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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04
好玩的繪圖程式

要
讓程式畫出圖形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為畫圖必須控制電腦螢幕，要

在哪些位置顯示什麼顏色。舉例來說，如果要畫一個紅色圓圈。必須

先算出圓圈上的點的位置，然後讓它們顯示紅色。通常這不是程式初學者可

以完成的工作。但是畫圖對於 Python來說卻很簡單！如果看到自己寫的程

式可以畫圖，一定覺得很有趣，而且很有成就感，因此我們就把畫圖當成學

習 Python程式設計的第一站。

載入和查詢 Turtle模組4-1

「模組」（Module）是程式設計領域中，很常出現的一個專業術語。那

麼什麼是模組呢？

「模組」是程式中一組同類型功能的集合。例如，數學模組就是專門用來計

算數學公式，像是三角函數；繪圖模組就是專門用來畫圖。

另外還有二個術語和模組有類似的意思，那就是「套件」和「程式庫」。

不同的程式語言可能會用不同的名稱，但是它們的觀念是一樣的。安裝

Python程式的時候，會自動安裝許多內建的模組。如果要使用模組裡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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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必須先「載入」（Import）該模組。載入模組的指令（也稱為「語

法」）如下：

import 模組名稱 [as 自訂的簡稱 ]

「模組名稱」就是已經安裝到 Python資料夾裡頭的模組。指令後半段用方

括弧包起來的部分表示可有可無。因為有些模組的名稱比較長，這時候我們

可以幫模組取一個程式中專用的簡稱，這樣用起來比較方便。例如，如果要

在程式中繪圖，必須在程式開頭載入 Turtle繪圖模組，如下：

import turtle as tu

我們把 Turtle模組簡稱為 tu，這樣在程式中就可以使用這個簡稱。

1. 模組的簡稱有一個正式的專業術語，叫做「命名空間」（Naming

Space）。這個稱呼對於初學者來說比較難理解。其實它的功能就像是姓

名中的姓氏。例如有一個人叫做「李大中」，另外一個人叫做「王大中」。

他們的名字一樣，但是姓氏不一樣，所以我們可以用姓氏區分這二個人。

Python會幫載入的模組冠上一個命名空間，就如同姓氏一樣，這樣才能

夠區分不同模組中，名稱相同的功能。如果我們沒有指定模組的簡稱，預

設的命名空間就是模組的完整名稱。

2. 在程式中使用 Python模組時，模組名稱都是用小寫英文字母。我們在文

中的說明採用開頭大寫的英文單字，這是為了閱讀上的方便。

補充說明

除了 Python程式內建的模組之外，我們還可以安裝額外的「套件」

（Package）。Python程式的套件就是把多個模組放在一起，變成一個功

能更完整的集合。Python有各式各樣的套件，可以幫助我們完成很多種工

作。這些應用廣泛的套件，也是讓 Python大受歡迎的功臣之一。下一個單

元我們會介紹如何安裝和管理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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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要開始執行 Python 指令，第一步是啟動程式集裡頭的

「Python > IDLE」。IDLE 是 Python 內 建 的 整 合 開 發 環 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簡稱 IDE）。它的執行畫面如圖 4-1。

圖 4-1 Python的 IDLE整合開發環境

IDLE畫面最後一行會顯示「>>>」，這是指令提示符號，提醒我們要

在該處輸入指令。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到底 Python中安裝了多少模組，請在

「>>>」後面輸入下列指令（英文大小寫要和範例完全一樣，因為 Python

會區分英文大小寫），然後按下 Enter鍵。

help('modules')

畫面上會列出很多模組名稱，它們都是已經安裝在 Python中的模組。

Python程式顯示的說明全部都是英文，如果讀者一開始覺得不習慣，可以

先依照書上的說明操作，慢慢累積經驗。如果遇到問題，也可以嘗試在網路

上搜尋中文的說明。

上面指令中的 help稱為「函式」（Function），函式後面一定要跟著一

對括弧，括弧裡頭是要傳給函式的資料。也就是說，函式的用法如下：

函式名稱 (要傳給函式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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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函式不需要資料，就在函式名稱後面接一個空括弧即可。

如果想要尋找特定名稱的模組，可以使用以下指令：

help('modules 模組名稱或是名稱片段 ')

例如執行下列指令，就會找到模組名稱或是模組說明中有「turtle」出現的

所有模組。

help('modules turtle')

如果要查詢某一個模組的詳細說明，可以直接指定該模組的名稱。例如

以下指令會顯示 Turtle模組的詳細說明。

help('turtle')

Python程式的字串

在指令中，用單引號「'」括起來的部分稱為「字串」。字串是一種資料型態。

Python程式的字串可以用一對單引號或是一對雙引號「"」括起來。

補充說明

4.1. 以下四個術語，哪一個和其他三個的意思不一樣：

1) 程式庫 2) 模組

3) 指令 4) 套件

4.2. 以下指令是要載入 Turtle模組，請在空格中填入正確的指令名稱：

 turtle                 tu 

4.3. 以下指令是要查詢 Turtle模組的用法，請在空格中填入正確的函式名稱：

('turtle')

小試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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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urtle模組繪圖4-2

現在我們要開始使用 Turtle模組來繪圖，那麼要如何使用模組的功能呢？

每一個模組的功能都是由該模組中的「函式」（Function）來執行。

現在我們就來試看看 Turtle模組中的函式，請讀者啟動 Python的 IDLE程

式，依序執行下列指令。每輸入一行指令，就按下 Enter鍵執行。如果指令

有錯，就會出現類似圖 4-2的紅色訊息。遇到這種情況，可以按下鍵盤的

Alt鍵不放，再按下 P鍵，叫出上一個指令來修改。

import turtle as tu
tu.showturtle()
tu.forward(150)
tu.left(90)
tu.forward(150)
tu.left(90)
tu.forward(150)
tu.left(90)
tu.forward(150)

圖 4-2 執行指令時出現錯誤訊息

執行之後，會在螢幕上看到圖 4-3的正方形圖案。是不是很有趣呢？現

在我們來做一些變化，先用滑鼠按一下圖形視窗右上角的「X」按鈕，關閉

這個圖案，然後換成執行下列指令。也就是在 showturtle()之後，加入二個

指令（紅色字的部分），看看執行結果有什麼不一樣？正方形是不是變成紅

色？而且筆畫變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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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turtle as tu
tu.showturtle()
tu.color('red')
tu.pensize(3)
tu.forward(150)
tu.left(90)
tu.forward(150)
tu.left(90)
tu.forward(150)
tu.left(90)
tu.forward(150)

圖 4-3 用 Python的 Turtle模組繪製的正方形

Python的 Turtle模組就是用畫筆的觀念來畫圖，如圖 4-4。一開始的時

候，畫筆是在畫布中央，而且移動的方向是往右。執行 forward(150)，會讓

畫筆往目前的方向前進 150點，因此就在畫布上畫出一條長 150點的直線。

執行 left(90)會讓畫筆的方向左轉 90度，接著再執行 forward(150)，就會再

畫出另一條長 150點的直線。這樣重複下去，最後就得到圖 4-3的正方形。

如果改變畫筆的顏色，和筆頭的大小，就會畫出不一樣筆跡。如果要移動畫

筆的位置，卻不想在畫布上留下筆跡，可以執行 penup()。移動到想要的位

置後，再執行 pendown()。我們把 Turtle模組中常用的函式整理如表 4-1。 
 
 
 
 
 
 
 
 
 
 
 
 
 
 

這是顯示在螢幕上的畫布

1. 畫筆一開始的位置

移動方向是向右

2. 執行 forward(150)畫出

一條長 150點的直線

3. 執行 left(90)，左轉 90度 

再執行 forward(150) 

畫出另一條長 150點的直線

圖 4-4 Turtle模組畫圖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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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Turtle繪圖模組常用的函式

函式名稱 功能說明

backward(後退距離 )
讓畫筆依照目前的方向後退指定的距離，後退距離可以有

小數點，也可以是負值。負值表示前進。

begin_fill()

如果要把畫出的圖案填滿顏色，必須在畫圖案之前先執行

這個函式。而且呼叫這個函式之前必須先指定好顏色，請

參考 fillcolor()函式的說明。

circle(半徑 ,

畫的弧度 ,

邊的數目 )

畫一個圓。畫圓的方式是依照畫筆目前的方向前進，然後

逐漸向左偏，最後回到目前的位置。參數用法如下：

半徑：圓的半徑；

畫的弧度：只畫出指定的弧度，不畫整個圓；

邊的數目：讓圓變成多邊形。

clear() 清除畫布的所有內容。

color(顏色 )

改變畫筆的顏色。顏色是一個字串，例如 'black'、'red'、

'yellow'⋯，也可以用 16進位的數字指定紅綠藍三種顏色

的強度，例如’#ffb395’表示紅色用最高的 ff，綠色用

b3，藍色用 95。這種指定方式一定要用 #開頭。

dot(直徑 ,

顏色 )

畫一個實心圓圈，填入指定顏色。參數的用法如下：

直徑：圓的直徑；

顏色：請參考 color()函式的說明。

end_fill()
先呼叫 begin_fill()，然後畫出圖案，最後呼叫這個函式，

就會在圖案內部填入顏色。

fillcolor(顏色 )
設定畫筆塗滿區域時使用的顏色。畫筆畫線和塗色可以分

別設定不同的顏色。請參考 color()函式的說明。

forward(前進距離 )
讓畫筆依照目前的方向前進指定的距離，前進距離可以有

小數點，也可以是負值。負值表示後退。

goto(x座標 , y座標 )

把畫筆移動到指定的位置。位置是用 x軸座標和 y軸座標

表示。x軸座標是左右，右邊為正，左邊為負。y軸座標

是上下，上為正，下為負。

heading()
取得畫筆目前的方向。0是正右邊、45是右前方、90是

正上方，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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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稱 功能說明

hideturtle() 隱藏畫筆的位置。

left(左轉角度 )
讓畫筆方向左轉一個角度。左轉角度可以有小數點，也可

以是負值。負值表示向右轉。

pendown() 讓筆接觸畫布，這樣移動筆的時候就會產生線條。

pensize(筆頭寬度 ) 設定筆頭寬度，改變線條的粗細。

penup() 提起筆，這樣移動筆的時候就不會畫線條。

right(右轉角度 )
讓畫筆方向右轉一個角度。右轉角度可以有小數點，也可

以是負值。負值表示向左轉。

setheading(畫筆方向 ) 設定畫筆的方向。0是正右邊、90是正上方，依此類推。

showturtle() 顯示畫布和畫筆目前的位置和方向。

speed(速度等級 )
設定畫筆移動的速度。速度等級是 1到 10之間的整數，

數字愈大，畫筆移動愈快。

undo() 取消上一次動作。連續呼叫可以一直往前取消動作。

write(要顯示的字串 ,

是否要將畫筆位置

移動到字串結尾 ,

對齊方式 ,

字型和字體大小 )

把指定的字串顯示在目前畫筆的位置。參數的用法如下：

要顯示的字串：字串必須用一對單引號或是一對雙引號括

起來；

是否要將畫筆位置移動到字串結尾：只有選 True和 False

二種選擇；

對齊方式：必須傳入一個字串，而且只能是 'left','center'

或 'right'；

字型和字體大小：是由三個值組成，這三個值必須用括號

包起來，例如「('Arial', 8, 'normal')」，第一個字串是字型

名稱，第二個數字是字體大小，第三個字串是字體效果，

有三種選擇 'normal'、'bold' 和 'italic'，第一種是正常效

果、第二種是粗體、第三種是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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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使用 Turtle模組時，如果要顯示畫布，應該使用下列哪一個函式：

1) showturtle() 2) forward()

3) color() 4) right()

4.5. 使用 Turtle模組時，如果要改變畫筆的顏色，應該使用下列哪一個函式：

1) showturtle() 2) forward()

3) color() 4) right()

4.6. 使用 Turtle模組時，如果要改變畫筆的方向，應該使用下列哪一個函式：

1) showturtle() 2) forward()

3) color() 4) right()

4.7. 請用 Turtle模組畫出圖 4-5的紅色菱形圖案。

圖 4-5 用 Turtle模組繪製的紅色菱形圖案

4.8. 請用 Turtle模組畫出圖 4-6的二個藍色正方形圖案。

圖 4-6 用 Turtle模組繪製的二個藍色正方形圖案

小試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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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一個有趣的圖案4-3

現在我們要利用 Turtle模組，和表 4-1中的函式，畫出圖 4-7的圖案。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介紹操作 IDLE的技巧。IDLE可以讓我們複製，或是貼

上指令以及文字，也可以叫出之前執行過的指令來修改。請讀者參考表 4-2

的操作說明。

圖 4-7 用 Turtle模組繪製的圖案

表 4-2 IDLE 的操作技巧

操作技巧 說明

選取 IDLE畫面上的文字

可以用按下滑鼠左鍵然後拖曳的操作方式，選取

IDLE畫面上的文字。或者利用方向鍵，同時按下

Shift，也可以完成選取。

功能表 Edit > Copy 

或是 

同時按下鍵盤的 Ctrl和 C

複製選取的文字。

功能表 Edit > Paste 

或是 

同時按下鍵盤的 Ctrl和 V

貼上複製的文字。必須讓輸入游標在最後一行提示

符號「>>>」後面才有效。

鍵盤的 Tab鍵

在輸入指令的時候按下 Tab鍵，會顯示指令選單。

利用上下方向鍵選擇想要的指令，然後按二下 Tab

鍵，就可以套用。

同時按下鍵盤的 Alt和 P

叫出上一個執行的指令。再按一次會叫出上上一次

執行的指令，依此類推。我們可以利用左右方向

鍵，移動編輯游標的位置，然後修改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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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巧 說明

同時按下鍵盤的 Alt和 N

叫出目前這個指令之後的指令。再按一次會叫出下

下一個執行的指令，依此類推。我們可以利用左右

方向鍵，移動編輯游標的位置，然後修改指令。

功能表 File > Save 

或是 

同時按下鍵盤的 Ctrl和 S

把 IDLE畫面上的所有文字儲存成副檔名為「.py」

的 Python程式檔。

要畫出圖 4-7的圖案需要比較多的操作步驟，我們將完整的過程說明如

下。步驟中的程式碼，每輸入一行指令，就按下 Enter鍵執行。如果執行指

令之後出現紅色訊息，表示該指令有錯誤。此時可以同時按下鍵盤的 Alt和

P，叫出該指令，然後找出錯誤並加以更正，再重新執行。

01
step  先載入 Turtle模組，並設定簡稱，然後顯示畫布。

import turtle as tu
tu.showturtle()

02
step  執行以下指令，畫出右半部的藍色水平線：

tu.color('blue')
tu.forward(150)

03
step  依序執行以下指令，畫出右邊紅色圓圈：

tu.setheading(270)
tu.color('red')
tu.pensize(2)
tu.circle(50)

04
step  繼續執行下列指令，還原筆頭寬度和顏色，並且提起畫筆，回到畫布

中央：

tu.pensize(1)
tu.color('blue')
tu.setheading(180)
tu.pe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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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orward(150)
tu.pendown()

05
step  接下來在畫布左邊畫出和右邊對稱的圖形：

tu.forward(150)
tu.setheading(90)
tu.color('red')
tu.pensize(2)
tu.circle(50)
tu.pensize(1)

06
step  回到畫布中央： 

tutl.setheading(0) 
tutl.penup() 
tutl.forward(150) 

07
step  最後畫出水平線下面的綠色實心三角形：

tu.setheading(180)
tu.color('green')
tu.pendown()
tu.begin_fill()
tu.circle(50, 360, 3)
tu.end_fill()

完成以上步驟之後，就會在畫布上看到圖 4-7的圖案。如果執行指令之

後發現畫錯了，可以利用表 4-1中的 undo()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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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以下指令是要畫出半徑 100點的藍色圓圈，請在空格中填入正確的函式

名稱：

import turtle as tu

tu.showturtle()

tu.            ('blue')

tu.            (100)

4.10. 以下指令是要畫出長度 100點、寬度 5點的垂直線，請在空格中填入正

確的函式名稱：

import turtle as tu

tu.showturtle()

tu.            (90)

tu.            (5)

tu.            (100)

小試身手

完成第一個繪圖程式4-4

好不容易畫出圖案之後，如果想要把執行的指令保留下來該怎麼辦？其

實很簡單，只要利用 IDLE功能表的 File > Save，就可以把畫面顯示的內

容，全部儲存在一個副檔名為「.py」的文字檔。這種副檔名是「.py」的文

字檔，就是 Python的程式檔。

Python程式檔就是把 Python指令依照執行的先後順序，寫成一個文字檔，

然後儲存成副檔名為「.py」的檔案。

但是 IDLE儲存的檔案中，還包含指令以外的內容，像是提示符號，因此必

須自己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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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要完成一個能夠畫出圖 4-7圖案的 Python程式檔。在開始之

前，讓我們先瞭解 Python程式的基本觀念。

1. 程式的「可讀性」（Readability）

寫程式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可讀性」。所謂可讀性就是程式碼一定要讓

別人很容易看得懂。寫程式其實就像寫文章一樣，一定要邏輯清楚、前

後連貫。初學者經常認為，只要執行結果正確就好了，而不管程式碼的

排列、變數的命名⋯。這是錯誤的觀念，因為這樣會讓程式可讀性降

低，甚至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自己也看不懂以前寫的程式！

2. Python的程式碼規範

Python是一個非常重視程式碼風格的語言。它的官方網站訂定了許多

程式碼規範，希望大家共同遵守，一起提升程式碼的品質。雖然這些規

範沒有強制力，但是從每個人寫的程式碼，就可以知道他的程式設計功

力。如果寫出來的程式碼不符合規範，表示程式設計經驗不足，有待加

強。本書希望培養讀者正確的程式設計風格，能夠寫出專業的程式碼，

因此我們會在適當的時機提醒讀者相關的程式碼規範。

程式檔裡頭除了指令之外，還要加上說明文字，讓別人知道某一行，或

是某一段程式碼的功能和用途，這是提高程式可讀性的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程式中的說明文字稱為「程式註解」。Python的註解有以下二種格式：

1. 用井字號「#」當成註解開頭，這種註解只在該行有效。如果註解有

多行，每一行開頭都要加井字號。這種註解是讓程式設計人員閱讀，

Python直譯器會忽略它。

2. 利用連續三個單引號「'」（也就是「'''」）把註解包起來。也就是說，註

解開頭加上連續三個單引號，而且註解結尾也要加上連續三個單引號。

或者也可以利用連續三個雙引號「"」（也就是「"""」）把註解包起來。

Python程式碼規範建議使用雙引號。這種註解方式可以跨越多行，而

且這種註解會被視為程式碼的正式說明文件。Python直譯器會掃描這

種註解，檢查它的格式是否符合說明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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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利用一些範例讓讀者了解註解的實際用法。第一個例子是在程

式碼指令的同一行加入簡短的註解如下（紅色字標示的部分是註解）。註解

和指令之間至少留 2個空格，#號後面固定留一個空格。

import turtle as tu   # 載入 turtle繪圖模組

第二個例子是把註解放在指令前一行：

# 顯示畫布
tu.showturtle()

第三個例子是在程式中加入正式說明文件。這種情況建議用連續三個雙引號

的註解方式，而且註解開頭和最後都自己獨立一行：

"""
這是程式碼的正式說明文件

⋯（其他說明）

"""
import turtle as tutl

現在我們就來建立一個可以畫出圖 4-7的 Python程式檔。這個程式檔

其實就是把前一個小節的指令結合起來。請讀者依照下列步驟操作：

01
step  啟動 IDLE程式，從主選單選擇 File > New File，就會顯示一個程式

碼編輯視窗。

02
step  在程式編輯視窗輸入以下程式碼和註解：

# 載入 turtle模組
import turtle as tu

# 顯示畫布
tu.showturtle()

# 畫右半部直線
tu.color('blue')
tu.forward(150)

# 畫右半部的空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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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etheading(270)
tu.color('red')
tu.pensize(2)
tu.circle(50)

# 回到中心點
tu.pensize(1)
tu.color('blue')
tu.setheading(180)
tu.penup()
tu.forward(150)
tu.pendown()

# 畫左半部直線
tu.forward(150)
tu.setheading(90)

# 畫左半部空心圓
tu.color('red')
tu.pensize(2)
tu.circle(50)
tu.pensize(1)

# 回到中心點
tu.setheading(0)
tu.penup()
tu.forward(150)

# 畫中央實心三角形
tu.setheading(180)
tu.color('green')
tu.pendown()
tu.begin_fill()
tu.circle(50, 360, 3)
tu.end_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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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step  輸入完畢後，選擇主選單 File > Save，就會出現圖 4-8的對話盒。在

左邊的資料夾瀏覽視窗選擇要儲存的資料夾，然後在檔案名稱欄位輸

入檔名，中英文皆可，最後按下存檔按鈕。

圖 4-8 儲存程式檔的對話盒

04
step  選擇主選單 Run > Run Module，就會開始執行程式。畫布會先出

現，然後開始依照程式檔中的指令進行繪圖。如果程式碼有錯誤，

IDLE畫面會顯示紅色文字，說明哪一行程式出錯，還會顯示那一行程

式碼，如圖 4-9。我們可以回到程式編輯視窗修改，然後存檔，重新

執行。

圖 4-9 程式碼錯誤時在 IDLE畫面顯示的訊息



040

PartⅠ 與 Python的美麗邂逅

一次把多行程式碼變成註解

如果希望某幾行程式碼不要執行，但是又不想刪除這幾行程式碼，那麼可以把

這幾行程式碼變成註解。最快的操作方式是先選取這幾行程式碼，然後選擇

IDLE的功能表 Format > Comment Out Region（或是同時按下 Alt和 3）。如

果要解除註解，就換成選擇 Format > Uncomment Region（或是同時按下 Alt

和 4）。

補充說明

現在我們已經學會如何使用 Turtle模組繪圖。或許讀者心中會有一個疑

問：究竟 Turtle模組可以畫出什麼圖案？要回答這個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

看實際的範例。讀者可以選擇 IDLE程式主選單 Help > Turtle Demo，就會

出現圖 4-10的畫面。點選左上角的 Examples，在出現的選單中選擇一個範

例，按下畫面下方的 START按鈕，就會開始在視窗右邊的畫布上畫圖。每

一個範例都可以試看看，相信讀者一定會覺得很驚訝。

圖 4-10 Turtle Demo程式的執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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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請完成一個可以畫出圖 4-11的程式檔，並且在程式中加入適當的註解。

（提示：它是利用 2個三角形重疊的結果。）

圖 4-11 星星圖案

4.12. 請完成一個可以畫出圖 4-12的程式檔，並且在程式中加入適當的註解。

圖 4-12 四環圖

小試身手



Lesson

如
果把我們的程式畫面，和 Windows程式比較（例如記事本程式），

讀者一定會覺得我們的程式畫面看起來很單調，因為顯示的內容全

部是文字，不是漂亮的圖形。這樣的程式稱為「文字模式程式」。Windows

程式則是所謂的「圖形介面程式」。圖形介面的英文叫做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簡稱 GUI。它是用繪圖的方式把程式的操作畫面畫出來，因此可

以做出很漂亮的程式畫面。從這個單元開始，我們要介紹如何使用 GUI技

術來開發 Python程式。

GUI程式架構30-1

文字模式程式和 GUI程式不僅只有操作畫面不一樣，它們的執行方式

也不相同。圖 30-1是文字模式程式的運作流程。它有固定的處理步驟，每

一次啟動程式，都是依照相同的步驟執行。例如學生成績處理程式，就是先

提示使用者輸入學生成績，再依照固定的步驟加以處理。

圖 30-1 文字模式程式的運作流程圖

30
開發 GUI程式

PartⅧ 程式的美麗外衣 – 圖形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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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讀者回想使用 Word文書編輯程式，它在啟動之後，會在螢幕上顯

示所謂的「介面元件」，像是按鈕、選單、文字輸入區塊、功能表⋯。當我

們操作這些介面元件時，程式會執行對應的功能。也就是說，不同的介面元

件會對應到不同的功能。我們可以用圖 30-2說明 GUI程式的運作方式。

圖 30-2 GUI程式的運作流程圖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開發 GUI程式的工作包括： 

1. 設計 GUI操作畫面 

2. 設定每一個介面元件的功能和執行的程式碼 

3. 啟動 GUI程式的處理迴圈，開始接受使用者的操作

要完成這三項工作，需要藉助 GUI開發套件。因為要在螢幕上畫出按鈕、

選單、功能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沒有套件的協助，一般人很難獨立

完成這些工作。因此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介紹如何使用 Python的 GUI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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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以下對於文字模式程式和 GUI程式的敘述哪一項是錯的？

1) GUI程式中有一個迴圈負責等待使用者操作介面元件，然後執行對應

的功能

2) 文字模式程式是依照固定的步驟執行

3) Word是文字模式程式

4) GUI程式的操作畫面是由按鈕、選單、文字輸入區塊、功能表⋯等介

面元件組成

30.2. 以下哪一項不是開發 GUI程式的工作？

1) 設定介面元件要執行的程式碼

2) 開發 GUI套件

3) 啟動 GUI程式的處理迴圈，讓使用者開始操作

4) 設計 GUI操作畫面

小試身手

使用 Tkinter套件開發 Python GUI程式30-2

Python有許多套件可以用來開發 GUI程式，例如：wxPython、PyQt、

Jython。不同套件有不同的用法和特點，如果以相容性和使用的簡易性來

說，Python語言內建的 Tkinter套件是開發 GUI程式的首選。Tkinter是 Tk 

interface的縮寫。Tk是一套專門用來建立 GUI的程式庫，有許多程式語言

都用它來建立 GUI程式，包括 Python、Ruby、Perl。Tkinter套件很容易使

用，現在我們就用它來建立第一個 GUI程式。

 

圖 30-3 GUI程式的執行畫面和介面元件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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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3左邊是 GUI程式的執行畫面，為了幫助讀者瞭解程式畫面的架

構，我們在圖 30-3右邊提供一個介面元件架構圖。這個 GUI程式的完整程

式碼如下。我們在程式中加入許多註解，因此程式碼看起來有點長，基本上

它就是完成前一個小節討論的三項工作。

# 載入 Tkinter套件
import tkinter as tk

# 把按下按鈕要執行的程式碼寫成一個函式
def but_click():
    input_name = name.get()
    lab_result.config(text=input_name)

# 建立 GUI畫面
# 第一步是建立一個 Tk視窗
tk_win = tk.Tk()

# 建立一個 Label物件，顯示說明文字
lab = tk.Label(tk_win, text='請輸入姓名：')
lab.pack()  # 設定在 Tk視窗中顯示的位置

# 建立輸入姓名專用的變數
name = tk.StringVar()

# 建立一個 Entry物件，讓使用者輸入姓名
ent_name = tk.Entry(tk_win, textvariable=name)
ent_name.pack()  # 設定在 Tk視窗中顯示的位置

# 建立一個 Button物件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but.pack()  # 設定在 Tk視窗中顯示的位置

# 建立一個 Label物件，用來顯示結果
lab_result = tk.Label(tk_win)
lab_result.pack()  # 設定在 Tk視窗中顯示的位置

# 啟動 GUI程式的處理迴圈
tk_win.mainloop()

程式一開始先載入 Tkinter套件，並且設定簡稱為 tk，以方便後面使

用。接下來把按下按鈕後要執行的程式碼，寫成一個函式，這個函式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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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 but_click()。後面的程式碼會把這個函式設定給 Button物件。這個函

式的功能就是取得使用者輸入的姓名，然後把它顯示在 lab_result物件中。

接下來的程式碼是建立 Tk視窗，再利用 Tk套件的類別建立 GUI物

件，包括 Label、Entry和 Button。建立 GUI物件的語法如下：

物件名稱 = Tk的 GUI類別 (物件的擁有者 , 屬性 =值 , ⋯)

Tk套件是採用物件導向技術，因此上述語法就是建立物件的語法。它的第

一個參數是指定這個 GUI物件的擁有者，接下來的參數是設定 GUI物件的

屬性。這些屬性可以控制顏色、大小、字型、以及設定要執行的函式。每一

種 GUI物件都有許多屬性可以使用，後續我們會再詳細介紹。

建立 GUI物件之後，就可以呼叫它的 pack()方法讓它顯示在程式畫面

上。pack()方法可以設定顯示的位置，但是這個範例我們先不作任何設定，

直接使用預設值。建立好全部的 GUI物件之後，最後一行程式碼就是啟動

GUI程式的迴圈。程式開始執行之後，使用者可以在文字區塊輸入中文或英

文姓名，按下確定按鈕，就會在下方顯示輸入的內容。

小試身手

30.3. 以下哪一個套件可以用來開發 GUI程式？

1) wxPython 2) Matplotlib

3) SymPy 4) turtle

30.4. 以下哪一個是 Python內建的 GUI開發套件？

1) Jython 2) wxPython

3) PyQt 4) Tkinter

30.5. 以下程式碼會建立一個 Tk視窗，請在空格中填入正確的程式碼。

import tkinter as tk

tk_w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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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以下程式碼會建立一個 Label物件，並且顯示「請輸入 email」，請在空

格中填入正確的程式碼。

lab = tk.Label(tk_win,                    )

lab.              

30.7. 以下程式碼會建立一個 Entry物件，讓使用者輸入 email，請在空格中填

入正確的程式碼。

email =                  

ent_name = tk.Entry(tk_win,                    )

ent_name.pack()

設定 GUI物件的外觀30-3

我們已經完成一個 GUI程式。從文字模式程式到 GUI程式是很大的進

步！但是 GUI程式的畫面需要花費更多心思設計，包括決定每一個介面元

件的位置、大小、字型、顏色⋯。如果仔細檢視前一個小節的 GUI程式，

會發現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因此這個小節我們要學習如何調整 GUI物件

的外觀。

目前的 GUI程式只用到 Label、Entry和 Button物件，但是其實 Tkinter

套件中有超過 20種 GUI相關類別，可以用來建立各式各樣的 GUI物件，

而且每一種 GUI物件都有許多屬性可以設定。表 30-1是一些常用屬性的說

明。

表 30-1 GUI物件的常用屬性

屬性名稱 功能說明

activebackground
這個屬性只適用於 Button，它用來設定按鈕被按下時顯示的

背景顏色。關於顏色的設定方式請參考補充「說明」。

activeforeground
這個屬性只適用於 Button，它用來設定按鈕被按下時顯示的

文字顏色。關於顏色的設定方式請參考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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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名稱 功能說明

anchor

設定 GUI物件中顯示的文字位置。它是用九個方位值表示，

包括 N、NE、E、SE、S、SW、W、NW 和 CENTER，它們

其實就是九宮格的位置。例如 NE是 North-East也就是東北

方，代表九宮格右上角的位置。

background或是 bg 設定背景顏色，關於顏色的設定方式請參考補充「說明」。

bitmap

設定 GUI物件顯示的圖片，圖片檔必須先用 BitmapImage

類別載入，成為一個物件。設定這個屬性後，text屬性就會

失效，除非利用 compound屬性讓文字和圖片同時顯示。

borderwidth或是 bd 設定外框線條的粗細，以像素（Pixel）為單位。

command
這個屬性只適用於 Button，它用來設定按鈕被按下時執行的

函式或是物件的方法。

compound

如果 GUI物件的 text屬性，和 bitmap或是 image屬性同時

被設定，預設只會顯示圖片，而不會顯示文字。如果設定這

個屬性，可以同時顯示文字和圖片。設定為 CENTER時，

文字會在圖片中央，設定為 BOTTOM時，文字會在圖片下

緣，LEFT、RIGHT和 TOP依此類推。

disabledforeground
這個屬性只適用於 Button，它用來設定按鈕無法使用時的文

字顏色，關於顏色的設定方式請參考補充「說明」。

font 設定字型和字體大小。

foreground或是 fg 設定文字顏色，關於顏色的設定方式請參考補充「說明」。

height 設定 GUI物件的高度。

image

設定 GUI物件顯示的影像，影像檔必須先用 PhotoImage類

別載入，成為一個物件。設定這個屬性之後 bitmap屬性會

失效。

justify

設定多行文字的對齊方式（啟動多行文字功能必須使用

wraplength 屬性）。LEFT表示靠左對齊， RIGHT是靠右對

齊，CENTER是置中對齊。

padx
設定 GUI物件中的文字或是圖片，和邊的水平距離，以像素

（Pixel）為單位。Entry物件無法使用這個屬性。

pady
設定 GUI物件中的文字或是圖片，和邊的垂直距離，以像素

（Pixel）為單位。Entry物件無法使用這個屬性。



344

PartⅧ 程式的美麗外衣 – 圖形操作介面

屬性名稱 功能說明

relief
設 定 GUI 物 件 邊 緣 的 樣 式， 有 SUNKEN、GROOVE、

RIDGE和 FLAT四種選擇。

state
設定 GUI物件是否可以使用，有 NORMAL（預設）、ACTIVE

和 DISABLED三種狀態。

text 設定 GUI物件顯示的文字。

textvariable

用在 Entry物件。這個屬性會設定一個 StringVar物件，它用

來接收使用者輸入的字串。程式再從這個 StringVar物件取

得使用者輸入的資料。

width 設定 GUI物件的寬度。

wraplength
設定單行文字的寬度，超過這個寬度的文字會換到下一行顯

示。搭配 justify屬性可以設定多行文字的對齊方式。

Tkinter套件的顏色

Tkinter套件中定義了超過四百種顏色，每一個顏色都有一個名稱，例如

white、green、sky blue、dark orange⋯。讀者可以開啟網頁瀏覽器，連到以

下網址，檢視 Tkinter套件定義的顏色：

http://wiki.tcl.tk/37701

補充說明

現在我們來看一些設定屬性的範例。上一個小節是用以下程式碼建立

Button物件：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如果想要改變按鈕的字型和字體大小，以及文字和背景顏色，可以加入以下

紅色部分的屬性，就會得到圖 30-4左邊的結果。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font=('標楷體 ', 20), fg='blue', bg='sky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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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讓文字和左右邊框的距離變大，可以再加入 padx屬性如下，就會

得到圖 30-4中間的結果。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font=('標楷體 ', 20), fg='blue', bg='sky blue',
                padx=20)

另外，也可以設定 GUI物件的寬度如下，就會得到圖 30-4右邊的結果。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font=('標楷體 ', 20), fg='blue', bg='sky blue',
                width=12)

以上是以 Button物件為範例，同樣的技巧也可以套用到其他 GUI物件。

  

圖 30-4 設定 Button物件屬性的範例

前面的做法是在建立 GUI物件的時候，同時設定好它的屬性。但是有

時候可能需要先建立 GUI物件，然後再改變它的屬性。這種情況就需要利

用 GUI物件的 config()方法。config()方法的參數就是要設定的屬性和它的

值，例如我們可以把前面設定按鈕字型和文字顏色以及背景顏色的程式碼，

改成用 config()的方式來完成：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but.config(font=('標楷體 ', 20), fg='blue', bg='sky blue')

設定 GUI物件的屬性還有第二種方式，也就是利用我們在單元 19學過

的 Dict資料組。Dict資料組的原理是利用 key和 value的對應關係，我們可

以把 GUI物件的屬性當成是一個字串型態的 key，這樣就可以取得或是設定

屬性的值，也就是說：

GUI物件名稱 ['屬性 ']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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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前面利用 config()設定屬性的程式碼，可以換成如下的作法：

# 設定 GUI物件的屬性，but是已經建立好的 Button物件
but['font'] = ('標楷體 ', 20)
but['fg'] = 'blue'
but['bg'] = 'sky blue'

# 取得並顯示 GUI物件的屬性
print(but['font'])
print(but['fg'])
print(but['bg'])

另外，Tk視窗本身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用來設定它的外觀，例如 title()可

以改變程式的標題，geometry()可以改變 Tk視窗的大小和位置，它們的用

法如下：

title('程式標題 ')
geometry('寬 x高 +視窗左上角的 x座標 +視窗左上角的 y座標 ')

例如以下紅色標示的程式碼是將視窗標題設定為「GUI程式範例」，視窗的

寬和高分別設定為 400和 300，視窗左上角是在水平 200（也就是 x座標）

和垂直 100（也就是 y座標）的位置。

import tkinter as tk

tk_win = tk.Tk()
tk_win.title('GUI程式範例 ')
tk_win.geometry('400x300+200+100')

最後，我們利用這個小節介紹的技巧，把上一個小節的 GUI程式畫面

做一些調整。圖 30-5是修改後的結果，以下是完整的程式碼，請讀者留意

紅色標示的部分。這個版本主要是變更字體大小和 GUI物件的配色，我們

沒有改變 GUI物件的位置和排列方式。如果讀者仔細檢視，會發現文字輸

入區域和下方的按鈕太過接近。下一個單元我們會繼續介紹如何控制 GUI

物件的排列，和它們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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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入 Tkinter套件和需要用到的 font類別
import tkinter as tk
import tkinter.font as tkfont

# 把按下按鈕後要執行的程式碼寫成一個函式
def but_click():
    input_name = name.get()
    lab_result.config(text=input_name)

# 建立 GUI畫面
# 第一步是建立一個 Tk視窗
tk_win = tk.Tk()

# 設定 Tk視窗的標題，以及寬和高
tk_win.title('輸入姓名 ')
tk_win.geometry('300x150')   # 寬 300，高 150

# 取得預設字型，修改字體大小，字形維持不變
default_font = tkfont.nametofont("TkDefaultFont")
default_font.configure(size=15)

# 建立一個 Label物件，顯示說明文字
lab = tk.Label(tk_win, text='請輸入姓名：', font= default_font)
lab.pack()  # 設定在 Tk視窗中顯示的位置

# 建立輸入姓名專用的變數
name = tk.StringVar()

# 建立一個 Entry物件，讓使用者輸入姓名
ent_name = tk.Entry(tk_win, textvariable=name,
    width=15, font= default_font)
ent_name.pack()  # 設定在 Tk視窗中顯示的位置

# 建立一個 Button物件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but.config(font=default_font, fg='blue', bg='sky blue', padx=15)
but.pack()

# 建立一個 Label物件，用來顯示結果
lab_result = tk.Label(tk_win, font=default_font, fg='orange red')
lab_result.pack()  # 設定在 Tk視窗中顯示的位置

# 啟動 GUI程式的處理迴圈
tk_win.main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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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5 修改後的程式執行畫面

30.8. 如果要設定 GUI物件的文字顏色，應該使用下列哪一個屬性？

1) text 2) fg

3) activeforeground 4) font

30.9. 如果要設定 GUI物件的文字大小或字形，應該使用下列哪一個屬性？

1) text 2) fg

3) activeforeground 4) font

30.10. 請問 state屬性的功能為何？

1) 設定 GUI物件是否可以使用 2) 設定 GUI物件邊緣的樣式

3) 設定多行文字的對齊方式 4) 設定外框線條的粗細

30.11. 以下程式碼用來建立一個 Button物件，並且讓它的文字變成紅色，背

景變成黃色，寬度設為 15，請在空格中填入正確的程式碼。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but.config(             ,              ,              )

30.12. 接續上題，請將 config()方法換成用 Dict資料組的方式完成屬性的設定。

but = tk.Button(tk_win, text='確定 ', command=but_click)

but[      ] =              

but[      ] =              

but[      ] =              

小試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