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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1: Co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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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ab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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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Colab?

1. Colaboratory, or “Colab” for short, is a product from Google 
Research.

2. execute arbitrary python code through the browser
3. providing free access to computing resources including 

GPUs.



Allocate a GPU
• going to Runtime > Change runtime type > GPU.

1.

2.

3. 4.



Download files from google driv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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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Google Drive

2.1.

3. 4.



Colab Linux Command

• Use percent sign to run the shell command

!ls
!pwd

• !cd can not change the directory. Use exclamation sign and cd to change directory

%cd ../



1. 上傳一張圖片到 google drive
2. 使用 gdown 指令將圖片下載到 Colab
3. 開啟圖片

實作1.



Python 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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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函式



Prerequests

• 已有任⼀程式語⾔的基本觀念



What is Python

• Python（英國發音：/ˈpaɪθən/ 美國發音：/ˈpaɪθɑːn/），是一種廣泛使用的直譯式、
進階和通用的程式語言。

• Python支援多種程式設計範式，包括函數式、指令式、反射式、結構化和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 Python 優雅的語法和動態型別，結合其直譯特性，使它成為眾多領域和大多數平臺
上，撰寫腳本和快速開發應用程式的理想語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9C%8B%E9%9A%9B%E9%9F%B3%E6%A8%99%E8%8B%B1%E8%AA%9E%E7%99%BC%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9C%8B%E9%9A%9B%E9%9F%B3%E6%A8%99%E8%8B%B1%E8%AA%9E%E7%99%BC%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AD%AF%E8%AA%9E%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B4%9A%E8%AA%9E%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9A%E7%94%A8%E7%BC%96%E7%A8%8B%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C%96%E7%A8%8B%E8%AF%AD%E8%A8%80


執行 Python（腳本模式）

• 直譯器使用起來像是 Unix shell：如果它被呼叫時連結至一個 tty 裝置，
它會互動式地讀取並執行指令；如果被呼叫時給定檔名為引數或者使用
stdin 傳入檔案內容，它會將這個檔案視為腳本來閱讀。



執行 Python（互動模式）
• 在終端 (tty) 輸入並執行指令時，直譯器在互動模式（interactive mode）中運
行。在這種模式中，會顯示主提示符，提示輸入下一條指令，主提示符通常
用三個大於號（>>>）表示；輸入連續行時，顯示次要提示符，預設是三個點
（...）。進入直譯器時，首先顯示歡迎訊息、版本訊息、版權聲明，然後才是
提示符：



• 使用 print() 函式，印出 “Hello World!” 

實作2



Python 註解

• Python 中的註解 (comments) 由 hash 字元 # 開始一直到該行結束。
註解可以從該行之首、空白後、或程式碼之後開始



Python 變數

在程式語言的世界中， = 這個符號是指定的意思。
譬如說 a = b 代表的就是把 b （這個物件）指定給 a （這個變數）。



Python 資料型態(數值)
• 整數 int
• 浮點數 float
• 布林值 bool



Python 資料型態(字串/字元)
• 字串 str
Python 可以操作字串，而表達字串有數種方式。它們可以用包含在單引號 ('...') 或雙
引號 ("...") 之中，兩者會得到相同的結果2。使用 \ 跳脫出現於字串中的引號：

https://docs.python.org/zh-tw/3/tutorial/introduction.html


Python 資料型態(字串/字元)
• 字串操作



Python 資料型態(串列)

• 串列 list:
可以寫成一系列以逗號分隔的數值（稱之元素，即 item），包
含在方括號之中。List 可以包合不同型別的元素，但通常這些元
素會有相同的型別：

• list 可以被索引和切片 (slice)：



Python 資料型態(串列)



• 對下面 list1 做 indexing & slincing
• 印出從 10 開始，82結束，差值為 4 的等差數列

實作3 使用 list indexing & slicing(20分)



Python 流程控制（if）
• 最常見的陳述式種類就是 if 了。舉例來說：

https://docs.python.org/zh-tw/3/reference/compound_stmts.html


Python 流程控制（for）
• Python 的 for 陳述式疊代任何序列（list 或者字串）的元素，順序與它們
出現在序列中的順序相同。例如：



Python 流程控制（for）



Python 流程控制（for）



Python 流程控制（for）



Python 流程控制（for）



實作4 99乘法表

• 使用二重迴圈印出 99 乘法表



定義函式（function）
•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函式來產生費式數列到任何一個上界：



定義函式（function）



• The Fibonacci numbers, commonly denoted F(n) form a 
sequence, called the Fibonacci sequence, such that each 
number is the sum of the two preceding ones, starting from 0 
and 1. That is,

• F(0) = 0, F(1) = 1 F(n) = F(n - 1) + F(n - 2), for n > 1. Given n, 
calculate F(n).

實作五 Fibonacci Number



• Given an integer array nums, find the contiguous subarray 
(containing at least one number) which has the largest sum and 
return its sum.

• A subarray is a contiguous part of an array.

實作六Maximum Subarray(Bonus)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qqD04PAWvxNMAyeloXnhJpt
UYVizU4i/view?usp=sharing

• 須繳交一份 word 檔到 moodle（須包含各子題程式碼以及結果）

實作題⽬彙整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qqD04PAWvxNMAyeloXnhJptUYVizU4i/view?usp=sharing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mzd0o-
kFpAC1CMVV7pJ8kjHNEO7RfD/view?usp=sharing

Python 練習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kmzd0o-kFpAC1CMVV7pJ8kjHNEO7RfD/view?usp=sharing


• https://docs.python.org/zh-tw/3/

Reference

https://docs.python.org/zh-tw/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