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論

演算法（algorithm）無所不在。今日之內，讀者可能

已執行過數個演算法。本書會介紹數十個演算法：有

些簡單、有些複雜、有些著名、有些無名，不過都很有

趣，都值得學習。本書第一個演算法算是最可口誘人的—可

產生莓果燕麥優格百匯（berry granola parfait），圖 1呈現此

演算法的全部內容。讀者可能習慣將此類演算法稱為「食譜」，

然而其符合高德納（Donald Knuth）對演算法的定義：一組有

限規則，予以一系列作業（運算），用於解決特定類型問題。

莓果燕麥優格百匯
作法

1.將六分之一杯藍莓放入一份（大）量的玻璃杯底部。

2.用半杯的原味土耳其優格蓋住藍莓。

3.將三分之一杯的燕麥鋪在優格上面。

4.用半杯的原味土耳其優格蓋住燕麥。

5.將草莓放在玻璃杯中的所有內容物上面。

6.最後放入最愛的發泡鮮奶油。

圖 1：演算法（一組有限規則，予以一系列作業，用於解決特定類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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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格百匯的製作並非唯一涉及演算法的生活例子。每年美國政府都會

要求每位成年公民執行一種演算法，並致力監禁那些沒有正確執行演

算法的人民。2017年，數百萬美國人完成圖 2所示的演算法（內容

取自 1040 EZ所得稅申報表），履行應盡的義務。

 1 工資、薪水、小費。應列於你的W-2表格 Box 1中。

並附上你的W-2表格。  1

 2 應稅利息。若總額超過 1,500美元，則不能使用 1040 EZ表格。  2

 3 失業補助金與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股息（參閱報稅說明）。  3

 4 將第 1、2、3項相加。這是你的調整後總所得。  4

 5 若有人可以將你（或配偶—合併申報的話）列為受扶養人， 

則勾選下方適用的方框，並依照背面工作表填入正確金額。

■■  你　　　　■■  配偶

若沒有人將你（或配偶—合併申報）列為受扶養人，單身者填入 10,400 

美元；已婚合併申報者填入 20,800美元。參閱背後解釋。  5

 6 將第 4項減去第 5項。若第 5項大於第 4項，則填入 -0-。

這是你的應稅所得。 ►  6

 7 表格W-2與 1099中預扣的聯邦所得稅。  7

 8a 勞務所得稅額扣抵（參閱報稅說明）  8a

  b 免稅的戰鬥工資選擇。 8b   b

 9 將第 7項與第 8a項相加。這是你的已納稅額與稅額扣抵總額 ►  9

10 稅額。使用上面第 6項的金額，對照報稅說明的稅額表，找出應繳稅額。然

後將稅額填於此項中。 10

11 健保：個人負擔（參閱報稅說明）　　涵蓋整年度  ■■ 11

12 將第 10項與第 11項相加。這是你的總稅額。 12

圖 2：所得稅申報表的說明（符合演算法定義）

所得稅與優格百匯怎麼會有共同之處呢？所得稅是難免的、數值的、

困難的、不討喜的。優格百匯是偶爾的、藝術的、容易的而且毫無

例外會受到眾人喜愛的。兩者唯一共同點是，人們執行演算法達成 

目標。

偉大的電腦科學家高德納除了定義演算法，還表示，algorithm（演

算法）與 recipe（食譜）、procedure（程序、步驟）、rigmarole（繁瑣

手續）幾乎是同義的。以在此想像的 1040 EZ所得稅申報表來說，其

中有 12個步驟（一個有限項目列表），指定相關作業（譬如步驟 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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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與步驟 6的減法），以解決特定類型的問題：避免因逃漏稅而入

獄。以製作優格百匯而言，有六個有限步驟，指定相關作業（譬如步

驟 1的放入、步驟 2的覆蓋）以解決特定類型的問題：手中（嘴裡）

能有一份優格百匯。

當對演算法了解越多，就會發現演算法無所不在，而體會到其強大能

力。第 1章將討論人類非凡的接球能力，找出人類潛意識中能夠執行

接球的演算法細節。後續章節將討論的演算法包含：程式除錯、吃到

飽的食量決定、收入最大化、串列排序、工作排程、文字校對、郵件

投遞、西洋棋與數獨這類遊戲的取勝策略。過程中會學到演算法的評

斷，主要依據專業人員認為很重要的幾個性質予以判斷。就此將開始

理解演算法的技術，甚至敢說是演算法的藝術—在精確定量的探索

中，還提供創造發揮、人格發展的機會。

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

本書以輕鬆方式介紹演算法，並附帶 Python示例說明。若要從中受

惠最多，建議讀者能有下列經驗：

程式設計：本書主要範例會用 Python程式說明。盡量逐步解釋

每個程式片段，讓未曾接觸過 Python（以及無程式設計經驗）

的讀者易於了解本書內容。然而，對程式設計至少有基礎的

認知—譬如：變數指派（variable assignment或稱作變數指

定）、for迴圈、if/then陳述式、函數呼叫（function call或稱

作函式呼叫）—這將是從中受益的妥善準備。

高中數學：演算法要完成的諸多目的，往往與數學的目標雷同，

譬如：解方程式、最佳化、計算數值。演算法還應用數學思維相

關的諸多原理，像是：邏輯、精確定義之需求。本書的某些論述

將轉往數學領域，其中包括：代數、畢式定理、pi、基礎微積分

（最初級的）。盡量避免深奧難懂的內容，設法不要超出美國高

中數學教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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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的閱讀前提感到自在者，應該能夠掌握書中所有內容。本書

的撰寫是以下列讀者為考量：

學生：適用於高中和大學階段的演算法、電腦科學（計算機科

學）、程式設計入門課程。

專業人員：有一些專業人員（工程師、開發人員）可以從中獲得

有用的技能，主要包括想要加強熟悉 Python應用者；希望更了

解電腦科學基礎者；學習如何以演算法思維改進程式者。

科技愛好者：本書主要鎖定的讀者是對科技感興趣的愛好者。演

算法幾乎觸及生活每一方面，因此每位讀者應該能夠從中找到某

些內容，讓讀者對周圍世界的理解倍增。

關於本書

本書並無涵蓋現有演算法的一切層面；僅為入門指南。讀了本書之

後，可明確理解何謂演算法，知道如何以程式實作重要演算法，了解

如何「評斷」與「最佳化」演算法效能。還能熟悉專業人員現今運用

的諸多流行演算法。本書的章節安排，如下所述：

第 1章、演算法解題：這章要處理接球問題，針對操控人類行為

的潛意識演算法，尋找相關證據，還有演算法實用教導以及演算

法實作方式。

第 2章、歷史上的演算法：本章要穿越歷史、環遊世界，明白古

埃及人與俄國農民如何做數字相乘，古希臘人如何求出最大公因

數，以及中世紀的日本學者如何創建幻方。

第 3章、最大化與最小化：這章要介紹梯度上升、梯度下降。這

些簡單方法用於最佳化作業，求出函數的最大值（或極大值）、

最小值（或極小值）—此為諸多演算法的重要目標。

第 4章、排序與搜尋：本章論述一些基本演算法，用於串列排

序及其內元素的搜尋。另外還要說明如何衡量演算法的效率與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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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純數學：這章要探討純數學的演算法，其中包括產生連

分數、計算平方根、產生偽亂數。

第 6章、進階最佳化：本章論及求最佳解的進階方法—模擬退

火。還要介紹旅行業務員問題，這是高等電腦科學層次的問題。

第 7章、幾何：這章要產生 Voronoi圖，此種圖有諸多幾何用途。

第 8章、語言：本章說明如何（有智慧的）將缺空格的文字加上

空格，以及建議片語中下一個單字選擇。

第 9章、機器學習：這章要討論決策樹，其為基本的機器學習 

方法。

第 10章、人工智慧：本章進入雄心勃勃的專案—實作演算法，

玩對戰遊戲，甚至說不定能贏。針對簡單的遊戲—點格棋予以

論述，還有探討效能提升的方式。

第 11章、勇往直前：這章要探討如何往演算法相關的高等研究邁

進。其中討論聊天機器人的建置，以及利用數獨演算法贏得一百

萬美元的情況。

Python環境安裝

本書將使用 Python語言實作文中論述的演算法。Python是免費、開

源（open source）的，多個主要平臺上都能夠執行 Python。可以使

用 下 列 步 驟， 分 別 在 Windows、macOS、Linux 平 台 上 安 裝 

Python譯註。

Windows版

請按照以下步驟安裝 Windows平台的 Python：

 1. 開啟 Windows平台的 Python最新版下載頁面（此網址包含結尾

的斜線）：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windows/。

譯註 以下安裝步驟，可能因為版本、平台或網頁變更，而有差異，過程以網頁瀏覽當下呈現的內容為
主，此處描述程序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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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點選要下載的 Python版本連結。在此要下載最新版本，所以點

選 Latest Python 3 Release - 3.X.Y（3.X.Y是最新的版本號碼，

譬如：3.8.3）。本書的示例程式，已在 Python 3.6、3.8版本做

過執行測試。若讀者有興趣下載舊版本，請在此頁面向下捲動至

Stable Releases區段，選擇想要安裝的版本。

 3. 點選步驟 2所述的連結，會導向所選的 Python版本頁面。在

Files區段，點選 Windows x86-64 executable installer連結。

 4. 點選步驟 3的連結下載 .exe檔案到自己的電腦中。此為安裝檔

案；滑鼠雙擊開啟此檔案。此時將自動執行安裝程序。勾選 Add 

Python 3.X to PATH方塊（X是下載安裝的 Python版本號碼，

譬如：8）。隨後，點選 Install Now（將以預設選項進行安裝）。

 5. 當看到「Setup was successful」訊息時，點選 Close，即完成安

裝程序。

此時電腦會有新的應用程式，Python 3.X（在此 X是安裝的 Python

版本號碼）。在 Windows搜尋列中，輸入 python。當此應用程式出現

時，點選程式開啟 Python console。可以在此 console中輸入 Python

指令，執行工作。

macOS版

請按照以下步驟安裝 maxOS平台的 Python：

 1. 開啟 macOS平台的 Python最新版下載頁面（此網址包含結尾的

斜線）：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mac-osx/。

 2. 點選要下載的 Python版本連結。在此要下載最新版本，所以點

選 Latest Python 3 Release - 3.X.Y（3.X.Y是最新的版本號碼，

譬如：3.8.3）。本書的示例程式，已在 Python 3.6、3.8版本做

過執行測試。若讀者有興趣下載舊版本，請在此頁面向下捲動至

Stable Releases區段，選擇想要安裝的版本。

 3. 點選步驟 2所述的連結，會導向所選的 Python版本頁面。在

Files區段，點選 macOS 64-bit installer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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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點選步驟 3的連結下載 .pkg檔案到自己的電腦中。此為安裝檔

案；滑鼠雙擊開啟此檔案。此時將自動執行安裝程序（以預設選

項進行安裝）。

 5. 安裝程式將在電腦上建立 Python 3.X 資料夾（X 是安裝的

Python版本號碼）。在此資料夾中，滑鼠雙擊 IDLE圖示。將開

啟 Python 3.X.Y Shell（此處 3.X.Y是最新的版本號碼）。此為

Python Console，可在此執行任何 Python指令。

Limux版

請按照以下步驟安裝 Linux平台的 Python：

 1. 確認 Linux所用的套件管理工具為何。常用的兩個套件管理工具

是 yum、apt-get。

 2. 開啟 Linux console（也稱作終端機「terminal」，執行下列兩個

指令：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3.8

  若使用 yum等其他套件管理工具，可將上述兩行的 apt-get改用

yum或其他套件管理工具的程式名稱。同樣的，若想要安裝舊版

的 Python，可將此處的 3.8（此為本書撰寫時所用的最新版本）

改用其他版本號碼取代（如：3.6，此為本書示例程式的一個執

行測試版本）。想得知 Python目前的最新版本，可參閱 https://

www.python.org/downloads/source/。該頁面會有 Latest Python 3 

Release - Python 3.X.Y連結，其中 3.X.Y是釋出的版本號碼；在

上述的安裝指令中改用頁面所示的前兩個數值，即可安裝最新 

版本。

 3. 在 Linux console中執行下列指令（command），可啟動 Python：

pyth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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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將在 Linux console視窗開啟 Python console，即可在此處輸入

Python指令。

安裝第三方模組

本書論及的某些程式會用到 Python第三方模組，這些模組並非是從

Python官網下載的核心軟體部分內容。要在電腦上安裝第三方模組，

可按照 http://automatetheboringstuff.com/2e/appendixa/的說明予以安

裝使用。

本章總結

本書的演算法探究將穿梭古今中外的世界。其中探討到源自古埃及、

巴比倫、雅典（伯利克里時代）、巴格達、中世紀歐洲、日本（江戶

時代）、英屬印度的發明，持續討論至非凡的當今、令人歎為觀止的

技術。因而驅使我們尋找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越過原本似乎無法面對

的阻礙。如此一來，不僅與古代科學先驅連結，也與當今電腦使用

者、接球手、代代演算法使用者、尚未出生的創造者（在遙遠未來以

我們所留下的內容創建演算法的人）相連。本書可成為讀者的演算法

探險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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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解題

棒球賽的接球是不簡單的動作。起初，球位於遠處，

看似地平線上的一小點。其在空中移動可能僅有短暫

的幾秒鐘（甚至更短的時間）。期間遭受空氣阻力、風還

有重力的影響，而呈拋物線運動。

投球時，每次採取的力量、角度以及面對的環境（具有各種情況的環

境）都不一樣。那麼，當打者擊中球之際，距離 300英尺遠的外野

手，似乎立刻知道要往何處跑才能在球落地之前接殺，這是如何辦到

的？

此稱為外野手問題（outfielder problem），目前學術期刊依然會論及此

一議題。本書以外野手問題開頭，該問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法：解

析解（analytic solution）與演算法解（algorithmic solution）。兩者

相較之下，即可清楚說明何謂演算法以及個中差異。此外，外野手問

題可讓時而抽象的場域形象化—投接某物的經驗，可以協助理解實

務背後蘊含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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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夠真正明白人類如何完全掌握球的落點之前，可先就此了解機器

是如何辦到的。本章將以外野手問題的解析解開始論述。此解法有精

確的數學形式，可輕易用電腦即時運算，通常在物理概論的課程中會

以其他描述內容教授該解法。這個解析解足以讓相當敏捷的機器人擔

任棒球隊的外野手。

然而，計算解析算式，對於人腦來說並不容易，當然也無法像電腦那

樣快速處理。較適合人腦的解法是演算法解，在描述解析解之後，將

以演算法解探討何謂演算法，並與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相比，用以突

顯演算法解的優點。此外，演算法解表明：演算法乃人類思考過程的

自然呈現，讀者無須驚慌失措。此處提及外野手問題的用意，在於介

紹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演算法方法。

解析方法

以解析方法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必須提起前幾世紀的古運動模型。

伽利略模型

最常用於球體運動建模的等式可追溯到伽利略（Galileo）時代，數個

世紀前伽利略就針對加速度、速度與距離的計算訂定公式。假定球從

地平面投擲而開始運動，忽略風與空氣阻力，伽利略模型表示，球於

時間 t所在的水平位置，可用下列公式取得：

x = v1t

其中 v1是球於 x向（水平向）的起始速度。而依據伽利略的說法，球
於時間 t所在的高度（y）算式如下：

y = v2t + 
2

at 2

其中 v2為球在 y向（垂直向）的起始速度，a為向下的重力加速度
（其為常數值，若以公制單位而言，大約是 –9.81 m/s2）。 將上述第

一式代入第二式，球的高度（y）及其水平位置（x）的關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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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2v1

2

ax2

v1

v2 x +

在此使用示例 1-1的 Python函數（套用伽利略算式）為假想球的運

動軌跡建模。示例 1-1特定多項式適用的初始球速：水平速度約為每

秒 0.99公尺、垂直速度約為每秒 9.9公尺。可以針對各種投擲物的建

模而自由選用合適的 v1、v2值。

def ball_trajectory(x):
    location = 10*x - 5*(x**2)
    return(location)

示例 1-1：球的運動軌跡計算函數

以下用 Python描繪示例 1-1函數的計算結果，了解球運動軌跡的大

致模樣（空氣阻力與其他微不足道的因素忽略不計）。第一行程式碼

匯入 matplotlib模組（內含一些繪圖功能）。matplotlib模組是本書

示例會匯入使用的多個第三方模組之一。運用第三方模組之前，必須

先行安裝。可按照 http://automatetheboringstuff.com/2e/appendixa/的

說明內容安裝 matplotlib和其他第三方模組。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xs = [x/100 for x in list(range(201))]
ys = [ball_trajectory(x) for x in xs]
plt.plot(xs,ys)
plt.title('The Trajectory of a Thrown Ball')
plt.xlabel('Horizontal Position of Ball')
plt.ylabel('Vertical Position of Ball')
plt.axhline(y = 0)
plt.show()

示例 1-2：假想球的運動軌跡描繪（從投擲開始「x = 0」到落地為止「x = 2」）

程式的輸出結果（圖 1-1）是完美的軌跡圖，呈現假想球在空間移動

的預期路徑。對於受到重力影響的各種拋射物而言，皆有類似此完

美的運動曲線，小說家品瓊（Thomas Pynchon）為這個曲線賦予

詩意的稱呼，並以此為自己的書籍命名—《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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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的球體皆正好貼著此一路徑移動，不過這是球體有可能行經

的路徑。球從 0開始上升接著下降運動，正如人們習以為常看著球，

從自己視野左邊到右邊那樣的上下運動。

圖 1-1：假想球的投擲運動軌跡

「求出 x」策略

既然已知球運動位置的算式，就能針對所求位置（例如：球到達的最

高點、落地位置）解特定方程式。外野手為了接住球，需要知道這些

資訊。物理課的學生會學到如何求出這些解，若想要指導機器人擔任

外野手，自然而然也能讓機器人學習這些式子。球最終位置的求解方

法很簡單，只要將前述 ball_trajectory()函數值設為 0：

0 = 10x – 5x 2

進而解此特定方程式（求出 x），其中的解法是套用中學教的二次公式
解：

x =  
2a
b2 – 4ac–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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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有兩個解：x = 0與 x = 2。第一解（x = 0）是球的起始位置
（投手投擲或打者打擊所在之處）。第二解（x = 2）是球飛行落地的 

位置。

上述的解法是比較簡單的策略。姑且稱之為「求出 x（solve-for-x）」

策略。針對某個情況寫出特定方程式，然後為所求的變數解此方程

式。「求出 x」策略在高中與大學的理科領域相當常見。通常要求學生
解出：球的預計終點、理想的經濟生產水準、實驗用的化學物質比例

等。

「求出 x」策略富有效用，例如，倘若軍隊觀測到敵軍發出拋射式武
器（譬如：飛彈），可以立刻將伽利略的算式套入計算機中，近乎瞬

間的算出飛彈預計落地之處，進而對它執行躲避或攔截任務。上述的

計算作業可用消費性筆電免費完成（執行 Python運算程式）。要讓機

器人擔任棒球賽的外野手，也可以運用相同的策略，而不費吹灰之力

的接住球。

已知待解的方程式與解法，「求出 x」策略就輕而易舉。這要歸功於前
述的伽利略與偉人花拉子米（Muhammad ibn Musa al-Khwarizmi）

兩者的貢獻（前者的拋射物運動算式、後者首先提出此種二次方程式

的一般解法）。

九世紀博學家花拉子米，除了創造代數（algebra）一詞及其相關內

容，對於天文學、製圖學與三角學也有所貢獻。他是讓人得以倘佯於

本書之中的重要人物。而站在伽利略、花拉子米等巨人的肩膀上，就

不須再度經歷這些式子推導過程所遭遇的困難—只要在適當情況下

記得應用這些算式解決問題即可。

內在物理學家

精密機器使用伽利略與花拉子米的式子並採取「求出 x」策略，就能
接球或攔截飛彈。但似乎可以假定，大多數棒球員看到球在空中飛，

並不會立即寫出相關的運動算式。可靠的觀察報告顯示，職棒春訓之

際，球員有大量的時間花在跑壘與對打項目，而聚集在白板周圍的時

間少之又少，更遑論把時間用於 Navier-Stokes方程式的推導。就算

將球落點的謎團解開，也無法針對外野手問題提供明確的答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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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人類如何直覺知曉球的落點（無須套入電腦程式計算即可 

得知）。

或許就是這樣，外野手問題最圓滑的解法，得主張：若電腦能夠針對

球的落點解伽利略二次方程式，則人類也會如此作為。其中將此種解

法稱為內在物理學家理論（inner physicist theory）。依此理論，人腦

的「濕體」（wetware）能夠設立二次方程式並求其解，或者描繪圖形

而推斷球的運動軌跡，這些是人類下意識的動作。換句話說，人腦深

處藏有「內在物理學家」，能在幾秒鐘之內算出數學難題的精確解，

並將這些解傳給肌肉，進而讓肌肉找到接近球的路徑，帶動身體與手

套前往。即使人們從來沒有上過物理課或求出 x，其潛意識也許就能
達成所求。

內在物理學家理論並非毫無支持者（論點）可言。特別是著名數學

家德福林（Keith Devlin）於 2006年出版的著作《數學天賦：人人

都是數學天才》（The Math Instinct: Why You’re a Mathematical Genius 

(Along with Lobsters, Birds, Cats, and Dogs)）。該書封面有隻狗正在跳

接飛盤，並分別標記飛盤與狗兩者相關的運動軌跡指標，意味著狗能

進行複雜計算，以讓自己接到飛盤。

狗接飛盤與人接球，這些顯然的能力似乎可成為內在物理學家理論的

支持論點。潛意識神祕深邃、能力強大，人們目前尚未能夠一探究

竟。那麼潛意識為何不能偶爾解決一些高中程度的方程式呢？重點是

無法反駁內在物理學家理論，其中很難想出此理論的替代方案：若狗

不能解飛盤運動的偏微分方程式，那到底要怎樣接到飛盤呢？牠們使

力一蹬向空中飛躍，下巴並用叼住飛行不定的飛盤，若無其事的模

樣。假如沒有解決腦中的某些物理問題，怎麼能夠精確的接到球呢？

針對這問題，始終沒有好的答案。1967 年工程師布希（Vannevar 

Bush）寫了一本書，書中描述他所理解的棒球科學特徵，但無法解釋

外野手如何知道該跑往何處接到飛球。好在物理學家查普曼（Seville 

Chapman）讀到該書，因而受到啟發，於隔年提出自己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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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方法

查普曼身為典型的科學家，對於神祕而未經證實的人類潛意識論述難

以信服，他期望針對外野手的能力有更為具體的解釋。進而提出自己

的發現。

用脖子思考

查普曼開始為處理外野手問題而留意接球者的動作資訊。他認為不容

易針對人類估計拋物線的精確速度、軌跡，較簡單的做法是觀測某

些角度。若某人從平坦的地面投球（或擊球），則外野手看到球從接

近眼平面（eye level）之處開始運動。設想由兩條直線（一條是地平

線、一條是外野手眼睛與球連接的直線）所形成的夾角。打者擊球那

一刻，其角度（大致）為 0度。球起飛之後，高於地面，所以兩條

線夾角的角度增加。即使外野手沒有研究幾何，也會對該角度「有

感」—例如，脖子要往後傾斜多大程度才能看到球。

假設外野手站在球落地之處（x = 2），可從球運動早期軌跡描繪一條
視線，以了解外野手看球視線的角度增加程度。下列程式碼會在示例

1-2描繪的圖形中增建一條線段（將這些程式碼併入示例 1-2同一個

Python seesion中，一齊執行）。該線段代表球水平移動 0.1公尺後外

野手的眼睛與球相連的直線。

xs2 = [0.1,2]
ys2 = [ball_trajectory(0.1),0]

其中可以繪製多條視線，明白球運動過程中視線角度依軌跡遞增的情

況。下列程式碼可就示例 1-2描繪的圖形加入更多條線段。這些線段

為外野手眼睛與球所在位置相連的直線，在此分別表示球運動的兩個

點：水平移動 0.2、0.3公尺之處。處理完上述線段的資料之後，即可

將所有內容繪製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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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3 = [0.2,2]
ys3 = [ball_trajectory(0.2),0]
xs4 = [0.3,2]
ys4 = [ball_trajectory(0.3),0]
plt.title('The Trajectory of a Thrown Ball - with Lines of Sight')
plt.xlabel('Horizontal Position of Ball')
plt.ylabel('Vertical Position of Ball')
plt.plot(xs,ys,xs2,ys2,xs3,ys3,xs4,ys4)
plt.show()

結果顯示數條視線與地平線夾角的角度呈遞增狀態（圖 1-2）。

圖 1-2：假想球的投擲運動軌跡（圖中線段表示外野手看著飛球的視線）

隨著球的飛行，外野手視線的角度不斷增加，頭必須不停往後仰，直

到接住球。在此將地平線與外野手看球視線兩者的夾角稱為 theta。其

中假定外野手站在球的最終落點（x = 2）。回顧高中幾何數學，直角
三角形中某角的正切（tangent）是該角對邊與鄰邊（非斜邊）的長

度比值。因此，theta的正切是球所在高度及其離外野手水平距離的

比值。以下 Python程式碼可描繪上述的三角形兩邊（兩邊長度比值

為 theta角的正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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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5 = [0.3,0.3]
ys5 = [0,ball_trajectory(0.3)]
xs6 = [0.3,2]
ys6 = [0,0]
plt.title('The Trajectory of a Thrown Ball - Tangent Calculation')
plt.xlabel('Horizontal Position of Ball')
plt.ylabel('Vertical Position of Ball')
plt.plot(xs,ys,xs4,ys4,xs5,ys5,xs6,ys6)
plt.text(0.31,ball_trajectory(0.3)/2,'A',fontsize = 16)
plt.text((0.3 + 2)/2,0.05,'B',fontsize = 16)
plt.show()

程式描繪結果如圖 1-3所示。

圖 1-3：假想球的投擲運動軌跡（除了一條斜線段表示外野手看飛球的視線，圖中

還有線段 A與線段 B，其中兩線段的長度比值是關注夾角的正切值）

計算 A與 B的邊長比值可得出相關夾角的正切值。此一算式中，A的

邊長為 10x – 5x2、B的邊長為 2 – x。所以下列式子隱含描述球飛行
時所在位置的相關 theta角：

tan(θ) =  = 5x
2 – x

10x – 5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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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整體情況：球被擊得很遠，迅速射出一條難以立即估計終點的

拋物線。查普曼就此發現一個簡單關係：當外野手站在正確的位置

時，theta的正切值以簡單恆定的比率增加。查普曼突破的重點是，

theta（即球與地面相關的角）的正切，隨著時間呈線性增長。查普曼

在外野手問題的細瑣之中發覺這個簡單關係，進而開發出簡明的演算

法解。

其解法依循的事實是，若拋射物的 theta角正切值以恆定的速率增

長，則此正切值加速度為零。所以剛好站在球行進方向前頭，觀測的

夾角，其正切值的加速度為零。相較之下，站的位置離球的初始位置

太近，觀測到正切值有正加速度；離球的初始位置過遠，觀測到正切

值的加速度為負值。（若讀者願意的話，可自行驗證這些事實背後的

棘手微積分。）這意味著外野手看到球上升時，感覺必須穩定的將頭

往後仰多少程度，而知道要去哪裡接球；可說是—用脖子思考。

應用查普曼演算法

機器人不一定有脖子，所以「用脖子思考」的方法可能不適合機器人

外野手。不過，它可以直接迅速解二次方程式，找到接球位置，而不

必在意 theta正切值的加速度。但對於人類來說，查普曼的「脖子思

考法」可能相當有用。真人外野手想要知道球的最終落點，可以進行

下列相對簡單的程序（process）：

 1. 觀測兩線（地平線與看球的視線）夾角正切值的加速度。

 2. 若加速度為正，則後退一步。

 3. 若加入度為負，則往前一步。

 4. 重複執行步驟 1∼ 3，直到球正好位於面前。

 5. 接球。

針對查普曼的五步法而言，有個重大的異議：外野手執行上述程序

時，似乎必須即時計算夾角的正切值，這意味著人類要把「內在物理

學家理論」換成「內在幾何學家理論」，其中棒球員得以用潛意識立

刻算出正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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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此異議的潛在方法是，對於許多角度而言，tan(theta)約等於

theta值，因此外野手不用在意某角正切的加速度，只需要觀測該角

的加速度。脖子往後仰看球時，以頸關節扭動的加速度估計該角的加

速度，而且此角度與其正切值相當接近，就不必假定外野手的潛意識

具有任何數學能力—只要準確協調從不明感官輸入的物理技能。

若將加速度的估計視為上述程序唯一的困難部分，該程序即可成為外

野手問題的潛在解決方案，這個方案比「潛意識推斷拋物線的內在物

理學家理論」有更多心理可信度。當然，這種有心理吸引力的解決方

案並不表示只能供人類使用。機器人外野手也可以按照查普曼五步程

序執行程式，倘若如此為之，機器人的接球表現甚至可能比人類好

（例如：查普曼程序讓機器人能夠動態反應由風或球彈跳所引起的 

變化）。

除了心理可信度，查普曼見解所呈現的五步程序還有更重要的特

點：絲毫沒有採用「求出 x」策略或任何明確的方程式。而是提議
反覆進行簡易的觀測、小而漸進的步驟，以達成定義明確的（well-

defined）目標。換句話說，以查普曼理論所推論出來的程序稱為演

算法。

用演算法解決問題

演 算 法（algorithm）一詞源自之前提到的偉人花拉子米（al-

Khwarizmi）之名。要定義這個字詞並不容易，尤其是被認可的定義

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並無固定。簡而言之，演算法就是一組指令，

用以產生明確定義的結果。此為演算法廣義的定義；正如本書緒論所

示，可將所得稅申報表或優格百匯食譜，自然而然的視為演算法。

相對於百匯食譜而言，因為查普曼接球程序（或者稱作查普曼演算

法），包含循環結構，其中反覆進行小步驟，直到達成明確條件，所

以可說是更具有演算法的模樣。此為本書採用的常見演算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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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外野手問題的「求出 x」解法並不合理（外野手往往不會知道相
關的方程式），所以查普曼提出外野手問題的演算法解。一般來說，

若「求出 x」策略無效時，則用演算法最有效。有時候不曉得要用的
正確方程式為何，但更多時候是：並沒有方程式可以完整描述某個情

況；方程式不可能解決問題；或者面臨時間、空間限制等等。演算法

存在於一切可能性的邊際，屢次創建、改進演算法，可將效率與知識

的前緣推進一小步。

現今大眾普遍認為演算法是困難、深奧、神祕、嚴格的數學，需要多

年研究才能理解。如今的教育體系結構化，儘早就開始教授孩子「求

出 x」策略，到大學、研究所階段才會教到演算法。對於許多學生
而言，掌握「求出 x」策略需要數年時間，而且始終有勉強收受的感
覺。有如此感受的人可能臆斷，對於演算法也會有同樣感覺，甚至認

為演算法較「高等」而覺得更難理解。

然而，從查普曼演算法吸取的經驗是：解題方式完全本末倒置。課間

休息時，學生學習與改善數十個演算法的效能（針對接、丟、踢、

跑、動等動作），可能還有更複雜的演算法，其中包含尚未完全勾勒

的情況以及社會運作管理的內容：高談闊論、地位尋求、閒話家常、

聯盟組成與友誼培養。當課間休息結束，開始上數學課，立即讓學生

離開演算法的探索領域，強迫學習「求出 x」這種不自然的機械化程
序，這個程序不是人類自然發展的部分，甚至對於解析類型的問題而

言，並不是最強大的解決方法。只有在學生進修高等數學（advanced 

math）與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或稱作計算機科學），才能回

到演算法的自然領域，再見之前在課間休息時不經意就能愉悅習得的

強大程序。

本書用意是為好奇者提供腦力充電時間—年輕學生的課間休息時

間，意味著：所有重要活動的開始，所有苦差事的結束，以及偕同朋

友愉快探索的延續。若對演算法有任何恐懼感，可提醒自己，人類的

一切即是自然的演算法，倘若能夠接住球、烤蛋糕，就算是掌握到相

關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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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章節將探討多種演算法。某些是排序串列或計算數值的演算法。

另外有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與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演算法。切記：演算法不會長在樹上。演

算法在成為主流（以普及應用形式納入本書）之前，該演算法的發覺

者、創建人（譬如查普曼），某天醒來，這個演算法尚未存在，而到

當天結束（準備就寢）時，此演算法乍現。在此勉勵讀者嘗試效法這

些演算法精英的心態。也就是說，演算法不僅是可用的工具，還可將

視為解決艱鉅問題的方法。演算法世界尚未被完全描繪出來—許多

演算法仍有待發覺與改善，誠摯期望讀者能成為發覺過程的一分子。

本章總結

本章探討解決問題的兩種方法：解析方法與演算法方法。藉由這兩種

方式解決外野手問題，說明個中差異，最終歸結出查普曼演算法。

在複雜的情況下，查普曼發現簡單模式（theta的正切有固定的加速

度），因而出現疊代循環程序的想法，程序中只須簡單的輸入（伸展

脖子的加速感），進而達成明確目標（接球）。若要設法在自己的工作

中開發、使用演算法，可以試著仿效查普曼的例子。

下一章將論述歷史上的一些演算法範例。這些範例應該可讓讀者對演

算法有更深入的了解，文中探討演算法的內容及其運作方式。範圍涵

蓋古埃及、古希臘、大日本帝國的演算法。新學到的演算法都能作為

演算法「工具箱」的補充項目，並運用此一工具箱的累積，最終能夠

進展到設計（改善）自己所需演算法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