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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程式（quine）指的是一個程式可以自我複製。更詳細地說，是指一個
程式，其輸出為一個新程式。並且，輸出的新程式即為原程式。不過，對一些
程式語言，可以接受空白程式碼，而其執行結果為不做任何事，這種太顯而易
見的自生程式，因此並不在討論之列。此外，藉由讀取原始碼檔案的方式也不
算在列。
幸運的是，自生程式在計算機理論中，已被證明是可行的(SIPSER, 2006)。

並且不限定何種程式語言，只要所使用的程式語言具有一定的能力，其自生程
式便存在。至於何謂一定的能力，則不容易定義。就計算機學家的角度則是指
等價於圖靈機（Turing machine）。所謂的圖靈機是一種計算模型，而這種模
型很容易數學化，因此在研究一些計算機理論的問題時，常會用到此種模型。
關於圖靈機的詳細解釋，這邊就不說明。大致上來說，目前常用的程式語言都
是等價於圖靈機的，並且，都有其自生程式存在。
此文的目的就是說明自生程式的原理及如何寫出一個此類的程式。為了方便

起見，本文將先以Python 做舉例。
對於要程式設計基礎的人來說，要讓一個程式的輸出為一個程式是容易的。

舉例來說，以下為一個Python 程式HelloWorld：

pr in t ” He l lo World”

而我們可以輕易寫出另一個程式PreHelloWorld ，其輸出為HelloWorld ：

pr in t ’ p r i n t ” He l lo World ” ’

注意，對Python 而言，要表示字串有幾種方法。使用者可以選擇要用兩個
雙引號（” ”）或兩個單引號（’ ’）來括住字串。唯一的限制是雙引號括住的字
串內不能包含雙引號及單引號括住的字串內不能包含單引號。如果真有這種需
求，則要在其前加上反斜線（\）來跳。
然而，若要以此方式來寫自生程式則是困難的。由上例可知，當執行PreHelloWorld

而輸出HelloWorld 後，有些資訊是遺失的。不過，這樣的策略還是有一定的用
處的。
我們先定義一個函數q 。簡單來說，對於一個字串w ，q(w) 經過程式語言

的解釋，會變成w 。以Python 而言，我們可以寫出類似以下的程式碼

de f q (w) :
Pw=”
f o r c in w:

i 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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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l i f c==”\””:

c=”\\\””
e l i f c==”\ ’”:

c=”\\\ ’”
Pw+=c

pr in t Pw

事實上，Python 本身就提供一個這樣函數－－repr() 。
為了方便起見，我們要區分兩個觀念－－程式及程式碼的不同。對部分語

言，程式碼要經過編譯才變成程式。對於一個程式P而言，以下會使用<P>來
表示程式P 的描述或說程式碼。
接著，我們將說明自生程式是存在的證明：建立一個程式SELF ，SELF

由A、B所組成，換言之<SELF>=<A><B>。且會先執行A再執行B。A=“儲
存<B>” B=“對於輸入<M> ，而M 為一段程式碼。1. 計算出q(<M>) 2. 把
計算結果和<M> 結合起來3. 印出所出求出描述.”
而SELF 實際執行的過程為：

一、 首先A 先執行，會得到<B> 。

二、 B 開始執行，然後找到它的輸入<B> （即M=B）。

三、 B利用<B>，可以計算出q(<B>)，並以此計算出<A>。將<A>與<B>
組合成一個新的程式的描述<SELF>。

四、 輸出<SELF> 。

以下，我們以Python 來做說明。我們先決定程式的大致架構如下：

A:
x=""; \# 等會填上 <B>
B:
y=""; \# 等會要計算出 <A>=q(<B>)
print y+x;

為了方便起見，我們暫不考慮沒必要的空白字符，如換行字符。相對地，我
們需要在每行最後加上分號（;），此為Python 的語法要求。換言之，我們將
下面的程式碼跟上面的程式碼看成一樣的。

x="";y="";print y+x;

不過為了方便了解起見，在這篇文章中仍會將程式分成多行。
這個程式被分為A 、B 兩部分。其中，A 部分要儲存程式碼<B>。這點，

我們將使用x 來做儲存。而B 部分要計算出<A> ，並將<A> 、<B> 結合
成<SELF> 。我們預計將計算出後的<A> 存在y ，而在Python 中，y+x 則
是字串結合的運算。我們知曉<B> 不太可能是空字串，所以x 亦不太可能
是空字串。而A 的部分很明顯是由“x=”, “’”, “<B>”, “’” 及“;”所組成。其
中，“<B>” 的部分尚未決定，我們只知道它一定是B 部分的描述，但不知道
它的確切內容，因此我們不能直接使用。不過，當程式執行完A 的部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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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它的內容一定存在變數x 。亦即，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字串的運算來
算出¡A¿ ，也就是計算q(x) 。在Python 中，我們使用repr() 。repr(x) 的結果
為“’”, “<B>” 和“’” 所組成的字串。所以，整個程式變成。

A:
x="";

B:
y="x="+‘x‘+";";
print y+x;

很明顯地，y 的部分就是去算出A 的部分。其中，我們使用到了反引號
（‘‘），這在Python 中等同於repr() ，不同點在於表示法比較短。而其輸
出的結果為：

x=’’

注意到輸出的部分，字串是由單引號括起來。這是因為repr() 較傾向使用單引
號。所以這邊我們將A 的部分改成使用單引號。整個程式變成：

A:
x=’’;

B:
y="x="+‘x‘+";";
print y+x;

接著，則是要將<B> 的內容填入x ，於是我們得到：

A:
x=’y="x="+‘x‘+";";print y+x;’;

B:
y="x="+‘x‘+";";
print y+x;

輸出結果為：

x=’y=”x=”+‘x ‘+” ; ” ; p r i n t y+x ; ’ ; y=”x=”+‘x ‘+” ; ” ; p r i n t y+x ;

事實上，此即為一自生程式。
接著，考慮換行符號。事實上，A 的部分變成是由“x=”, “’”, “<B>”, “’”

及“<換行符號>” 所組成。所以，在計算<A> ，改成

y="x="+‘x‘+"\n"

所以，把¡B¿ 填入x 並考慮換行則為：

A:
x=’y="x=%s\\n"%repr(x)\nprint y+x’;
x=’y="x="+‘x‘+"\\n"\nprint y+x’

B:
y="x="+‘x‘+"\n"
print y+x

3



注意，在B 中的“\n” 在填入x 時要變成“\\n”
這邊則整理整個流程：

• 先決定q() ，即給定一個字串w，建造另一個字串q(w)，使得q(w) 經過程
式解釋後會變成w 。

• 決定程式的大概，程式會分A 、B 兩個部分。A 的部分要決定要如何儲
存q(B) 。B 的部分則要決定如何計算A 及如何合併結果。

• 計算出<A> 並決定出確實的B。

• 決定出<B>，並將<B> 填入A。

接下來，將再以C 做例子。同樣的，也是暫時不考慮換行字行。同時，也
暫不考慮標頭檔跟main() 的部分。對於儲存的部分，還是以字串為方便。而對
於計算<A> 的部分及合併<A> 、<B> 的部分，則考慮使用printf()。於是，
我們有程式大致架構：

A:
char *x=""; // 等會補上 <B>

B:
printf("");

接著，計算<A> 。

A:
char *x=""; // 等會補上 <B>

B:
printf("char *x=\"%s\"",x);

不過，當要把<B> 填入x 則會出問題，主要是在於跳字符（\）。在填入x
時，\ 需使用\\ 來表示。但是，printf() 並無法做到這樣的事。在Python 中，
是使用repr() ，但是C 並沒有提供這樣的函數。理論上，我們可以寫個q() ，或
說，類似Python 的repr() ，但對於不想寫太多程式的人來說，則顯得有點小題
大作。於是，改變策略，我們直接使用ASCII 。在ASCII 中，" 的編碼是34 ，
如此，則可以避免使用到跳字符。

A:
char *x=""; // 等會補上 <B>

B:
printf("char *x=%c%s%c;",34,x,34);

此外，還有個問題，就是在字串中使用到雙引號時，我們需要使用到跳字
符，但這點就與我們剛才避免使用到跳字符的策略衝突。解決辦法還是嘗試避
免使用到雙引號。不過，printf() 要求第一個參數一定要是一個字串，但我們
又不能使用到雙引號，唯一的選擇就是使用已存在的字串，也就是x 。所以，
我們做對A 、B 都做了一點改變。

A:
char *x="char* x=%c%s%c;"; // 等會補上 <B>

B:
printf(x,34,x,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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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修改後可以得到：

char *x="char *x=%c%s%c;printf(x,34,x,34);";printf(x,34,x,34);

至於其它部分就不多加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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