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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與抽象化

演算法(Algorithm)與抽象化(Abstraction) 是電腦程式寫作中兩種非常重要概念。
演算法簡單來說就是解決問題的步驟，這些步驟如果用某一種程式語言加以實現，
我們就稱之為電腦程式。解決問題前，我們必須將人類現實社會 (real world)中的資
訊、資料或物件，轉換到電腦世界(computer world)中，這個過程就是抽象化。換句
話說用電腦程式來解決問題，但是我們首先必須抽象化現實世界中的物件轉到電腦
世界的物件，進而利用演算法執行步驟，而推得答案或解決問題。因此撰寫程式時，
抽象化與演算法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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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的單元簡介以及學習目標如下：

 單元簡介

 介紹程式語言基礎抽象化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介紹程式語言基礎演算法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單元學習目標

 了解抽象化相關知識的特色及原理

 了解演算法相關知識的特色及原理

 培養繪製程式流程圖的能力

 培養搜尋與排序演算法程式設計的能力

 養成閱讀來理解程式電腦程式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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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演算法(Algorithm)

演算法簡單來說就是解決問題的步驟，這些步驟如果用某一種程式語言，加以
實現，我們就稱之為電腦函式。對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可能有很多種，演算法也在
探討哪一種解決方法，比較有效率。我們說 A 的演算法比 B 的演算法有效率，可能
是說 A 的演算法計算時間比較短或使用到的記憶體空間比較少，這分別對應兩個
電腦專用術語即時間的複雜度(time complexity)與空間的複雜度(space complexity)

。

演算法可以認為是抽象化的電腦函式，具有下面幾項特徵：

1. 輸入：有零個或以上輸入值。

2. 輸出：有一個或以上輸出值，輸出值是演算法計算的結果。

3. 明確性：演算法的描述必須無歧義，以保證演算法的實際執行結果是精確
地符合要求或期望，通常要求實際執行結果是確定的。

4. 有限性：演算法必須在有限個步驟內完成任務。

5. 有效性：又稱可行性。能夠實現，演算法中描述的操作都是可以通過已經
實現的基本運算執行有限次來實現。

8.1.1　程式流程圖 (Flow chart)

演算法可以用程式流程圖來表示。程式流程圖是以視覺化的圖案來表示演算法的執

行步驟。程式流程圖以各種圖形、線條及箭頭等符號來表達問題的解決問題的步驟及進行

的順序，主要圖案為起始符號、終止符號、處理符號、判斷符號和流程箭頭，這五個符號

幾乎所有的流程圖都會用到，如圖 8-1。起始符號表示程式的開始執行點、終止符號表示

程式的終止執行、處理符號表示執行某項工作、判斷符號利用某種條件判斷決定流程該往

哪個方向執行和流程箭頭表示下一個動作的執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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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程式流程圖的五種主要圖案

如果-則(if-else)與廻圈重複執行直到條件成立(loop until)程式積木，其對應的流程

圖，如圖 8-2。

圖 8-2　程式積木與對應的流程圖

次要的程式流程圖案為呼叫副程式符號、列印符號、資料符號、連接符號、廻圈符號，
如圖 8-3。副程式符號表示呼叫副程式、列印符號則列印訊息到報表上、資料符號代表資
料的輸入、連接符號表示執行到某一個連結點與廻圈符號表示廻圈執行的次數。

流程圖其他範例，請參考第四章之圖 4-5 的判別成績是否及格的程式範例、圖 4-7

的執行 5 次判別成績是否及格的程式範例與圖 4-17 的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精靈的程
式積木範例。資料輸入符號和報表列印符號有使用在這些範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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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次要的程式流程圖案

如果有需要繪製流程圖可利用 www.draw.io 網站上提供的 Draw.io 流程圖繪製工
具，Draw.io 是免費的程式流程圖線上繪製軟體，除了繪製流程圖之外， Draw.io 也可
以繪製 UML, SysML 等系統圖，功能十分強大。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兩種非常有用的演
算法：搜尋演算法與排序演算法。

8.1.2　搜尋演算法(Search algorithms)
搜尋就是在一堆資料中，找出所要之特定資料，例如從通訊錄找出某好友的電話

號碼、利用電話號碼或身分證，找出會員資料或是從字典中查詢某一個單字。最常用的
搜尋演算法有循序搜尋法(Sequential Search)和二分搜尋法(Binary Search) 。

循序搜尋法(Sequential Search)

在一副打亂的撲克牌中，如果我們要找尋紅心❤大老二，我們可以從第一張、第二
張、依序搜尋，直到找到這張牌或是撲克牌已經用盡為止，這種搜尋方式稱為循序搜尋
法。循序搜尋法也可以用來搜尋聯絡簿的資料，如圖 8-4，有八筆資料，每一筆資料包
含身分證號碼、姓名與電話號碼；因此，我們可以以身分證號碼，查到姓名與電話號碼
或是以電話號碼查到身分證號碼與姓名，當然也可以以姓名查出身分證號碼與電話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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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聯絡簿的資料

循序搜尋演算法可以利用身分證號碼、姓名與電話號碼來搜尋聯絡簿的資料，如圖
8-5，Key參數為傳人待搜尋鍵值，index參數為傳入的搜尋值是 1.身分證號碼、2.姓名
與 3.電話號碼，list參數為傳人聯絡簿表列，其演算法為依序取出聯絡簿的資料，比較
鍵值（key），如果比對成功則回傳此筆聯絡簿的資料 (item)，如果比對不成功則依序
取出下一筆聯絡簿的資料，如果聯絡簿的資料都已比對過，查無此資料則回傳空表列。

圖 8-5　循序搜尋演算法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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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搜尋演算法測試程式，如圖 8-6。ID=1 輸入到 index參數，代表 key 值為身分
證 號碼搜 尋鍵值； name=2 輸 入 到 index 參數，代表 key 值 為姓名搜 尋鍵值；
phoneNo=3 輸入到 index參數，代表 key 值為電話號碼搜尋鍵值。其中，第 1，3，5 次
呼叫循序搜尋演算法都可以找到聯絡簿的資料而回傳該筆聯絡簿的資料；第 2，4，6

次呼叫循序搜尋演算法都無法找到聯絡簿的資料而回傳相關空表列的資料。

圖 8-6　循序搜尋演算法測試程式

二分搜尋法(Binary Search)

循序搜尋演算法依序取出表列的資料，比較鍵值，如果比對成功則回傳此筆表列
的資料(item)，如果比對不成功則依序取出下一筆表列的資料。假如搜尋表列有 n筆資
料，且待查詢的鍵值都在此表列中，則最好的情況是第一次就找到，最差的情況是最
後一次才找到，所以平均起來是 n/2，當 n 值很大的時候，例如 1,000,000筆資料，平
均搜尋的就要 50萬次，搜尋時間就相對較長，如果改用二分搜尋法，平均搜尋的就要
20 次，搜尋時間大大減少。例如，一般字典單字的搜尋即是二分搜尋法。

二分搜尋法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要比較的鍵值資料，必須已經事先排序過了，所
以每次取出表列的中間值與鍵值比較，如果相等則直接回傳本筆資料，如果大於中間
值，則去掉比中間值小的部分，如果小於中間值則去掉比中間值大的部分，因此每做
一次比較，就可以去掉一半不可能的答案。二分搜尋演算法及流程圖，如 圖 8-7，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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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為要比較的身分證號碼鍵值（key）與聯絡簿的資料表列（list），演算法中有二個
重要區域變數，high和 low，分別指到待搜尋聯絡簿的資料表列，因為表列已經排過序，
身分證號碼鍵值就與表列中間值比較，如果鍵值大於中間值則將 low 設為 mid+1，換句
話說去除掉較小的那一半；如果鍵值小於中間值則將 high 設為 mid-1，換句話說去除
掉較大的那一半；如果鍵值等於中間值則回傳 mid那筆資料，如此不斷重複直到找到
相符合的聯絡簿的資料或是 low>high 表示找不到相符合的資料，每次迴圈都去除掉一
半表列內容。

圖 8-7　二分搜尋演算法及流程圖

二分搜尋演算法測試程式，如圖 8-8，第一輸入參數為身分證號碼搜尋鍵值，第二
輸入參數為聯絡簿的資料。其中，第 1，3，4 次呼叫二分搜尋演算法都可以找到聯絡簿
的資料而回傳該筆聯絡簿的資料；第 2 次呼叫循序搜尋演算法無法找到聯絡簿的資料
而回傳相關空表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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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二分搜尋演算法測試程式

8.1.3　排序演算法(Sorting algorithms)
英文字典裡的單字已經排序過了，所以我們可以使用二分搜尋法很快的可以查詢

到英文單字。排序簡單地說就需要將表列中的資料，以某一個屬性，來做由大到小或由
小到大的順序排列。已知的排序演算法超過幾十種，常見的排序演算法有氣泡排序法
（bubble sort）、插入排序法（insertion sort）、合併排序法（merge sort）、選擇排序法
（selection sort）、堆排序法（heap sort）、快速排序法（quick sort）。

氣泡排序法（bubble sort）

氣泡排序法是一種非常直覺、簡單、容易明瞭的排序方法，假如我們要依身高，從
最矮排到最高，老師可以先將同學排成一排，先比較第一位與第二位同學的身高，如
果第一位同學的身高比較高，則對調第一位與第二位同學，接下來比較第二位與第三
位同學的身高，同樣的，如果第二位同學的身高比較高，則對調第二位與第三位同學，
如此不斷地繼續，直到最後兩位同學比較完成，這時候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最後一位同
學身高是全班最高的，此時最高的同學在所謂的已排序區，其他則在未排序區，針對
剩下在末排序區的同學重新再從第一位跟第二位比較起，可以找出第二高的同學，也
就是每一個循環都可以從未排序區中，找出最高的那一位同學，放入已排序區。氣泡排
序演算法及流程圖，如圖 8-9，第一輸入參數 index 為 1代表以身分證號碼排序， 2代
表以姓名排序，3代表以電話號碼排序，第二輸入參數 list 為聯絡簿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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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氣泡排序演算法及流程圖

氣泡排序法測試程式與測試結果，如圖 8-10。其中，圖 8-10 上方積木，第 1，2，3

次呼叫氣泡排序法分別以電話號碼排序(index=3)，姓名排序(index=2)與身分證號碼排
序(index=1)；其排序結果顯示於圖 8-10 下方。

圖 8-10　氣泡排序法測試程式與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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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抽象化(Abstraction)

抽象化(Abstraction)在資訊工程領域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簡單的來說抽象
化的工作是要把現實世界中的物件轉到電腦世界的物件，藉由移除不重要細節，降
低理解現實世界複雜度，在實現資訊系統中，能夠控制其過程或以綜觀的角度來瞭
解許多特定領域的事物。如此一來，現實社會中的問題，就可以在電腦的世界中，
加以解決。

抽象化有兩個重點：移除細節(Detail removal)以及程式碼(或演算法)一般化
(Code generalization)。所謂移除細節就是系統分析中，將複雜的細節的移除，只要
保留相關的、重要的資料與介面。程式碼一般化是說當有重複性的功能或函式，利用
歸納，合併成一個或少數幾個功能或函式。

抽象化的對象可以針對資料本身(data)或者是程式碼本身(code) 。舉例資料抽象
化來說，在現實社會的大學資訊系統中，會有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而學生類別
(Student)是資料一般化而得的抽象概念；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一般化為教
師；職員與教師則進一步一般化為教職員。學生的類別(Student)，在資料抽象化
(data abstraction)的過程當中，我們會認為學生應該有學生的學號、名字、性別、出生
年月日、住址等。在程式碼抽象化(code abstraction)的過程中，學生應該有註冊、選課、
休學等功能。抽象化是適當的表現資料與功能，減少程式開發的複雜度。

8.2.1　移除細節(Detail removal)

移除細節就是將複雜的細節的移除，只要保留相關的、重要的資料與介面。舉例

來說，對於開車這件事，我們踩了汽油踏板，車子就會加速前進；我們踩了煞車踏

板，車子就會降低車速，進而停止車子；我們可能知道右轉就把方向盤轉向右邊，

但實際車子裡的運作細節是甚麼，一般人並不會去知道，這就是抽象化移除細節的

概念。移除細節在資訊工程的例子像是許多數學函數(如 y=sin(x))以及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APIs))等，我們並不知道 sin 數學函數如何被

實作出來，但是我們可以輕易地使用 sin數學函數。Snap!工具上所有的積木也是一

種應用程式介面，我們無需知道這些積木如何被實作出來，但只要了解積木的功能，

我們就很容易組合這些積木實做出有用的電腦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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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小節所介紹的演算法及流程圖也是程式設計抽象化的結果，在演算法與流

程圖設計中，我們不必知道如何對調表列中的兩項資料，然而在 Snap!程式設計中，

如何實做兩項資料對調，必須要清楚的界定，也就是了解 Snap! 提供的語法(積木)

實做出這些細節。在導出演算法的過程中，我們將要解決問題切成較小的問題，移

除了一些暫時不重要的細節，專注在解決小問題的步驟上，邏輯對了，再去利用某

一種程式語言加以實現，這樣的技巧我們稱之為「分而治之法」 (Divide and

Conquer)，簡單來說，就是分割問題、各個擊破；也就是將一個大問題，切割成許

多小問題，如果這些小問題還是很難，就再切成更小的問題，直到小問題都能夠輕

易地被解決之後，原本的大問題也就解決了。

8.2.2　一般化(Generalization)

維基百科解釋一般化是概括作用，是指將事物的定義進行修改或者補充以使其

適用於更加大的範圍，當有重複性的事件，就可以合併起來。以電腦世界來說，一

般化的針對的物件有資料(即類別/物件(object/class))與程式碼(即函式(function)或方

法(method)) 。資料一般化的結果形成物件繼承另一個物件，例如學生、職員、與教師

都繼承「人」，Snap!雖有支援物件，但尚未支援物件繼承，因此本小節只針對程式

碼一般化，詳加說明。

程式碼一般化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撰寫程式來畫出邊長為 25cm 的正方形，也

可以撰寫程式來畫出邊長為 100cm 的正方形，一般化的結果就是畫出任意邊長的

正方形。進一步一般化，我們可以畫出任意邊長的正三角形、正四邊形、正五邊形…，

更進一步一般化的結果是「畫出任意邊長的正多邊形(及正三角形、正方形、正五邊形

…)」。因此撰寫程式解決複雜問題時，程式碼抽象化就很重要，我們可先解決特定

案例，再綜合歸納，合併特定案例成一個或少數幾個功能解決複雜問題。

如圖 8-11(a)，畫出邊長為 25cm 的正方形的步驟為 1.將畫筆放下，2.重複四次

的移動 25 步(像素點)後轉 90 度，3.最後再將畫筆提起來；同理如圖 8-11 (b) 可以

畫出每個邊長 100像素點的正方形，圖 8-11 (c) 可以畫出每個邊長 30像素點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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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只有移動的步數有更改，因此可以將如圖 8-11 (a)~(c)一般

化為畫出邊長為 length 的正方形的函式，如圖 8-11(d)，藉由輸入的 length變數，

去畫出邊長為 length 的正方形。這樣一來並不需要拉出如圖 8-11(a)~(c)的三個程式

塊，只需要一個如圖 8-11(d) 程式塊，就可以畫出任意邊長的正方形，如圖 8-11(d)

和(e)。

圖 8-11　畫出邊長為 length 的正方形的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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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程式設計基礎

我們可以進一步練習如何「畫出任意邊長(length)的正(n)多邊形」，步驟如下：

1. 延續任意長度正四邊形範例，如圖 8-11(d)，多增加一個 n變數，用來設定

幾邊形，如圖 8-12(a) 。

2. 修改重複執行次數從 4改為 n 來畫出正(n)多邊形。

3. 旋轉方向從 90 度改為 360/n 度。

4. 測試程式畫出邊長 50 的正 3,4,…,10 多邊形，如圖 8-12(b)；測試結果如圖

8-12(c) 。

圖 8-1　畫出任意邊長(length)的正(n)多邊形範例

142



8

演算法與抽象化

8.3 小結

本章節介紹演算法與抽象化非常重要的兩個電腦概念，演算法是解決問題的步

驟，這些步驟如果用某一種程式語言加以實現我們就稱之為電腦程式。解決問題前，

我們必須將人類現實社會中的資訊，轉換到電腦世界中，這個過程就是抽象化。本

章也介紹「以視覺化的圖案來表示演算法的執行步驟」的流程圖，因此流程圖也是一

種演算法抽象化的結果。本章也介紹了幾種非常重要的演算法如搜尋演算法與排序

演算法，這是學習程式語言常會使用到的基本工具。：

本章重點如下：

1. 介紹演算法與抽象化原理與應用。

2. 介紹流程圖原理與應用。

3. 介紹「分而治之法」與一般化來設計程式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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