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5
迴圈

若我們要用 print( )函式來顯示 100 次 Hello，假如一列一列的寫，將會需要
100 列的「print(' Hello')」程式敘述，這樣的程式實在太過繁雜且撰寫耗時，幸
好 Python 語言提供了迴圈（Loop），可以簡化重複動作的撰寫，只要幾行的程
式碼，就可顯示 100 次的 Hello。
迴圈的重複結構使得程式語言更具威力，且善用了電腦的好處，可以不厭
其煩的重複執行特定程式敘述，以完成指定的動作。迴圈就像是一條圓型的道
路，從原點開始走，走一圈會回到原點，當回到原點時，可以依條件選擇要不
要繼續走，或是完成指定的重複次數。

5-1 迴圈結構之 for 敘述
for 迴圈會依序走訪序列（Sequence）內的元素（Item），直到序列結束為
止，其基本語法如下：
for 變數名稱 in 序列:
for 的程式區塊

請參考程式範例：
word = 'Happy'
for x in word:
print (x)

5-2

Chapter 05

此例中 for 迴圈的序列為字串「Happy」，以變數「x」依序走訪序列內的
元素，每次執行迴圈，就印出變數「x」的內容，也就是「H」、「a」、「p」、
「p」、「y」，該 for 迴圈會執行 5 次，其輸出結果如下：

for 迴圈的流程圖表示法如下：

檢查序列內是
否有元素

False

True
迴圈內程式區塊

迴圈之後的敘述

迴圈可以重複執行程式敘述，藉由執行次數的控制，可以完成我們需要的
運算，更可以設計許多較為複雜的程式，for 迴圈常搭配 range( )函式來使用，
其基本語法如下：
for 變數名稱 in range(重複次數):
for 的程式區塊

range( )函式主要用來建立整數序列，總共有 3 個參數，其起始值與增減值
為非必備參數，使用格式如下：
range ([起始值], 終止值[, 增減值])


起始值：此為非必備參數，其預設值為 0。



終止值：此為必備參數。



增減值：此為非必備參數，其預設值為 1。

迴圈

請參考 range( )函式的範例：


range (6)：起始值參數為空，其預設值為 0；終止值為 6；其增減值參數
為空，其預設值為 1，故其 range( )範圍為索引值 0、1、2、3、4、5 共 6
個元素，索引值 6 不包括在內。



range (1, 11)：起始值參數為 1；終止值為 11；其增減值參數為空，其預
設值為 1，故其 range( )範圍為索引值 1、2、3、4、5、7、8、9、10 共
10 個元素，索引值 11 不包括在內。



range (3, 10, 2)：起始值參數為 3；終止值為 10；其增減值為 2，故其 range( )
範圍為索引值 3、5、7、9 共 4 個元素，索引值 10 不包括在內。

請參考 for 迴圈搭配 range( )函式的程式範例：
for x in range (1, 11, 2):
print(x, end=' ')

#以增值 2 列印索引值

for 迴圈搭配使用 range ()函式，起始值為 1，終止值為 11，增減值為 2，輸
出時每個項目之間間隔一個空格，for 迴圈會執行 5 次，其輸出結果如下：

程式範例：連續印出字串程式
參考檔案：5-1-1.py

學習重點：熟悉 for 迴圈的使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運用 for 迴圈，寫出一個程式，連續印出 5 次「Loop is fun!」，執行結果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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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連續印出字串的範例

1
2
3

for x in range (5):
print('Loop is fun!')

三、程式碼解說


第 2～3 行：for 迴圈搭配 range( )函式，設定終止值為 5，因此索引值範
圍為 0~4，for 迴圈共執行 5 次，因此 print( )函式會列印 5 次「Loop is fun!」
字串。

程式範例：累加程式 1+2+…+10
參考檔案：5-1-2.py

學習重點：熟悉 for 迴圈的使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運用 for 迴圈，寫出一個程式，計算 1+2+…+10 的結果，其中間的累加過
程會一併顯示出來，其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

迴圈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累加程式
sum=0
#宣告變數 sum，並將變數 sum 的初值設為 0

1
2
3
4
5
6

for i in range(1,11):
sum = sum + i
#將 sum 的值再加上 i 的值
print('第%d 輪迴圈的暫時累加值%d' %(i,sum))
print('最終 1+2+…+10 的結果為%d' %(sum)) #印出 sum 的值

三、程式碼解說


第 2 行：宣告變數 sum，並將變數 sum 的初值設為 0。



第 3~5 行：for 迴圈的起始值設為 1，終止值為 11，其索引值為 1~10，
使用「sum = sum + i」敘述來累加各個索引值。



第 6 行：使用 print( )函式印出 1+2+…+10 的最終計算結果。
for…else…迴圈
for 迴圈有時會搭配 else 敘述，其語法如下：
for 變數名稱 in 序列:
for 的程式區塊
else:
else 的程式區塊

當 for 迴圈正常結束時，會執行 else 部分的程式區塊，請參考 for 迴圈搭
配 else 敘述的程式範例：
for i in range(1,6):
print(i, end=',')
else:
print('for 迴圈結束！')

for 迴圈搭配使用 else 敘述，起始值為 1，終止值為 6，增減值為 1，輸出
時每個項目之間以逗號「,」間隔，for 迴圈會執行 5 次（1、2、3、4、5），
最後印出 else 部分的「for 迴圈結束！」，其輸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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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迴圈結構之 while 敘述
while 迴圈的結構與 for 迴圈相似，while 迴圈會先檢查條件式是否成立，條
件式成立則進入 while 迴圈的程式區塊，如條件式不成立，則離開 while 迴圈。
通常，for 迴圈應用在已知迴圈執行次數的情況，while 迴圈可應用在未知迴圈
執行次數的情況，其基本語法如下：
while (條件式):
while 迴圈程式區塊

請參考程式範例：
i=1
while(i<=10):
print(i,end=' ')
i+=1

while 迴圈的條件式為「i<=10」，當 i 值小於等於 10 時，條件式成立，故
會持續在迴圈內執行；當 i 值超過 10 時，條件式不成立，故會離開迴圈，因此
該程式會依序印出變數 i 從 1 到 10 的變化，其輸出結果如下：

while 迴圈的流程圖表示法如下：

While 迴圈
條件式

False

True
迴圈內程式區塊

迴圈之後的敘述

迴圈

while 迴圈需要特別注意迴圈的跳出條件，萬一在條件設定上有問題，可能
會形成無窮迴圈，造成程式不斷執行迴圈裡的程式區塊。

程式範例：累加程式 1+3+5+…+99
參考檔案：5-2-1.py

學習重點：熟悉 while 迴圈的使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運用 while 迴圈，寫出一個程式，計算級數 1+3+5+…+99 的結果，執行結
果如下圖所示。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1+3+5+...+99 累加程式

1
2
3
4
5
6
7

i=1
sum=0
while(i<=99):
sum+=i
i+=2
print('1+3+5+…+99 = %d' %(sum))

三、程式碼解說


第 2、3 行：設定變數 i 的初值為 1（用於計算間隔為 2 的級數），設定
變數 sum 的初值為 0（用於計算累加總和）。



第 4～6 行：while 迴圈的條件式為「i<=99」，當 i 值小於等於 99 時，條
件式成立，故會持續在迴圈內執行；當 i 值超過 99 時，條件式不成立，
故會離開迴圈。while 迴圈的程式區塊為「sum+=i」敘述和「i+=2」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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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i 值的變化為 1、3、5、7…99，當 i 等於 101 的時候便不符合條件
式的要求，因此只會加總 1、3、5、7…99 等數值。


第 7 行：印出加總後 sum 的值，得到 1+3+5+…+99 的結果。

程式範例：捐款累加程式
參考檔案：5-2-2.py

學習重點：熟悉 while 迴圈的使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運用 while 迴圈，寫出一個程式，顯示使用者每次的捐款次數與金額，最後
會顯示總捐款金額，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程式碼
#捐款累加程式
i=1
sum=0
money = int(input('請輸入捐款金額(如要結束計算請按 0)：'))
while (money!=0):
sum += money
print('存了%d 次款項，累計：%d 元' %(i,sum))
i += 1
money = int(input('請輸入捐款金額(如要結束計算請按 0)：'))
print('總捐款金額合計：%d 元' %(sum))

迴圈

三、程式碼解說


第 2、3 行：設定變數 i 的初值為 1（用於計算捐款次數），設定變數 sum
的初值為 0（用於計算捐款總金額）。



第 4 行：使用 input( )函式讀入使用者輸入的每次捐款金額，並且轉成整
數型態後存入變數 money。



第 5~9 行：while 迴圈的條件式為「money!=0」，當 money 值不為「0」
的時候，條件式成立，會進入 while 迴圈做計算；當 money 值為「0」時，
條件式不成立，故會離開迴圈。



第 10 行：印出加總後 sum 的值，得到總捐款金額的計算結果。
while…else…迴圈
while 迴圈有時會搭配 else 敘述，其語法如下：
while (條件式):
while 迴圈程式區塊
else:
while 條件不滿足時執行的程式區塊

當 while 迴圈條件式不滿足時，會執行 else 部分的程式區塊，請參考 while
迴圈搭配 else 敘述的程式範例：
i=6
while(i<6):
print(i, end=',')
i+=1
else:
print('while 迴圈結束！')

變數 i 的初始值為「6」
，while 迴圈不滿足，所以直接印出 else 部分的「while
迴圈結束！」，其輸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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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break 敘述
當程式遇到 break 敘述時，將會直接跳出 for 迴圈或 while 迴圈，不再執行
迴圈內的程式敘述，會跳至迴圈的下一行程式敘述往下執行，並且大多會配合
判斷結構來使用。

程式範例：從起始數字開始印出連續數字，遇到 7 的倍數即跳出迴圈
參考檔案：5-3-1.py

學習重點：break 敘述的應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設計一個可以讓使用者輸入起始數字，印出其後的連續數字，直到遇到 7
的倍數即跳出迴圈，例如：使用者輸入起始數字「10」，會印出「10 11 12 13」
之值，其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1
2
3
4
5
6
7
8

程式碼
#印出起始數字起所有非 7 的倍數
num=int(input('請輸入起始數字：'))
while(num%7!=0):
print('%d'%(num))
if(num%7==0):
break
num+=1
print('以上為從起始數字開始，非 7 的倍數！')

迴圈

三、程式碼解說


第 2 行：使用 input( )函式讀入使用者輸入的起始數字，並且轉成整數型
態後存入變數 num。



第 3~7 行：while 迴圈的條件式為「num%7!=0」，當 num 值不為「7」
的倍數時，條件式成立，會進入 while 迴圈；當 money 值為「7」的倍數
時，條件式不成立，不會進入迴圈。



第 5 行：變數 num 會隨迴圈執行依次增加「1」，當 num 值為「7」的倍
數時，if…敘述成立，然後進入第 6 行，執行「break」敘述跳出迴圈。

5-4 continue 敘述
一般迴圈的執行流程都是在程式區塊執行完畢後，才繼續執行下一輪。但
是在某些特殊狀況，必須略過接下來的程式碼，然後直接跳到下一輪迴圈的起
始位置，此時就可以使用 continue 敘述。break 敘述與 continue 敘述最大的差異
在於，break 敘述會跳離該迴圈，而 continue 敘述則是忽略迴圈內剩下的程式敘
述，重新執行下一次的迴圈。
continue 敘述通常會配合一個判斷結構，如：if 敘述，也就是當符合條件時，
就執行 continue 的動作，直接跳回迴圈的起點。

程式範例：印出自訂區間內所有 3 的倍數
參考檔案：5-4-1.py

學習重點：continue 敘述的應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設計一個可以列出在區間內所有 3 的倍數之程式。使用者輸入「起始值」
與「終止值」之後，會列出所有為 3 的倍數之數字。例如：使用者輸入「50 150」
之後，程式會計算出從 50 到 150 之間，所有為 3 的倍數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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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印出自訂區間內所有 3 的倍數
p1=int(input('請輸入起始數字：'))
p2=int(input('請輸入結尾數字：'))

1
2
3
4
5
6
7

for i in range(p1,p2+1):
if(i%3!=0):
continue
print('%d ' %(i),end='')

三、程式碼解說


第 2、3 行：宣告變數 p1 和 p2，將變數 p1 當作起始值，將變數 p2 當作
終止值。



第 4～7 行：此段為 for 迴圈，變數 i 從 p1 開始，每次增加 1，只要 i 值
小於 p2+1，就執行 for 迴圈內的程式敘述。



第 5 行：用餘數運算「%」，判斷是否為 3 的倍數。當 i 值不是 3 的倍數
時，會執行 continue 敘述，略過第 7 行敘述，直接跳回迴圈的起點，不
執行 print( )函式印出其值，所以只會印出區間內 3 的倍數。

5-5 巢狀迴圈
如同巢狀的 If 結構，迴圈結構中可能還會包含迴圈結構，此種迴圈結構常
稱為「巢狀迴圈結構」，也就是迴圈結構裡還有迴圈結構。執行時，先從外部
迴圈進行第一輪，然後待內部迴圈執行結束後，外部迴圈才會進行到下一輪。

迴圈

程式範例：印出 99 乘法表
參考檔案：5-5-1.py

學習重點：巢狀 for 迴圈的使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請運用巢狀 for 迴圈配合 print( )函式，印出如下圖排列的 99 乘法表。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印出 99 乘法表
for i in range (1, 10): #外迴圈
for j in range (1, 10): #內迴圈

1
2
3
4
5

print ('{0:2d}*{1}={2:2d}'.format(i,j,i*j), end=' ')
print () #換下一列

三、程式碼解說


第 2～5 行：利用兩層 for 迴圈來做 99 乘法表。



第 2 行：外迴圈，將被乘數 i 值每次遞增 1。



第 3 行：內迴圈，將乘數 j 值每次遞增 1。



第 4 行：透過 i 值和 j 值的變化，計算並印出 99 乘法表的值，此處搭配
format 指令來格式化輸出的內容。



第 5 行：每執行完畢內迴圈一次，就使用 print( )函式來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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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範例：印出星形圖樣 1
學習重點：巢狀 for 迴圈的使用

參考檔案：5-5-2.py

一、程式設計目標
請運用巢狀 for 迴圈配合 print( )函式，印出如下圖排列的星形圖樣，可以
讓使用者輸入要列印的列數，每一列的星星個數與列數相同。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印出星形圖樣 1
line=int(input('請輸入要列印的星星列數：'))

1
2
3
4
5
6

for i in range(1,line+1):
for j in range(1,i+1):
print('*',end='')
print()
#換印下一列

#印出星號

三、程式碼解說


第 3 行：外迴圈，控制程式總共印幾列。



第 4 行：內迴圈，設計每一列的輸出，根據題目要求，使用迴圈控制，
第一次印出一個「*」，第二次印出兩個「*」……，如此就達到題目要
求了。



第 6 行：每執行完畢內迴圈一次，就使用 print( )函式來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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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程式練習
練習題 1：印出兩數之間的所有質數
參考檔案：5-6-1.py

學習重點：巢狀 for 迴圈的使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找出兩數之間的所有質數，並輸出至螢幕，下圖為起始數字「5」和結尾數
字「88」的執行結果。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印出兩數之間的所有質數
p1=int(input('請輸入起始數字：'))
p2=int(input('請輸入結尾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for i in range(p1,p2+1):
flag=1
for j in range(2,i):
if(not(i%j)):
flag=0
if(flag):
print('%2d 是質數'%(i),end=',')

三、程式碼解說


第 4～10 行：利用兩層 for 迴圈配合餘數運算「%」，來檢查是否為質數。
如果有因數，則表示不是質數，flag 值會被設為 0；如果沒有因數，則表
示是質數，flag 值會被設為 1，並且印出質數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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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 3：印出金字塔星形圖樣
學習重點：巢狀 for 迴圈的使用

參考檔案：5-6-3.py

一、程式設計目標
請運用巢狀 for 迴圈配合 print( )函式，印出如下圖排列的星形圖樣，可以
讓使用者輸入要列印的列數，每一列的星星個數與列數相同。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程式碼
#印出金字塔星形圖樣
line=int(input('請輸入要列印的星星列數：'))

1
2
3
4
5
6
7
8

for i in range(1,line+1):
for j in range(line,i,-1):
print(' ',end='')
#印出空白
for k in range(1,2*i):
print('*',end='')
print()

#印出星號

#換印下一列

三、程式碼解說


第 6 行：此題在印出星號的部分有一些變化，每次會增加 2 個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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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 5：完全數的尋找
參考檔案：5-6-5.py

學習重點：雙層 for 迴圈的使用

一、程式設計目標
一個數等於它所有的因數和，這種數我們稱它為完全數（不包括它本身）。
例如：
6=1+2+3
28=1+2+4+7+14

請寫一程式，找出 1~10000 之間所有的完全數，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

二、參考程式碼
列數
1
2
3
4
5
6
7
8

程式碼
#完全數尋找程式
for i in range(1,10000):
check =0
for j in range(1,i):
if(not(i%j)):
check += j #因數加總
if(check == i):
print('%d 是完全數' %(i))

三、程式碼解說
利用雙層 for 迴圈，依序檢查 1～10000 間的數值，將各個數的因數找出來
並加總，檢查該數是否等於它所有的因數和。

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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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

）1. 下列何種敘述會略過接下來的程式碼，然後直接跳到下一輪迴圈的起
始位置？
(a) break

（

(b) next

(c) for

(d) continue

）2. 執行下列程式後，其輸出內容為何？
i=3
while(i<6):
print(i, end=',')
i+=1
else:
print('5')

(a) 3,4,5,5
（

(b) 3,4,5,6

(c) 1,2,3,4,5

(d) 以上皆非

）3. 下列關於 range( )函式的敘述何者錯誤？
(a) 起始值為非必備參數，其預設值為 1
(b) 終止值為必備參數
(c) 增減值為非必備參數，其預設值為 1
(d) 主要用來建立整數序列

（

）4. 執行下列程式後，其輸出內容為何？
num=54
while(num%7!=0):
print('%d'%(num), end=',')
if(num%7==0):
break
num+=1
else:
print(num)

(a) 53,54,55
（

(c) 54,55,56

(d) 54

）5. for 迴圈的增減值之預設值為何？
(a) 1

（

(b) 54,55

(b) 0

(c) -1

(d) 無

）6. 下列程式碼會搭配哪一個指令逐一檢查資料？
(index < 10):

(a) if

(b) for

(c) while

(d) e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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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印出 99 乘法表程式，在下列程式碼中的 X 和 Y 值應為何者？
for i in range (1, 10):
for j in range (X, Y):
print ('{0:2d}*{1}={2:2d}'.format(i,j,i*j), end=' ')

(a) 1 9
（

(b) 1 10

(c) 0 9

(d) 0 10

）8. 請問下列程式碼的輸出結果為何？
numbers = [0, 1, 2, 3, 4, 5]
index = 0
while (index < 3)
print(numbers[index])
index+=1

(a) 0 1 2

(b) 1 2 3

(c) 1 3 5

問答題
1. 請說明迴圈的概念為何？
2. 請說明 for 迴圈的意義、語法與流程圖。

(d) 以上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