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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

快速入門
Python 是 什 麼？ 是 一 條 無 毒
蛇？是 60 年代末的一個喜劇劇團？
是一種程式語言？天啊！它到底是什
麼東西！

顯然有人在海上待得太
久了…

快來進行 Python 程式設計。
本章中，我們會介紹 Python 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識，而且會採用「深入淺出」
（Head First）系列典型的風格：開門見山（by jumping right in）。短短幾頁
後，你就會執行你的第一支範例程式。本章結束後，你不僅能夠執行範例程式，
你還會瞭解它的（以及更多其他的）程式碼。一路上，你將會學到 Python 程式
語言的一些基礎知識。所以，不要再浪費時間了。翻到下一頁，讓我們開始
吧！

進入新章節  1

說，Hello——不！

打破傳統
拿起任何一本程式語言的書，你首先看到的是一個 Hello World 範例。

我知道——你們
不也是從 “Hello,
World!” 開始的嗎？

不，我們不是。
這是一本「深入淺出」（Head First）風
格的書籍，我們做的是不一樣的事情。其
他的程式語言書籍有一個傳統，首先都
會以所要介紹的程式語言來示範如何撰寫
Hello World 程式。然而，以 Python 來說，
你只需要使用一列陳述式（statement），
調用 Python 內建的 print 函式，就可以
在螢幕上顯示傳統的“Hello, World!”訊
息。這似乎沒有什麼好讓人興奮的…它無
法教你任何東西。
所以，我們不打算以 Python 來示範 Hello
World 程式，因為這真的沒有什麼好學的。
我們要走一條不同的路…

從一個更好的例子開始
我們對本章的計劃是從一個更大的例子開始，所以會比 Hello World 更有用。
老實說，我們將要告訴你的這個例子有些刻意：它確實做了一些事情，但是
長遠來看並不完全有用。也就是說，我們的目的只是想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讓
你瞭解許多 Python 知識。我們保證在你看完第一個範例程式後，你已經具
備足夠的基礎知識，能夠自行以 Python 撰寫出 Hello World 程式。

2  第一章

基礎知識

現在就切入主題
如果你的電腦尚未安裝 Python 3，暫停一下，請先閱讀附錄 A 所提供的
安裝說明（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
安裝好最新版的 Python 3，就可以使用輔助工具。現在，我們將會使用
Python 內建的整合開發環境（IDE）來進行 Python 程式設計。

一開始只需要使用 Python 的 IDLE
當你在電腦上安裝 Python 3 的同時，你還得到了一個非常簡單但有用的
IDE，稱為 IDLE。雖然執行 Python 程式碼的方式有很多種（而且你在
本書也會看到其中許多種），但是一開始你只需要使用 IDLE。
在你的電腦上啟動 IDLE，然後使用 File->New File 選單項目來開啟一
個新的編輯視窗。當我們在電腦上這麼做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兩個視
窗：一個稱為 Python Shell，而另一個稱為 Untitled：

此視窗首先
被彈出，會
被當作「第一
個視窗」。

此視窗是
選取
File->New
File 的
結果，會
被當作
「第二個
視窗」。

啟動 IDLE，然後選取
File->New File，螢幕
上會出現兩個視窗。

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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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開始

瞭解 IDLE 的視窗
這兩個 IDLE 視窗都很重要。
第一個視窗，Python Shell，是一個用於執行程式碼片段的 REPL 環
境，通常一次只會執行一道陳述式。你越使用 Python，你會越喜歡

小錦囊

Python Shell，而且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你將會常常用到它。但現
在，我們對第二個視窗較感興趣。
第二個視窗，Untitled，是一個文字編輯視窗，可用於撰寫完整的
Python 程式。它不是世界上最棒的編輯器（因此你可以使用自己喜
歡的文字編輯器），但是 IDLE 的編輯器非常有用，而且具有一堆

REPL 是什麼？
它是技客（geek）描述“read-evalprint-loop”時所使用的簡寫，意
指讓你得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試驗程

現代的功能，包括語法上色的處理…等等。

式碼片段的互動編程工具。http://

現在讓我們把一小段 Python 程式鍵入文字編輯視窗。當你把下面的

en.wikipedia.org/wiki/Read-eval-

程式碼鍵入視窗後，使用 File->Save 選單項目，把你的程式存入名

print_loop 可以找到進一步的說明。

為 odd.py 的檔案中。
請務必完整地鍵入此處所示的程式碼：

現在還不需要
擔心這段程式碼
在做什麼。請直
接把它鍵入編
輯視窗。繼續
下去之前，務必
把它存入名為
odd.py 的檔案。

所以…現在呢？如果你像我們一樣心急，你可能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執行
這段程式碼，對吧？讓我們現在就這麼做。對編輯視窗中你所鍵入的程式
碼（如上面所示），按下 F5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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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
如果你的程式碼執行時沒有發生錯誤，請翻到下一頁，繼續閱讀下去。
如果在你試圖執行程式碼之前，你忘了保存程式碼，IDLE 會提醒你，
因為你必須先把任何新的程式存入一個檔案。如果你尚未保存你的程式
碼，你將會看到如下的訊息：

預設情況下，IDLE
將不會執行尚未被
保存的程式碼。

單擊 OK 按鈕，接著為你的檔案指定一個名字。我們選擇以 odd 做為檔
名，並加上 .py 副檔名（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遵守的 Python 慣例）：

你可以自由地為程
式選擇你喜歡的名
稱，但如果你使用
我們所選擇的名稱，
那或許是最好的。
如果現在你的程式碼可以執行（已被存入檔案），翻到下一頁，繼續閱
讀下去。然而，如果你的程式中某處出現語法錯誤，你將會看到此訊
息：

單擊 OK（確定）按鈕，然後注意 IDLE 所指出發生語法錯誤的位置：
在編輯視窗中尋找紅色的區塊。確定你的程式碼跟書上一樣，再次儲存

正如你所見，IDLE
對語法錯誤的描
述並不擅長。但
是 IDLE 會以一個
紅色的區塊來指出
發生問題的位置。

你的檔案，然後按下 F5 鍵要求 IDLE 再次執行你的程式碼。

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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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F5 鍵沒問題了！

按 F5 鍵執行你的程式碼
按下 F5 鍵以便執行當前所選定之 IDLE 文字編輯視窗中的程式碼——當然，
這是假定你的程式碼中並未發生執行階段錯誤（runtime error）。如果有發
生執行階段錯誤，你將會看到 Tr a c e b a c k 錯誤訊息（以紅字呈現）。閱讀
訊息的內容，然後回到編輯視窗，確定你所鍵入的程式碼跟書上一樣。保存
修改好之程式碼，然後再按一下 F5 鍵。當我們按下 F5 鍵，Python Shell 會

從此處開始，我們
將會把「IDLE 文
字編輯視窗」簡稱
為「編輯視窗」。

成為「作用中視窗」（active window），於是我們會看到：

處
如果你看到的訊息與此
閱讀
不同，不要擔心。繼續
樣。
下去，瞭解為什麼會這

你看到的訊息可能是「Not an odd minute」，這取決於你當前的時間。如果是
這樣，不要擔心，因為此程式會根據你的電腦的當前時間所包含分鐘值，是
否為奇數來顯示不同的訊息（我們曾說這個例子是刻意的，不是嗎？）如果你
多等待一分鐘，接著單擊編輯視窗（以便選取它），然後再按一下 F5 鍵，你
的程式碼會再執行一次。這次你看到的訊息將會是「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假設你等待了必要的分鐘數）。只要你喜歡，你隨時都可以執行此程
式碼。這是我們（非常耐心地）等待必要的分鐘數之後所看到的結果：

讓我們花一些時間來瞭解此程式是如何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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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執行程式碼
當 IDLE 要求 Python 執行編輯視窗中的程式碼，Python 會從檔案頂端開始執行程式碼。
那些從「類 C」（C-like）語言來到 Python 的人可能會發現，Python 中沒有 main()
函式或方法的概念。也沒有你熟悉的「編輯 – 編譯 – 連結 – 執行」（edit–compile–link–
run）過程。使用 Python，只需要編輯和儲存你的程式碼，就可以立即執行它。

等一下。你說：「IDLE 會要求 Python
執行程式碼」…但 Python 不是程式語
言，而 IDLE 不是 IDE 嗎？如果是這
樣，程式是如何執行的?!?

噢，好問題。你搞混了。
此處你需要知道的是：Python 是程式語言的名字，而 IDLE 是
Python 內建之 IDE 的名字。
也就是說，當你把 Python 3 安裝到電腦上，你也安裝了解譯器
（interpreter） 。這就是執行 Python 程式碼的方式。而令人困惑的

是，這個解譯器也稱為 Python。為了明確起見，大家應該以較正確
的名稱來指稱它，也就是：Python 解譯器。但是，唉，並沒有人這
麼做。
本書，從現在開始，我們將會以 Python 來指稱語言，以解譯器來指
稱執行 Python 程式碼的方式。以 IDLE 來指稱 IDE，它會透過解譯
器來執行你的 Python 程式碼。程式碼的執行實際上是由解譯器來進
行。

問 ：Python 解譯器是否類似於 Java VM？

問：但是，應該會在某個階段進行程式碼的編譯，對吧？

答 ：是，也不是。以解譯器執行你的程式碼來看，是 答 ：是的，沒錯。但是解譯器並不會讓

Python 程式

這樣沒錯。但是以執行的方式來看，並非如此。Python

員（你）看到這個過程。它會替你處理所有的細節。你

中，沒有把原始碼編譯成可執行程式（executable）的

所看的是，你的程式碼執行時，IDLE 會替你與解譯器

概念。與 Java VM 不同的是，解譯器並不會執行 .class

互動。繼續閱讀下去，我們將會對此過程做進一步的說

檔案，它只會執行你的程式碼。

明。

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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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地

執行程式碼，一次一道陳述式
下面把第 4 頁的程式碼再列一次：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odds = [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

right_this_minute = datetime.today().minute

if right_this_minute in odds:
print("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
else:
print("Not an odd minute.")

讓我們來扮演 Python 解譯器
讓我們花一些時間來執行這段程式碼，就像解譯器那樣，一次一列，從檔案

把模組視為相關

的頂部到底部。

函式所構成的一

程 式 碼 的 第 一 列 用 於 從 P y t h o n 的 標 準 程 式 庫 （ s t a n d a rd l i b r a r y ） 匯 入

個集合。

（import）既有的功能，此程式庫中包含大量的軟體模組，用於提供大量預先
建構（且高品質的）可重用程式碼。
在我們的程式碼中，我們特別從標準程式庫的 datetime 模組要求了一個子
模組。事實上，該子模組也稱為 datetime ，可能會造成混淆，但這就是它
的運作方式。 datetime 子模組提供了一個機制可用於處理時間，正如你在

這是子模組
的名稱。

接下來的幾頁所看到的。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這是標準程式庫模
組
的名稱，用於從該
模組
匯入可重用的程式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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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ds = [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
		...

列程式
本書中，當我們要你注意某
來（就
碼的時候，我們會它標示出
。
像我們在此處所做的那樣）

記住：解譯器會
從檔案的頂部開
始，逐列執行
Python 程式碼，
直到檔案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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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 + 模組 = 標準程式庫
Python 的 標 準 程 式 庫 非常豐富，並且提供了大量可重用的程式碼。
讓我們來檢視另一個模組，稱為 os ，它讓我們得以使用與平台無關的方式來跟底
層的作業系統互動（稍後我們會回頭來探討 datetime 模組）。讓我們來看 os 所
提供的一個函式——getcwd，當它被調用時，它會回傳你的當前工作目錄。
欲匯入模組並在 Python 程式中調用其函式，你通常會這麼做：
from os import getcwd

從模組匯入函式…

where_am_I = getcwd()

…然後根據需要調用。

一個模組由一群相關的函式所構成，而標準程式庫中包含了許多模
組：

函式…
getcwd

…被包含在一個模組中

函式被包含在模組
中，而模組被包含

…

在標準程式庫中。
…而模組被包含在
標準程式庫中。

mkdir
getcwd
chmod
os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enum

json

mkdir
getcwd
chmod
mkdir
getcwd
chmod

os
mkdir
getcwd
chmod

random

這個階段還不需要擔心這些模組的功能。下一
頁我們將會很快
看一下其中一些模組，而且本書稍後會看到更
多其他的模組。

time

sys

datetime

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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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

標準程式庫探究
標 準 程 式 庫 是 Python 之皇冠上的寶石，其所提供的可重用的模組，可協助你處理資料、操作
ZIP檔案、傳送電子郵件以及處理 HTML…等等。標準程式庫甚至還包含 web 伺服器以及流行的
SQLite 資料庫技術。我們在此處將會簡要地介紹一下標準程式庫中幾個最常被用到的模組。想要照
著做的人，可以鍵入你在 >>> 提示符號中所看到的例子。如果你現在檢視 IDLE 的編輯視窗，點選
「Run->Python Shell」選單項目就可以看到 >>> 提示符。
首先讓我們來瞭解一下用於執行解譯器的系統。雖然 Python 以跨平台自豪，在一個平台所撰寫的
程式碼（通常不必改變就）可以在另一個平台上執行，有些時候，知道解譯器執行於何種系統（例
如，Mac OS X）之上很重要。 sys 模組可協助你進一步瞭解執行解譯器的系統。想要瞭解底層運作
的是何種作業系統，你首先需要匯入 sys 模組，然後存取其 platform 屬性：

>>> import sys
>>> sys.platform
'darwin'

匯入需要用到的模組，然後存取你
感興趣的屬性。看來底層運行的是
darwin，這是 Mac OS X 核心的名稱。

以 sys 模組為例，可重用模組具有可供存取的預設屬性（例如 platform），此外為了確定現在執
行的是哪個版本的 Python，我們可以把預設屬性 version 傳遞給 print 函式，以便顯示在螢幕上：
>>> print(sys.version)
3.4.3 (v3.4.3:9b73f1c3e601, Feb 23 2015, 02:52:03)
[GCC 4.2.1 (Apple Inc. build 5666) (dot 3)]

關於我們所執行的 Python
版本，我們會看到許多資
訊，包括它是 3.4.3 版。

以 os 模組為例，可重用模組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且能夠讓你的 Python 程式碼以系統無關的方式來
與底層的作業系統互動，無論是哪種作業系統。
例如，下面示範如何在你的程式碼中使用 getcwd 函式來顯示當前工作目錄。如同任何其他模組，
調用函式之前，你必須先匯入模組：
>>> import os
>>> os.getcwd()
'/Users/HeadFirst/CodeExamples'

匯入模組，然後調用你需要的功能。

你可以（使用 environ 屬性）取得系統全部的環境變數或（使用 getenv 函式）取得系統個
別的環境變數：
>>> os.environ
'environ({'XPC_FLAGS': '0x0', 'HOME': '/Users/HeadFirst', 'TMPDIR': '/var/
folders/18/t93gmhc546b7b2cngfhz10l00000gn/T/', ... 'PYTHONPATH': '/Applications/
Python 3.4/IDLE.app/Contents/Resources', ... 'SHELL': '/bin/bash', 'USER':
'HeadFirst'})'
你可以使用 getenv 來存取你所指名的
>>> os.getenv('HOME')
'/Users/HeadFirst'
屬性（包含在 envi

ron 的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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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 屬
性裡包含
許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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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程式庫探究（續）
你常會有處理日期（以及時間）的需要，若你要處理此型態的資料，標準程式庫所提供的
datetime 模組便可以派上用場。 date.today 函式可以為你提供今天的日期：
>>> import datetime
>>> datetime.date.today()
datetime.date(2015, 5, 31)

今天的日期

但，以這種方式來顯示今天的日期似乎很奇怪，不是嗎？調用 date.today 的時候，你可以透過附
加上不同的屬性來分別讀取日、月、年的值：
>>> datetime.date.today().day
31
>>> datetime.date.today().month
5
>>> datetime.date.today().year
2015

今天日期的各組件

調用 date.isoformat 函式並傳入今天的日期， isoformat 會把今天的日期轉換成字串，以更具
用戶友善性的形式呈現：
>>> datetime.date.isoformat(datetime.date.today())
'2015-05-31'

今天的日期被轉換成字串

然後是時間，我們每個人似乎都沒有足夠的時間。標準程式庫可以告訴我們現在是幾點？可以。匯
入 time 模組後，你只要調用 strftime 函式並指定你想要顯示的時間就行了。下面的例子中，我
們打算以 24 小時制來顯示當前時間的小時值（ %H）和分鐘值（ %M）：
>>> import time
>>> time.strftime("%H:%M")
'23:55'
我的天啊！都這麼晚了！

那麼要如何算出今天是星期幾、現在是上午還是下午？調用 strftime 的時候，使用 %A %p 格式就
行了：
>>> time.strftime("%A %p")
'Sunday PM'

我們已經算出現在是星期日晚上、差五
分鐘到午夜…也許該上床睡覺了？

讓我們為標準程式庫所提供的可重用性舉最後一個例子，假設你有一些 HTML，但是你擔心其中可
能包含一些具潛在危險性的 <script> 標記。如果要透過解析 HTML 來偵測和移除標記，為什麼不
使用 html 模組的 escape 函式來對這些棘手的角括號進行編碼？或者，你有一些編碼過的 HTML，
而你想要回傳它的原始形式？那麼你可以使用 unescape 函式。這裡有兩個例子：
>>> import html
>>> html.escape("This HTML fragment contains a <script>script</script> tag.")
'This HTML fragment contains a &lt;script&gt;script&lt;/script&gt; tag.'
>>> html.unescape("I &hearts; Python's &lt;standard library&gt;.")
"I ♥ Python's <standard library>."

從一般文字轉
換成 HTML 編
碼的文字，以
及從 HTML 編
碼的文字轉換
成一般文字
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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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的一切東西

自帶電池
我猜這就是人們說「Python
自帶電池」的意思，是嗎？

是的。這就是他們的意思。
由於標準程式庫是如此的豐富，這麼說的意思
是：只要安裝 Python，你 馬上就有生產力 。
聖誕節早上，打開新玩具才發現沒有電池的情
況，不會發生 Python 之上；它配備了你需要
的一切東西。這種說法不僅適用於標準程式庫
的模組：別忘了，還包括 IDLE，它提供了一
個馬上可用的小型 IDE。
你只需要撰寫程式碼就可以了。

小錦囊
問 ： 我如何知道標準程式庫中每一個模組的功

標準程式庫並非是你能夠找到可匯入之絕佳模

能？

組的唯一地方。Python 社群還支援豐富的第三

答 ：Python

文件可以找到標準程式庫的所有

方模組，本書稍後將會探索其中一部分。如果

答案。這是起點：https://docs.python.org/3/

你想要先睹為快，可以查看社群所管理的儲存

library/index.html。

庫：http://pypi.pyth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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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資料結構
除了隨附一流的 標準程式庫 （standard library），Python 還內建了強大的 資料結構
（data structure）。其中之一是 串列 （list），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功能非常強大的
陣列 （array）。如同許多其他語言的陣列，Python 的串列（或稱為清單）會被放在一
對方括號（ []）裡。

程式中的下三列程式碼（如下所示）會把由奇數所構成的串列字面（literal）賦值給一
個稱為 odds 變數。儘管此程式中的 odds 是一個整數串列，不過 Python 中的串列可
以包含任何型態的任何資料，一個串列甚至可以包含不同型態的資料（如果你想要的
話）。注意，儘管 odds 串列橫跨三列，它只是一道陳述式。這其實沒關係，因為解
譯器只會在找到與左方括號（ [）相對應的右方括號（ ]）才會認為這道陳述式結束了。

如同陣列，
串列可以保
存任何型態
的資料。

通常， Python 會使用列結束符號（end of the line）來結束一道陳述式 ，但是也有
例外的情況，橫跨多列的串列便是其中之一（稍後我們還會看到其他的）。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此程式碼會把奇數
所構成的一個串列
字面賦值給一個稱
為 odds 的新變數。

odds = [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
		...

這是奇數串列，被放
在一對方括號裡。這
道陳述式橫跨三列，
不會有什麼問題。

串列可用於處理許多事情，對此我們將會在後面的章節做進一步的討論。你
只需要知道此串列現在已經存在，並且已經被賦值給 odds 變數（由於使用了
賦值運算符 ﹝assignment operator﹞ =），而且包含了此處所列示的數字。

Python 變數的動態賦值
進入下一道程式碼之前，或許需要說明一下變數，特別是如果你已經習慣，

Python 隨附了許

在使用變數 之前 預先宣告變數的資料型態（正如像靜態定型語言中那樣）。

多常見的運算符，

在 Python 中，當你首次使用變數，它就會突然出現，而且你 不需要預先宣

包括 <、>、<=、

告它的資料型態 。Python 變數會從你賦值給它的物件之型態取得其型態資

訊。此程式中，我們會把一個數字串列賦值給 odds 變數，所以 odds 的資
料型態為串列。
讓我們來看另一種變數賦值陳述式。幸運的是，這正好也是此程式中下一列

>=、==、!=，以
及賦值運算符 =。

程式碼。

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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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值運算符隨處可見

調用方法取得結果
此程式中的第三道程式碼是另一種 賦值陳述式 （assignment statement）。
不同於上一道程式碼，它不是把一個資料結構賦值給一個變數，而是把方法調用的結果
賦值給另一個新變數，稱為 right_this_minute。讓我們再看一次第三道程式碼：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odds = [ 1,

這裡建立了另一個
。
變數，並對它賦值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

right_this_minute = datetime.today().minute

將此調用所產生
的值賦值給變數。

if right_this_minute in odds:
print("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
else:
print("Not an odd minute.")

調用內建模組的功能
第三道程式碼調用了一個稱為 today 方法，該方法係來自 datetime 次模組（submodule），
而 datetime 本身是 datetime 模組的一部分（這樣的命名策略的確有點令人困惑）。
你可以從標準的後綴圓括號 () 看出這是在調用 today 方法。
當 today 被調用，它會回傳一個「時間物件」（資料型態為 datetime.datetime），
其中包含了關於當前時間的許多資訊。這些資訊就是當前時間的屬性（attribute），
你可以通過常用的點號（dot-notation）語法來存取它們。此程式中，我們感興趣的
是 minute 屬性，我們可以通過為方法調用附加上 .minute 來存取該屬性，正如你在

本書稍後
你將會看
到更多的
點號語法。

前面所看到的那樣。然後將所得到的值，賦值給 right_this_minute 變數。你可以像
這樣來描述這道程式碼：建立一個代表今日時間的物件，在把它賦值給變數之前，先取
出 minute 屬性的值。將這道程式碼拆成兩列會比較容易理解：

首先，確定當前
時間…

time_now = datetime.today()
right_this_minute = time_now.minute

你可以這樣做（如果你喜歡的話），但大多數的 Python 程式員並 不 喜歡建立臨時變數
（此例的 time_now ），除非程式稍後需要用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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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何時執行程式碼區塊
這個階段我們已經取得了一個名為 odds 的數字串列。我們還取得了一個名為 right_
this_minute 的分鐘值。為了確定儲存在 right_this_minute 中的當前分鐘值是否為奇

數，我們需要一些辦法來確定它是否位於 odds 串列。但是我們該怎麼做呢？
這類問題的處理對 Python 而言其實很簡單。除了你在任何程式語言中可以找到的比較運
算符（例如，>、<、>=、<= 等等），Python 自己還隨附了一些「超級」（super）運算
符， in 便是其中之一。
in 運算符可用於檢查一個東西是否位於另一個東西裡。讓我們來看此程式的下一列程式碼，

它會使用 in 運算符來檢查 right_this_minute 是否位於 odds 串列中：
...
right_this_minute = datetime.today().minute

這道 if 陳述式
的求值結果不是
True 就是 False。

if right_this_minute in odds:
print("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
...

in 運算符很有用。
它可以判斷一個東
西是否位於另一個
東西裡。

in 運算符的回傳值不是 True 就是 False。正如你所期望的，如果 right_this_minute
中的值位於 odds，if 陳述式的求值結果為 True，於是 if 陳述式會執行伴隨的程式碼區塊。

Python 的程式碼區塊很容易發現，因為它們總是縮排。

我們的程式中有兩個區塊，這兩個區塊都會調用 print 函式。此函式會在螢幕上顯示訊息
（本書將會大量使用此函式）。當你將程式碼鍵入編輯視窗，IDLE 會自動縮排以提醒你注
意。這非常有用，但請務必檢視 IDLE 的縮排是你想要的：

...

這是一個程式碼
區塊。注意：程
式碼被縮排了。

right_this_minute = datetime.today().minute

if right_this_minute in odds:

print 函式會在標準
輸出（也就是，你
的螢幕）之上顯示
訊息。

print("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
else:
print("Not an odd minute.")

這裡沒有使用大括號，你注意到了嗎？

這是另一個式碼區塊。
。
注意：程式碼也被縮排了 目前位置 4  15

沒有大括號

我的大括號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習慣於使用大括號（{ 與 }）來界定程式碼區塊的程式語言，當你
在 Python 的程式碼中首次遇到區塊（block），你可能會感到迷惑，因為
Python 不會把大括號使用在此目的。Python 會使用 縮排 （indentation）
來界定程式碼區塊，Python 程式員比較喜歡以 套組 （suite）來稱呼區塊

Python 程式員使用
「套組」（suite）

（只是稍微改變一下說法）。
這並不是說大括號不能在 Python 中使用。Python 中可以使用大括號，但
正如你在第 3 章將看到的，大括號係用於分隔資料，而不是用於分隔程式

來指稱程式碼「區

碼套組（也就是，區塊）。

塊」（block）。實

任何的 Python 程式碼中只要有套組，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因為它們總是

際上這兩種稱呼都

被縮排。閱讀程式碼的時候，這有助於你快速找到套組。冒號（:）是另一
個線索，在 Python 的控制陳述式（像是 if、 else、 for …等等）中看到
冒號，就知道後面伴隨著一個套組。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你將會看到許多

會被用到，但是

這樣的例子。

Python 的文件比較

冒號用於導入一個被縮排的程式碼套組

喜歡使用「套組」

冒號（:）很重要，因為它導入了一個必須向右縮排的程式碼套組。如果

（suite）。

你忘了在冒號之後縮排你的程式碼，解譯器將會引發錯誤。
在我們的例子中，不只 if 陳述式的結尾有一個冒號， else 的結尾也有一
個冒號。讓我們再看一次所有的程式碼：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odds = [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

right_this_minute = datetime.today().minute

if right_this_minute in odds:
print("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
else:
print("Not an odd minute.")

我們的討論即將進入尾聲，只剩最後一道陳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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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之外還可以有「else」（別的）嗎？
範例程式碼的討論即將結束，只剩一道程式碼。這道程式碼並不長，但
是很重要： else 陳述式指出了，當 if 陳述式回傳 False 值，所執行的
程式碼區塊。
仔細檢視範例程式碼，我們發現 else 陳述式並未縮排而與 if 陳述式對
齊：
if right_this_minute in odds:
print("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

看到冒號了嗎？

else:
print("Not an odd minute.")

你有發現 else
並未縮排而與
if 對齊？

Python 新手第一
我想，如果有 else，那麼必定
也有 else if，或者 Python 會
把它拼成 elseif？

次撰寫程式碼的時
候，忘記冒號是一
個極常見的錯誤。

不。Python 會把它拼成 elif。
如果一道 if 陳述式有許多條件要檢查，可
以使用 Python 所提供 elif 以及 else 。你
可以根據需要，使用多道 elif 陳述式（每一
道皆有自己的套組）。
這裡有一個小例子，假定我們先前已經把一
個（表示今天是星期幾的）字串賦值給名為
today 的變數：
if today == 'Saturday':
print('Party!!')
elif today == 'Sunday':
print('Recover.')
else:
print('Work, work, work.')

這裡有三個套
組：一個用於
if、一個用於
elif、最後一個
用於 else。

目前位置

4  17

縮排像瘋了似的

套組之中可以內嵌套組
任何套組（suite）之中可以內嵌任何數量的套組，內嵌的套組也必須進行
縮排。當 Python 程式員談論內嵌的套組，他們想談的其實是 縮排等級
（levels of indentation）。
任何程式的初始縮排等級，一般會被稱為 第一級 （許多程式言進行計數的
時候，都會從一開始起算）或稱為縮排等級 零 。後續的等級依序稱為第二
級、第三級、第四級…等等（或稱為縮排等級一、縮排等級二、縮排等級
三…等等）。
下面是上一頁的範例程式碼經過修改的版本。注意，一個內嵌的 i f /
else 已被添加到「當 today 被設定為 'Sunday' 所執行的 if 陳述式」。

我們還假定存在另一個變數，名為 condition ，而且被設定為一個值，
用於表達你當前的感覺。我們已經指出了每個套組所在的位置，以及它出
現在哪一個縮排等級：

這四列程式
碼也是一個
套組。

這一列程式碼就是
一個套組。

if today == 'Saturday':
print('Party!')
elif today == 'Sunday':
if condition == 'Headache':
print('Recover, then rest.')
else:
print('Rest.')
else:
print('Work, work, work.')

這兩列程式
碼各自都是
套組。

這一列程式碼就是
一個套組。
縮排等級二

縮排等級零
縮排等級一

需要注意的是，當不同列的程式碼位於相同的套組（within the same
suite），只有處在相同縮排等級的程式碼彼此相關。當不同列的程式碼
位於不同的套組，這些程式碼是否處在相同的縮排等級並無關緊要。關
鍵在於，縮排係用於界定 Python 中的程式碼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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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
討論完最後這幾列程式碼，讓我們暫且回顧一下 odd.py 程式告
訴了我們關於 Python 的哪些事情：

重點提示
■ Python 隨附了一個內建的 IDE，稱為 IDLE，

■ 當你撰寫 Python 程式，你將會有一組標準的

它讓你得以建立、編輯以及執行你的 Python

資料結構可以使用。串列（list）是其中之一，

程式碼 ——你只需要鍵入和保存你的程式碼，

它的概念非常類似於陣列（array）。

然後按下 F5 鍵。

■ 變數的資料型態並不需要事先宣告。Python

■ IDLE 會替你與 Python 解譯器互動，自動完
成「編譯、鏈結、執行」（compile-link-run）
的過程。這讓你得以專注在程式碼的撰寫。

中，當你對變數賦值，它會動態取得該 值 的
資料型態。
■ 你 可 以 使 用 if/elif/else 陳 述 式 來 做 決

■ 解譯器會從上到下執行你（保存在檔案中）

策。 if、 elif 和 else 等關鍵字會出現在程

的 程 式 碼， 一 次 一 列。Python 中， 沒 有

式碼「區塊」（在 Python 的世界中稱為「套

main() 函式 / 方法的概念。

組」）的前面。

■ Python 隨附了強大的標準程式庫，讓程式員

■ 程式碼套組的辨識很容易，因為它們總是會

得 以 存 取 大 量 的 可 重 用 模 組（ datetime 只

被縮排。Python 中，縮排是唯一的程式碼分

是其中一個例子）。

組機制。
■ 除了縮排，程式碼套組的前面也會出現一個
冒號（:）。這是語言的語法要求。

程式這麼短，說明卻是一長
串！那麼…本章接下來的計
畫是什麼？

讓我們來擴充此程式，以便做更多的事情。
的確，儘管這支程式並不長，卻能夠做許多事情，但是
我們需要以更長的篇幅來說明它。這是 Python 的一個強
項： 幾列程式碼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
再看一次前面所列示的程式碼，然後翻到下一頁，看看
我們的程式碼將會被加入哪些東西。

目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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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該怎麼辦

擴充我們的程式，以便做更多事
讓我們來擴充我們的程式，以便多學一點 Python 的知識。
現在，我們的程式執行過一次就會終止。假設我們想要讓此程式執行一
次以上；例如五次。舉例來說，讓我們執行這個「分鐘數檢查程式碼」
以及 if/else 陳述式五次，每筆訊息之間會暫停隨機的秒數（只為了讓
事情有趣一些）。當程式終止執行，螢幕上應該會出現五筆訊息，而不
只是一訊息。
再看一次程式碼，但是這次圈出了需要執行許多次的部分：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odds = [ 1,

讓我們來調整
程式，以便執
行這個程式碼
許多次。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

right_this_minute = datetime.today().minute

if right_this_minute in odds:
print("This minute seems a little odd.")
else:
print("Not an odd minute.")

我們需要：
1

以迴圈執行被圈出的程式碼。
迴圈讓我們得以迭代任何套組，而 Python 為我們提供了做到這點的一些方式。此狀況下（不
探究為什麼），我們將會使用 Python 的 for 迴圈來進行迭代。

2

暫停執行。
Python 的標準 time 模組提供了一個名為 sleep 的函式，它可以暫停執行你所指定的秒數。

3

產生一個隨機數字。
幸運的是，另一個 Python 模組， random，提供了一個名為 randint 的函式，可用於產生一
個隨機數字。讓我們使用 randint 來產生一個介於 1 至 60 的數字，然後在迴圈的每個循環
使用該數字來暫停程式的執行。

現在知道我們想要做什麼了。但是要去做這些改變，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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