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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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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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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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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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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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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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鍵或 4個空白鍵

程式區塊

下一列程式

程式區塊

下一列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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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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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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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實戰：PM2.5即時監測顯示器
PM2.5是細懸浮微粒的污染指標，對人體的健康影響很大，行政院環保署環境資源
資料開放平台有公佈 PM2.5資料，而且每小時就更新一次。

本專題將撰寫即時監測 PM2.5 資料的應用程式，直接使用開放平台資料，隨時都可
取得最新監測資料。

9.2.1		應用程式總覽
執行程式會自動選取第 1筆資料的縣市及測站，下方則顯示該測站目前 PM2.5的數
值及污染等級。有時會有某些測站沒有資料，若無資料時程式會在訊息中告知使用

者。可點選其他縣市，例如點選高雄市。(<tkpm25csv.py)

點選縣市後，下方測站會顯示該縣市所有測站，預設選取第 1個測站並顯示該測站 
PM2.5訊息。可點選其他測站，例如點選楠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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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測站後，下方會顯示該測站 PM2.5訊息。 使用者任何時間皆可按 更新資料 鈕，
程式會重新讀取環保署資料更新 PM2.5訊息。

9.2.2		PM2.5 開放資料結構
環保署 PM2.5開放資料網址為「https://data.gov.tw/dataset/34827」，網站提供 
JSON、XML及 CSV三種資料格式，本應用程式使用 CSV格式。將滑鼠移到 CSV
處停留片刻，左下角會顯示 CSV資料網址，也可在 CSV鈕按滑鼠右鍵，於快顯功
能表點選 複製連結網址 就可將網址存於剪貼簿，稍後要以此網址讀取 CSV資料。

CSV網址

CSV結構資料如下：本應用程式會使用Site(測站 )、county(縣市 )及PM25三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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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ndas的 read_csv方法可匯入 CSV資料，程式碼為：(<readcsv1.py>)

import pandas as pd
data = pd.read_csv("https://opendata.epa.gov.tw/ws/Data/
   ATM00625/?$format=csv")
print(data)

執行結果為 CSV 資料第 1 列成為行標題，列標題則為自行產生的遞增數值。

行標題

列標題

9.2.3		介面配置
本應用程式使用 Tkinter 模組設計介面：

程式碼：tkpm25csv.py
⋯⋯

50 import tkinter as tk
51 import pandas as pd
52 
53 data = pd.read_csv("https://opendata.epa.gov.tw/ws/Data/
  ATM00625/?$format=csv")
54 

ACL059400.indb   17ACL059400.indb   17 2020/7/2   下午 02:11:422020/7/2   下午 02:11:42



9-18

 Python初學特訓班 - 實戰：PM2.5即時監測顯示器

55 win=tk.Tk()
56 win.geometry("800x270")
57 win.title("PM2.5 實時監測 ")
58 
59 city = tk.StringVar()  #縣市文字變數
60 site = tk.StringVar()  #測站文字變數
61 result1 = tk.StringVar()  #訊息文字變數
62 citylist = []  #縣市串列
63 sitelist = []  #鄉鎮串列
64 listradio = []  #鄉鎮選項按鈕串列
65 
66 #建立縣市串列
67 for c1 in data["county"]:  
68     if(c1 not in citylist):  #如果串列中無該縣市就將其加入
69         citylist.append(c1)
70 #建立第 1個縣市的測站串列
71 count = 0
72 for c1 in data["county"]:  
73     if(c1 ==  citylist[0]):  #是第 1個縣市的測站
74         site1 = data.iloc[count, 0]
75         if(site1 not in sitelist):
76             sitelist.append(site1)
77     count += 1
78 
79 label1 = tk.Label(win, text="縣市：", pady=6, fg="blue", 
  font=("新細明體 ", 12))
80 label1.pack()
81 frame1 = tk.Frame(win)  #縣市容器
82 frame1.pack()
83 for i in range(0,3):  #3列選項按鈕
84     for j in range(0,8):  #每列 8個選項按鈕
85         n = i * 8 + j  #第 n個選項按鈕
86         if(n < len(citylist)):
87             city1 = citylist[n]  #取得縣市名稱
88             rbtem = tk.Radiobutton(frame1, text=city1, variable=city, 
      value=city1, command=rbCity)  #建立選項按鈕
89             rbtem.grid(row=i, column=j)  #設定選項按鈕位置
90             if(n==0):  #選取第 1個縣市
91                 rbtem.select()
92 
93 label2 = tk.Label(win, text="測站：", pady=6, fg="blue", 
  font=("新細明體 ", 12))
94 label2.pack()
95 frame2 = tk.Frame(win)  #測站容器
96 frame2.pack()
97 sitemake()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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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btnDown = tk.Button(win, text="更新資料 ", font=("新細明體 ", 
  12), command=clickRefresh)
100 btnDown.pack(pady=6)
101 lblResult1 = tk.Label(win, textvariable=result1, fg="red", 
  font=("新細明體 ", 16))
102 lblResult1.pack(pady=6)
103 rbSite()  #顯示測站訊息
104 
105 win.mainloop() 

程式說明

 █ 59-61 city存選取的縣市選項按鈕值，site存選取的測站選項按鈕值

result1存 PM2.5訊息值。

 █ 62-64 citylist串列儲存所有縣市名稱，sitelist串列儲存選取縣市的

測站名稱，listradio串列儲存測站選項按鈕：當點選縣市後，必須

移除測站選項按鈕，所以將所有選項按鈕存於串列，才能用迴圈移除。

 █ 67-69 建立所有縣市串列：檢查每一筆資料「縣市」欄位，如果串列中沒有該

縣市就將其加入串列中。

 █ 71及 77 列標題是由 0開始遞增的數值，count是計數器，每次迴圈遞增 1，

所以 count即為列標題。

 █ 72-76 建立選取縣市的測站串列：檢查每一筆資料「縣市」欄位，如果與選取

縣市相同就取得該筆資料的「測站」欄位值加入串列中。

 █ 81-82 建立 frame1視窗區塊。

 █ 83-91 建立縣市選項按鈕。

 █ 83-84 縣市有 22個，所以分 3列、每列顯示 8個選項按鈕。

 █ 85 由行、列數計算目前選項按鈕數目。

 █ 86 因最後一列可能不足 8個，所以要檢查按鈕數量，若全部縣市都建立

完畢就不再建立選項按鈕。

 █ 87-89 在 frame1建立選項按鈕，並安排在指定位置。

 █ 90-91 設定第 1個縣市為選取狀態。

 █ 95-97 建立空的 frame2視窗區塊放置測站選項按鈕，此區塊中的元件是在 

43-45列由程式動態產生。

 █ 99-100 建立 更新資料 按鈕。

 █ 101-103建立顯示 PM2.5訊息的標籤元件，開始執行時由 103列顯示第 1筆

資料的測站 PM2.5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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