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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在雲端硬碟中，點擊「新增 > 更多」來驗證項目選單中是否已具有 

Google Apps Script 選項。

GAS開發環境介紹1.4

1.4.1  編輯器介紹

Google Apps Script的開發環境稱之為「指令碼編輯器」，其腳本稱為「指令 

碼」，雖然該名稱與一般認知較不一樣，但其所代表的意義是相同的。

指令碼編輯器就如同一般整合開發環境（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會針對程式碼中不同的保留字與變數等內容顯示不同的顏色，

方便開發者分辨不同的程式區段，顏色區分如下：

1. 紫紅色：表示為 var、function、while 與 if...else 等程式結構的保留字。

2. 亮藍色：表示為變數名稱。

3. 黑色：表示為物件的方法（method）及函數呼叫。

4. 棕色：表示為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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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AS開發環境介紹

指令碼編輯器還可設定指令碼的觸發程序（trigger）、時區（timezone）、執行的

函式、查閱指令碼執行記錄和錯誤訊息、檢視指令碼的版本（revision）和修改

記錄、除錯功能（debugger），也可在指令碼中設定中斷點（breakpoint）並即

時顯示變數的數值，因此指令碼編輯器與一般整合開發環境的功能十分相似。

指令碼編輯器主要優點為，開發者可直接在瀏覽器中編寫程式，且電腦中不需

安裝任何開發軟體，因此隨時隨地只要能連上網路就能開發或編輯專案。

整合開發環境（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由於編譯語言需要經
由撰寫、編譯、連結、除錯、執行等過程，而早期的編譯語言中，負責這幾部分的

軟體都各自獨立，使得編譯語言不如直譯語言來得方便。

目前多數的高階程式語言都已經採用 IDE 方式，將編輯器（Editor）、編譯器
（Compiler）、連結器（Linker）、除錯器（Debugger）、執行（Execution）等功能整合
在同一套軟體中，使得程式發展的各項操作更加容易。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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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指令碼編輯介面

指令碼編輯器中的各面板說明如下：

A. 指令碼管理頁：可前往指令碼管理頁，查看該 Google 帳號中所有的 GAS 

專案。

B. 專案名稱：點擊後可編輯專案名稱。

C. 選單列：可操作到的相關功能依其性質進行分類。

D. 快速功能列：程式撰寫中會常使用到的功能，依序為上一步、下一步、

縮排、存檔、現有專案的觸發條件、執行、除錯、指令碼檔案中的所有

function()函式。

E. 檔案清單：專案中所建立的各種檔案之清單，可建立的檔案格式有指令

碼檔案（.gs）與 HTML檔案（.html）兩種。GAS 允許一個專案同時擁有

有多個 * .gs 文件且函數都屬於全局函數，因此可在其他 .gs 文件中進行

調用，也由於它是一個全局函數，故不應在多個 .gs 文件中命名相同的函

數名稱。

F. 編輯區：指令碼（程式碼）撰寫區域。

碁峰-JOY-ACU080600.indb   8碁峰-JOY-ACU080600.indb   8 2020/2/5   下午 03:35:012020/2/5   下午 03:35:01



Chapter 8  │出缺席查詢：以演講活動為例

8-2

 �範例說明

一般學校會有出缺席系統供學生查詢每週出席記錄，但對於社團出席或活動出

席記錄等，不見得會有系統可供記錄與查詢。

因此，本範例以 Google試算表作為演講活動之出席狀況以及學生帳號與密碼

的資料庫，當學生登入帳號與密碼後，程式會去比對帳密工作表中的內容，符

合後則會去抓取該學生的出席紀錄並顯示於網頁。

 �範例延伸

 � 成績查詢。

 � 出缺勤查詢。

 � 薪水查詢。

 �範例檔案

 � 指令碼：光碟 > ch08-出缺席查詢 > 指令碼.docx

建立檔案8.1

8.1.1  建立檔案

STEP 1  在雲端硬碟中，點擊「新增 > 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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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建立檔案

STEP 2  將資料夾命名為「ch8-出缺席」。

STEP 3  進入「ch8-出缺席」資料夾，在空白處點擊「滑鼠右鍵 > Google試算表」。

STEP 4  於試算表中修改事項如下：

(1) 試算表名稱：出缺席表。

(2) 工作表名稱：week。

(3) 新增一個工作表並重新命名為：account&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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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建立出席紀錄

STEP 1  將光碟中的「出席紀錄 .xlsx」檔案中的 week工作表資料，利用複製與

貼上兩指令，貼到剛所建立的出缺席表試算表的 week工作表中。

 � 檔案來源：光碟 > ch08-出缺席 > 出席紀錄.xlsx

STEP 2  於 B3 儲存格中，利用「COUNTIF」函式來統計第三列中從 D3 儲存之

後的所有「X」符號之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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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建立檔案

STEP 3  於 C3 儲 存 格 中， 利 用

「COUNTIF」函式來統計第三列中從 D3 

儲存之後的所有「-」符號之總數量。

STEP 4  選取 B3 儲存格後，將格式套用

至 B7 儲存格。

STEP 5  同樣，選取 C3 儲存格後，將格

式套用至 C7 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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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建立帳號密碼

STEP 1  將光碟中的「出席紀錄 .xlsx」檔案中的 account&password 工作表資料，

利用複製與貼上兩指令，貼到剛所建立的出缺席表試算表的 account&password 

工作表中。

 � 檔案來源：光碟 > ch08-出缺席 > 出席紀錄.xlsx

編寫指令碼8.2

8.2.1  文件設定

STEP 1  點擊「檔案 > 試算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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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編寫指令碼

8.2.2  允許載入檔案

在 GAS 中，預設是不允許載入專案中其他檔案入的，但為了讓網頁在讀取與維

護上較為直覺與便利，故 CSS 樣式表、JS 互動與 HTML三者檔案均各自獨立

建置。

為了解決在 HTML 中可載入 CSS 與 JS 檔案，必須透過

createHtmlOutputFromFile() 指令來滿足載入的需求，撰寫程式碼與解說如下：

(01) function include(filename) {
(02)   return HtmlService.createHtmlOutputFromFile(filename).getContent();
(03) }

 �解說

01：制定名為 include(filename) 的函式，使在 HTML 中能載入指定名稱的檔

案。

02：回傳資料。說明如下：

(1) HtmlService.createHtmlOutputFromFile(filename)：將指定檔案轉換

成 HTML 檔案。

(2) getContent：以字串型態來取得檔案當中所有內容。

8.2.3  建立 doGet()

在一個專案中可能會建立多個 .html 網頁檔案，為了讓網頁在執行時可找到所

謂的首頁（進入點）。同時，在專案中也會有多個 .gs 檔案以及多個 function() 

函式，利用 doGet是第一個要被執行的 function特性，從中指定網頁的首頁檔

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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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預設是無法直接顯示網頁檔案的，因此需要透過一個轉換的過程，使將頁

面或 UI 轉換個一個真正的 HTML 檔案，這時必須使用 HtmlService來達成目

的，撰寫程式碼與解說如下：

(05) function doGet() {
(06)   var tmpl = HtmlService.createTemplateFromFile('index');
(07)   tmpl.serviceUrl = ScriptApp.getService().getUrl();
(08)   return tmpl.evaluate().setTitle('演講活動 -出席紀錄 ');
(09) }

 �解說

05：制定名為 doGet()的函式，使開啟網址時會執行此函式內容。

06：宣告名為 tmpl的變數，其值為建立 Template（模板），且首頁指定為 

index網頁檔案。

07：宣告 index 網頁中名為 serviceUrl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此程式碼的 URL 

網址。

08：回傳資料。說明如下：

(1) evaluate()：將變數值輸出到前端頁面。

(2) setTitle()：設定網頁標題為演講活動 - 出席紀錄。

8.2.4  取得所輸入的帳號與密碼

在 Index.html 網頁中，會採用 submit 的方式將資料回傳至 GAS，因此 GAS中

必須要有 doPost 來承接前端以 POST 方式送出來的機制，撰寫程式碼與解說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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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編寫指令碼

(11) function doPost(e){
(12)   var id = e.parameter.id;
(13)   var password = e.parameter.password;
(14)   return result(id,password);
(15) }

 �解說

11：制定名為 doPost(e) 的函式，前端所傳進來的 Form 資料透過 

e.parameter.XX 的方式來擷取，如此就可得到前端的輸入值。

12：宣告名為 id 的變數，其值為接收前端所輸入的「id」（姓名）結果。

13：宣告名為 password 的變數，其值為接收前端所輸入的「password」（密

碼）結果。

14：回傳資料，將其取得「id」與「password」兩結果帶入 result() 函式中，

以驗證結果。

8.2.5  驗證與結果輸出

當收到帳號與密碼資料後，除了前往指定工作表中進行登入驗證外，還會根據

驗證結果而回傳相對應內容至前端網頁（result.html）中，撰寫程式碼與解說如

下：

(17) function result(id,password) {
(18)   var iRow = 1;
(19)   var isAuthenticated = false;
(20)   var sheet = SpreadsheetApp.getActive();
(21)   var S_week = sheet.getSheetByName('week');
(22)   var S_account = sheet.getSheetByName('account&password');
(23)   while (S_account.getRange(iRow, 1).getValue() != ''){
(24)     if (S_account.getRange(iRow, 1).getValue() == id && S_account.
         getRange(iRow, 2).getValue() ==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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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sAuthenticated = true;
(26)       break;
(27)     }
(28)     iRow++;
(29)   }
(30)   if (!isAuthenticated){
(31)     return HtmlService.createHtmlOutput('<h1 style="text-align: 
         center">認證錯誤 !</h1>');
(32)   }else{
(33)     var tmpl = HtmlService.createTemplateFromFile('result');
(34)     //  演講日期
(35)     tmpl.Date_1st = Utilities.formatDate(S_week.getRange(1, 4).
         getValue(), 'GMT+8', 'yyyy-MM-dd');
(36)     tmpl.Date_2nd = Utilities.formatDate(S_week.getRange(1, 5).
         getValue(), 'GMT+8', 'yyyy-MM-dd');
(37)     tmpl.Date_3rd = Utilities.formatDate(S_week.getRange(1, 6).
         getValue(), 'GMT+8', 'yyyy-MM-dd');
(38)     tmpl.Date_4th = Utilities.formatDate(S_week.getRange(1, 7).
         getValue(), 'GMT+8', 'yyyy-MM-dd');
(39)     tmpl.Date_5th = Utilities.formatDate(S_week.getRange(1, 8).
         getValue(), 'GMT+8', 'yyyy-MM-dd');
(40)     //  演講名稱
(41)     tmpl.Lecture_1st = S_week.getRange(2, 4).getValue();
(42)     tmpl.Lecture_2nd = S_week.getRange(2, 5).getValue();
(43)     tmpl.Lecture_3rd = S_week.getRange(2, 6).getValue();
(44)     tmpl.Lecture_4th = S_week.getRange(2, 7).getValue();
(45)     tmpl.Lecture_5th = S_week.getRange(2, 8).getValue();
(46)     //  出席狀況
(47)     tmpl.S_Name = S_week.getRange(iRow+1, 1).getValue();
(48)     tmpl.S_absence = S_week.getRange(iRow+1, 2).getValue();
(49)     tmpl.S_late = S_week.getRange(iRow+1, 3).getValue();
(50)     tmpl.S_1st = S_week.getRange(iRow+1, 4).getValue();
(51)     tmpl.S_2nd = S_week.getRange(iRow+1, 5).getValue();
(52)     tmpl.S_3rd = S_week.getRange(iRow+1, 6).getValue();
(53)     tmpl.S_4th = S_week.getRange(iRow+1, 7).getValue();
(54)     tmpl.S_5th = S_week.getRange(iRow+1, 8).getValue();
(55)     // 回傳資訊
(56)     return tmpl.evaluate();
(57)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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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編寫指令碼

 �解說

17：制定名為 result(id,password) 的函式，其 id 與 password 之值為 

doPost()函式中所回傳的結果。

18：宣告名為 iRow 的變數，其值為 1。

19：宣告名為 isAuthenticated 的變數，其值為 false。

20：宣告名為 sheet 的變數，其值為與試算表取得連接。

21：宣告名為 S_week 的變數，其值為與試算表中的「week」工作表取得連 

接。

22：宣告名為 S_account 的變數，其值為與試算表中的「account&password」 

工作表取得連接。

23∼ 29：判斷 while() 函式中的 S_account.getRange(iRow, 1).getValue() != 

'' （account&passworde工作表中 A1 儲存格的資訊不等於空資料）條件是否

為真，若條件成立時則執行 while() 函式的內容。

24∼ 27：建立 if() 條件判斷式。判斷 if() 中的兩個條件是否同時滿足，若條

件滿足時則執行第 25 行指令且跳出判斷式，判斷條件說明如下：

(1) S_account.getRange(iRow, 1).getValue() == id：account&passworde

工作表中 A1 儲存格的資訊是否等於 id 之值。

(2) &&：表示為「and（和）」。

(3) S _ a c c o u n t . g e t R a n g e ( i R o w,  2 ) . g e t Va l u e ( )  = =  p a s s w o r d：

account&passworde工作表中 A2 儲存格的資訊是否等於 password 

之值。

25：將 isAuthenticated 變數值改為 true。

26：當第 24 行條件滿足時則跳出判斷式，此時 iRow 變數之值為尋找到該

帳號資料之行數。

28：將 iRow 變數值進行 +1 動作，以不斷尋找符合條件之結果。

30∼ 57：建立 if...else 條件判斷式。判斷 if() 中的 !isAuthenticated（確定

當前的請求是否已通過身份驗證）條件是否滿足，若條件滿足時則執行第 

31 行指令，若條件不滿足時則執行第 33 行至第 56 行的指令。

31：表示為身份驗證未通過，同時回傳認證錯誤的文字訊息至前端網頁。

碁峰-JOY-ACU080600.indb   13碁峰-JOY-ACU080600.indb   13 2020/2/5   下午 03:35:282020/2/5   下午 03:35:28



Chapter 8  │出缺席查詢：以演講活動為例

8-14

32：若驗證通過則執行第 33 行至第 56 行的指令，將其結果呈現到前端網

頁。

33：宣告名為 tmpl的變數，其值為建立 Template（模板），且首頁指定為 

result網頁檔案，進而執行網頁跳轉。

35：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Date_1st 的變數，其值為將「week」工作表中 

D1儲存格的日期進行格式化，以「年 /月 /天」格式呈現（第一場演講日期）。

36：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Date_2nd 的變數，其值為將「week」工作表中 

E1儲存格的日期進行格式化，以「年 /月 /天」格式呈現（第二場演講日期）。

37：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Date_3rd 的變數，其值為將「week」工作表中 

F1儲存格的日期進行格式化，以「年 /月 /天」格式呈現（第三場演講日期）。

38：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Date_4th 的變數，其值為將「week」工作表中 

G1儲存格的日期進行格式化，以「年 /月 /天」格式呈現（第四場演講日期）。

39：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Date_5th 的變數，其值為將「week」工作表中 

H1儲存格的日期進行格式化，以「年 /月 /天」格式呈現（第五場演講日期）。

41：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Lecture_1st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

表中 D2 儲存格的資訊。

42：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Lecture_2nd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

作表中 E2 儲存格的資訊。

43：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Lecture_3rd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

表中 F2 儲存格的資訊。

44：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Lecture_4th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

表中 G2 儲存格的資訊。

45：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Lecture_5th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

表中 H2 儲存格的資訊。

47：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Name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表

中指定行數的第 1 欄儲存格之姓名資料。

由於第 28 行的 iRow 變數值是以取得「account&password」工作表中的行數（從第 2 
行開始），但「week」工作表中姓名的資訊是從第 3 行開始計算，因此必須將 iRow 
變數值 +1，使「account&password」對照到「week」工作表中的結果才可相符。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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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編寫指令碼

48：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absence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

表中指定行數的第 2 欄儲存格之缺席次數資料。

49：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late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表中

指定行數的第 3 欄儲存格之遲到次數資料。

50：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1st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表中

指定行數的第 4 欄儲存格之缺席狀況資料。

51：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2nd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表中

指定行數的第 5 欄儲存格之缺席狀況資料。

52：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3rd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表中

指定行數的第 6 欄儲存格之缺席狀況資料。

53：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4th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表中

指定行數的第 7 欄儲存格之缺席狀況資料。

54：宣告 result 網頁中名為 S_5th 的變數，其值為取得「week」工作表中

指定行數的第 8 欄儲存格之缺席狀況資料。

56：將變數值輸出到前端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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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執行結果

執行結果8.5
STEP 1  複製目前的網路應用程式網址欄位中的網址。

STEP 2  在網頁中貼上部署為網路應用程式的網址，即可看到登入查詢的頁面。

STEP 3  從所建立的其中一組帳號與密碼來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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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登入後即可看到該學員的出缺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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