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對於怎麼學習寫出第一支程式，每位程式設計師都有屬

於自己的故事。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就開始學習程試設

計了，那時候我的父親在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工作，在當時這是家很先進的電腦公司。我

使用一台由我父親在地下室組裝出來的電腦寫出了第一支程

式，這台電腦沒有機殼，只有主機板和鍵盤連接，顯示器還是露出的陰極射線

管（CRT）螢幕。我寫出的這支程式是很簡單的猜數字遊戲，輸出的畫面如下

這般： 

I'm thinking of a number! Try to guess the number I'm thinking of: 25 

Too low! Guess again: 50 

Too high! Guess again: 42 

That's it! Would you like to play again? (yes/no) no 

Thanks for playing! 

看著家人在玩我寫出來的遊戲，而遊戲也照我的預期執行，這樣的成就感和滿

足感是我難以忘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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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這種體驗一直影響著我，每當我設計寫出程式來解決某個問題時，心裡

都是真實的滿足感。相較於童年，我現在設計的軟體滿足了更大的需求，但這

份成就感與滿足感和童年時期幾乎是一樣的。 

本書適合的讀者 

本書的目標是讓讀者能快點學會 Python，可以寫出能正確執行的程式，例如電

玩遊戲、資料數據的視覺化處理和Web應用程式等，並在學習的過程中同時能

掌握程式設計必學的基礎知識。本書適合所有年齡層的讀者，不要求有任何

Python 的經驗，沒學過程式設計也適用。如果您想快速掌握基本的程式設計知

識，然後專注在開發您感興趣的專題應用上，並想藉由解決實際問題來檢驗您

對學習新概念的理解程度，這本書就是針對您所設計編寫的。本書適用於中學

和高中老師用來教學，提供學生基礎程式設計和專題應用實作的 20堂課。 

本書能學到什麼 

本書的目標是希望讀者能成為一流的程式設計人員，尤其是成為優秀的 Python

程式設計師。經由閱讀本書，讀者可以快速掌握程式設計的概念，打下好的基

礎，並養成好的程式設計習慣。讀過本書之後，您就有能力學習更進階的

Python技術，並能更輕鬆地去學習其他程式語言。 

在本書的 Part I 中，讀者將學到編寫 Python 程式時要熟悉的基礎程式設計觀

念，這些都是在讀者剛接觸任何程式語言時都一定要學習的基本概念。讀者可

以學到各種資料以及在程式中把資料儲存到串列和字典中的技巧；也學會如何

建立資料集合與怎麼有效率地以迴圈遍訪這些集合。書中會講解使用 while 和

if 陳述句來檢測條件，並在條件滿足時執行某部分的程式碼，而在條件不滿足

時執行另一部分的程式碼－這些技能對自動化處理提供很大的幫助。 

讀者可從書學到怎麼取得使用者輸入的資料，讓程式能與使用者互動，並在使

用者沒有停止輸入時維持執行的狀態。讀者會從範例中一起探索如何編寫函式

來讓程式的各個部分可以重複使用，這樣在編寫執行某項工作的程式碼後，想

要重複使用幾次都可以。隨後書中會教您使用類別來擴充延伸，好能實作出更

複雜的行為，並讓很簡單的程式也能處理各種不同的狀況。讀者會在書中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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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編寫能好好處理常見錯誤例外的程式。有了這些基本知識後，就能寫出一

些簡短的程式來解決一些特定的問題。讀者在這個 Part的最後會學習邁向中級

的程式設計，學習如何為程式碼編寫測試，以便在未來修改擴增程式時不用擔

心會引入 bug。Part I基礎必修章節所介紹的知識能讓讀者開發更大、更複雜的

專案應用程式。 

在 Part II 專題應用的專案開發中，讀者會用到 Part I 所學到的知識來開發三個

應用專題。讀者可依據自己的需要，以最適合的順序來學習完成這三個大型專

案，或是選擇只完成其中某些內容。在第一個專題（第 12~14 章）中，您會建

立一個像小蜜蜂射擊的電玩遊戲，名稱為「外星人入侵」，此專案含有多個難

度不斷增加的關卡。在您完成這個專案後，就有能力自己動手設計開發 2D 電

玩遊戲了。 

第二個專題（第 15~17 章）則是介紹資料的視覺化處理。資料科學家的目標是

利用各種視覺化技術，以易讀好懂的方式來呈現大量的資訊。讀者在這裡會學

習如何處理由程式碼生成、已從網路下載、或是程式自動下載的資料集合。完

成這個專案後，讀者就有能力寫出對大型資料集合進行篩選的程式，並以視覺

化的方式來把資料呈現出來。 

在第三個專題（第 18~20章）中，讀者會建置一個名為「Learning log（學習日

誌）」的小型 Web 應用程式。這個專案應用程式能讓使用者對某個特定主題的

學習歷程、概念、心得記錄下來。讀者能分別記錄不同的學習主題，還可讓其

他人建立帳號，並開始記錄屬於他自己的學習日誌。讀者會學到如何部署這個

專案應用程式到線上的伺服器，讓網路上的所有人都能使用這個系統。 

為什麼要用 Python 

我每年都會思考是要繼續使用 Python，還是使用不同的語言－也許是程式領域

中更新的語言？但答案仍是專注在 Python，其中的原因很多。相較於其他各種

的語言來說，Python是一套效率很高的語言，使用 Python編寫程式時，需要的

程式碼會更簡短。Python 的語法也有助於建構「整潔（clean）」的程式碼，與

其他語言相比，使用 Python寫出來的程式更好讀易懂，也更容易除錯和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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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把 Python 在很多的領域，像編寫電玩遊戲、建置 Web 應用程式、解決

企業問題和在各類公司中開發內部的應用程式。Python 也在科學領域中被大量

用於學術研究和應用。 

我一直都還在使用 Python的最重要原因是，Python社群中有各式各樣的熱情使

用者。對程式設計師來說，社群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編寫設計程式是條孤獨的

修行道路，有人相助相伴是很重要的。大多數程式設計師都需要向不同領域有

經驗的老手們尋求問題的建議和解答，就算已是程式老手也不能例外。需要有

人協助解決問題時，有個溝通順暢、相互幫助的社群就十分重要，對於 Python

新手來說，Python社群更是堅實的後盾。 

Python 是一套很優秀的程式語言，非常值得您去學習與運用，讓我們現在就開

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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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基礎必修 

 

 

本書 Part I部分將講解在編寫 Python程式時所需要具備的基礎概念，大多數的

這些基礎概念和知識都適用於所有的程式語言，因此它們對於您的程式設計生

涯都會很有用處。 

在第 1 章會教您安裝 Python 到電腦中，並執行第一支程式，在畫面上印出

「Hello world!」訊息。 

在第 2 章會講解怎麼把資訊儲存到變數內，和處理使用文字與數值。 

在第 3 章和第 4 章則介紹串列。串列資料型別可以在一個變數中存放任意數量

的資訊，讓我們處理資料時更有效率。只需要幾行程式碼，就能處理數百、數

千，甚至是數百萬的值。 

在第 5 章會教您使用 if陳述句來編寫程式，當某條件為真時則執行某個動作，

當條件為假時則進行其他不同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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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6 章會講解怎麼使用 Python 字典，讓不同的資訊建立關聯來存放。和串

列一樣，字典可存放任意數量的資訊內容。 

在第 7 章會學到如何取得使用者輸入的內容，讓程式變成可互動交流。本章也

會講解 while 迴圈的應用，在特定條件為真的情況下能讓某個程式區塊重覆不

斷地執行。 

在第 8 章會說明函式的定義。函式是對處理某個特定工作的程式碼區塊進行命

名，好讓我們在需要時隨時可呼叫使用。 

在第 9 章將介紹類別，它讓我們能夠對現實世界的物體進行仿造塑模，將小

狗、小貓、人類、車子、火箭等等，以程式碼來表示這些真實與抽象的概念。 

在第 10 章會示範如何處理檔案以及錯誤的例外處理，避免程式當掉。我們將

學到在程式結束前儲存資料，並在程式再次執行時讀取這些資料。本章也會介

紹 Python的例外處理，讓您能夠預測錯誤的發生，並讓程式能優雅地處理這些

錯誤的應對。 

在第 11 章會教您編寫測試程式碼，以確保程式有照您所期望的方式來運作。

如此一來，在擴充程式時就不用擔心會引入新的臭蟲 bug。測試程式碼是讓您

擺脫菜鳥、晉升中階程式設計師的第一項重要技能。 

 

 

 

 



 

 

 

 

 

 

 

 

第 1章 

新手入門 
 

 

本章我們將要執行自己編寫的第一支程式： hello_ 

world.py。首先要檢查 Python 是否已安裝好了，如果還

沒安裝，請先安裝好。您還需要安裝一個文字編輯器，

用來編寫和執行Python程式碼。在輸入Python程式碼時，

文字編輯器會自動識別及標示輸入的指令，讓我們能輕鬆掌

握程式的內容與結構。 

設定程式開發的環境 

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中，Python 會有稍許不同的差異，因此您需要留意幾點注意

事項。在這裡將介紹Python的兩個主要版本，並大略說明Python安裝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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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2和 Python 3 

目前 Python有兩個主要的版本：Python 2和新版的 Python 3。隨著新技術和新

觀念的出現，每種程式語言都會更新推展，Python 的開發人員也會不斷地讓這

個程式語言更豐富和強大。大多數的修改更新都是累進延伸的，我們幾乎沒有

感覺到有什麼改變，但如果您用 Python 2所編寫的程式，則可能無法在 Python 

3 上正確執行。在本書中我會點出 Python 2 和 Python 3 的主要差異，如此一

來，無論您安裝了 Python的哪個版本，都能依照書中的說明來順利學習。 

如果您的電腦都裝了這兩個版本，建議您使用 Python 3；但若您還沒安裝

Python，請直接安裝 Python 3 就好。假如您的電腦只裝了 Python 2，而您只想

馬上用來編寫程式而不更新，那麼就從 Python 2開始吧！但還是建議您儘快更

新到 Python 3的版本，這樣才能使用到最新版本的功能。 

執行 Python程式片段 

Python 本身內建了一個在終端視窗內執行的直譯器，讓我們不用儲存完整的程

式碼，就能直接在其中執行程式片段。 

本書會以下列方式展示程式片段： 

❶ >>> print("Hello Python interpreter!") 

   Hello Python interpreter! 

您要輸入的部分為粗體字，輸入後按下 Enter 鍵即可執行。在書中大多數的範

例都是小型且獨立的程式，您會在編輯器中輸入和執行，因為大部分的程式碼

都是這樣編寫設計出來的。但有時候為了更有效率的示範和解說，會直接在

Python 的終端視窗中輸入和執行某些程式片段，當您看到程式碼前面有>>>

（如❶所示），就表示這是在終端視窗的輸入和輸出。隨後我們會示範在系統

的直譯器中編寫設計程式。 

Hello World! 

一直以來在程式設計的世界中有個不成文的說法，在您剛開始接觸新的程式語

言時，先用它來編寫一支在螢幕上顯示「Hello World!」訊息的程式，會為您

帶來好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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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ython中，Hello World程式只需要一行指令就搞定： 

print("Hello world!") 

這支簡單的程式有個主要的目的，如果它能在您的系統中順利執行，那表示其

他您編寫的 Python程式也都能執行了。等一下會說明如何在特定的系統中編寫

這支程式。 

在不同作業系統中的 Python 

Python 是個跨平台的程式語言，可以在所有主要的作業系統中執行。任何您所

編寫的 Python 程式都可以在任何裝了 Python 的電腦上執行。不過，在不同的

作業系統中，安裝 Python的方法有些許不同。 

在本小節中將會說明如何在自己的系統中安裝 Python 及執行 Hello World 程

式。首先，請檢查自己的系統是否已安裝了 Python，如果還沒裝，請先安裝。

接著還要安裝一個簡單的文字編輯器，開啟一個新的空白 Python檔，並將它存

成 hello_world.py。最後，請執行 Hello World 程式，如果有問題發生則要試著

排除問題。我會指引您在各種作業系統中完成這些工作，如此一來，您就有一

個對初學者很友善的 Python程式開發環境。 

在 Linux中的 Python 

Linux 是個設計給程式開發之用的系統，因此在大多數的 Linux 系統中已內建

了 Python。設計和維護 Linux 系統的人期待及鼓勵您用它來開發程式，因為這

個原因，您只需非常少的安裝和設定動作，就能開始編寫和設計程式。 

檢查 Python的版本 

在您的系統上執行終端應用程式開啟終端視窗（在 Ubuntu 系統中，可按下

Ctrl+Alt+T 組合鍵來開啟）。若想要找出是否已安裝了 Python 程式，可輸入

python執行看看（p是小寫的），接著應該會輸出如下列所示的文字，指示出安

裝了哪個 Python版本，最後的 >>>是個提示符號，提示您可以在其輸入 Python

程式指令。 



Python 程式設計的樂趣

- 4 -

$ python 

Python 2.7.6 (default, Mar 22 2014, 22:59:38) 

[GCC 4.8.2]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這段輸出文字內容告知目前在電腦上預設的 Python 版本是 2.7.6 版。看完上面

的輸出文字後，若想要離開 Python 回到終端視窗，可按下 Ctrl+D 鍵或輸入

exit()指令。 

若要檢查系統中是否有安裝了 Python 3，則要指定版本來執行，就算看到輸出

文字顯示預設的是 Python 2.7版，也可輸入 python3試試： 

$ python3 

Python 3.5.0 (default, Sep 17 2015, 13:05:18) 

[GCC 4.8.4] on linux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這段輸出文字內容告訴我們電腦中也裝了 Python 3，因此您有兩個版本的

Python可使用。如果您的電腦是這種情況，把在本書中列出要輸入 python指令

的部分都改成 python3 來代替。假若您的 Linux 系統不知為何只裝了 Python 2

或沒有安裝 Python時，請直接安裝 Python 3，詳情請參考附錄 A。 

安裝文字編輯器 

Geany 是一套簡易好用的文字編輯器：它很容易安裝，能讓我們直接執行所有

的程式語言，而不需要自己切換到終端機來執行，這個編輯器有依語法以不同

顏色標示的功能，並幫我們把程式送到終端機執行，讓我們能夠習慣使用終端

機。附錄 B 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文字編輯器的介紹，但我建議您使用 Geany，

除非您有更好的選擇。

在大多數的 Linux系統中，安裝 Geany大都只需要執行一行指令就搞定： 

$ sudo apt-get install geany 

如果這行指令還不能搞定，請參考 http://geany.org/Download/ThirdParty 

Packages/中的指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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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Hello World程式 

為了這個第一支程式，需要開啟 Geany 來編寫儲存。首先可按下 Super 鍵（或

稱 Windows 鍵），找出系統中的 Geany 程式，找到後連按二下開啟。可將此圖

示拖曳放到桌面或工作列上建立程式捷徑，方便日後的開啟。接著請在您的系

統上建立一個叫作「python_work」的資料夾目錄來存放您編寫的程式專案

（檔名和資料夾名稱最好都用小寫英文字母，並使用底線來表示空格，這些都

是 Python命名的慣例）。切換回到 Geany中選取 File→Save As指令，把目前空

白的 Python 檔案命名為 hello_world.py 並儲存到 python_work 資料夾中，副檔

名.py會告知 Geany您所編寫的檔案是 Python程式，這樣 Geany就會知道怎麼

以顏色來標示程式語法，也知道怎麼幫您執行程式。 

儲存檔案後，請輸入如下這行指令： 

print("Hello Python world!") 

如果您的電腦中裝了多個版本的 Python，則需要設定 Geany使用正確的版本，

請選取 Build→Set Build Commands 指令，您會看到 Compile 和 Execute 設定

方塊，其中放了版本的指令，Geany 預設這兩個指令都會正確使用 python，但

若要讓 Geany使用 python3，則需要進行修改。 

如果在終端對話中使用的是 python3，則請修改 Compile和 Execute方塊的指令

好讓 Geany使用 Python 3的直譯器。在 Compile方塊的指令請改成： 

python3 -m py_compile "%f" 

您必需照上述完全一樣輸入這個指令，空格和大小寫都要完全相同。 

接著在 Execute方塊改成： 

python3 "%f" 

相同地，請確定空格和大小寫都要完全與上面內容相同。如圖 1-1 所示為

Geany中的相關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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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在 Linux中把 Geany設定為使用 Python 3 

現在可選取 Build→Execute 指令，或按下 Execute 圖示鈕（有一組齒輪的圖

樣），或按下 F5 鍵，這樣就能執行 hello_world.py 程式，終端視窗會自己彈出

並顯示如下內容： 

Hello Python world! 

 

------------------ 

(program exited with code: 0) 

Press return to continue 

如果您沒看到上面的內容，請好好檢查您所輸入的程式碼內容，看看是不是

print 的字首用了大寫的 P？或是漏打了引號、括弧？程式語言的設計和編寫要

求非常嚴格，若您沒有遵守語法，就會出錯。如果您的程式還是不能執行，請

參閱後面「解決安裝的相關問題」小節。 

在終端對話中執行 Python程式 

開啟終端機並輸入 python或 python3，就可試著執行 Python程式片段，如同您

在檢查版本也進行了相同的操作，再試一次吧！但這次請在終端對話中輸入如

下的程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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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Hello Python interpreter!") 

Hello Python interpreter! 

>>> 

您會看到文字訊息直接印出在終端視窗中，請記住，按下 Ctrl+D 鍵或輸入

exit()指令就可關閉 Python直譯器。 

在 OS X中的 Python 

Python已內建在大多數的 OS X系統中，一旦您確認 Python已裝好，接著是安

裝一個文字編輯器，並確認其設定是正確的即可。 

檢查 Python是否已安裝 

點選「應用程式→工具程式→終端機（Applications→Utilities→Terminal）」

開啟終端機視窗；也可以直接按下 Command+空白鍵，再輸入 Terminal，按下

Enter 鍵來開啟。為了檢查 Python 是否已安裝，請在終端機中輸入 python（請

注意 p 是小寫的），隨即會顯示出類似下列的文字訊息，會指出安裝 Python 的

版本，最後一行的 >>>為提示字元，等待我們輸入 Python指令。 

$ python 

Python 2.7.5 (default, Mar 9 2014, 22:15:05) 

[GCC 4.2.1 Compatible Apple LLVM 5.0 (clang-500.0.68)] on darwin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這個輸出的文字告知我們目前安裝在電腦中的預設版本為 Python 2.7.5，當您看

完這個輸出文字後，可按下 Ctrl+D 鍵或在 >>>後輸入 exit()指令執行，則會離

開 Python而回到終端機模式。 

若想要檢查系統是否有裝了 Python 3，可試著輸入 python3 看看，有可能輸出

一條錯誤訊息，但如果輸出的文字顯示已裝了 Python 3，則不需要再安裝就能

使用了。如果 python3可啟動，那麼在書中您看到列出 python指令的部分，請

都改成 python3 來代替。假如不知道什麼原因您的電腦系統沒有安裝 Python，

或者只裝了 Python 2，那建議您參考附錄 A，把 Python 3裝進您的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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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終端對話中執行 Python程式 

您可以試著開啟終端機視窗並輸入 python或 python3來啟動 Python，然後在其

中執行 Python程式片段，前面已做過相同的操作了，在這裡請再試一次，在終

端對話中輸入下列程式片段並按 Enter鍵執行： 

>>> print("Hello Python interpreter!") 

Hello Python interpreter! 

>>> 

文字訊息會直接印出到目前的終端機中。別忘了，若想要關閉 Python直譯器，

可按下 Ctrl+D鍵，或在 >>>後輸入 exit()並執行。 

安裝文字編輯器 

Sublime Text是一套簡易好用的文字編輯器：在 OS X中容易安裝，能讓我們直

接執行所有的程式語言，而不需要自己切換到終端機來執行，這個編輯器有依

程式的語法以不同顏色標示的功能，並幫我們自動把程式送到終端機執行，讓

我們直接從終端機看到執行結果。附錄 B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文字編輯器的介

紹，但我建議您使用 Sublime Text，除非您有更好的選擇。 

要下載 Sublime Text安裝程式，請連到 http://sublimetext.com/3，點按 Download

連結，找到 OS X安裝程式來下載。Sublime Text的授權很有彈性，我們可以免

費使用，但如果很喜歡它並想要長期使用，建議可花些錢購買。下載後請開啟

它，再把 Sublime Text圖示拖曳到 Application資料夾。 

關於 Sublime Text的 Python 3設定 

如果在終端對話中啟動 Python 時所使用的不是 python 指令，那就要設定

Sublime Text，讓它能夠找到系統中正確的 Python 版本。要知道系統中 Python

直譯器程式所在的完整路徑，請執行如下指令： 

$ type -a python3 

python3 is /usr/local/bin/python3 

現在請啟動 Sublime Text，點選 Tools→Build System→New Build System 指

令，開啟一份新的設定檔，刪除其中的所有內容，然後輸入如下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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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3.sublime-build 
{ 

    "cmd": ["/usr/local/bin/python3", "-u", "$file"], 

} 

這行指令碼告知 Sublime Text當要執行目前開啟的檔案時，使用系統中 python3

這個版本的直譯器。請確定上面所示的路徑為我們前一步使用 type -a python3

所找出的路徑，把這個檔案儲存為 Python3.sublime-build 檔，存放的資料夾目

錄為選取 Save指令時 Sublime Text所開啟的預設資料夾。 

執行 Hello World程式 

為了編寫這支程式，需要開啟 Sublime Text來編寫儲存，請開啟 Application資

料夾，點二下 Sublime Text 圖示啟動，也可按下 Command+空白鍵，在彈出的

搜尋方塊中輸入 Sublime Text來啟動。 

建立一個存放專案的資料夾，取命為 python_work（檔名和資料夾名稱最好都

用小寫英文字母，空格以底線來代表，這是 Python 的使用慣例）。在 Sublime 

Text 中選取 File→Save As 指令，把目前空的檔案儲存到 python_work 資料夾

內，檔名為 hello_world.py。副檔名.py是讓 sublime Text知道所編寫的是 Python

程式，也能讓 Sublime Text知道怎麼執行這支程式，並依據 Python語法以顏色

來標示其中的程式碼指令。 

存檔後，請輸入如下這行指令程式： 

print("Hello Python world!") 

如果您的系統是以 python指令啟動直譯器，則可選取 Tools→Build指令或按下

Ctrl+B 鍵來執行程式。如果 Sublime Text 有設了其他版本，則可選取 Tools→

Build System，再選取 Python 3，這樣可以把 Python 3 設定為預設使用的版

本。此後就可選取 Tools→Build 指令或按下 Ctrl+B 鍵以 Python 3 來執行程式

了。 

Sublime Text視窗底部會出現一個終端畫面，輸出如下的文字內容： 

Hello Python world! 

[Finished in 0.1s] 

假如您沒看到這樣的輸出文字內容，請好好檢查您所輸入的程式碼內容，看看

是不是 print的字首用了大寫的 P？或是漏打了引號、括弧？程式語言的設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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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要求非常嚴格，若您沒有遵守語法，就會出錯。如果您的程式還是不能執

行，請參閱後面「解決安裝的相關問題」小節。 

在Windows中的 Python 

Windows系統沒有預設安裝 Python，因此需要下載和安裝，然後再下載和安裝

一個搭配使用的文字編輯器。 

安裝 Python 

第一步先檢查系統中是否已安裝了 Python。請按下「開始」鈕輸入「命令提示

字元」並按下 Enter鍵，或是按住 Shift鍵不放，在桌面上按下滑鼠右鍵展開快

顯功能表，選取「在此處開啟命令視窗」指令。進入命令終端視窗中輸入

python並按下 Enter鍵，此時若出現 >>>的 Python提示字元，就表示您的系統

已裝有 Python 程式，若出現錯誤訊息「'python' 不是內部或外部命令、可執行

的程式或批次檔。」，那就表示系統可能沒有安裝 Python。 

碰到這個種情況，請下載和安裝 Windows 版的 Python 程式。請連到 https:// 

www.python.org/downloads/網站，您會看到兩個按鈕，分別是用來下載 Python 

3和 Python 2版本之用，請點按 Python 3的那個按鈕，或是點按下方Windows

連結進入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windows/中，再找到您系統對應的

版本，例如您的 Windows 為 64 位元時，可下載 Windows x86-64 executable 

installer版本。 

下載後請執行它，我們以 Python 3.5、32 位元版本為例，在出現的安裝畫面中

要勾選「Add Python 3.5 to PATH」方塊，如圖 1-2所示，這樣的安裝會更容易

正確地設定好整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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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勾選「Add Python 3.5 to PATH」方塊 

啟動 Python終端對話 

如果對系統設定好路徑，讓 Python可以從命令視窗（終端對話）中啟動，那麼

將來對文字編輯器進行相關 Python的設定時就變簡單了。請先開啟一個命令視

窗，並在其中輸入 python 按下 Enter 啟動，如果畫面出 >>>的 Python 提示字

元，則表示Windows已正確裝好 Python。 

C:\> python 

Python 3.5.0 (v3.5.0:374f501f4567, Sep 13 2015, 22:15:05) [MSC v.1900 32 bit 

(Intel)] on win3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假如這樣順利，可直接跳到一下小節「在終端對話中執行 Python程式片段」。 

然而卻有可能出現如下所示的訊息： 

C:\> python 

'python' 不是內部或外部命令、可執行的程式或批次檔。 

這種情況下可能是沒有設好 PATH 路徑，我們必須告訴系統到那個路徑中找到

python 來執行。一般來說我們安裝 Python 時都會把它裝在 C 磁碟中，但可能

忘了在哪個路徑，可展開 C磁碟的資料夾，找找看有沒有一個 python開頭的資

料夾名稱。舉例來說，我把 Python 裝到了 C 磁碟下的 Python35 資料夾內（如

果您安裝更新的版本如 3.6，3.7 時可能路徑資料來又換成 Python36 之類），所

以完整路徑就變成是 C:\Python35\python。如果您找不到，可開啟檔案管理員

來搜尋 python，這樣就能找到其放置的路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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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已知道 python所在的完整路徑，可到命令視窗中試著輸入測試看看，請到

命令視窗中輸入如下內容： 

C:\> C:\Python35\python 

Python 3.5.0 (v3.5.0:374f501f4567, Sep 13 2015, 22:15:05) [MSC v.1900 32 bit 

(Intel)] on win3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如果執行成功，這樣就表示您已了解怎麼找到 Python直譯器程式來啟動了。 

在終端對話中執行 Python程式片段 

在終端對話中輸入以下的指令，並確定有看到印出「Hello Python world!」。 

>>> print("Hello Python world!") 

Hello Python world! 

>>> 

只要想執行 Python 程式片段，就開啟命令提示視窗並啟動 Python 直譯器來進

行即可。若想要關閉終端對話，可按下 Ctrl+Z再按 Enter鍵，或是輸入 exit()按

Enter鍵即可關閉。 

安裝文字編輯器 

Geany 是一套簡易好用的文字編輯器：它很容易安裝，能讓我們直接執行所有

的程式語言，而不需要自己切換到終端機來執行，這個編輯器有依語法以不同

顏色標示的功能，並幫我們把程式送到終端機執行，讓我們能夠習慣使用終端

機。附錄 B 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文字編輯器的介紹，但我建議您使用 Geany，

除非您有更好的選擇。 

請連到 http://geany.org/下載 Windows版的 Geany安裝程式，點按 Download下

的 Releases 連結，找到像 geany-1.25_setup.exe 的連結（其中的數字 1.25 為版

本，在本書結稿時已更新到 1.32 版），下載安裝檔案後，執行它並接受所有預

設的設定。 

為了編寫 Hello World程式，需要開啟 Geany來編寫儲存。首先可按下 Super鍵

（或稱Windows鍵）展開開始功能表，找出 Geany程式，找到後點按並啟動。

也可將此圖示拖曳放到桌面或工作列上建立程式捷徑，方便日後的開啟。接著

請在您的系統上建立一個叫作「python_work」的資料夾目錄來存放您編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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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專案（檔名和資料夾名稱最好都用小寫英文字母，並使用底線來表示空

格，這些都是 Python 命名的慣例）。切換回到 Geany 中選取檔案→Save As 指

令，把目前空白的 Python 檔案命名為 hello_world.py 並儲存到 python_work 資

料夾中，副檔名 .py 會告知 Geany您所編寫的檔案是 Python程式，這樣 Geany

就會知道怎麼以顏色來標示程式語法，也知道怎麼幫您執行程式。 

存檔後，在檔案中輸入下面這行程式指令： 

print("Hello Python world!") 

如果安裝 Python時有設定好 PATH，則可在命令視窗中任一位置輸入 python來

啟動直譯器，這樣就不用對 Geany 設定組建命令，可直接跳到下一部分直接進

入「執行 Hello World程式」這個小節。若安裝時沒有設定好 PATH，則要指定

完整的 Python 路徑，例如 C:\Python35\python 之類（依您安裝時所指定的目錄

位置而定），請依照下面說明對 Geany設定組建命令。 

設定 Geany  

若想對 Geany設定組建命令，請選取組建→設定組建命令指令，在開啟的對話

方塊中會看到 Compile 和 Execute 兩個設定方塊，預設情況下這裡都是設為執

行 python的，若安裝時沒有設好 PATH，則 Geany在這裡會找到 Python安裝的

路徑，所以要放入完整的路徑。 

請在 Compile設定方塊設為像下列這樣指定了完整路徑的內容： 

C:\Python35\python -m py_compile "%f" 

在您的電腦中所安裝的 Python 路徑可能與本書所列示的不同，請改成您的路

徑，可以 Ctrl+C鍵將路徑貼上。 

請在 Execute設定方塊中設定下列這這樣指定了完整路徑的內容： 

C:\Python35\python "%f" 

如圖 1-3 所示，這是中文版本 Geany 在設定組建命令的畫面。其中的路徑可能

與讀者電腦安裝的路徑不同，但後面的 python及參數則要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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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Windows中文版本 Geany在設定組建命令的畫面 

完成命令的設定之後按下「確定」鈕。 

執行 Hello World程式 

現在應該可以順利執行程式了，請選取組建→Execute 指令，或是按下工具列

上的「執行」鈕，也可直接按下 F5 鍵，這樣就能執行 hello_world.py。彈出一

個命令視窗，其輸出內容如下： 

Hello Python world! 

 

 

------------------ 

(program exited with code: 0) 

請按任意鍵繼續 . . . 

如果沒有看到這樣的輸出內容，請好好檢查您所輸入的程式碼內容，看看是不

是 print的字首用了大寫的 P？或是漏打了引號、括弧？程式語言的設計和編寫

要求非常嚴格，若您沒有遵守語法，就會出錯。如果您的程式還是不能執行，

請參閱後面「解決安裝的相關問題」小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