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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二版）

書籍的修訂改版作業始終是個艱鉅的任務。筆者希望保留第一版中（於

2009 年出版）所有品質良好的內容並修正其中的某些缺點，以及加入額外

的新資料項目。本書第二版持續依循首版中論述的原則：

 使用實際程式碼，而不只是以虛擬碼來描述演算法內容

 將演算法與要解決的問題分離

 引入足夠的數學內容

 提供實證性的數學分析

本書第二版中，筆者縮短文字描述的長度與簡化內容佈局，進而騰出空間

加入新的演算法篇幅和其他資料項目。筆者認為自己會持續在電腦科學領

域，針對實際軟體系統有顯著影響的重要項目，提供概括的觀點。 

第二版更新的內容

在第二版的內容中，筆者採用以下的原則

新增演算法

本書第一版出版之後，筆者經常收到讀者的一些評論，譬如：「為什

麼沒有納入合併排序（Merge Sort）？」或「為什麼不討論快速傅利
葉轉換（FFT──Fast Fourier Transform）？」。雖然本書無法滿足
讀者的所有需求，然而筆者在第二版中新增下列的演算法：

 Fortune 演算法（Fortune's algorithm），用於計算一組點的
Voronoi圖（第 283頁的「Voronoi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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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排序（Merge Sort），其中針對內部記憶體資料以及外部檔
案作討論（第 85頁的「合併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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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執行緒的快速排序（Quicksort）（第 346 頁的「平行演算

法」） 

 AVL平衡二元樹（AVL Balanced Binary Tree）實作（第 127頁

的「解法」） 

 空間演算法（Spatial Algorithms）是全新的章節（第十章），

其中探討的主題包含 R樹（R-Trees）與四元樹（Quadtrees） 

總而言之，本書涵蓋將近 40個重要的演算法。 

簡化內容呈現 

為了騰出容納新資料的空間，筆者幾乎對第一版中每個方面的內容進

行調整。其中簡化用於描述每個演算法的範本架構，並減少附帶的描

述 

項目。 

新增 Python語言版的實作 

並非以 Python 語言重新實作現有的演算法，筆者刻意使用 Python 語

言來對大部分新增的演算法進行實作。 

管理程式碼資源 

第一版的範例程式是以 ZIP 壓縮檔案供讀者取用。而筆者在第二版已

經將相關程式碼轉存於一個 GitHub 儲存庫（ https://github.com/ 

heineman/algorithms-nutshell-2ed）。多年來，筆者盡力提高程式碼與

其相關文件的品質。其中已經將成果整合在本書第一版出版後所撰寫

的許多部落格內容項目中。目前有 500 多個單元測試案例，筆者有使

用程式碼涵蓋分析工具，來確保測試範圍涵蓋本書 99％的 Java 程

式。總括而言，程式碼儲存庫由 110個以上的 KLOC組成。 

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 
在尋求如何實作或使用演算法的相關實用資訊時，筆者希望本書成為讀者

的主要參考資源。書中探討一系列現有的演算法來解決大多數的問題，並

本著以下的原則進行內容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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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描述每個演算法時，筆者使用一個格式化範本，而適當的表達每

項討論內容，並解釋每個演算法的要點 

 筆著使用各種語言（其中包括 C、C ++、Java 與 Python）來實作每

個演算法。如此一來，可以搭配使用讀者熟悉的程式語言，進而具

體的探討書中的演算法 

 筆著會描述每個演算法的預期效能，並根據實證提供結果來支援對

應的聲明內容 

本書適合軟體從業人員與程式設計師閱讀。為了符合讀者的目標所求，讀

者需要參考某個有品質的資源，而其中會解釋用來解決實際問題之實用演

算法的運算解。本書假設讀者已經知道如何用各種程式語言撰寫程式。讀

著也需要知道關鍵的電腦科學資料結構，譬如：陣列、鏈結串列、堆疊、

佇列、雜湊表、二元樹以及無向圖和有向圖。讀者不需要實作這些資料結

構，因為程式碼儲存庫通常會提供對應資料結構的實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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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期望讀者使用本書來了解用於高效解決問題的嘗試與測試解法。讀者

會學習一些進階資料結構與嶄新的方式，來應用標準資料結構以提高演算

法的運作效率。當讀者看到每個演算法針對高效解法所作的關鍵決策時，

會提升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編排習慣如下所示： 

程式碼（Code） 

所有程式碼範例皆以此字體呈現。 

書中的程式碼是直接從程式碼儲存庫複製而來，以呈現實際的程式範

例內容。所有程式碼陳列都是「美化呈現」，以突出顯示程式語言的

相應語法。 

斜體字（Italic） 

表示用於描述演算法與資料結構的關鍵術語。也用於引用範例之虛擬

碼描述中的變數。（中文則用楷體字呈現）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表示實作內容中實際的軟體元素的名稱，譬如 Java語言的類別、C語

言的陣列名稱以及常數（譬如 true或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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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的思量 

演算法，事關緊要！明瞭某個演算法適用於某些情況下，能夠對其中所創

作的軟體產生巨大的影響。讀者可將本書做為一些重要演算法範疇的學習

指引，譬如排序與搜尋方面的演算法。本書將會對解決問題的演算法所採

取的一些常用作法加以介紹，例如：分治（Divide and Conquer）或貪婪

（Greedy）策略。讀者可以應用相關的內容來改善軟體的運作效率。 

自從人們利用電腦運算以來，資料結構已與演算法密不可分。讀者將會在

本書中學到一些基本的資料結構，其用於適度表述高效（efficient）處理

的資訊。 

選用演算法時需要注意什麼事項呢？筆者會在接下來的章節進行相關的

探討。 

了解問題 
設計演算法的第一步是了解其中想要解決的問題。首先來討論一個與計算

幾何（computational geometry）領域相關的簡單問題。假設二維平面上有

一組點 P，如圖 1-1 所示，想像有條圍繞著這些點而能夠伸展與釋放的橡

皮筋。其所造成的某個形狀被稱為凸包（convex hull）或凸殼（即：完

全包圍 P 中所有點的最小凸多邊形）。其中的任務是設計一個演算法來計

算涵蓋一組二維點的凸包。 

已知集合 P的一個凸包，在 P中的任意兩點間形成的任何線段，皆會落在

此凸包的範圍之內。接著假設以順時針方向排序凸包邊上的這些點。因

此，這是以 h 個點 L0、L1、......、Lh–1的順時針次序形成的凸包，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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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每三個點 Li、Li+1、Li+2組成的一組序列會建構出一個向右轉折型態

（right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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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平面上一組 15 個點分布的範例  

 

圖 1-2 計算點集合的凸包  

僅利用上述資訊，或許能夠描繪出任意一組點的凸包，然而在此可以提出

一個演算法嗎（即：提出一系列的逐步流程，而能夠高效計算任意一組

點的凸包嗎）？ 

關於凸包問題的一個有趣現象是：似乎無法輕易的將此問題歸類在現有的

演算法範疇中。雖然是圍繞著凸包而以順時針方向排列這些點，但這並不

能算是從左到右的線性點排序類型。同樣的，儘管可以識別出凸包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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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線段，然而這並非明顯的歸屬為搜尋作業，因為其餘的 n – 2 個點是相

對位於平面中此線段的「右邊」。 

單純解法（Naїv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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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具有三個點以上的任意合集（collection）而言，顯然都會有一個凸

包。然而，要如何建構出一個凸包呢？考量下列的構思：從原合集中選擇

任意三個點來描繪一個三角形。假如其餘的 n – 3 個點中有任意點位於此

三角形內，則此點就不會是構成凸包所在的點。接著會使用虛擬碼

（pseudocode）來描述此演算法的一般流程，讀者也會在本書的往後內容

找到針對每個演算法所做的虛擬碼描述。 

Slow Hull簡述 
最佳、平均、最糟：O(n4) 

slowHull (P) 

  foreach p0 in P do 

    foreach p1 in {P‐p0} do 

      foreach p2 in {P‐p0‐p1} do   

        foreach p3 in {P‐p0‐p1‐p2} do 

          if p3 is contained within Triangle(p0,p1,p2) then 

            mark p3 as internal   

 

  create array A with all non‐internal points in P 

  determine leftmost point, left, in A 

  sort A by angle formed with vertical line through left   

  return A 

 

 點 p0、p1、p2構成一個三角形。 

 未標註為這些三角形內部的點則會落在凸包上。 

 角度的範圍從 –90到 90（度）。 

下一章會用數學分析來解釋上述解法是低效的（inefficient）作法。在此的

虛擬碼簡述用來說明對於每個輸入集合而構成一個凸包的流程步驟；尤其

是如圖 1-2所示的凸包建構。這是能夠實現的最佳作法嗎？ 

理性作法 
本書的眾多演算法是針對現有程式碼而力求更高效解法所得的成果。書中

會找出常見的主題來協助讀者解決問題。有許多的方式可以用來計算一個



4 ｜演算法技術手冊 

凸包。對於這些作法的描述而言，會在本章提供一個資料範本，進而作為

本書隨後章節相似內容的參考。 

貪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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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次以一個點的方式來建構凸包： 

1. 從 P中選出最低位置點 low，這點必定位於凸包上。 

2. 將其餘的 n – 1個點各自連線到 low點，依據每一條連線與 low點延

伸的垂直線相夾的角度值，由大到小的順序來標示對應的這些點。

其中的角度範圍從此垂直線左邊往下的 90 度（+90 度）到此線右邊

往下的 90度（–90度）。pn–2是最右邊的點，而 p0是最左邊的點。圖

1-3 呈現最低點延伸的垂直線、每個點與最低點連成的細線、以及每

條細線與此垂直線相夾的角度。 

3. 首先以{pn–2,low,p0}順序的三個點構成一個部分凸包。從 p1到 pn–2點

的順序，逐一納入點來嘗試擴展這個部分凸包。倘若此部分凸包最

後三個點構成的線向左轉折，則表示目前的凸包輪廓含有必須剔除

的非凸包點。 

4. 處理完所有的點之後，就完成凸包的建構。如圖 1-3所示。 

 

圖 1-3 以貪婪法建構的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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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治法（Divide and Comquer） 
如果先將所有的點 P以 x座標值由左到右進行排序（若 x座標值相等，則

參考對應點的 y 座標值來進行排序），則可以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半來處

理。針對這個已排序的合集，首先以順時針方向由左至右的順序納入 p0到

pn-1的這些點來計算出上半部凸包（upper partial convex hull）。接著再次

以順時針方向由右至左的順序納入 pn–1 到 p0 的這些點來建構下半部凸包

（lower partial convex hull）。凸包掃描（Convex Hull Scan）（演算法詳
述於第九章）會計算這些部分凸包（如圖 1-4 所示）並對它們進行整合，

得以建構出最終的完整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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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合併上下半部凸包來建構完整的凸包 

平行法（Parallel） 
如果有多個處理器的運算環境，可由 x 座標值來劃分初始點，而利用每個

處理器來計算這些點劃分後所對應子集合的凸包。在完成所有子集合的計

算之後，持續的合併鄰近的部分結果，而最終會聯結出完整的凸包。平行

法是在多個處理器中，將一個問題分割成多個子問題進行處理，進而加速

完成整體的運算結果。 

圖 1-5 呈現在三個處理器上以平行法來計算凸包的情形。加入兩條切線就

可以將兩個鄰近的凸包聯結──其中一條切線連接凸包的頂端點而另一條

連接凸包的底端點──接著將這兩條線連接的四點構成的四邊形範圍內所

包含的原線段消除。 

上半部凸包 下半部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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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法（Approximation） 
即便利用上述的這些改進作法，對於凸包的計算而言，依然是固定的下界

（lower bound）效能，運算結果並無顯著提升。然而，也許讀者能夠採用

以快速算出的近似解答來取代計算精確的結果，當然近似內容中的誤差是

能夠精確的被測定。 

Bentley-Faust-Preparata 演算法可將點劃分在數個垂直帶（ vertical 

strips）上，而建構出一個近似的凸包（Bentley et al., 1982）。在每個垂直

帶中，（依據點的 y 座標值）找出最大與最小的點（如圖 1-6 中用方框包

裹的點）。將 P 中最左邊與最右邊的點與每個垂直帶的最大與最小點連結

起來形成一個近似的凸包。如此的作法可能會導致某個點落在近似的凸包

之外，如圖 1-6所示的點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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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平行建構並聯結而成的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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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以近似計算法建構的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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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法（Generalization） 
通常能夠解決一般性問題的解法也許可以輕易的轉而解決特定的問題。 

Voronoi 圖（Preparata and Shamos, 1993）是個幾何結構，它會將平面的

點劃分到數個區域，每個區域是由輸入集合 P 中一個原位置點所錨定

（anchored）。每個區域 Ri含有平面中的一組點(x,y)，這些點會比 P 中其

他點更接近錨定點 pi。完成 Voronoi 圖的計算之後，這些區域的視覺呈現

如圖 1-7 所示。灰色區域是半無限（semi-infinite）空間，而且讀者可以

看到這些直接符合的點都位於凸包上。依此現象導出下列的演算法： 

1. 計算 P的 Voronoi圖。 

2. 用 P 中的最低點 low 對此凸包進行初始化動作，並從此點相關的區

域開始作業。 

3. 以順時針方式瀏覽共用一個無限長邊界的鄰近區域，並將此區域的

錨定點加入凸包中。 

4. 持續針對其餘的點來重複進行上述的步驟，直到再次遇到起始的作

業區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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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利用 Voronoi 圖計算的凸包 

本章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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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演算法並非顯而易見，而針對不同的資料集、不同處理環境（譬如可

以採用平行處理的環境）與不同的目標來選用完全不同的演算法，將會是

最佳可行的運作方式。本章的簡介只是勾勒出演算法論述的輪廓。針對本

章所列舉的問題之不同解法，希望此刻能夠激勵讀者學習更多的相關內

容；以及期望讀者持續了解本書集結的各種演算法內容。筆者已經實作所

有的演算法並提供適當的文獻與說明，進而協助讀者了解如何使用這些演

算法，甚至讓讀者能夠自行實作出這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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