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數據或巨量資料（Big data）時代的來臨，大家皆想從龐大的資料中挖出有用的資訊
（information），進而產生知識（knowledge），最終讓我們更具有智慧（intelligent）。
如何從巨量資料中搜尋（collect）資料，並加以分析找出其樣式（pattern），將它用於
決策之類的事項。
當今應用於 Big data 的程式語言計有 Python 與 R 語言。這兩種語言各有其使用的對象，
統計學派的人會用 R 語言，而具有程式設計背景的人會用 Python 來撰寫程式，以達到其
目的。若您問我這兩種語言的差異，我會告訴您 R 好比是已做好的西裝，若袖長、肩寬
或腰圍不合身，便加以修改，而 Python 語言則是量身定做，完成會符合您的需求。
目前市面上有關 Python 的書琳琅滿目，若您是初學者筆者極力推薦本書。本書有豐富的
內容，包含以下幾個主題：

1. 基本的程式設計，計有選擇敘述、迴圈敘述、函式、串列，數組、詞典，以及遞迴
函式。
2.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計有類別、繼承。
3. 檔案與異常處理。
4. 繪圖功能的 turtle 標組。
5. 使用 Tkinter 撰寫 GUI 程式設計。
本書適用於初學者，更是教學的好幫手，除了每一小節的練習題外，每章末皆有程式設
計練習題，旨在讓學生測試對本章的了解程度。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相信自已可以
達到想要的目標，在這與您共勉之。若有任何疑問，歡迎大家不吝賜教。

mjtsai16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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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綱要
 利用 Tkinter 建立簡單的 GUI (§9.2)
 使用召回函式與小工具繫結的指令選擇項來處理事件(§9.3)
 使用標籤、登錄欄位、按鈕、核對按鈕、多選一按鈕、訊息以及文字來建立圖形
使用者介面(§9.4)

 在畫布畫線、畫矩形、畫橢圓、畫多邊形、畫弧形，以及顯示字串。(§9.5)
 使用幾何經理陳列小工具於容器(§9.6)
 使用方格經理陳列小工具於方格(§9.6.1)
 使用包裝經理將小工具並列或置頂(§9.6.2)
 使用安置經理將小工具置放於絕對位置(§9.6.3)
 將群組小工具陳列於容器(§9.7)
 在小工具使用圖像(§9.8)
 建立包含選單的應用程式(§9.9)
 建立包含彈出式選單的應用程式(§9.10)
 將小工具的滑鼠和按鍵事件與召回函式繫結在一起，以便處理事件(§9.11)
 開發動畫程式(§9.12)
 使用捲動軸查看文字小工具的內容(§9.13)
 使用標準的對話盒來顯示訊息和接受使用者的輸入(§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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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簡介
TKinter 可讓您開發 GUI 程式，同時也是學習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很好的教學工具。
在 Python 有許多 GUI 模組可用來開發 GUI 程式。您已使用過 turtle 模組來畫幾何圖
形。Turtle 是很好使用，而且是對初學程式設計者是很有效的教學工具。然而不能使
用 turtle 來建立圖形使用者介面。本章將簡介 TKinter 讓您可以開發 GUI 專案。Tkiner
不僅可以用來開發 GUI 專案，同時也是學習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有用的工具。

註釋
TKinter(唸做 T-K-Inter)是 Tk interface 的簡稱。Tk 是一 GUI 庫存函式，可被
許多程式語言在 Windows、Mac，以及 UNIX 作業系統下開發 GUI 程式。TKinter
提供一介面為 Python 的程式設計者可使用 Tk GUI 庫存函式。在 Python 上，
它不是官方標準用來開發 GUI 程式。

9.2 Tkinter 初步
TKinter 模組包含許多用來建立 GUI 的類別。Tk 類別建立一處置 GUI 小工具(widget)的視
窗(視覺化元件)。
範例程式 9.1 展示使用 Tkinter 的簡單程式。

範例程式 9.1 SimpleGUI.py

當執行此程式時，標籤(label)和按鈕(button)將出現於 Tkinter 視窗，如圖 9.1 所示：

圖 9.1 範例程式 9.1 所建立的標籤和按鈕

不論何時，在 Tkinter 所建立以 GUI 為基礎的程式，需要載入 tkinter 模組(第 1 行)並經
由使用 Tk 類別(第 3 行)來建立視窗。第 1 行的星號(*)表示從 tkinter 模組載入所有類別、
函式與常數的定義。Tk()建立了視窗實例。Label 與 Button 是 Python 用以建立標籤和按

9.3 處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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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的 Tkinter 小工具類別(widget class)。小工具類別的第一個參數永遠是父類別的容器
( parent container)，容器是安置小工具的地方。第 4 行的敘述

建造出文字為 Welcome to Python 的標籤，它包含於視窗中。
第 6 行敘述

使用包裝經理(pack manager)將 label 置放於容器內。此範例包裝經理將小工具以列排列
的方式包裝於視窗。在第 9.6.2 節將再介紹更多有關包裝經理。目前不需要知道太詳細就可
以使用它。
Tkinter GUI 程式設計是事件導向的。在使用者介面顯示後，程式就在等待使用者的動
作，如按下滑鼠及按鍵，這指定於第 9 行敘述：

此敘述建立一事件迴圈。事件迴圈一直都持續的在處理事件，直到關閉主視窗為止，如
圖 9.2 所示。
事件開始

偵測與
處理事件

關閉主視窗

否

是
結束
圖 9.2 Tkinter GUI 程式一直在事件迴圈中監聽和處理事件

9.1 turtle 和 Tkinter 適用的對象是什麼？
9.2 如何建立一視窗？
9.3 window.mainloop() 作用為何？

9.3 處理事件
Tkinter 的小工具可以與函式綁在一起，當一事件出現時，此函數將被呼叫。
Button 的小工具是展示基本事件驅動程式設計最好的方式。您可以經由定義處理函式並
將此函式與按鈕繫結在一起，來啟動此動作。如範例程式 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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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 9.2 ProcessButtonEvent.py

當您執行此程式時，將會出現兩個按鈕，如圖 9.3a 所示。可以看到當事件被處理時，其
關連訊息將會顯示於命令視窗，如圖 9.3b 所示。

圖 9.3 (a) 範例程式 9.2 顯示兩個按鈕於視窗

(b) 在命令視窗看事件被處理的狀況

程式定義函式 processOK 與 processCancel(第 3~7 行)。當按鈕被建立時，這些函式與按
鈕繫結在一起。這些函式稱之為召回函式(callback functions)或處置器(handlers)。第 10
行敘述

將 OK 按鈕與 processOK 函式繫結在一起，當按下 OK 按鈕時，processOK 函式將會被
呼叫。fg 選項指定按鈕的前景顏色，bg 選項指定按鈕的背景顏色。對所有的小工具而言，
在預設上，fg 是黑色，bg 是灰色。
您可以撰寫一程式，將所有的函式置放於一類別，如範例程式 9.3 所示。

範例程式 9.3 ProcessButtonEventAlternativeCode.py

9.4 小工具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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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定義一類別以 _ _init_ _ 方法建立 GUI(第 4 行)。processOK 與 processCancel 函式現
在是類別的實例方法，所以它們以 self.processOK(第 7 行)和 self.processCancel 來呼叫(第
9 行)。
定義一類別用以建立 GUI 和處理 GUI 有兩個好處，首先是將來可以重複使用類別，第二
是定義所有的函式當做方法，可使它們在類別中可以擷取案例的資料項目。
允許您將類別的定義從實作中分離出來。類別的定義描述類別的契約，而類別的實作是
實現此契約。類別的定義簡略的列出資料項目。
9.4 當您從小工具類別建立小工具物件時，其第一個參數應為何？
9.5 小工具的 commad 選項作用為何？

9.4 小工具類別
Tkinter GUI 類別定義一般的 GUI 小工具，如按鈕(button)、標籤(label)、多選一按鈕(radio
button)、核對按鈕(check button)、登錄欄(entry)，畫布(canvas)以及其它。
表 9.1 描述 Tkinter 所提供一些核心的小工具類別。
表 9.1 Tkinter 小工具類別
小工具類別

描述

Button

簡單的按鈕，用來執行指令。

Canvas

結構化的圖形，用來繪圖、建立繪圖編輯器，以及實作客製化的小工具。

Checkbutton

按下核對按鈕在數值間做轉換。

Entry

文字登錄欄，也稱為文字欄位或文字盒。

Frame

容器小工具，用以包含其它的小工具。

Label

顯示文字或圖樣。

Menu

選單方格，用以實作下拉式選單或彈出式選單。

Menubutton

選單按鈕，用來實作下拉式選單。

Message

顯示文字。與標籤小工具相似，但會按照給予的寬或寬高的比例遮蓋文字。

Radionbutton

按下多選一按鈕來設定變數的值，並且會清除所有其它與此變數連接的多選一
按鈕。

Text

將文字加以格式後顯示。允許您用不同的型態和屬性來顯示和編輯文字。同時
也支援嵌入的圖樣和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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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類別建立小工具有許多選項。第一個參數是父類別的容器。當您建立一小工具時，
可以指定前景顏色、字型，以及游標型式。
指定顏色可以使用顏色名稱(如 red、yellow、green、blue、white、 black、purple)或使
用字串#RRGGBB，明確的指明 red、green、blue(RGB)顏色元件，此處的 RR、GG、BB
是十六進位值，分別表示 red、green、blue 值。
您可以在字串中指定字型，它包含字型名稱、大小，以及型態。以下是其範例：

預設上，在標籤和按鈕上，文字是置中的。您可以使用 justify 選項搭配 LEFT、CENTER、
RIGHT 等名稱常數來加以校正之。(記住，在 2.6 節曾經討論過名稱常數皆是大寫字母)。
若要顯示多行時，則可以使用 \n 將文字分行。
您可以指定特定的滑鼠游標型式，經由 cursor 選項的字串值，如 arrow(預設值)、circle、
cross、plus，以及其它型式。
當您建造一小工具時，可以在建構方法中指定它的屬性，如 fg、bg、front、cursor、text，
以及 command。在程式的後半段，可以經由以下的語法改變小工具的屬性：

例如以下的程式碼建立一按鈕，它的 text 屬性改變為 Hide，bg 的屬性改為 red，以及 bg
改為#AB84F9。#AB84F9 是以 RRGGBB 格式所指定的顏色。

每一類別都有許多的方法，這些完整的資訊超出本書的範圍。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
www.pythonware.com/library/tkinter，本章只提供如何使用這些小工具。
範例程式 9.4 是使用 Frame、Button、CheckButton、RadioButton、Label，以及 Entry(也
稱為文字欄位)、Message，以及 Text(也稱為文字區塊)。

範例程式 9.4 WidgetDemo.py

9.4 小工具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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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執行此程式時，將會顯示出小工具，如圖 9.4a 所示。當您按下 Bold 按鈕、選取 Yellow
的多選一按鈕，以及鍵入”Johnson”時，將會看到事件已被處理，同時也看到關連的訊息
出現在命令視窗，如圖 9.4b。
程式建立一視窗(第 5 行)並且呼叫它的 title 方法來設定標題(第 6 行)。Frame 類別用來建
立框架名稱 frame1，以及此框架的父容器(parent container)是視窗(第 9 行)。此框架用來
當做核對按鈕和兩個多選一按鈕的父容器，此功能建立於第 11、15，以及 1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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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a) 小工具顯示於使用者介面

(b) 查看事件被處理的狀況

您可以使用登錄欄(文字欄位)輸入一值。此值必須是 IntVar、DoubleVar 或 StringVar，分
別表示整數、浮點數或字串的物件。IntVar、DoubleVar 與 StringVar 定義於 tkinter 模組。
程式建立一核對按鈕並與 v1 連結。v1 是 IntVar 的實例(第 11 行)。若核對按鈕被核取，
則 v1 將設為 1，反之，若沒有被核取，則 v1 將設為 0。當核對按鈕被核取時，Python
將呼叫 processCheckbutton 方法(第 13 行)。
程式建立一多選一按鈕並與 v2 連結。v2 是 IntVar 的實例(第 14 行)。若 Red 的多選一按
鈕被核取，則 v2 將設為 1，反之，若 Yellow 的多選一按鈕被核取，則 v2 將設為 2。當
其中一個多選一按鈕被核取時，Python 將呼叫 processRadiobutton 方法(第 20 行)。
方格的幾何經理(geometry manager)用來將核對按鈕和多選一按鈕置放於 frame1。這些
小工具置放於相同列的第 1、2、3 行(第 21~23 行)。
程式建立另一個框架，名為 frame1(第 26 行)，用來存放標籤、登錄欄、按鈕，以及訊息
的小工具。如同 frame1，frame2 也是置放於視窗內部。
登錄欄被建立並與變數 StringVar 型態的變數連結，它用來儲存登錄的值(第 29 行)。當
按下 Get Name 按鈕時，processButton 方法會顯示登錄的值(第 59 行)。 除了它是自動包
裝單字並以多行的方式顯示之外，Message 小工具有如標籤。
方格的幾何經理用來將這些小工具置放於 frame2。這些小工具置放於相同列的第 1、2、
3、4 行(第 34~37 行)。
程式也建立 Text 小工具(第 40 行)，用以顯示和編輯內文。它置放在視窗內部(第 41 行)。
您可以使用 insert 方法將內文插入於這小工具中。END 選項指定內文是插入於目前內容
的尾端。
範例程式 9.5 可讓使用者改變顏色、字型、標籤的文字，如圖 9.5 所示。

範例程式 9.5 ChangeLabelDemo.py

9.4 小工具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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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 程式可動態的改變標籤 text 與 fg 的屬性

當您選多選一按鈕時，將會改變前景顏色值。若於登錄欄輸入新的內文並按下 Change Text
按鈕時，新的內文將會出現於標籤中。
程式建立視窗(第 5 行)並呼叫框架名稱 title 方法用以設定標題名稱(第 6 行)。Frame 類別
用以建立 frame1 框架，而且框架的父容器是視窗(第 9 行)。此框架用來當做標籤的父容
器(第 11 行)。因為標籤在此類別是資料項目，它可以在召回函式中被參考。
第 15 行建立另一框架 frame2，持有標籤、登錄欄、按鈕和多選一按鈕。如同 frame1，
frame2 也置放於視窗內部。
建立任何登錄欄，並與型態為 StringVar 型態的變數 msg 相連結，用以儲存登錄欄的輸
入值(第 19 行)。當您按下 Change Text 按鈕時，processButton 方法將為 frame1 的標籤，
根據登錄欄所輸入的文字設定其文字(第 4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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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方格經理
方格經理在容器將小工具置放於看不見(無形)的方格。您可以將小工具置放於指定的列
與行。也可以使用 rowspan 和 columnspan 參數將小工具置放於多列和多行。範例 9.7 使
用方格經理來陳列一群小工具，如圖 9.9 所示。

範例程式 9.7 GridManagerDemo.py

圖 9.9 方格經理用來安置這些小工具

Message 小工具置放於列 1 和行 1 的地方，且它擴大三列和二行(第 9 行)。Get Name 按
鈕使用 sticky = E 選項張貼在單元格的東邊，所以和 Entry 小工具向右對齊於同一行。若
結果的單方格大於小工具本身時，則 sticky 選項定義如何擴展小工具。sticky 選項結合
名稱常數 S、N、E、W 或 NW、NE、SW、SE。
padx 和 pady 選項在單方格中鑲上水平與垂直空白的選項(第 11、15 行)。也可以使用 ipadx
和 ipady 選項來鑲上水平和垂直空白選項於小工具的邊框。

9.6.2 包裝經理
包裝經理能將小工具放置於另一個的上面或並排。也可以使用 fill 選項使得小工具填滿
全部的容器。
範例程式 9.8 顯示三個按鈕，如圖 9.10a 所示。這三個按鈕被包裝於另一個的上面。紅色
按鈕使用值為 BOTH 的 fill 選項與值為 1 的 expand 選項。fill 選項使用 X、Y、BOTH 分

9.6 幾何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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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示填滿水平、垂直或兩者的方式。expand 選項告訴包裝經理指定額外的空間給小小
工具盒。

範例程式 9.8 PackManagerDemo.py

圖 9.10 (a) 包裝經理使用 fill 選項填滿容器

(b) 也可以並排的安置小工具

範例程式 9.9 顯示三個標籤，如圖 9.10b 所示。這三個標籤使用 side 選項將小工具並排
包裝。side 選項可以是 LEFT、RIGHT、TOP、BOTTOM，預設值是 TOP。

範例程式 9.9 PackManagerDemoWithSide.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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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安置經理
安置經理能將小工具安置於絕對位置上。範例程式 9.10 顯示三個標籤，如圖 9.11 所示。

範例程式 9.10 PlaceManagerDemo.py

圖 9.11 安置經理置放小工具於絕對位置上

藍色標籤的左上角在(20, 20)。所有標籤皆使用安置經理來置放。

註釋
安置經理無法與所有的電腦相容。若在 Windows 以螢幕為 1024 * 768 的解析度
來執行此程式，佈局的尺寸剛好在右邊。若以更高的解析度來執行此程式，則元
件將會變得很小而且擠在一起。若以較小的解析度來執行此程式，則無法看到全
部。由於這些不相容的因素，所以一般會避免使用安置經理。
9.21 若您使用安置經理於按鈕，撰寫以下的的程式碼將會出現什麼錯誤？

9.22 若您需要在小工具之間鑲上空白，試問要使用哪一種幾何經理？
9.23 為什麼要避免使用安置經理？
9.24 X、Y、BOTH、S、N、E 和 W 或 NW、NE、SW 和 SE 是定義於 tkinter 模組的
名稱常數。請使用 print 敘述顯示這些常數所定義的值。

9.7 個案研究：貸款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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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個案研究：貸款計算器
此小節提供一使用 GUI 小工具、幾何佈局經理，以及事件的範例程式。
範例程式 2.8 開發一以控制台為基礎，用於計算貸款程式。本節開發一以 GUI，用於
貸款支付的應用，如圖 9.12a 所示。

圖 9.12 程式計算貸款支付與提供圖形的使用者介面

呼叫設計使用者介面和撰寫處理事件的程式碼來開發 GUI 應用程式。以下是其主要步驟：

1. 經由素描來設計使用者介面，如圖 9.12b 所示。使用者介面包含標籤、文字登錄欄，
以及按鈕。您可以使用方格經理來置放它們於視窗中。
2. 處理事件。當按下按鈕時，程式將呼叫召回函式，從文字登錄欄獲得使用者所輸入
的利率、年數，以及貸款金額，然後計算每月支付與總支付，最後將其值顯示於標
籤。
範例程式 9.11 為完整的程式。

範例程式 9.11 LoanCalculator.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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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以方格經理將標籤、登錄欄，以及按鈕置放於視窗(第 8~39 行)。按鈕的 command
選項是設定 computePayment 方法(第 38 行)。當按下 Compute Payment 的按鈕後，此方
法將會被呼叫，它是用來得到使用者輸入的年利率、每年的貸款，以及貸款總金額，以
便計算每月的支付額與全年的支付額(第 43~51 行)。

9.8 顯示圖像
您可以將圖像加入於按鈕、核對按鈕或多選一按鈕中。
要建立一圖像需使用 PhotoImage 類別，如下所示：

圖像必須是 GIF 的格式。若圖像不是 GIF 格式，可利用轉換應用程式先予以轉換。
範例程式 9.12 展示如何將圖像加入於標籤、按鈕、核對按鈕，以及多選一按鈕。也可
以使用 create_image 方法在畫布中顯示圖像，如圖 9.13 所示。

9.8 顯示圖像

範例程式 9.12 ImageDemo.py

圖 9.13 程式顯示圖像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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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像置放於目前程式目錄下的檔案夾。然後建立有多個圖像的 PhotoImage 物件(第
9~16 行)。這些物件用於小工具。這些圖像在 Label、Button、Checkbutton，以及
Radiobutton 是一屬性(第 31~36 行)。對畫布而言，圖像不是其屬性，但可以使用
create_image 方法顯示圖像於畫布(第 23 行)。實際上，您可以顯示多個圖像於畫布。
9.25 請問 Python 支援哪種圖像的格式？
9.26 用於建立 PhotoImage 的下列敘述有何錯誤？
9.27 如何建立一用來顯示在 c:\pybook\image\canada.gif 圖像的按鈕？

9.9 選單
您可以使用 Tkinter 建立選單、彈出式選單，以及工具列。
Tkinter 提供用來建造圖形使用者介面的完整作法。此節將介紹選單(menu)、彈出式選
單(popup menu)，以及工具列(toolbar)。
選單讓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在視窗中選擇項目。您可以使用 Menu 類別建立選單列和
選單，並使用 add_command 方法將項目加入選單。
範例程式 9.13 展示如何建立選單，如圖 9.14 所示。

範例程式 9.13 MenuDemo.py

9.9 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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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4 程式使用選單式的指令、工具列按鈕以及按鈕來執行算術運算

第 9 行建立選單列且將它加入於視窗。為了顯示選單，使用 config 方法將選單列加入
於容器(第 10 行)。建立一選單於選單列內，將選單列當做父容器(第 13 行)，呼叫選單
列的 add_cascade 方法來設定選單標籤(第 14 行)，然後使用 add_command 方法將選單
項目加入於選單(第 15~23 行)。注意，tearoff 設定為 0，它指明選單不可以移出視窗。
若此選項沒有設定，則選單可以被移出，如圖 9.14c 所示。
程式建立另一選單名為 Exit(第 26~27 行)，並加入 Quit 項目於選單(第 28 行)。
在第 31~32 行建立一框架 frame0，使用它來持有工具列按鈕。工具列按鈕是圖像按鈕，
它經由 PhotoImage 類別來建立的(第 35~38 行)。每個按鈕指定一召回函式，當工具列
的按鈕被按下時，將會呼叫其對應的召回函式(第 40~47 行)。
在第 50~51 行建立一框架 frame1，使用它來持有標籤和一些登錄欄，變數 v1、v2、
v3 繫結登錄欄(第 53、57、61 行)。
在第 66~67 行建立一框架 frame2，使用它來持有四個按鈕，分別執行 Add、Substract、
Multiply，以及 Divide。Add 按鈕、加入選單選項，以及加入工具列有相同的召回函
式(第 79~80 行)，當按鈕、選項或工具列按鈕被按下時，將會呼叫此召回函式。

9.10 彈出式選單
彈出式選單(popup menu)也稱為上下文選單(context menu)，類似一般選單，但它沒有選
單列，卻可以浮現於螢幕的任何地方。
建立彈出式選單與一般選單相同，首先要建立 Menu 的實例，然後加項目到此選單，
最後將小工具與事件繫結於彈出式選單。
範例程式 9.14 使用彈出式選單指令來選取要在畫布顯示的形狀，如圖 9.15 所示。

範例程式 9.14 PopupMenuDemo.py

9.10 彈出式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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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5 當按下畫布時將會顯示彈出式選單

程式建立一持有選項的選單 (第 9~17 行)。建立一畫布用來顯示形狀。選項使用召回函
式吩咐畫布以便畫出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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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上，將滑鼠指向小工具然後按下滑鼠右按鈕將會顯示彈出式選單。程式在 canvas
將右滑鼠按鈕與彈出召回函式繫結在一起(第 25 行)。當按下右滑鼠按鈕時，popup 召
回函式將被呼叫，它將在滑鼠被按下之處顯示此彈出式選單。
9.28 請問使用哪種方法可以顯示選單列？
9.29 如何顯示彈出式選單？

9.11 滑鼠、按鍵事件，以及繫結
您可以使用 bind 方法繫結滑鼠、按鍵事件到小工具。
前一範例程式使用小工具的 bind 方法，將滑鼠事件與召回呼的處置器繫結在一起。其語
法如下：

若匹配的事件(event)發生時，處置器(handler)將會被呼叫。在前一範例程式，此事件是
<Button-3>，處置器是 popup。事件是標準的 Tkinter 物件，當事件產生時將會自動建立。
每一處置器有一事件當做其參數。下列範例定義使用事件當做參數的處置器：

Event 物件有許多屬性，用以描述事件從屬的事件。例如滑鼠事件，event 物件使用 x, y
屬性來補捉目前滑鼠的位置。
表 9.2 列出一些常用的事件，表 9.3 列出一些常用的事件屬性。
範例程式 9.15 處理滑鼠與按鍵事件。其顯示的視窗如圖 9.16a 所示。處理滑鼠與按鍵事
件與處理的資訊顯示於指令視窗，如圖 9.16b 所示。
表 9.2 事件
事件屬性

描述

<Bi-Motion>

事件產生於當滑鼠按鈕移動時，此時滑鼠的按鈕是在小工具上被按著

<Button-i>

Button-1、Button-2、Button-3 表示左、中、右邊的滑鼠按鈕。當滑鼠按
鈕於小工具上被按下時，Tkinter 會自動取得滑鼠指標的位置。
ButtonPressed-i 與 Button-i 同義。

<ButtonReleased-i>

事件產生於當滑鼠按鈕鬆開時。

<Double-Button-i>

事件產生於當滑鼠按鈕連續按兩下時。

<Enter>

事件產生於滑鼠指標進入小工具時。

<Key>

事件產生於某一按鍵被按下時。

<Leave>

事件產生於滑鼠指標離開小工具時。

<Return>

事件產生於當 Enter 按鍵被按下時。您可以將事件與 A、B、Up、Down、
Left、Right 繫結在一起。

<Shift+A>

事件產生於當 Shift+A 按鍵被按下時。您可以將 Alt、Shift、Control 與其
它按鍵結合。

<Triple-Button-i>

事件產生於當滑鼠按鈕連續按三下時。

9.11 滑鼠、按鍵事件，以及繫結
表 9.3 事件屬性
事件屬性

描述

char

從鍵盤輸入字元給按鍵事件。

keycode

從鍵盤輸入按鍵碼(如萬國碼)給按鍵事件。

keysym

從鍵盤輸入按鍵符號(如字元)給按鍵事件。

num

按鈕數字(1、2、3)表示哪一個滑鼠按鈕被按下。

widget
x與y

引發此事件的小工具物件。

x_root 與 y_root

目前滑鼠位置相對於螢幕的左上角。

滑鼠目前在小工具中的位置。

範例程式 9.15 MouseKeyEventDemo.py

圖 9.16 程式處理滑鼠與按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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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要
1. 在 Tkinter 開發 GUI 應用程式，首先要使用 Tk 類別來建立視窗，然後建立小工具並
將它置放於視窗。每一小工具類別的第一個參數必須是父容器。
2. 為了將小工具置放於容器，您必須指定它的幾何經理。
3. Tkinter 提供三種幾何經理：方格、包裝，以及放置經理。方格經理將小工具置放於
方格。包裝經理將小工具以置頂方式或並排方式存放。放置經理將小工具置放於絕
對位置。
4. 許多小工具都有指令選項，將召回函式(callback function)與事件繫結在一起。當事
件發生時，召回函式將會被呼叫。
5. Canvas 可用來畫線、矩形、橢圓、弧形，以及多邊形，並可用來顯示圖像和文字字
串。
6. 圖像可用於許多的小工具，如標籤、按鈕、核對按鈕、多選一按鈕，以及畫布。
7. 使用 Menu 類別來建立選單列、選單項目，以及彈出式選單。
8. 可以將滑鼠和按鍵事件與召回函式繫結於小工具。
9. 可以使用畫布來開發動畫。
10. 可以使用標準對話盒來顯示訊息和接收輸入。

測驗題庫
本章相關測驗題庫請參閱網址 www.cs.armstrong.edu/liang/py/test.html。

程式設計練習題
註釋
本 章 的 程 式 設 計 練 習 題 的 圖 樣 可 從 www.cs.armstrong.edu/liang/py/book.zip 的
image 資料夾取得。

9.2-9.8 小節
9.1 (移動球) 請撰寫一程式在面板上移動一個球。您應該定義一面板類別來顯示一個
球，並提供將球往左、右、上、下移動的方法，如圖 9.22a 所示。記得核對邊界
以防止球移出去。
9.2 (建立一計算器) 請撰寫一程式用來計算在給予利率、指定年數、投資總值下未來
的投資值，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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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2 (a) 按一按鈕來移動球 (b) 經由輸入投資總額、年數以及年利率獲得未來值

使用文字欄位讓使用者輸入投資總額、年數，以及利率。當按下 Calculate 按鈕
時，在文字欄位顯示未來投資值。如圖 9.22b 所示。
9.3 (選擇幾何圖形) 請撰寫一程式畫出矩形或橢圓形，如圖 9.23 所示。使用者從多
選一按鈕選擇一圖形，並從核取按鈕選擇是否充填。

圖 9.23 當您選擇圖形的型態與是否填滿後，程式顯示矩形或是橢圓

9.4 (顯示矩形) 撰寫一程式顯示 20 個矩形，如圖 9.24 所示。

圖 9.24 程式將顯示 20 個矩形

*9.5 (顯示西洋棋盤) 撰寫一程式在畫布顯示每一格是白色和黑色相間的西洋棋盤
(checkerboard)，其背景顏色是黑色或白色，如圖 9.25a 所示。

程式設計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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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5 (a) 程式顯示西洋棋盤 (b) 井字遊戲 (c) 一方格 (d) 建構以數字堆成的三角形

*9.6 (遊戲：井字遊戲) 撰寫一程式顯示九個標籤。每個標籤可能顯示會顯示圖像 X
或圖像 O，如圖 9.25b 所示。其顯示是隨機決定的。請使用 random.randint(0, 1)
函式來產生整數 0 或 1，其相對於圖像 X 或圖像 O。圖像的檔案分別為 x.gif 和
o.gif。
*9.7 (顯示 8×8 的方格) 撰寫一程式顯示 8×8 的方格，如圖 9.25c 所示。請使用紅色
代表垂直線，藍色表示水平線。
*9.8 (在三角形的模式下顯示數字) 撰寫一程式在三角形的模式下顯示數字，如圖
9.25d 所示。當視窗的大小改變時，數字線也會改變。
**9.9 (顯示長條圖) 撰寫一程式用長條圖(bar chart)顯示個案、平時小考、期中考，以
及期末考分數的長條圖。如圖 9.26a 所示。假設個案的分數佔百分之 20，其值
是以紅色表示。平時小考的分數佔百分之 10，其值是以藍色表示。期中考的分
數佔百分之 30，其值是以綠色表示。期末考的分數佔百分之 40，其值是以橘色
表示。

圖 9.26 (a) 程式顯示一長條圖 (b) 餅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