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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判斷式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需要做決策的情況，然後再依決策結果從事

不同的事件，例如：暑假到了，如果所有學科都及格的話，媽媽就提供經費讓自

己與朋友出國旅遊；如果有某些科目當掉，暑假就要到校重修了！程式設計也一

樣，常會依不同情況進行不同處理方式，這就是「判斷式」。

2.3.1 程式流程控制

程式的執行方式有循序式及跳躍式兩種，循序式是程式碼由上往下依序一列一列

的執行，到目前為止的範例都是這種模式。程式設計也和日常生活雷同，常會遇

到一些需要做決策的情況，再依決策結果執行不同的程式碼，這種方式就是跳躍

式執行。

Python 流程控制命令分為兩大類：
 █ 判斷式：根據關係運算或邏輯運算的條件式來判斷程式執行的流程，若條件式

結果為 True，就執行跳躍。判斷式命令只有一個：

if⋯elif⋯else

 █ 迴圈：根據關係運算或邏輯運算條件式的結果為 True 或 False 來判斷，以決
定是否重複執行指定的程式。迴圈指令包括：（迴圈將在下一章詳細說明）

for

while

2.3.2 單向判斷式（if⋯）

「if⋯」為單向判斷式，是 if 指令中最簡單的型態，語法為： 

if (條件式 ):  #「(條件式 )」的括號也可省略，即「if 條件式 :」亦可

程式區塊

當條件式為 True 時，就會執行程式區塊的敘述；當條件式為 False 時，則不會
執行程式區塊的敘述。

條件式可以是關係運算式，例如：「x>2」；也可以是邏輯運算式，例如：「x>2 or 
x<5」，如果程式區塊只有一列程式碼，則可以合併為一列，直接寫成：

if (條件式 ):  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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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單向判斷式的流程圖：

條件式
True

False

程式區塊

後一列程式

前一列程式

  Python 程式碼縮排格式

大部分語言如 C、Java 等，多是以一對大括號「{}」來表示程式區塊，例如：

if(score>=60) {

grade = "及格 ";

}

sum = sum + score

Python 語言以冒號「:」及縮排來表示程式區塊，縮排為 1 個 Tab 鍵或 4 個空白
鍵，例如：

if(score>=60):

    grade = "及格 "

sum = sum + score

程式區塊

程式區塊

下一列程式

下一列程式

Tab鍵或 4個空白鍵

範例：密碼輸入判斷

讓使用者輸入密碼，如果輸入的密碼正確（1234），會顯示「歡迎光臨！」；如果
輸入的密碼錯誤，則不會顯示歡迎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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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ch02\password1.py
 1 pw = input("請輸入密碼：")

 2 if(pw=="1234"):

 3     print("歡迎光臨！ ")

程式說明

 █ 2-3 預設的密碼為「1234」，若輸入的密碼正確，就執行第 3 列程式列印
訊息；若輸入的密碼錯誤就結束程式。

因為此處 if 程式區塊的程式碼只有一列，所以第 2-3 列可改寫為：

 if(pw=="1234"): print("歡迎光臨！ ")

2.3.3 雙向判斷式（if⋯else）

感覺上「if」語法並不完整，因為如果條件式成立就執行程式區塊內的內容，如
果條件式不成立也應該做某些事來告知使用者。例如密碼驗證時，若密碼錯誤應

顯示訊息告知使用者，此時就可使用「if⋯else⋯」雙向判斷式。

「if⋯else⋯」為雙向判斷式，語法為：

if (條件式 ):  #「(條件式 )」的括號也可省略，即「if 條件式 :」亦可

    程式區塊一

else:

    程式區塊二

當條件式為 True 時，會執行 if 後的程式區塊一；當條件式為 False 時，會執行 
else 後的程式區塊二，程式區塊中可以是一列或多列程式碼，如果程式區塊中的
程式碼只有一列，可以合併為一列。

以下是雙向選擇流程控制的流程圖：

條件式

True False

前一列程式

else 
程式區塊

if 
程式區塊

後一列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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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進階密碼判斷

讓使用者輸入密碼，如果輸入的密碼正確（1234），會顯示「歡迎光臨！」；如果
輸入的密碼錯誤，則會顯示密碼錯誤訊息。

程式碼：ch02\password2.py
1 pw = input("請輸入密碼：")

2 if(pw=="1234"):

3     print("歡迎光臨！ ")

4 else:

5     print("密碼錯誤！ ") 

程式說明

 █ 2-3 若輸入的密碼正確，就執行第 3 列程式，顯示歡迎訊息。
 █ 4-5 若輸入的密碼錯誤，就執行第 5 列程式，顯示密碼錯誤訊息。注意

第 4 列要由開頭處輸入「else:」。

2.3.4 多向判斷式（if⋯elif⋯else）
事實上，大部分人們所遇到複雜的情況，並不是一個條件就能解決，例如處理學

生的成績，不是單純的及格與否，及格者還需依其分數高低給予許多等第（優、

甲、乙等），這時就是多向判斷式「if⋯elif⋯else」的使用時機。

「if⋯elif⋯else」可在多項條件式中，擇一選取，如果條件式為 True 時，就執
行相對應的程式區塊，如果所有條件式都是 False，則執行 else 後的程式區塊；
若省略 else 敘述，則條件式都是 False 時，將不執行任何程式區塊。「if⋯elif⋯
else」的語法為：

if (條件式一 ) :

   程式區塊一

elif (條件式二 ):

 程式區塊二

elif (條件式三 ):

   ⋯⋯⋯

else:

 程式區塊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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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網路爬蟲
學會前面正規表示式、網頁解析以及 BeautifulSoup 擷取的基本功後，接下來就
要下山闖蕩了，我們設定兩個主題：

一、取得台灣彩券即期的威力彩開獎結果。

二、下載指定網站的所有圖檔後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

5.4.1 取得台灣彩券威力彩開獎結果

現在我們的目標很明顯，就是取回即期威力彩開獎結果，不過因為這個結果會即

時改變，因此讀者實際取得的畫面，會和書上的畫面不同，但取回資料的技術則

是相同的。

大部份網站的原始碼，比想像還要複雜，最好的方式是採用逐一讀取。首先

利用關鍵字「第 107000090期」搜尋對應的原始碼，發現這些開獎都集中在 
id="rightdown" 這個 <div>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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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id="rightdown"」 不難，使用 select 就可以明確取得它，並傳回一個串列。

data1 = sp.select("#rightdown")

我們再把目標縮小，因為威力彩開獎包含在 rightdown 這個 <div> 的 
「class="contents_box02"」中，所以就可以從 data1 中再找出「class="contents_
box02" 」的 <div>。因為 data1 是串列，必須以 data1[0] 取得串列元素。 

data2 = data1[0].find('div', {'class':'contents_box02'})

實際的威力彩開獎號碼又包含在 「class="ball_tx」 的 <div> 中，所以又必須從 
data2 字串中取出這些 <div>。

data3 = data2.find_all('div', {'class':'ball_tx'})

現在 data3 是一個串列，如果將 data3 顯示出來，它包含許多的 <div>。(<lotto1.
py>)

範例：威力彩開獎

利用網路爬蟲的技術，取得台灣彩券最近一期的威力彩開獎結果。

程式碼：ch05\lotto2.py
1   import requests

2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3   

4   url = 'http://www.taiwanlotter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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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ml = requests.get(url)

6   sp = BeautifulSoup(html.text, 'html.parser')

7   

8   data1 = sp.select("#rightdown")

9   #print(data1)

10  

11  data2 = data1[0].find('div', {'class':'contents_box02'})

12  #print(data2)

13  

14  data3 = data2.find_all('div', {'class':'ball_tx'})

15  #print(data3)

16  #

17  ## 威力彩號碼

18  print("開出順序：",end="")

19  for n in range(0,6):

20      print(data3[n].text,end="  ") 

21  

22  print("\n大小順序：",end="")    

23  for n in range(6,len(data3)):

24      print(data3[n].text,end="  ")

25       

26  ## 第二區

27  red = data2.find('div', {'class':'ball_red'})        

28  print("\n第二區：{}".format(red.text))  

程式說明

 █ 8 以 select  方法擷取「id='rightdown'」的 <div>，並傳回 data1 串列。

 █ 11 從 data1 串列中再找出 「class='contents_box02'」的 <div>，並傳
回 data2 字串。

 █ 14 再從 data2 字串中找出 「class='ball_tx'」的 <div>，並傳回 data3 
串列，data3 串列中所有 <div>的內容，就是威力彩號碼。

 █ 17-20 顯示 data3 串列中前面 6 個 <div>的內容，也就是威力彩號碼開出
順序。

 █ 22-24 顯示 data3 串列中 7~12 個 <div>的內容，也就是威力彩號碼大小順
序。

 █ 27 從 data2 字串中找出 「class='ball_red'」 的 <div>，並傳回 red 字
串，也就第二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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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實戰：粉絲專頁投票抽獎機
Facebook粉絲專頁抽獎活動是吸引人潮最快的方式。舉辦的方法是請粉絲在活動
貼文按讚，活動結束後再由按讚名單中抽出一位幸運者。以下將利用 Python 來實

作一個粉絲專頁投票抽獎機。

應用程式總覽

由於近期發表的文章獲得粉絲熱烈回響，所以決定從所有按讚的粉絲中抽出一位

幸運者， 可獲得 iPhone壹台。(<fbLottery.py>)

應用程式內容

首先請用測試工具取得指定 id (以 id='105081412905972_1963934413687320'  

為例 )中 likes 者 1000 筆的資料，如下：

程式碼：ch08\fbLottery.py
1   import facebook,random

2   token="EAACEdEose0cBAE2rivZCql2s6OCCQYNtZB0Ee⋯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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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ph = facebook.GraphAPI(access_token=token,version='3.0')

4   object_id='105081412905972_1963934413687320'

5   

6   # 按讚

7   likeslist=[]

8   post = graph.get_object(id=object_id + '?fields=likes.limit(1000)')

9   #print(post)

10  

11  likes = post['likes']['data']

12  #print(likes)

13  print('共有 ', len(likes), '人按讚 :')

14  for like in likes:

15      print (like['name'],end="、")

16      likeslist.append(like['name'])

17       

18  #抽獎  

19  no = random.randint(0,len(likeslist)-1)

20  print("\n\n恭喜 {}XX，得到 iPhone7 Plus 壹台 !"

  .format(likeslist[no][0:1]))

程式說明

 █ 1~4 讀取指定的文章。

 █ 7~16 讀取按讚名單。

 █ 8 「graph.get_object(id=object_id + '?fields=likes.limit(1000)'」 讀 取
按讚名單，預設只能取得前面 25 筆，因此以 limit 設定最多可取得 
1000 筆。

 █ 16 將按讚者加入 likeslist 串列中。

 █ 19~20 從 likeslist 串列中抽出一位得獎者。

 請使用讀者擁有存取權限的貼文作練習

請注意：請先擁有正確的權限和有效期限的存取權杖，將書中所提的相關技術應

用在您的程式中，才能有合法的權限執行本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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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說明

 █ 3 開啟內建攝影機。

 █ 4 只要攝影機為開啟狀態就執行此無窮迴圈：通常等待按鍵需以無窮

迴圈檢查使用者是否按鍵。

 █ 5 讀取影像。

 █ 6-7 如果讀取成功就在視窗顯示。

 █ 8 每隔 0.1 秒檢查一次是否按鍵。

 █ 9 使用者可能按大寫或小寫「z」鍵，所以兩者都要檢查。

 █ 10-11 存檔後離開無窮迴圈。

 █ 12 關閉攝影機。

12.1.7 實戰：臉部辨識登入

臉部辨識登入功能需比對兩張圖片相似度，做為判斷是否為同一個臉部的基準。

比對圖片相似度的演算法有很多種，本應用採取「顏色直方圖」演算法，其原理

及演算相當複雜，我們直接套用即可。

下面為比較 <img1.jpg> 及 <img2.jpg> 圖片相似度的程式碼：

from PIL import Image

from functools import reduce

import math, operator

pic1 = Image.open("img1.jpg") 

pic2 = Image.open("img2.jpg")

h1 = pic1.histogram()

h2 = pic2.histogram()

diff = math.sqrt(reduce(operator.add, list(map(lambda a,b: 

 (a-b)**2, h1, h2)))/len(h1))

使用顏色直方圖演算法需匯入 pillow、functools、math 及 operator 模組，最後
計算得到的「diff」是一個浮點數，代表兩張圖片的相異程度，數值越大表示圖片
差異越大，若是相同圖片則「diff=0.0」。

應用程式總覽

第一次執行會提示使用者建立使用者臉譜檔：按任意鍵會開啟攝影機，攝影機呈

現滿意影像時按「z」鍵就會擷取臉部圖形存檔，解析度為 200x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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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執行會提示建立登入者臉譜：按任意鍵會開啟攝影機，再按「z」鍵就會擷取
臉部圖形存檔並與第一次建立的臉譜比對，若相異度在 100 內就顯示允許登入訊
息，否則顯示臉譜不正確訊息。(<faceLock1.py>)

應用程式內容

程式碼：ch12\faceLock1.py
25 import cv2, os, math, operator

26 from PIL import Image

27 from functools import reduce

28 

29 casc_path = "C:\\Users\\jeng\\AppData\\Local\\conda\\conda\\pkgs\\opencv3-

 3.1.0-py34_0\\Library\\etc\\haarcascades\\haarcascade_frontalface_default.xml"

30 faceCascade = cv2.CascadeClassifier(casc_path)  #建立辨識物件

31 recogname = "media\\recogface.jpg"  #使用者臉部檔案

32 loginname = "media\\loginface.jpg"  #登入者臉部檔案

33 os.system("cls")  #清除螢幕

34 if(os.path.exists(recogname)):  #如果使用者臉部檔案已存在

35     msg = "按任意鍵建立登入者臉譜。\n攝影機開啟後按「z」拍照比對！ "

36     makeFace(loginname, msg, "")  #建立登入者臉部檔案

37     pic1 = Image.open(recogname)  #開啟使用者臉部檔案

38     pic2 = Image.open(loginname)  #開啟登入者臉部檔案

39     h1 = pic1.histogram()  #計算圖形差異度

40     h2 = pic2.his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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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iff = math.sqrt(reduce(operator.add, list(map(

    lambda a,b: (a-b)**2, h1, h2)))/len(h1))

42     if(diff <= 100):  #若差度在 100內視為通過驗證

43         print("通過驗證，歡迎使用本系統！ diff=%4.2f" % diff)

44     else:

45         print("臉譜不正確，無法使用本系統！ diff=%4.2f" % diff)

46 else:  #如果使用者臉部檔案不存在

47     msg = "按任意鍵建立使用者臉譜。\n攝影機開啟後按「z」拍照！ \n"

48     endstr = "使用者臉譜建立完成！ "

49     makeFace(recogname, msg, endstr)  #建立使用者臉部檔案 

程式說明

 █ 29-30 建立辨識臉部物件。注意：29 列的特徵檔路徑要修正為使用者的特
徵檔路徑。

 █ 31 recogname 為使用者臉部檔案名稱。

 █ 32 loginname 為登入者臉部檔案名稱。

 █ 34-45 如果使用者臉部檔案已存在就執行此段程式碼。

 █ 35-36 呼叫 makeFace 函式建立登入者臉部檔案。

 █ 37-41 比對使用者與登入者臉部檔案差異度。

 █ 42-43 若差異度在 100 以內就顯示通過認證訊息。

 █ 44-45 若差異度大於 100 則顯示認證失敗訊息。

 █ 47-49 如果使用者臉部檔案不存在表示第一次執行本程式，使用 makeFace 
函式建立使用者臉部檔案。

程式碼：ch12\faceLock1.py (續 )
 1 def makeFace(facename, msg, endstr):

 2     print(msg)  #顯示提示訊息

 3     cv2.namedWindow("frame")

 4     cv2.waitKey(0)

 5     cap = cv2.VideoCapture(0)  #開啟攝影機

 6     while(cap.isOpened()):  #攝影機為開啟狀態

 7         ret, img = cap.read()  #讀取影像

 8         if ret == True:  #讀取成功

 9             cv2.imshow("frame", img)  #顯示影像

10             k = cv2.waitKey(100)  #每 0.1秒讀一次鍵盤

11             if k == ord("z") or k == ord("Z"):  #使用者按「z」鍵

12                 cv2.imwrite(facename,img)  #存檔

13                 image = cv2.imread(facename)  #讀檔做臉部辨識

14                 faces = faceCascade.detectMultiScale(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