可以了，但現在得煞費苦心地告知 Python如何以
迴圈來執行某個欄位的每一個資料格，這會讓你覺得進度緩慢，感到挫折（特別是當你

必須再三回去尋找錯字時）。但是熟練之後，你就會看到 Python的價值，特別是在它為
你自動執行需要不斷重複進行的工作時。

這本書的寫法，是讓你從頭到尾跟著實作，讓你有信心可以寫出可動作，而且可以按

照期望來做事的程式。一開始，你可以自行輸入程式碼，這種做法，可讓你習慣使

用 tab，以及加上結束的括號與引號，不過，你可以從網路取得所有的程式碼（https://

github.com/cbrownley/foundations-for-analytics-with-python），讀完這本書之後，你可以前

往那些連結，複製與貼上裡面的程式碼來完成你自己的工作。這是沒問題的！知道何時

該剪下與貼上程式，是成為高效率程式員的要素。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操作各個範

例，可讓你知道範例程式碼的原理。

祝你在成為程式員的旅程中一帆風順！

為什麼要讀這本書？為什麼要學這些技術？

如果你經常處理資料，就有很多好處，足以讓你開心地學習程式編寫技術。其中一種好

處是，你可以完成許多手工無法做到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或許你曾經遇到一些大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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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為它們裡面的資料太多了，讓你根本無法打開它們來處理資料。就算你可以開啟

這些檔案，手工處理它們也是浪費時間且容易出錯的事情，因為你對資料做的任何修

改，都需要花費許多時間來更新，而且因為資料太多了，你很容易就會錯過原本需要修

改的一列或一欄資料。也許你也曾經遇過必須處理大量檔案的問題，因為檔案太多了，

讓你根本不可能或非常難以手動處理它們。有時，你需要使用來自數十個、上百個，甚

至上千個檔案的資料。隨著檔案數量的增加，你愈來愈難以手工處理它們。此時，編寫

Python程式來處理檔案可解決你的問題，因為 Python程式可以快速且有效率地處理大
型與大量檔案。

學習程式寫作的另一個好處是，你可以自動重複執行使用資料與分析資料的程序。在許

多情況下，我們對資料執行的動作都是重複且耗時的。例如，我們的資料管理程序經

常會從客戶或供應者接收資料，擷取想要保留的資料，接著或許會轉換它或將它格式

化，再將資料存入資料庫或其他的資料存放區（資料科學家將這個程序稱為 ETL—擷取
（extract）、轉換（transform）、載入（load））。同樣的，典型的資料分析程序包括：取
得想要分析的資料、準備待分析的資料、分析資料，及回報結果。在這種情況下，當你

設定程序之後，就可以編寫 Python程式來處理這些動作，將耗時、重複的程序簡化成
只要執行程式即可，你可以將多餘的時間用在其他有影響力的工作上。

除此之外，以 Python程式取代手工取出與分析資料，可減少出錯的機會。當你手工處
理資料時，有可能會犯下複製 /貼上錯誤，或是打字錯誤。發生這類事情的原因很多—
可能是你的工作速度太快，所以沒有看到錯誤，或是因為你分心或勞累。此外，當你處

理大型檔案或許多檔案，或是做重複的動作時，出錯的機率還會提升。但 Python程式
不會分心或疲勞。當你對程式進行除錯，確認它可以按照你的要求來處理資料之後，它

會持續地執行動作，永遠不會勞累。

最後，學習程式寫作是有趣的事情，可以讓你充滿自信。當你熟悉基本語法之後，可以

試著找出自己需要哪些語法，以及如何將它們湊在一起，來完成所有的資料分析工作，

這個過程很有趣。提到程式碼與語法，網路上有許多範例可告訴你如何使用特定的語法

段落來執行特定工作。網路範例提供了可供修改的素材，但是接下來，你需要運用創造

力與解決問題的技巧，來修改網路上的程式碼，以滿足你的需求。搜尋正確的程式，並

且找出如何滿足工作是很有趣的事情。此外，學習程式設計可讓你如虎添翼。例如，考

慮我之前提過的狀況：處理大型與許多檔案。當你不會寫程式時，這些狀況不是非常浪

費時間，就是讓你根本無法處理。學會寫程式之後，你可以用 Python程式，以更快速
且輕鬆的方式來處理這兩種情況。能夠應付之前很費力，或不可能做到的資料處理與分

析工作，可帶來大量的正能量，讓你願意尋求更多機會來使用 Python，以迎接資料處理
工作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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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適用對象

這本書是為了經常處理資料，且只有一點點，或完全沒有程式寫作經驗的人而寫的。這

本書的範例，將會討論常見的資料來源與格式，包括文字檔、以逗號分隔值（CSV）檔
案、Excel檔，與資料庫。有時這些檔案會包含過多的資料，或是因為檔案太多，而讓
你根本無法或不可能以手工的方式打開它們或處理它們。或者，有時擷取與使用檔案資

料的程序很耗時，且容易出錯。在這些情況下，如果你沒有寫程式的能力，就必須花很

多時間來尋找需要的資料、開啟與關閉檔案，及複製與貼上資料。

因為你可能沒有執行程式的經驗，我們會從最基本的地方談起，探討如何在文字檔中編

寫程式碼，以創造 Python腳本（script）。接著說明如何在指令提示視窗（對 Windows
使用者而言）與終端機視窗（對 macOS使用者而言）中執行 Python腳本（如果你曾經
寫過一些程式，可以跳過第 1章，直接進入第 2章的資料分析部分）。

為了讓這本書更適合新程式員，我的另一個設計在於，這本書的範例將會包含可完成特

定工作的所有 Python程式碼，而不是程式片段，讓你必須找出組合它們的方法，才可
以執行實際的工作。之後，你有可能會回來參考這本書，所以擁有全部的程式碼有實際

的幫助。最後，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這本書會使用輸入檔案、Python腳本、指令列、
終端機視窗及輸出檔案的螢幕截圖，來讓你瞭解如何建立輸入、程式、指令與輸出。

我會深入展示動作原理，並提供你一些工具。這種方式可以協助你建立厚實的基礎，以

瞭解“引擎蓋之下的事情”—當你完成這本書的練習，並且在 Google上搜尋問題的解
決方法與實用的程式碼時，你將可以充分瞭解網路的程式碼的工作原理。這代表你會知

道如何在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它，以及當它出現問題時，如何修改它。當你在這些章節中

編寫可動作的程式碼時，或許會發現，你可以將這本書當成參考書或食譜書，因為裡面

有各種可完成特定工作的配方。但請記得，這是一本“學習烹飪”的書籍，你可以發展

一些可規納與結合的技術，來完成各種工作。

為什麼要使用Windows？
本書的範例主要展示如何在 Microsoft Windows上建立與執行 Python腳本。把重點放
在 Windows的原因很簡單：我希望這本書幫助的人愈多愈好，根據目前的估計，絕大
多數的桌機與筆電，特別是在商業分析領域中，都使用 Windows作業系統。例如，根
據 2014年 12月的 Net Applications報告，Microsoft Windows占有大約 90%的桌機與筆
電作業系統市場。因為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吸引桌機與筆電的使用者，而且很多電腦都有

Windows作業系統，我會把重心放在如何在Windows上建立與執行 Python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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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書的重心是 Windows，我也會酌情提供在 macOS上建立與執行 Python腳本的
範例。無論你在哪一種機器上執行 Python，幾乎在 Python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會
以相同的方式發生。但是如果作業系統間有所差異，我會提供各種作業系統的具體說

明。例如，第 1章的第一個範例會說明如何在 Microsoft Windows與 macOS上建立與
執行 Python腳本。第 2章與第 3章的第一個範例也會說明如何在 Microsoft Windows
與 macOS上建立與執行腳本。此外，第 8章會同時討論這兩種作業系統，展示如何在
Windows與在 macOS上建立排程工作。如果你是 Mac使用者，請使用各章的第一個範
例來作為範本，以掌握如何建立可執行的 Python腳本，與執行腳本。接著重複這些步
驟來建立與執行各章的範例。

為什麼要使用 Python？
如果你學習編寫程式的目的，是為了擴展資料處理與分析工作，並將它們自動化，那

麼，有許多原因可讓你選擇 Python語言。Python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它使用空格與
縮排來表示一行程式的結束與程式區塊，相較之下，許多其他的語言會使用多餘的字

元，例如分號與大括號來做這些事。這種特點，讓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 Python程式的
構造。

對程式設計新手來說，其他語言使用的多餘字元會造成許多麻煩，原因至少有二。首

先，它們會讓學習曲線更長且更陡峭。基本上，當你學習程式設計時，就是在學習一

種新的語言，這些額外的字元代表在你有效率地使用語言之前，必須多學習一種語言

元素。其次，它們會讓程式碼難以閱讀。因為其他語言使用分號與大括號來代表程式區

塊，人們不一定會以縮排來讓你一眼就可以看出程式碼區塊。因為不使用縮排，這些程

式區塊可能長得像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Python使用空格與縮排，而不是分號與大括號來表示程式區塊，來避免這種問題。當你
閱讀 Python程式碼時，你的眼睛會注意實際的程式碼，而不是程式區塊之間的分隔符
號，因為程式碼周圍只有空格。Python程式碼要求程式區塊必須縮排，而縮排可讓你輕
鬆地看出一個區塊結束與另一個區塊開始的地方。此外，Python社群強調程式碼的易讀
性，所以它們的文化是編寫容易閱讀與瞭解的程式碼。這些特性都可讓學習曲線較短且

較平緩，代表與其他語言相較之下，你可以提早使用 Python來執行與處理資料。

另一個讓 Python成為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理想選擇的原因在於，它有許多可處理與分析
資料的標準及外掛模組以及函式。內建與標準程式庫模組及函式是 Python的標準功
能，所以當你下載並安裝 Python之後，可以立刻操作這些內建的模組與函式。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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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Python Standard Library (PSL)（https://docs.python.org/3/library）的所有內建與標

準模組。外掛模組是你可以個別下載與安裝的 Python模組，以使用它們提供的額外功
能。你可以在 Python Package Index（PyPI）（https://pypi.python.org/pypi）找到許多外掛

模組。

標準程式庫有一些模組提供了各種函式，可讀取各種檔案類型（例如：文字、以逗號分

隔值、JSON、HTML、XML等等）、處理數字、字串與日期，使用正規表達式來匹配
文字組合、解析逗號分隔值檔案、計算基本的統計數據，與將資料寫至各種輸出檔案類

型及磁碟。因為現在有太多實用的外掛模組可用，我們無法一一討論它們，但這本書會

使用及討論以下的模組：

xlrd 與 xlwt

提供函式來解析與將資料寫入 Microsoft Excel活頁簿。

mysqlclient/MySQL-python/MySQLdb

提供函式來連結 MySQL資料庫，並對資料庫的資料表執行查詢指令。

pandas

提供函式來讀取各種檔案類型，管理、篩選與轉換資料，聚合資料與計算基本統計

數據，以及繪製各種圖表。

statsmodels

提供的函式可估計統計模型，包括線性迴歸模型、廣義線性模型，與分類模型。

scikit-learn

提供的函式可估計統計機器學習模型，包括迴歸、分類與群集，以及預先處理資

料、精簡維度、做交叉驗證。

如果你是程式新手，並且正在尋找可自動化執行，與擴展資料處理與分析工作的程式語

言，那麼 Python是你理想的選擇。Python使用空格與縮排，代表它的程式碼較容易閱
讀與瞭解，可讓學習曲線比其他的語言平緩。且 Python的內建與外掛套件可讓許多常
見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操作更簡單，讓你可以輕鬆地在同一個地方完成所有資料處理與分

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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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 Python與 pandas
pandas是一種 Python的外掛模組，提供各種讀取 /寫入、結合、轉換與管理資料的函
式。它也有計算統計數據與建立圖表的函式。這些函式都可以幫你簡化與減少處理資料

的程式碼數量。使用 Python的資料分析師與其他人都愈來愈喜歡使用這個模組，因為
它提供許多實用的函式、速度快，且功能強大，而且它可簡化與減少你需要編寫的程式

碼。鑒於 pandas的能力與人氣，我想要在這本書中介紹它。所以，我會在第 2章與第
3章展示 pandas版的腳本，在第 6章說明如何用 pandas來建立圖表，在第 7章展示如
何用 pandas來計算各種統計數據。我也推薦你閱讀 Wes McKinney的書籍：Python for 

Data Analysis（O’Reilly）（http://shop.oreilly.com/product/0636920023784.do）1。

同時，如果你是程式新手，希望你可以學習基本的程式寫作技巧。學會這些技巧之後，

你會得到普遍適用的問題解決技術，它們可將複雜的問題分解成較小的部分，讓你先解

決較小的部分，再組合各個部分來解決較大的問題。你也能夠直覺地知道哪種資料結構

與演算法可有效地解決問題。此外，有時 pandas這種外掛模組沒有你需要的功能，或無
法以你希望的方式來工作。此時，如果你沒有基本的程式設計技巧，將會在原地打轉。

如果你有那些技巧，就可以建立你需要的功能，自行解決問題。有能力自行解決問題，

將會令人充滿自信。

因為這本書為程式設計新手而寫的，所以我會把重心放在基本、通用的程式設計技巧。

例如，第 1 章會介紹基本概念，例如資料型態、資料容器、控制流、函式、if-else
邏輯，與讀取及寫入檔案。第 2章與第 3章會展示各個腳本的兩種版本：一種是基礎
Python版本，另一種是 pandas版本。在各個案例中，我會先展示與討論基本的 Python
版本，讓你學會如何用一般的程式碼來完成解決方案，接著再展示 pandas版本。我希望
你可以在基礎 Python版本中開發基本的程式設計技巧，讓你在使用 pandas版本時，充
分瞭解 pandas為你簡化的概念與操作。

Anaconda Python
就 Python而言，目前有各種應用程式可讓你編寫程式。例如，如果你從 Python.org下
載 Python，你所安裝的 Python將會有一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文字編輯器，稱為
Idle。你也可以下載 IPython Notebook，並且在一個互動式、web環境中編寫自己的程
式。如果你在 macOS上工作，或已在Windows安裝 Cygwin，你可以在終端機視窗中，

1 Wes McKinney 是 pandas 模組的最初開發者，他的書籍傑出地介紹 pandas、NumPy 與 IPython（當你擴
展 Python 資料分析技術之後，可以學習的一種外掛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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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中一種內建的文字編輯器（例如 Nano、Vim或 Emacs）來編寫程式。如果你已
經熟悉任何一種應用程式，盡可放心地用它來操作本書的範例。

但是，在這一節，我要說明如何從 Continuum Analytics 下載與安裝免費的 Anaconda 
Python版本，因為對程式初學者而言，它有一些好處是其他方案沒有的，對進階的程
式員來說，也是如此！主要的好處在於，它預先安裝了上百個最受歡迎的 Python外掛
套件，讓你不需要頭痛地自行安裝它們及其相關項目。例如，這本書使用的所有外掛套

件，Anaconda Python都已預先安裝了。

另一個好處在於，它具有一個整合式開發環境（IDE），稱為 Spyder。Spyder提供一種
方便的介面，可供你編寫、執行與除錯程式，以及安裝套件及啟動 IPython Notebooks。
它也具備一些很棒的功能，例如連結線上文獻、語法著色、鍵盤快速鍵及錯誤警告。

Anaconda Python的另一個好處在於它是跨平台的：目前它有 Linux、Mac與 Windows
版本。所以如果你現在在 Windows上學習使用它，但之後會換到 Mac，你都可以使用
同一個熟悉的介面。

當你開始熟悉 Python 與所有外掛套件時，有一件關於 Anaconda Python 的事情需要
注意，就是安裝外掛套件的語法。在 Anaconda Python 中，你可以使用 conda安裝指
令。例如，要安裝外掛套件 argparse，需輸入 conda install argparse。這個語法與從
Python.org 安裝 Python 時，使用的 pip install指令不同（如果你從 Python.org 安裝
Python，就要使用 python -m pip install argparse來安裝 argparse套件）。Anaconda 
Python也可以讓你使用 pip install語法，所以你可以使用這兩種方法，但是當你學習
安裝外掛套件時，留意這個細微的差異，將會有所幫助。

安裝 Anaconda Python（Windows或 Mac）
要安裝 Anaconda Python，請按照以下的步驟：

 1. 前往 http://continuum.io/downloads（網站會自動偵測你的作業系統，即 Windows或
Mac）。

 2. 選擇“Windows 64-bit Python 3.5 Graphical Installer”（如果你使用 Windows）或
“Mac OS X 64-bit Python 3.5 Graphical Installer”（如果你使用 Mac）。

 3. 按兩下已下載的 .exe（Windows）或 .pkg（Mac）檔。

 4. 按照安裝程式的說明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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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器

雖然這本書使用 Anaconda Python與 Spyder，但熟悉可提供編寫 Python的功能的文字
編輯器是很有幫助的。例如，如果你不想使用 Anaconda Python，可單純安裝 Python.
org 的 Python，接著使用 Notepad（Windows）或 TextEdit（macOS）等文字編輯器。
要使用 TextEdit來編寫 Python腳本，可開啟 TextEdit，並在 TextEdit→ Preferences底
下，將選項按鈕“Rich text”換成“Plain text”，以純文字的方式來開啟新檔案。接著你
就可以用 .py副檔名來儲存檔案了。

在文字編輯器中編寫程式碼的好處在於，你的電腦本來就會有一個，所以不用下載與安

裝額外的軟體。因為大多數的桌機與筆電都內含文字編輯器，所以如果你必須在不同的

電腦上工作（例如，沒有 Spyder或終端機視窗的），就可以快速地使用電腦的任何文字
編輯器開始工作。

雖然在 Notepad與 TextEdit等文字編輯器內編寫 Python程式碼是可接受且有效的，但
你可以下載其他的免費文字編輯器，它們都提供額外的功能，包括程式碼醒目提示、可

調整 tab大小、多行縮排與移除縮排。這些功能（特別是程式碼醒目提示與多行縮排以
及移除縮排）非常實用，特別是在你學習編寫程式碼與除錯時。

以下簡單列出具備這些功能的免費文字編輯器：

• Notepad++（http://notepad-plus-plus.org）（Windows）

• Sublime Text（http://www.sublimetext.com）（Windows與 Mac）

• jEdit（http://www.jedit.org）（Windows與 Mac）

• TextWrangler（http://www.barebones.com/products/textwrangler）（Mac）

再次，這本書會使用 Anaconda Python與 Spyder，但你盡可使用文字編輯器來實作範
例。如果你下載上述其中一種編輯器，務必在網路搜尋按鍵組合，來一次進行縮排與移

除縮排。當你需要除錯一段程式時，它可以讓你更輕鬆。

下載書籍資料

本書所有的 Python 腳本、輸入與輸出檔，都可以從 https://github.com/cbrownley/

foundations-for-analytics-with-python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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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將整個資料夾下載到電腦，但是按下檔名，將腳本複製並貼到文字編輯器應該比

較簡單（GitHub是一個可供分享與協作程式碼的網站，它很優秀，可持續追蹤不同版
本的專案，並管理協作程序，但它有一個很陡峭的學習曲線。當你開始分享程式碼，並

建議其他人修改他們的程式時，可以閱讀 Chad Thompson的 Learning Git（http://shop.

oreilly.com/product/110000769.do）（Infinite Skills））。

各章簡介

第 1章，Python基礎
一開始，我們會先探討如何建立與執行 Python 腳本。這一章把重點放在基本的
Python語法與 Python元素，它們會在稍後的章節用到。例如，我們會討論基本的資
料型態，例如數字與字串，以及如何處理它們。我們也會討論主要的資料容器（例

如，清單、tuple與字典），及如何使用它們來儲存與處理資料，以及如何處理日
期，因為日期經常在商務分析中出現。這一章也會討論程式設計概念，例如控制流

程、函式與例外，因為當你想在程式中加入商業邏輯，並優雅地處理錯誤時，它們

都是重要的元素。最後，這一章會解釋如何讓你的電腦讀取文字檔、讀取多個文字

檔，與寫入 CSV格式的輸出檔。它們都是存取輸入資料與保留特定輸出資料的重要
技術，在之後的章節中，我會進一步說明。

第 2章，以逗號分隔值（CSV）檔案
這一章討論如何讀取與寫入 CSV檔案。這一章的開始有一個“手工”解析 CSV輸
入檔，不使用 Python csv內建模組的範例。接著說明使用這種解析方法的問題，再
用一個範例來展示如何使用 Python的 csv模組來解析 CSV檔案，以避免這些潛在
的問題。接下來，這一章會討論如何使用不同類型的條件邏輯，來篩選輸入檔案特

定的資料列，並將它們寫至 CSV輸出檔。接著這一章會展示兩種篩選特定欄位，並
將它們寫至輸出檔案的方法。討論如何讀取與解析單一 CSV輸入檔之後，接著會討
論如何讀取與處理多個 CSV檔。這一節的範例包括：展示各個輸入檔案的摘要資
訊、串接輸入檔案的資料，及計算各個輸入檔案的基本統計數據。這一章的最後有

兩個較不常見的程序範例，包括選擇一組連續的資料列，與在資料集中加入一個標

題列。

第 3章，Excel檔
接下來，我們會討論如何使用可下載的外掛模組 xlrd來讀取 Excel活頁簿。這一章
開頭的範例會檢視一個 Excel活頁簿（即，顯示這個活頁簿有多少工作表、工作表
的名稱，與各個工作表的列與欄數目）。因為 Excel會將日期存為數字，下一節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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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何使用一組函式來將日期格式化，將它們顯示成日期，而不是數字。接下來，

這一章會討論如何使用三種不同類型的條件邏輯，來篩選一個工作表的特定資料

列，以及將它們寫至一個 CSV輸出檔案。接著這一章會展示兩種篩選特定欄位，並
將它們寫至輸出檔案的方法。討論如何讀取與解析單一工作表之後，這一章接著討

論如何讀取與處理活頁簿所有的工作表，以及活頁簿的工作表子集合。這些小節的

範例，會展示如何篩選工作表內的特定資料列與欄位。討論如何讀取與解析單一活

頁簿內，任何數量的工作表之後，這一章會回顧如何讀取與處理多個活頁簿。這一

節的範例包括：展示各個活頁簿的摘要資訊、串接活頁簿的資料，及計算各個活頁

簿的基本統計數據。這一章的結尾有兩個較不常見的程序範例，包括選擇一組連續

的資料列，與在資料集中加入一個標題列。

第 4章，資料庫
在這裡，我們將討論如何在 Python中執行資料庫基本操作。這一章的第一個範例會
使用 Python內建的 sqlite3模組，所以你不需要安裝任何額外的軟體。這些範例會
說明如何執行一些最常見的資料庫操作，包括建立資料庫與資料表、將 CSV輸入檔
的資料載入資料庫表格、使用 CSV輸入檔來更新資料表的記錄，及查詢資料表。當
你使用 sqlite3模組時，連結資料庫的方式與連結其他資料庫系統（例如 MySQL、
PostgreSQL與 Oracle）有些不同。為了展示這個差異，這一章的後半部會展示如何
與 MySQL資料庫系統互動。如果你的電腦還沒有 MySQL，第一步是下載並安裝
MySQL。從這裡開始的範例會與 sqlite3比較，包括建立資料庫與資料表、將 CSV
輸入檔的資料載入資料庫表格、使用 CSV輸入檔來更新資料表的記錄、查詢資料
表，以及將查詢結果寫至 CSV輸出檔。這個章節的前半部與後半部一起提供一個紮
實的基礎，讓你可以進行 Python常見的資料庫操作。

第 5章，應用
這一章用三個範例來展示如何結合之前各章的技術來處理三個不同的問題，這些問

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資料處理與分析工作。第一個應用會討論如何在大量的 Excel
與 CSV檔中，尋找特定的記錄。你可以想像，讓電腦尋找想要的記錄，比自己親自
尋找有效率且有趣多了。開啟、搜尋與關閉數十個檔案並不好玩，而且隨著檔案的

增加，你的工作會愈來愈有麻煩。因為這個問題會在 CSV與 Excel檔案中搜尋，所
以這個範例會使用許多第 2章與第 3章提過的資訊。

第二個應用討論如何將資料群組化，或將資料“bin”入單一類別，以計算各個類別
的統計數據。這個範例會解析一個記錄服務套餐購買狀況的 CSV檔，以展示何時
顧客會購買特定的服務套餐（即 Bronze、Silver或 Gold），將資料組成單一顧客姓
名與套餐，並加總各個顧客消費各個套餐的時間。這個範例使用兩個建構元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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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函式，以及將資料存至字典，它們是第 1章介紹的內容，但第 2、3、4章沒
有用到它們。它也會介紹另一個新的技術：持續追蹤上一次處理的資料列，與目前

正在處理的資料列，以根據兩個資料列中的值來計算統計數據。字典有很強大的功

能，可將資料群組化或 bin起來，並持續追蹤目前與前一個資料列，可讓你分析許
多會隨著時間改變的事件。

第三個應用會討論如何解析文字檔，將資料群組化或 bin成類別，及計算類別的統
計數據。它的範例是解析一個 MySQL錯誤記錄檔，將資料安排為獨一無二的日期
與錯誤訊息，並計算各個錯誤訊息在各個日期中出現的次數。這個範例會回顧如何

解析文字檔，這個技術在第 1章已簡要地介紹過了。這個範例也會展示如何將資訊
分別存在串列與字典中，以建立輸出檔案的標題列與資料列。它讓你知道，你可以

用基本的字串操作來解析文字檔案，另一個很棒的範例將告訴你如何使用嵌套的字

典來將資料群組化或 bin至獨一無二的類別。

第 6章，圖表
在這一章，你會學到如何使用四種 Python繪圖程式庫：matplotlib、pandas、ggplot
與 seaborn來建立常見的統計圖表。這一章會從 matplotlib開始，因為它是一個有
歷史的套件，且擁有許多文件（事實上，pandas與 seaborn是以 matplotlib為基礎來
建構的）。matplotlib小節會說明如何建立長條圖與線形、散布及盒鬚圖。pandas小
節會討論 pandas如何簡化這些圖表的建立語法，並說明如何用 pandas來建立它們。
ggplot小節說明這個程式庫與 R以及 Grammar of Graphics的歷史關係，並敘述如何
使用 ggplot來建立一些常見的統計圖表。最後，seaborn小節討論如何建立標準統計
圖表，以及使用 matplotlib時比較難以建立的圖表。

第 7章，描述性統計與模型建立
在這章，我們要來看看如何產生標準的摘要統計，及使用 pandas與 statsmodels套件
來估算迴歸與分類模型。pandas有一些函式可計算趨中量數（例如平均值、中位數
與眾數），與離散量數（例如變異數與標準差）它也有可將資料群組化的函式，所以

很容易就可以計算不同資料群組的統計數據。statsmodels套件有一些函式可估算許
多迴歸與分類模型類型。這一章會說明如何根據 pandas DataFrame內的資料來建構
多元線性迴歸與羅吉斯分類模型，接著使用模型來預測新輸入資料的輸出值。

第 8章，排程並自動執行腳本
這一章討論如何排程腳本，讓它們可在 Windows 與 macOS的例行工作中自動執
行。在這一章之前，我們都是在指令列上手動執行腳本。當你對腳本進行除錯，或

在突發狀況發生時，在指令列手動執行腳本是很方便的做法。但是，如果你必須例

nancy_wang
螢光標示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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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地執行（例如每天、每週、每月或每季）腳本，或例行性地執行許多腳本，就

會讓人覺得很麻煩。在 Windows上，你可以建立排程工作來例行性自動執行腳本。
在 macOS上，你可以建立 cron工作，讓它們執行相同的動作。這一章有一些螢幕
截圖，讓你知道如何建立與執行已排程的工作及 cron工作。藉由排程腳本，來讓它
們例行性執行，你就不會忘記執行腳本，也會比你在指令列上手動執行腳本有更大

的可能性。

第 9章，你的下一步
最後一章討論一些額外的內建功能與外掛的 Python模組與函式，它們對資料處理
與分析工作來說都很重要，也有一些其他的資料結構，可讓你有效率地處理各種複

雜的程式設計問題。當你在處理本書未討論的主題時，有可能會遇到這些問題。內

建功能與 Python安裝版本是同梱的，所以當你安裝 Python之後，就可以立即使用
它們。這一章討論的內建模組包括 collections、random、statistics、itertools與
operator。內建函式包括 enumerate、filter、reduce與 zip。Python 安裝版本不含
外掛模組，所以你必須分別下載與安裝它們。這一章討論的外掛模組包括 NumPy、
SciPy與 Scikit-Learn。我們也會看一些額外的資料結構，它們可協助你更快速且有
效率地儲存、處理或分析資料，例如堆疊、佇列、樹狀結構與圖形結構。

本書編排規則

本書使用下列的編排規則：

斜體字（Italic）

代表新的術語、URL、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及副檔名。中文以楷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於程式列表，並在圖表中，代表程式元素，例如變數或函式名稱、資料庫、資料

型態、環境變數、陳述式與關鍵字。它也會被用來代表模組與套件名稱，及展示應

由使用者按照字面輸入的指令或其他文字，以及指令的輸出。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代表應換成使用者提供的值，或依上下文而決定的值。

此元素代表小技巧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