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 1 
程式設計基本概念 

基本程式結構 

流程圖 

演算法 



好程式的定義 

 好程式所具備的特性: 

 有效率 (code size及efficiency) 

 好維護 

 容易擴充 

 可重複使用 

 寫出好程式必須具備的條件: 

 了解 

 經驗 

 審慎思考 



 在使用電腦解決您的問題之前，您總要對問題做一

個完整的了解，然後仔細的規劃解決問題的步驟，

將這些步驟轉換為電腦的程式，最後執行這些程式，

就可得到結果。 

 解決問題的步驟通常要藉助流程圖（flow chart）

或演算法（algorithm），本章將介紹結構化程式

設計的三個基本程式結構，有助於往後的結構化程

式設計發展。  

如何開始設計程式? 



基本程式結構 

 所有的程式動作皆可由下列三種基本控制結構
來完成 
 Sequential (循序結構) 

 Branch (選擇結構) 

 Looping (重複結構) 

 程式設計的方法, 首先就是將所需要執行的動
作轉換成相對應的邏輯行為後, 再由上述三種
基本邏輯動作組成所需要的邏輯行為 
 Key point: 如何將所需要執行的動作轉換成相對
應的邏輯行為, 需要透過不斷的練習才能精進 



流程圖 



演算法 

演算法是指使用有限的指令以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的步驟。 

演算法有下列幾個特性:  

1。輸入（input）  

     可以有零個或多個輸入資料。  

2。輸出（output）  

     至少有一個輸出資料。  

3。明確性（definiteness）  

     每個指令必須明確，不可模稜兩可。  

4。有限性（finiteness）  

     演算法必須經過有限步驟後停止。  

5。有效性（effectiveness）  

     可以在紙上作業追蹤其結果。  



 

【以文字敘述說明演算法】                     

                                             

     1。輸入三個整數a、b及c。                

     2。總和sum為a、b及c之和。               

     3。平均avg為總和sum除於3之商。          

     4。輸出平均值avg。                      

     5。結束。                               

                                             

【以演算法語言說明演算法】                   

                                             

     1。 input a, b, c                       

     2。 sum = a + b + c                     

     3。 avg = sum / 3                       

     4。 output avg                          

     5。 end  

【例一】                                                                                       

     輸入三個整數a、b及c，求其平均值avg。    

                                             



【例一】                                                                                       

流程圖表示    

                                             



1.循序結構 

 上列的循序結構流程圖只

是一個例子，首先執行

「sum=a+b+c;」敘述，然

後執行「avg=sum/3;」敘

述，這種依您撰寫程式的

順序一個敘述接一個敘述

執行的稱為循序結構。  



2.選擇結構 

 If 敘述的語法如下，

expression 表示條件運算

式，statement 表示敘述。 

 

 

 

它的流程圖如右。 

C語言提供三種選擇結構：if、if/else、switch。 

if (expression)  

    statement 



3.重複結構 

 C語言提供三種重複結

構：while、do/while、

for。  

 while敘述的語法如下，

expression表示條件運

算式，statement表示

敘述。 

   

 

 

  它的流程圖如右。 

 while (expression)  

        statement  



if/else 敘述的語法 

 expression 表示條
件運算式，
statement1及
statement2 表示敘
述。 

  

 

 

  它的流程圖如右。 

  

 if  (expression)  

       statement1 

 else 

       statement2 



switch 敘述的語法 

 expression表示條
件運算式，
statement表示敘
述。 

 

 

 

 它的流程圖如右。 

switch  (expression)   

 statement 



do/while 敘述的語法 

 expression表示條件運算式，

statement表示敘述。  

 

 

 

 

 

  它的流程圖如右。 

 do  

      statement  

  while (expression);  



for 敘述的語法 
 expression1表示for敘述

的迴圈控制變數的初始設

定運算式，expression2

為迴圈是否終止的條件運

算式，expression3為迴

圈變數修正值運算式，

statement表示敘述。                                                                   

 
 
 
 
 
  它的流程圖如右。 

for (expression1;  

       expression2;  

       expression3)   

        statement 



問題描述：  

   我想從電腦的鍵盤輸入一個

整數若該整數為偶數，則請

電腦顯示 “偶數” 兩個字                                            

寫成演算法：                                   

                                               

  

 

                                            

畫流程圖如右圖所示。 

1. input number                               

2. even = number % 2                          

3. if even == 0                               

       output "偶數" 

程式設計範例 



【程式ifeven.c】 

      /**************** ifeven.c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ber;                                       

         int even;                                         

         printf("輸入整數 number: ");       /*步驟2*/       

         scanf("%d", &number);             /*步驟2*/       

         even = number % 2;                /*步驟3*/       

         if (even == 0) printf("偶數");    /*步驟4及5*/    

         return 0;                                         

      }                                                                                                             



程式設計練習 

 



題目 

 設計一個程式, 輸入一個大於0的正整數n, 計
算1-2+3-4+5-6+…+n, 最後顯示輸出結果於螢
幕上  



演算法 

 1. 輸入一整數n 

 2. 判斷n是否大於0, 若小於或等於0則輸出0
並退出程式 

 3. 計算out=1-2+3-4+…+n 

 4. 顯示out結果於螢幕上 

 5. 結束程式 

 



Part 2 
函數 



1.函式的基本認識 

C語言程式的架構是由函式所組成，其中又以函式

main()最為重要。理論上我們可以把所有程式敘述全

部放在main()函式中，但是這樣會使程式看起來很沒

條理，而且有許多程式敘述會重複，所以當我們的程

式愈寫愈大時，我們必須試著將負責處理各種機能的

程式敘述分別寫成一個個不同的函式，這樣一來不但

程式碼變的清楚明了，而且許多重覆的地方，都可以

藉由呼叫相同的函式達成。 



2.函式的使用 
函式又稱為副程式是由一群指令敘述所組成，函式使用目的如下: 

 

□程式功能模組化 

   在設計一支複雜的程式時是將所有內部功能逐一模組化，以函數或是 

   副程式來完成，先完成小功能動作逐一進行測試，最後再進行整合，如 

   此一來在除錯或是功能修改上較有效率。  

      

□程式設計簡潔化 

   程式執行時有些指令會重覆地被執行，將重覆的程式碼寫成函數，不 

   但可縮短程式碼長度，減少編譯時間，更可以使程式設計簡潔化。 

      

□程式可以重覆的使用 

  程式一旦以函數或是副程式完成設計，並已測試成功，將來在設計新的類 

  似程式時，這些副程式程式碼便可以重覆的使用，只需設計新功能的程式，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設計好程式，開始進行測試。   



3.何謂函式 
 何謂函式？函式乃是C語言中為完成特定工作的

獨立模組。函式的架構如圖下所示。 

  函式宣告     

                                 

 main()                                       

{                                            

           ...                                       

           函式呼叫                                

           ...                                       

 }                 

                            

函式定義  



    【程式square.c】                                                                                          

      /************* square.c ************/ 

      #include <stdio.h>                               

      int square(int);                      /*函式宣告*/  

 

      int main()                                       

      {                                                

         int s;                                        

         s = square(3);                   /*函式呼叫*/ 

         printf("3*3=%d\n", s);                        

         return 0;                                     

      }                                      

           

      int square(int a)                     /*函式定義*/ 

      {                                         /*函式定義*/ 

         int ret;                              /*函式定義*/ 

         ret = a * a;                      /*函式定義*/ 

         return (ret);                       /*函式定義*/ 

      }                                        /*函式定義*/                                                      



 若「函式定義」寫在main() 函式之前，則因為在

main() 中函式呼叫square(3) 時已經先將「函式

定義」讀入，C編譯器已經曉得square() 函式的

傳回值資料型態為整數型態，且有一個整數型態

的參數為a，所以「函式宣告」就可以省略了，其

架構如下圖所示。 

                  函式定義       

                               

                  main()                                       

                  {                                            

                           ...                                       

                           函式呼叫                                  

                           ...                                       

                   }  



【程式squarefun.c】                                       

                                                          

      /************* squarefun.c **************/ 

      #include <stdio.h>                                  

      int square(int a)                       /*函式定義*/  

      {                                           /*函式定義*/  

         int ret;                                /*函式定義*/  

         ret = a * a;                        /*函式定義*/  

         return (ret);                         /*函式定義*/  

      }                                          /*函式定義*/  

 

      int main()                                          

      {                                                   

         int s;                                           

         s = square(3);                     /*函式呼叫*/  

         printf("3*3=%d\n", s);                           

         return 0;                                        

      }                                                                                                            



4.函式宣告 
 函式宣告的格式如下：                                            

 

                                                                   

 如下例：                                                        

                                                                            

 

 

                                                                    

 「傳回值型態」及「參數型態」可為C語言任何合乎語法

的資料型態，如字元型態的char、整數型態的int、浮點

數型態的float等等，若沒有傳回值型態則以關鍵字void

表示之。  

傳回值型態   函式名稱  (  參數型態  ) ;  

     int             square       (  int   )         ;                       

                                                                     

傳回值型態     函式名稱     參數型態    分號結束 



5.函式定義 

 函式定義的格式如下：  

 

 

 

 

 

 

 

傳回值型態  函式名稱 ( 參數型態  參數名稱﹞                

        {                                                            

           宣告                                                      

           ...                                                       

           敘述                                                      

           ...                                                       

        }  



格式定義(續) 
 如下例：  

 

 

 

 

 

 

 

 

 若沒有參數則以void表示。「參數名稱」稱為形式參數，或
簡稱為參數。執行時參數的值將被「函式呼叫」時的引數值
所取代。  

 

 傳回值型態    函式名稱     參數型態     參數名稱  

        int          square         (  int            a )                     

        {                                                            

           int ret;                 /*宣告*/                              

           ret = a * a;         /*敘述*/                              

           return (ret);          /*敘述*/                              

        }  



6.函式呼叫 
 函式呼叫的格式如下：                               
                                                       
                                                       
 
或                                                 
                                                       
                                                       
 
引數為實際的值，引數間以逗號「，」隔開。                                                          

 如下例：                                           

                                                       

 

  

 函式名稱 ( 引數 ) ;  

 變數 = 函式名稱 ( 引數 ) ;  

s = square( 3 );           /*square()函式呼叫*/ 

s2 = sum ( 2 , 4 ) ;      /*sum()函式呼叫*/  



【程式callfunc.c】                                     

                                                       

      /************ callfunc.c ***********/ 

      #include <stdio.h>                               

      int square(int a)                                

      {                                                

         a = a * a;                                    

         return a;                                     

      }                                                

      int main()                                       

      {                                                

         int i=3, s;                                   

         printf("呼叫square(i)前 i=%d\n", i);          

         s = square(i);                                

         printf("呼叫square(i)後 i=%d  s=%d\n", i,s);  

         return 0;                                     

      }                                                

                                                       



7.使用現有函式庫 
 由於C語言提供了前置處理器藉著「#include」指

引指令可將一些事先設計好的常數、函式，儲存
於函式庫，使用時才將它引入使用者的應用程式
中，一起編譯、連結、執行，大大的提高程式設
計的生產能力。ANSI C所提供的函式依英文字母
順序表列於本書附錄中，每一個函式包括原型函
式（prototype）、所儲存之表頭檔（header 
file）、用法、說明等。                      

                                                                    

 例如,數學函式庫math.h表頭檔可讓使用者輕易地
執行某些常用的數學運算。  



【程式trifunc.c 】 

 
/*********** trifunc.c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t main()                                      

{                                               

   double ang, x;                               

   printf("輸入一個倍精確浮點數角度 ang: ");    

   scanf("%lf", &ang);                          

   x = M_PI * ang / 180.0;                      

   printf("cos(%lf)=%lf\n", x, cos(x));         

   printf("sin(%lf)=%lf\n", x, sin(x));         

   printf("tan(%lf)=%lf\n", x, tan(x));         

   return 0;                                    

}  



8.儲存類別 

 前面幾個章節使用識別字當變數的名稱，識別字的屬

性包括名稱、型態及內含值。本章又將識別字用為函

式的名稱，事實上在程式中的識別字除了名稱、型態、

及內含值之外還包括儲存類別、儲存期間、範圍及連

結等屬性。     

                                                                    

 C語言提供四種儲存類別，分別命名如下： 

        auto                                                         

        register                                                     

        extern                                                       

        static 



/***************** duration.c *****************/ 

#include <stdio.h>                               

int total;  

int main()                                       

{                                                

   int a, b, i;  

   for (i=1; i<=2; i++)                          

   {                                             

      printf("請輸入兩個區域整數變數 a,b: ");    

      scanf("%d %d", &a, &b);                    

      total = total + sum(a,b);                  

   }                                             

   printf("全域變數 total=%d\n", total);         

   return 0;                                     

}                                                

int sum (int a,  int b)                            

{                                                

   static int c;  

   c = c + a + b;                                

   printf("區域變數宣告為static者 c=%d\n", c);   

   return (a+b);                                 

}  



9.範圍 

 識別字的範圍（scope）指可被參考到的程式部份，例如

在函式中宣告的區域變數可被參考到的程式部份只限於

該函式而已。識別字有四種範圍： 

 函式範圍、檔案範圍、區塊範圍及函式原型範圍。                                                                     

 標記只適用於函式範圍，在函式裡標記可出現於任何位

置，但出了該函式就消失不見了。標記通常用於switch

敘述中的case標記以及goto敘述中的標記敘述。                                                                     

 識別字宣告在函式外面的屬於檔案範圍，這種識別字從

宣告位置之後的所有函式均可使用，像全域變數、函式

定義及函式原型均屬於檔案範圍。 



範圍(續) 

 識別字宣告於區塊之內屬於區塊範圍，區塊範圍

到區塊結束符號「}」出現時就結束了。宣告於

區塊內的區域變數及參數均屬於區塊範圍。 

 唯一屬於函式原型範圍的識別字是參數列中的識

別字，但函式原型的參數列只須列出型態就可以

了，標示參數名稱也未嘗不可，不過參數名稱會

被忽略。  



10.遞迴 

 函式通常都呼叫別的函式，但有時會呼叫函式自己，

稱為遞迴（recursive）呼叫。                                                                     

 例如程式recur.c呼叫msg()函式，在msg()函式當中

呼叫msg()函式本身，這種呼叫稱為遞迴呼叫。在遞

迴呼叫的函式中必須設計有停止遞迴的機制，否則會

無窮無盡的遞迴而無法得到結果。msg()函式的停止

機制就是if敘述，若n>0時才重複遞迴，否則就停止

遞迴而結束msg()函式的執行。執行時輸入n值為3表

示要顯示 "您好!!" 三次。  



【程式recur.c】                               
                                              

/************* recur.c **************/  
#include <stdio.h>                      
void msg(int n)                         
{                                       
    if (n>0)                             
    {                                    
        printf("您好!!\n");               
        msg(n-1);                         
    }                                    
}                                       
int main()                              
{                                       
    int n;                               
    printf("您要重複顯示信息幾次 n: ");  
    scanf("%d", &n);                     
    msg(n);                              
    return 0;                            
}                                                                                    



遞迴函式的使用時機 

 遞迴函式通常是使用在無法確定迴圈次數的應
用中, 如 

 樹狀資料結構的建構與解構 

 求最大公因數或最小公倍數, 等應用 



程式設計練習 

 



求最大公因數 

 使用輾轉相減法求兩個輸入正整數m, n之間的
最大公因數 



Part 3 
陣列 



 陣列（array）在資料結構中佔很重要的

地位。陣列是由一群具有相同資料型態的元素

所組成的，而結構struct中的元素可由不同型

態的資料組成。利用迴圈並配合陣列的註標，

可輕易的處理大量的資料。陣列與struct結構

均屬於靜態結構，串列、佇列、堆疊與樹等結

構屬於動態的。 

1.陣列 



陣列 (續) 

 下圖所示為整數陣列k，包含八個元素，陣列裡面的

任意元素均可使用陣列名稱k及方括號內的位置索引

值表示之，例如第0個元素表示為k[0]，第1個元素

表示為k[1]，第7個元素表示為k[7]等等。請注意陣

列的位置索引，又稱為註標，是從0算起的，因此八

個元素的陣列其註標是從第0個至第7個。n個元素的

陣列其註標是從第0個至第(n-1)個。 



註標 

 註標必須是整數或整數運算式，例如整數變數i的值

為2，那麼k[i+1]就是k陣列裡的第3個元素。陣列元

素可看成一個變數使用，例如第0個元素為第1個元素

與第2個元素之和，可寫成如下的指定敘述：                         

 
                                                                    

 

 k[1] 元素的內含值為38，k[2] 元素的內含值為16，

因此k[0] 元素原來的內含值為64 就被新的值54取代。  

 k[0] = k[1] + k[2];  



2.宣告陣列 

 陣列佔一塊連續的記憶體空間，程式設計人員必須標明

每一個元素的型態，以及元素的個數，才能決定出所需

的記憶體空間，您要告訴電腦幫您保留一個八個元素的

整數陣列，您必須做如下的宣告：                            

 

                                                                      

 一個宣告敘述可以同時宣告若干個陣列，以逗號隔開，

如下例：           

                                                                       

 int  k[8];    /*宣告一個八個元素的整數陣列k*/  

int  a[6], b[13], c[52]; 



 陣列元素在宣告時也可以同時給予初值，如下例：  

 

 

 宣告一個整數陣列k，含八個元素，其值分別為k[0]=64、k[1]=38、

k[2]=16、k[3]=49、k[4]=91、k[5]=73、k[6]=82及k[7]=37。請

注意方括號內不能標明陣列總共元素8，您標明8會產生語法錯誤

的，陣列總共元素是由大括號內所標明的元素初值個數決定的，

您標明8個初值，陣列總共元素就是8，您標明5個初值，陣列總共

元素就是5。 

宣告陣列(續) 

 int k[] = {64,38,16,49,91,73,82,37};  

double d[ ] = {1.2, 3.4, 5.6};  



宣告陣列(續) 

 宣告一個倍精確浮點數陣列d，含三個元素，其

值分別為d[0]=1.2、d[1] =3.4及d[2]=5.6。                                                    

 

 

 宣告一個字元陣列c，含四個元素，其值分別為

c[0]='A'、c[1]='a'、c[2]='1'及c[3]='+'。 

 char c[ ] = {'A','a','1','+'};  



【程式initarray.c】                            

                                               
      /*********** initarray.c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k[8]={0}, m[8];                   

         printf("k[3]=%d\n", k[3]);            

         printf("k[5]=%d\n", k[5]);            

         printf("k[7]=%d\n", k[7]);            

         printf("m[3]=%d\n", m[3]);            

         printf("m[5]=%d\n", m[5]);            

         printf("m[7]=%d\n", m[7]);            

         return 0;                             

      }                                                                                     



3.陣列長度 

 C語言所提供的 sizeof 運算子取得該資料型
態的大小，以位元組計算，可以求得每一個陣

列長度（元素個數）。  



/************** sumarray.c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k[]={24, 38, 16, 49, 51, 33, 42, 37};      

   int i, SIZE=sizeof(k)/sizeof(int);  

   float sum=0.0, avg;                            

   for (i=0; i<SIZE; i++)                         

      sum = sum + k[i];                           

   avg = sum / SIZE;                              

   printf("sum=%6.2f  avg=%5.2f\n", sum, avg);    

   return 0;                                      

}  



4.陣列與函式呼叫 

 要將陣列當函式呼叫的引數，只要標明陣列的名稱以及總共元素

個數就可以了。例如在程式passarray.c中定義一個 

doublearray() 函式，有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的型態為整數陣

列，第二個參數的型態為整數，第一個參數的名稱為b，第二個

參數的名稱為size。size表示b陣列總共元素個數。 

       void doublearray(int b[], int size)                              

        {                                                                

           int i;                                                        

           printf("\nb陣列的位址=%p\n", b);                              

           for (i=0; i<size; i++) b[i]=b[i]*2;                           

        }  



 在主函式main()中宣告一個SIZE個元素的整數陣列並
給予初值，以如下的程式碼呼叫：                                                                    

 

                                                                     

 a為整數陣列引數，SIZE為陣列元素個數引數，呼叫

成功時會將陣列a的位址值傳給第一個參數b，將SIZE

值傳給第二個參數size。  

 doublearray(a,SIZE);  



函式呼叫傳值與傳址不同 

 進入 doublearray() 函式時，size的值為8，陣列b的位址與

陣列a同一個位址，因此將b陣列的每一個元素值加倍，事實上

等於將a陣列的每一個元素值加倍，因為a與b同一位址的關係，

這就是函式呼叫傳值與傳址不同的地方。 

 

 傳值時雖然在函式中改變其值，但在呼叫方仍然保持原值不變。

傳址時在函式中改變該位址的內含值，在呼叫方該位址的內含

值就跟著改變了。因此離開 doublearray() 函式，回到呼叫

者函式 main() 時a陣列的每一個元素值都已經加倍了。  



/*************** passarray.c **************/ 
#include <stdio.h>                                
void doublearray (int b[ ],  int size)               
{                                                 
   int i;                                         
   printf("\nb陣列的位址=0x%p\n", b);             
   for (i=0; i<size; i++) b[i]=b[i]*2;            
}                                                 
int main()                                        
{                                                 

   int a[]={1,2,3,4,5,6,7,8};                     

   int i, SIZE=sizeof(a)/sizeof(int);             

   printf("a陣列的位址=0x%p\n", a);               

   printf("呼叫doublearray()函式前之a陣列\n");    

   for (i=0; i<SIZE; i++) printf("%4d",a[i]);     

   doublearray(a, SIZE);  

   printf("呼叫doublearray()函式後之a陣列\n");    

   for (i=0; i<SIZE; i++) printf("%4d",a[i]);     

   return 0;                                      

}  



5.多維陣列 

 在C語言中的陣列可以具有多重註標值，這種陣列稱為多維陣列，

若具有兩重註標值，稱為二維陣列，ANSI的C語言最少必須支援到

12重註標值。                                                                     

 通常使用二維陣列表示資料表，橫的稱為列，直的稱為行，因此

這種陣列又稱為行列式。  

 程式table.c主要說明二維陣列的宣告及給予初值，定義ROW為2表

示兩列的陣列，定義COL為3表示三行的陣列。宣告一個ROW列COL

行的整數陣列a並給予初值，其程式碼如下： 

 int a[ROW][COL] = { {1, 2, 3}, {4, 5, 6} };  



int a[ROW][COL] = { {1, 2, 3}, {4, 5, 6} };  



 二維陣列a為兩列（ROW）三行（COL）的整數陣列，

兩列分別為列0及列1，三行分別為行0、行1及行2。

a陣列中的元素命名如下：       

              

                                                                                                                             

 例如 a[0][0] 表示a陣列中第0列第0行的元素，

a[1][2] 表示a陣列中第1列第2行的元素，等等。  

 陣列名稱 [ 列註標 ] [ 行註標 ]  



/*************** table.c **************/  

#include <stdio.h>                                 

#define ROW 2                                      

#define COL 3                                      

void printarray ( int a [ROW] [COL] ) {  //自行練習  }                                       

int main()                                         

{                                                  

   int a[ROW][COL] = { {1, 2, 3}, {4, 5, 6} };     

   int b[ROW][COL] = { 11, 12, 13, 14, 15 };       

   int c[ROW][COL] = { {21, 22}, {24} };           

   printf("陣列a每列如下:\n");                     

   printarray(a);  

   printf("陣列b每列如下:\n");                     

   printarray(b);  

   printf("陣列c每列如下:\n");                     

   printarray(c);  

   return 0;                                       

}  



程式設計練習 

 



矩陣相乘 

 輸入:2×3矩陣A， 3×2矩陣B  

 輸出:2×2矩陣C = A*B 



Part 4 
指標 

指標運算子 

陣列指標 

函式指標 



 本節要介紹C語言一個最強大的功能，就是指

標（pointer），它也是最難理解的一個項目，

指標讓設計者能夠模擬函式的傳址呼叫、建

立並操作動態資料結構，例如動態的連結串

列、佇列、堆疊、以及樹等結構，這種結構

號稱動態，意即其節點隨時可以增減。  



1.宣告及初始化 
 指標變數事實上就是一個變數，只不過它的內含值是一個位址而

已。     

                                                                    
 
 
 
 
                                                                    

 程式charptr.c宣告ch為字元變數，它的初值為‘A’。 

 宣告一個指標變數p，它的初值為ch字元變數的位址。在宣告時

使用「*」運算子表示所宣告的變數屬於指標變數，它所儲存的

是位址值。運算子「&」表示取其後變數的位址。變數p宣告為

「char *」型態。 

 char ch='A';                                                 

 char *p=&ch;  



 從上圖可以了解字元變數ch在電腦記憶體中配置在0x0022FF77位址，

它的內含值為字元'A'。指標變數p在電腦記憶體中配置在

0x0022FF70位址，它的內含值為0x0022FF77，這個值剛好就是字元

變數所配置的位址。                                                                      

 變數p宣告為「char *」型態表示p是一個指標變數，它的內含值所

指到的位址，該位址的內含值為字元。例如p的內含值為

0x0022FF70，而0x0022FF77所指的位址它的內含值為字元'A'。                                                                      

 因為配置變數記憶體是編譯程式的工作，對於使用者來說常常不太

在意到底配置在什麼位址，因此上圖常以如下圖的方式表示。 



【程式charptr.c】                                                                                                     

      /**************** charptr.c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ch='A';                                       

         char *p=&ch;                                       

         printf("&ch=0x%p  ch=%c\n", &ch, ch);              

         printf(" &p=0x%p   p=0x%p  *p=%c\n", &p, p, *p);   

         return 0;                                          

      }                                                                                                                

【執行】                                                                                                               

      gcc charptr.c -o charptr.exe <Enter>                  

      charptr.exe <Enter>                                   

      &ch=0x0022FF77  ch=A                                  

       &p=0x0022FF70   p=0x0022FF77  *p=A  

 



 程式intptr.c宣告一個指標變數p，它的初值為k

整數變數的位址。變數p宣告為「int *」型態表

示p是一個指標變數，它的內含值所指到的位址，

該位址的內含值為整數。例如p的內含值為

0x0022FF74，而它所指的位址的內含值為整數，

其值為123。如下圖所示。 



【程式intptr.c】                                         

                                                         

      /*************** intptr.c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k=123;                                      

         int *p=&k;                                      

         printf("&k=0x%p  k=%d\n", &k, k);               

         printf("&p=0x%p  p=0x%p  *p=%d\n", &p, p, *p);  

         return 0;                                       

      }                                                  

                                                         

【執行】                                                                                                        

      gcc intptr.c -o intptr.exe <Enter>                 

      intptr.exe <Enter>                                 

      &k=0x0022FF74  k=123                               

      &p=0x0022FF70  p=0x0022FF74  *p=123  



2.指標運算子 
 指標運算子「&」稱為位址運算子，它是一個一元運算子，傳回運

算元的位址。如下例：  

                                                                    

或   

                                                              

 位址運算子「&」的運算元必須為變數，不能為常數、運算式。指

標運算子「*」通常稱為間接運算子傳回運算元所指位址的內含值。

如下例：                                                                     

 

 將p所指位址的內含值123顯示出來。指標運算子「*」也稱為反位

址運算子，因為它可以解除「&」位址運算子作用，例如「*(&k)」

就相當於k。  

int k=123;                                                    

int *p=&k;    /*傳回運算元k的位址指定給p*/ 

 p=&k;         /*傳回運算元k的位址指定給p*/  

 printf("%d", *p);  



指標變數存取記憶體資料 

int a; 

int * ap; 

int b=8; 

 

ap = & a; 

*ap = b; 

“ * ” 在指標變數定義時和再指標運算時所代表的含意是不同的。 
在進行指標變數定義時，* ap中的 “ * “ 是指標變數類型說明符號。 
在進行指標運算時，x = * ap中的 “ * “ 是指標運算符號。 



指標與陣列 



3.函式呼叫 
 函式呼叫有兩種方式，傳值及傳址呼叫。傳值呼叫的引數值為

一般的數值，但傳址呼叫所傳的引數值為位址值。  

 程式byval.c定一個 cube() 函式，傳回參數n的立方。 

 呼叫 cube(i) 將引數i的值4傳給 cube() 函數的參數n，然後

以n的立方取代n，再將n傳回。 

 從執行結果您可以看出 

  引數i的值呼叫 cube() 前 

  後的值是一樣的，並不會 

  因參數n值改變而跟著改變。 

  如右圖所示。 



/***************** byval.c *****************/ 

#include <stdio.h>                                 

int cube(int n)                                    

{                                                  

   n = n*n*n;                                      

   return n;                                       

}                                                  

int main()                                         

{                                                  

   int i=4, j;                                     

   printf("呼叫cube()函式之前 i=%d\n", i);         

   j = cube(i);  

   printf("呼叫cube()函式之後 i=%d j=%d\n", i,j);  

   return 0;                                       

}  



 程式byaddr.c定義一個 cube() 函數，參數p為指到一個整數的位址，

(*p) 為該位址所指的內含值，計算該內含值的立方後取代該內含值。 

 呼叫 cube(&i) 函式，將整數變數i的位址0x0022FF74傳給 cube() 

函式的參數p，因此p的值為0x0022FF74，它所指到的變數就是i，而

「*p」為p位址所指的內含值(4)，取得4執行立方計算得值64，將64

存入p所指位址0x0022FF74，也就是整數變數i的位址，該位址的內

含值原來為4如今已經變成64了。如上圖所示。 



      /************ byaddr.c **************/ 

      #include <stdio.h> 

      void cubeByRef ( int  *p ) 

      { 

         *p = (*p) * (*p) * (*p); 

      } 

      int main() 

      { 

         int i = 4; 

         printf("呼叫cube()函式之前  i=%d\n", i); 

         printf("呼叫cube()函式之前 &i=%p\n", &i); 

         cubeByRef(&i); 

         printf("呼叫cube()函式之後  i=%d\n", i); 

         printf("呼叫cube()函式之後 &i=%p\n", &i); 

         return 0; 

      } 



4.指標算術 

指標事實上是一個位址值，要了解指標的運算最好能夠了
解資料在電腦記憶體中的表示法。 



5.指標陣列 
 程式dealcard.c中牌組是以 char *suit[4] 字元指標陣列表

示。 

 

 

 這個 suit[] 陣列包含四個元素，每個元素均為一個字串，
雖然目前只給一個字元，您可以將它改為字串，例如將 “C” 
改成 “Club” 也可以。如下圖所示。 

 

char *suit[4] =   {"C", "D", "H", "S"}; 



 程式dealcard.c中牌點是以 
char *point[13] 字元指標
陣列表示。 

 

 

 

 

 

 

 

 這個 point[] 陣列包含十三
個元素，每個元素均為一個
字串，如右圖所示。 

char *point[13] = 

  { 

"A", "2", "3", "4", "5", "6", "7", 

"8", "9", "10", "J", "Q", "K"  

 }; 



6.函式指標(function pointer) 

 函式的指標是指該函式在記憶體中的位址，就

像陣列一樣，陣列名稱為在記憶體中第0個元

素的位址，函式的名稱也是在記憶體中該函式

的開始位址，函式指標可以當另一個函式的引

數，也就是說函式定義中其參數可為另一個函

式指標。函式指標也可以當函式的傳值、儲存

於陣列中、或指定為其他的函式指標等等。 



 程式funcptr.c中定義二個函式，其名稱分別
為 func0() 及 func1()，每個函式均備有整
數參數a，並將該參數值顯示出來。 

 下列宣告一個函式指標，名稱為f，其所指的
函式具備一個整數參數，沒有傳回值。 

  void (*f)(int); 



 下列程式碼，建立一個以時間為種子的隨機數產生器，產生一個

隨機整數n，判斷n值是否為偶數，若為偶數則函式指標f指到 

func0() 函式，若為奇數則函式指標f指到 func1() 函式。 

 

 

 

 

 

 

 接著執行函式指標f所指的函式，引數為n。 

 srand(time(NULL)); 

 n=rand(); 

 if (n%2==0) 

     f=func0; 

 else 

     f=func1; 

 (*f)(n);  



 參數a為奇數而呼叫func1() 



 參數a為偶數而呼叫func0() 



例題: 指標指向pow函數  

#include <math.h>  //pow(x,y) 

 
int main( ) 
{  

      double c, x=2.5, y=5.4; 

      double (*p)(double, double);  

      p = pow;  //求x之y次方 

   c=(*p)(x,y);  

      return 0; 

} 



例題: 指標函數應用 

long add(int a, int b) 

{ 

 return (long)(a+b); 

} 

 

long mult(int a, int b)  

{ 

 return (long)(a*b); 

} 

 

long (*math) (int a, int b); 

void Example5_10c(void) 

{  

 int     a=37,b=45;   

 int  c,d;  

  

 math = add; 

 c = math(a,b); 

     

 math = mult; 

 d = math(a,b); 

     

 return; 

} 



以函數指標為函數的參數 

int max(int x, int y) 

{ 

 int z; 

 if (x > y) z = x; 

 else z = y; 

   

 return z; 

} 

int min(int x, int y) 

{ 

 int z; 

 if (x < y) z = x; 

 else z = y; 

  

 return z;  

} 

int process(int x, int y, int (*fun)(int , int) ) 

{ 

 return (*fun)(x,y);  

} 

void Example5_12c(void) 

{ 

 int a=6,b=2; 

 int c,d; 

  

 c = process(a,b,max); 

 d = process(a,b,min); 

  

 return; 

} 

函數指標之輸入參數 



程式設計練習 

 



用一個函數實現兩個函數  

 設計一個函數fun(int n, int flag) 

 當flag=0時, 輸出n/2!+n/3!+n/4!+n/5!+n/6! 

 當flag=1時, 輸出n/5!+n/6!+n/7!+n/8!+n/9!  

 使用函數指標來實現, 並考慮程式效能 

 



Part 5 
結構 



 在高階的程式語言中，結構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工具，尤其是

物件導向的程式語言更是與結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前面幾章所處理的資料都屬個別的單純資料，如一個數值用

於表示年齡或存款額等，一個字串用於表示姓名或地址等，

並沒有將不同型態的資料結合起來，陣列雖然結合了多項資

料，但是均為相同的型態。 

 C語言的結構（struct）可將不同型態的資料結合起來，以一

個結構的變數或指標來稱呼它，方便資料結構的處理，尤其

用來定義儲存在檔案裡的記錄，結構配合檔案可建構資料庫

系統，結構配合指標可建立複雜的資料結構，如連結串列、

佇列、堆疊、及樹結構等。 



結構定義 
 結構是一種衍生的資料型態，它是使用其他資料型態的資料組合而

成的。結構的宣告以關鍵字struct開始，接著為結構的標記，也就
是結構的名稱，其後以大括號括起來的是結構的成員，每一個成員
皆為指定型態的變數，請看下面的結構： 

 

 

 

 

 

 person為結構標記，這種person結構有二個資料成員，第一個資料
成員為姓名name，屬字元陣列型態，第二個資料成員為年齡age，
屬整數型態。要宣告person這樣的結構變數，只需加上變數名稱就
可以了。如下例宣告man1，man2為person結構的變數。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12]; 

           int  age; 

        }; 

 struct person man1, man2; 



宣告結構變數同時賦予初值 

 宣告結構變數的同時也可以賦予初值的，如下例： 

 

 

 稱呼結構中的成員，其格式如下： 

 

 

 例如上題，結構變數名稱為man，成員變數名稱分別
為name及age。相當於如下的程式碼： 

           

 struct person man = { “KayLin",  6 }; 

 結構變數名稱 . 成員變數名稱 

man.name = "KayLin"; 

man.age = 6; 



透過結構指標變數取得成員變數 

 若透過結構指標變數以取得成員變數，其格
式如下： 

 

 如下例： 

 

 相當於如下的程式碼：  

 struct person *p = &man; 

結構指標變數 -> 成員變數名稱 

 p->name = "KayLin"; 

 p->age = 6; 



 /************** person.c *************/ 

      #include <stdio.h>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12]; 

         int  age; 

      }; 

      int main() 

      { 

         struct person man = {"KayLin", 6}; 

         struct person *p; 

         printf("person結構變數man表示法\n"); 

         printf("  man.name=\"%s\"  ", man.name); 

         printf("  man.age=%d\n", man.age); 

         p = &man; 

         printf("person結構指標*p表示法\n"); 

         printf("  p->name=\"%s\"   ", p->name); 

         printf("  p->age=%d\n", p->age); 

         return 0; 

      } 



3. 共用體(union) 

 共用體(union)與結構(struct)之間的差別: 

 使用struct宣告的資料架構中，不同類型的資料佔
據各自擁有的記憶體空間，彼此互不侵犯。 

 反之，使用union宣告的資料架構中，也可包含多
個不同資料類型的元素，但其變數所佔有的內存空
間並不是各成員所需的儲存空間總和，而是在任何
時候，其變數最多只能存放該類型所包含的一個成
員。也就是說，所包含的各成員能分時共用同一個
儲存空間。 



參考OpenCV中的CvMat結構(cxtypes.h) 
 typedef struct CvMat 

 {   

     int type; int step; int* refcount; 

     union 

     { 

         uchar* ptr; 

         short* s; 

         int* i; 

         float* fl; 

         double* db; 

     } data; 

    int rows; 

    int cols; 

 }  CvMat; 



5. 列舉 

 列舉型態(enumeration)是一種特殊的常數定義方式。 

 列舉型態可使我們定義自己的資料型態，及設定其值。 

 程式的可讀性提高。 

 列舉型態的定義及宣告方式格式如下： 

        enum 列舉型態名稱 

        { 

          列舉常數1, 

          列舉常數2, 

           … 

          列舉常數n, 

        }; 

        enum 列舉型態名稱  變數1,變數2,…,變數m; 

定義列舉型態 



範例 
 範例(定義與宣告變數分開)： 

 

 

 

 

 

 

 範例(定義後立即宣告變數): 

     

enum color 

{ 

  red, 

  blue, 

  green, 

}; 

enum color coat, hat;       /*宣告列舉型態color之變數coat與hat */ 

定義列舉型態color 

enum color        /*宣告列舉型態color */ 

{ 

  red, 

  blue, 

  green, 

} coat , hat;   /*定義完列舉型態後，立即宣告變數coat與hat */ 

 

列舉常數 



程式設計練習 

 



Matrix結構  

 定義一結構變數 
typedef struct matrix  

{  

 int row, col;  

 double* data;  

} *Matrix; 

 使用此結構變數, 設計下列功能的函數 

 矩陣轉置 void transpose(Matrix* A); 

 矩陣顯示 void showMatrix(Matrix A); 



Part 1 
C++特性 



 為了配合物件導向程式設計（Object Orient 

Programming, OOP），C語言增加一些特性，為了

與原來的C語言有所區別，稱為C++語言。 

 C++語言是Bjarne Stroustrup在貝爾實驗室（

Bell Laboratories）所發展出來的，當初稱為「

具有類別的C語言」，而在原來的C語言有一個「

++」運算子，所以就以「C++」稱呼。由此可知「

C++」語言含蓋C語言。 

 傳統的C語言程式檔的副檔名為「.c」，但C++

語言程式檔的副檔名為「.cpp」或「.cxx」或

「.C」，本書程式採用「.cpp」副檔名。 



1.C++標準庫 

 C++的程式由兩個主要的區塊組成的 

 一個是函式 

 另一個是使用者自己定義的資料型態，稱為類別（class） 

 大部份的程式設計者都會善用既存且非常豐富C++標

準庫（standard library）中的函式及類別。但是此

點通常也是初學者很難進入的門檻(太多類別而不知

道如何使用)。 

 在C++的世界裡您要學習的主要兩件事情就是：C++語

言本身以及函式與類別。 



C++標準庫(續) 

 C++的標準類別庫（standard class library）通常

由C++的廠商提供，或由獨立的軟體廠商提供。 

 雖然許多函式及類別可從標準函式庫及標準類別庫取

得，但這並不意味著您就不須設計自己的函式或類別

了，標準庫中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大家常用的而已，您

自己特別的函式或類別當然要自己設計了。 



簡單的C++程式範例 
 1 //************* addition.cpp ************** 

 2 #include <iostream>  // C++的標準庫相對應的表頭檔不用加「.h」 

 3 int main() 

 4 { 

 5    int a; 

 6    std::cout << “請輸入第一個整數a: ”; // C++的標準庫類別 

 7    std::cin >> a; 

 8    int b, sum; 

 9    std::cout << "請輸入第二個整數b: "; 

10    std::cin >> b; 

11    sum = a + b; 

12    std::cout << "兩個整數和 a+b = " << sum << std::endl; 

13    return 0; 

14 } 



【程式limits.cpp】 

      //*************** limits.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 使用識別字空間std中的cout物件 

     using std::endl; 

     #include <limits> 

      int main() 

      { 

     // 可直接使用cout, 不必冠上std:: 

         cout << "有符號最小整數 = " << INT_MIN << endl; 

         cout << "有符號最大整數 = " << INT_MAX << endl; 

         cout << "無符號最大整數 = " << UINT_MAX << endl; 

         return 0; 

      } 

【執行結果】 

      有符號最小整數 = -2147483648 

      有符號最大整數 = 2147483647 

      無符號最大整數 = 4294967295 



2.列內函式 

 C++提供列內函式（inline function）功能可避開呼
叫函式的負擔，但是使用列內函式時，因為函式的插
入而增加編譯後目的程式的長度，有其優點也有其缺
點，如何設計由程式設計人員決定。 

 程式inline.cpp使用列內函式，在函式傳回型態
double之前冠上inline保留字，就成為列內函式。 



【程式inline.cpp】 

      //***************** inline.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line double area(double w, double h)  

      {  

          return w*h; 

      } 

     int main() 

      { 

         cout << "寬2高3的面積 = " << area(2.0, 3.0) << endl; 

         cout << "寬5高6的面積 = " << area(5.0, 6.0) << endl; 

         return 0; 

      } 

 

【執行結果】 

      寬2高3的面積 = 6 

      寬5高6的面積 = 30 



3.C++新增的關鍵字 
 C++新增的關鍵字 



4.C++的const修飾字 

 在C語言定義變數為const時不必給予初值，但C++則一
定要有初值。 

 

     const float pi = 3.1415926;  

          //在C語言中不允許,但C++允許 

     const int maxint = 32767;    

          //在C語言中不允許,但C++允許 

 

 識別字若已經宣告為常數（const）如 pi、maxint，則
在往後的程式中，這些識別字的值就不能再改變了。 



5.C++的void指標 

 在C++語言中不允許將一個void型態的指標，在沒有
明確的型態轉換之下，指定給其他型態的指標變數。                               

 void  *vPtr;           //定義vPtr型態為void之指標變數 

 int   i，*iPtr;         //定義整數變數 i,指標變數 iPtr 

 vPtr = &i;            //將i位址存入vPtr,在C及C++均允許 

 iPtr = vPtr;          //錯誤!! 沒有明確型態轉換 

 iPtr = (int *)vPtr;  //有明確型態轉換,正確 



6.C++的動態記憶體(重要!) 

 C++新增兩個動態記憶體運算子，new及delete。new用於取得，
delete用於釋出。new 的語法如下： 

 

 

 或 

         

 
 new 要取得資料型態為「識別字」之變數所需之記憶體，成功時傳

回該記憶體之指標，失敗時傳回NULL指標。「識別字初值」除陣列

外均可在小括號內給予初值，如下例。 

 

new  識別字 ( 識別字初值 ) ; 

new  識別字 [ 陣列元素個數 ] ; 

 int  *iPtr;                    //整數型態指標變數 iPtr 

 iPtr = new int(7);        //取得整數記憶體，初值7 

delete iPtr;                   //釋出整數記憶體 



【程式newtest.cpp】 

      //*************** newtes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t main() 

      { 

         int *iPtr; 

         iPtr = new int(7); 

         cout << "*iPtr = " << *iPtr << endl; 

         delete iPtr; 

         int *mPtr; 

         mPtr = new int [3]; 

         mPtr[1] = 1; 

         cout << "mPtr[1] = " << *(mPtr+1) << endl; 

         delete mPtr; 

         return 0; 

      } 

【執行結果】 

      *iPtr = 7 

      mPtr[1] = 1 



7. C++的範圍運算子 
 C++的範圍運算子「::」（兩個冒號）可取得全域變數。 

 程式global.cpp宣告一個全域整數變數n，同時宣告一個區

域整數變數n，這兩個變數都取同樣的名稱n，您在程式中

要如何分辨它們呢？ 

 在main()函式裡您看到的n為區域變數的n，您雖然可以使

用全域變數，但因為您使用相同的變數名稱，全域變數的n

被區域變數的n遮蓋住而看不到，這時您冠上兩個冒號「

::n」就是指全域變數的n了。 

 程式裡設定區域變數n的值為3，設定全域變數n的值為23。 



【程式globla.cpp】 

      //************* globla.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t n;                           //全域變數 

      int main() 

      { 

         int n;                         //區域變數 

         n = 3; 

         ::n = 23; 

         cout << "區域變數n = " << n << "      "; 

         cout << "全域變數::n = " << ::n << endl; 

         return 0; 

      } 

 

【執行結果】 

      區域變數n = 3      全域變數::n = 23 



8.C++的參考型態 
 C++的參考型態使用參考宣告子「&」，宣告變數為另

一個變數的別名。參考型態變數的任何操作均影嚮原

來的變數。如下例： 

 

 

 

 參考型態宣告子「&」也可使用在函式中的參數，用

於宣告參考型態參數以達到傳名呼叫（call by 

reference）。在C語言中函式的呼叫只有傳值及傳址

兩種。C++ 新增傳名呼叫。 

 int  i = 2;        //整數變數 i，初值 2 

 int  &ri = i;      //ri 為參考型態變數，為 i 的別名 

 ri = 6;             //ri 的值為 6，即 i 的值改為 6 



9.C++的宣告與定義 

 C及C++語言所用到的識別字均須宣告為某種資

料型態，若同時配置記憶體者稱為定義。 

 C語言中識別字的宣告與定義須位於程式或函

式的起始處，但C++可位於任何地方。 



10.C++的結構資料型態 
 C++的結構資料型態（struct）中除了 資料成員 外還可有成員函

式。而C只能有資料成員。程式structtest.cpp宣告一個dayTag結

構，包含一個整數型態的資料成員day，以及一個沒有傳回值的成

員函式printDay()。 

 

 

 

 

 

 

 

 

 成員函式printDay()的實作只顯示資料成員day而已。 

 struct dayTag 

        { 

          int day; 

          void printDay(int  &rn) 

          { 

            cout << "day = " << rn << endl; 

          } 

        }; 



【程式structtest.cpp 】 

     int main() 

      { 

         struct  dayTag  dayNode; 

         int n = 30; 

         dayNode.day = n; 

         dayNode.printDay(n); 

         return 0; 

      } 

 

【執行結果】 

      day = 30 



11.預設引數 

 呼叫函式時通常要傳過去某些引數值，但程式設計者
可以指定某些值為預設的引數值。 

 程式defaultargument.cpp宣告一個計算長方形面積

的函式area()，傳回值為整數，兩個參數，第一個參

數為長方形的寬度w，它的引數預設值為3，也就是說

呼叫area()時若沒有指定這個引數值，則預設其引數

值為3，第二個參數為長方形的高度h，它的引數預設

值為5，也就是說呼叫area()時若沒有指定這個引數

值，則預設其引數值為5。 



【程式defaultargument.cpp】 

      //*********** defaultargumen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t area(int w=3, int h=5) { return w*h; } 

      int main() 

      { 

         cout << "二個預設引數(w=3,h=5) 面積 area()= " 

                << area() << endl; 

         cout << "一個預設引數(h=5) 面積 area(10)= " 

                << area(10) << endl; 

         cout << "沒有預設引數 面積 area(10,20)= " 

                << area(10,20) << endl; 

         return 0; 

      } 

【執行結果】 
      二個預設引數(w=3,h=5) 面積 area()= 15 

      一個預設引數(h=5) 面積 area(10)= 50 

      沒有預設引數 面積 area(10,20)= 200 



12.函式覆載 

 C++允許許多函式使用同一個函式名稱，但參數
列不同，這種功能稱為函式覆載（overloading
）。 

 當這種覆載函式被呼叫時，C++會檢查呼叫時的
引數個數、型態、以及順序，選擇並執行正確
的函式。 



【程式overload.cpp】 

      //************** overload.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t square(int x) { return x*x; } 

      double square(double y) { return y*y; } 

      int main() 

      { 

         cout << "整數5的平方square(5)= " << square(5) << endl; 

         cout << "浮點數2.5的平方square(2.5)= " 

                << square(2.5) << endl; 

         return 0; 

      } 

【執行結果】 

      整數5的平方square(5)= 25 

      浮點數2.5的平方square(2.5)= 6.25 



13.函式樣版 
 函式覆載通常使用於類似的運算，但使用的資料型態不同，函式實作

的邏輯也不同。若函式的運算及邏輯完全相同，只是針對的資料型態

不同而已，那麼我們就可以使用函式樣版（template）了。程式設計

師只需撰寫一個函式樣版定義就可以，呼叫函式樣版時才給予引數的

資料型態，C++自動產生樣版函式，因此定義一個函式樣版等於設計

一個解決這類問題的完整的方案。 

 所有的函式樣版定義均以關鍵字template起頭，其後「<>」括號內指
明為「class T」或「typename T」，格式如下： 

 

 

 

 

 T稱為正式型態參數（formal type parameter），它可為內建的資料
型態、或使用者自定的資料型態，可用為引數的型態或傳回值型態。 

        template < class T > 

或 

        template < typename T > 



 定義一個函式樣版min3()，三個參數及傳回值均使用
正式型態參數T，宣告一個正式型態參數T型態的變數
min，這個T型態本身是一個參數，它要等到呼叫
min3()時引數型態給定後才能決定。 

 template < class  T > 

        T  min3(T  value1, T  value2, T  value3) 

        { 

           T min=value1; 

           if (value2 < min) 

              min=value2; 

           if (value3 < min) 

              min=value3; 

           return min; 

        } 



int main() 

{ 

   int i1, i2, i3; 

   cout << "請輸入三個整數i1,i2,i3: "; 

   cin >> i1 >> i2 >> i3; 

   cout << "最小整數= " << min3(i1, i2, i3) << endl; 

   double d1, d2, d3; 

   cout << "請輸入三個浮點數d1,d2,d3: "; 

   cin >> d1 >> d2 >> d3; 

   cout << "最小浮點數= " << min3(d1, d2, d3) << endl; 

   char ch1, ch2, ch3; 

   cout << "請輸入三個字元: "; 

   cin >> ch1 >> ch2 >> ch3; 

   cout << "最小字元= " << min3(ch1, ch2, ch3) << endl; 

   return 0; 

} 



Part 2 
類別 



 類別（class）為使用者所定義的一種資料型態。物件（object

）為類別的變數。嚴格來說int為C++語言的一種類別，它定義

了整數資料型態。 

 

 

 i為C++語言的物件，它表示整數型態類別的變數。 

 類別是使用者所定義，將相關資料結合在一起，必須透過該類

別所提供的方法才能存取。類別所包括的資料稱為成員，可分

為資料成員及成員函式。類別語法如下： 

 

 

 建立類別物件的語法如下：         

class  類別名稱  {  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  }  ; 

類別名稱   物件名稱  ; 

 int   i ;  



1.Time類別宣告範例 

【程式time.h】 

      //************** time.h ***************** 

      class Time                           //Time類別 

      { 

        public:                              //公用成員函式 

          Time();                           //建構子 

          void setTime(int,int,int);   //設定時分秒 

          void show24h();              //以24小時格式列印 

          void show12h();              //以12小時格式列印 

        private:                            //私用資料成員 

          int hour;                         //時0-23 

          int minute;                      //分0-59 

          int second;                      //秒0-59 

      }; 



建立類別Time的物件time 
 要建立類別Time的物件time您可在您的程式裡宣告如下： 

 

 

 在time.h檔中您只看到四個公用成員函式的宣告部份而已，您看不

到每個函式的實作部份，也就是說實作部份被隱藏起來，使用者只

能依照規定使用這些成員函式，無法修改它的實作，確保了軟體的

安全性。 

 這些成員函式的宣告有時也稱為介面（interface），是使用者跟

設計者之間的一個介面，萬一設計者修改實作部份，但不改介面，

這樣並不會影響使用者的程式，對於程式的維護幫助很大，所以大

部份的設計者都採用介面與實作分離的方式。 

 Time   time  ; 



實作Time類別介面 
 下列的time.cpp程式就是time.h介面的實作。程式引入time.h至本

程式中同時實作Time類別的建構子，建構子名稱之前冠上「Time::
」表示屬於Time類別的建構子，接著分別設定資料成員的初值為 0
。 

 

 

 

 

 

 實作Time類別的成員函式setTime()，名稱之前冠上「Time::

」表示屬於Time類別的成員函式，分別設定資料成員的值

。 

 void Time::setTime(int h, int m, int s) 

        { 

           hour = (h>=0 && h<24) ? h : 0; 

           minute = (m>=0 && m<60) ? m : 0; 

           second = (s>=0 && s<60) ? s : 0; 

        } 



測試Time類別 

 程式timetest.cpp是對於Time類別的一個測試程式。
首先引入time.cpp原始程式檔，這個檔本身能夠引入
time.h，因此測試程式timetest.cpp就可以使用Time
類別的介面與實作了。 

 

 

 建立一個Time類別的物件time。 

 

 

 呼叫time物件中的成員函式show24h()將私用的資料成
員透過公用的成員函式以二十四小時格式列印出來。 

 Time  time ;  

time.show24h() ;  



    //*************** timetes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time.h" 

    int main() 

    { 

       Time time; 

       cout << "Time類別物件time建構之後以24小時格式列印= "; 

       time.show24h(); 

       cout << endl; 

       time.setTime(22, 22, 22); 

       cout << "setTime(22,22,22)後以24小時格式列印= "; 

       time.show24h(); 

       cout << endl; 

       cout << "setTime(22,22,22)後以12小時格式列印= "; 

       time.show12h(); 

       cout << endl; 

       return 0; 

    } 



2.類別範圍及成員存取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第一個特性為資料封裝，意思就是將資料分成私用的、

保護的、以及公用的，分別包裝起來。要包裝私用的資料可使用private關

鍵字，要包裝保護的資料可使用protected關鍵字，要包裝公用的資料可使

用public關鍵字，它們使用的權限如下所述。 

 private: 

          私用區之成員只能被該類別之成員函式及伙伴函式使用。 

          成員若無特別聲明，則預設為 private。 

 protected: 

          保護區之成員只能被該類別之成員函式及伙伴函式使用， 

          另外也可被該類別之衍生類別（derived class）所宣告之 

          成員函式及伙伴函式使用。 

 public: 

          公用區之成員可被所有之函式使用。 



成員的使用 
 成員的使用方法與結構（struct）非常相似，要指定結構變數中之欄名，

可使用結構變數名稱，跟著小數點，再跟著欄名即可。 

 

 

 類別中成員的使用方法如下： 

 

 

 或 

 

 

 程式directaccess.cpp試著直接存取Time類別物件time中的私用資料成員

hour，結果在編譯時就產生一個編譯錯誤。 

結構變數名稱 . 欄名 

物件名稱 . 資料成員名稱 

 物件名稱 . 成員函式名稱 



編譯錯誤 
 程式directaccess.cpp試著直接存取Time類別
物件time中的私用資料成員hour，結果在編譯
時就產生一個編譯錯誤。 

【程式directaccess.cpp】 

      //********* directaccess.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include "time.cpp" 

      int main() 

      { 

         Time time; 

         time.hour = 7; 

         cout << "時 = " << time.hour; 

         return 0; 

      } 



 

3.資料成員與成員函式的使用 

 程式time2.h是類別Time
的介面，是time.h表頭檔
的修正檔，它增加三個對
資料成員時分秒的設定（
set）函式，也增加三個
對資料成員時分秒的取得
（get）函式，共包含三
個私用的資料成員以及九
個公用的成員函式，如下
表所示。                     

Time物件time成員表 



【程式time2.h】 

      //*********** time2.h ************** 

      class Time 

      { 

        public: 

          Time(); 

          void setTime(int, int, int); 

          void setHour(int); 

          void setMinute(int); 

          void setSecond(int); 

          int getHour(); 

          int getMinute(); 

          int getSecond(); 

          void show24h(); 

          void show12h(); 

        private: 

          int hour; 

          int minute; 

          int second; 

      }; 



介面的實作 
 每一個成員函式都有它的程式碼。show24h()函式是以

24小時方式顯示，show12h()函式是以12小時方式顯示
，要分上午或下午。 

【程式time2.cpp】 
      //*************** time2.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include "time2.h" 

      Time::Time() 

      { 

        hour = 0; 

        minute = 0; 

        second = 0; 

      } 

      void Time::setTime(int h, int m, int s) 

      { 

        hour = (h>=0 && h<24) ? h : 0; 

        minute = (m>=0 && m<60) ? m : 0; 

        second = (s>=0 && s<60) ? s : 0; 

      } 

      //略 



      //*********** time2tes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time2.h" 

      int main() 

      { 

         Time time; 

         time.setHour(13); 

         time.setMinute(44); 

         time.setSecond(55); 

         cout << "  時:分:秒 = " 

              << time.getHour() << ":" 

              << time.getMinute() << ":" 

              << time.getSecond() << endl; 

         return 0; 

      } 



4.建構子與解構子 
 建構子（constructor）是成員函式中的一個成員，用來設定物件的初值

。其特性如下: 

      1. 建構子名稱必須與類別名稱相同。 

      2. 物件定義時自動執行建構子。 

      3. 建構子不傳回任何值，因此不能有傳回值型態。 

      4. 一個類別可以有零個或多個建構子，引數不同視為不同之建構子。 

      5. 一個建構子沒有引數時，稱為預設建構子。 

      6. 一個宣告存取方式為private或protected之建構子，只有該類別及

伙伴（friend）之成員函式才可宣告或定義該類別之物件。 

      7. 建構子不能被繼承。 

      8. 建構子不能使用 virtual。 

      9. 具建構子或解構子之物件不能為 union 之成員。 



解構子（destructor） 

 解構子（destructor）用來釋放物件所佔用之記憶空

間。其特性如下： 

1. 解構子名稱必須與類別名稱相同，名稱前加一波浪

型符號。 

2. 物件離開其有效範圍時自動執行解構子函式。 

3. 解構子不傳回任何值，因此不能有傳回值型態。 

4. 一個類別只能有一個解構子，不可以有任何引數。 



【程式time3.h】 

//***************** time3.h ******************** 

class Time 

{ 

  public: 

    Time(int=0, int=0, int=0);    //預設建構子 

    ~Time();                              //預設解構子 

    void setTime(int, int, int);       //設定時分秒 

    void show24h();                   //24小時格式列印時分秒 

    void show12h();                   //12小時格式列印時分秒 

  private: 

    int hour;                              //時0-23 

    int minute;                           //分0-59 

    int second;                          //秒0-59 

}; 



【程式time3.cpp】 

      //*************** time3.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include "time3.h" 

      Time::Time(int h, int m, int s) 

      { 

        cout << "Time類別建構子" << endl; 

        setTime(h,m,s); 

      } 

      Time::~Time() 

      { 

        cout << "Time類別解構子" << endl; 

      } 

      void Time::setTime(int h, int m, int s) 

      { 

        hour   = (h>=0 && h<24) ? h : 0; 

        minute = (m>=0 && m<60) ? m : 0; 

        second = (s>=0 && s<60) ? s : 0; 

      } 

      //略 



      //************** time3tes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time3.h" 
      int main() 

      { 

        Time t1, t2(2), t3(3,33), t4(4,44,44), t5(55,55,55); 

        cout << "t1 時:分:秒 = "; 

        t1.show24h(); 

        cout << endl << "t2(2) 時:分:秒 = "; 

        t2.show24h(); 

        cout << endl << "t3(3,33) 時:分:秒 = "; 

        t3.show24h(); 

        cout << endl << "t4(4,44,44) 時:分:秒 = "; 

        t4.show24h(); 

        cout << endl << "t5(55,55,55) 時:分:秒 = "; 

        t5.show24h(); 

        cout << endl; 

        return 0; 

      } 



5.物件當類別的成員 
 若類別裡的資料成員本身是一個物件可以嗎？例如有

一個Employee員工類別包含員工基本資料，有一欄是

員工生日，另有一欄是雇用日期，員工生日及雇用日

期都屬於Date類別的物件，如此Employee類別的物件

employee就包含二個Date類別的物件了，這是可以的

，讓我們來看看下面的例子。 

 程式date2.h定義Date類別的介面，包含四個私用的

資料成員及一個私用的支援性成員函式，也包含一個

建構子、一個解構子、及show()函式。 



      //**************** date2.h *************** 

      #ifndef DATE2_H 

      #define DATE2_H 

      class Date 

      { 

        public: 

          Date(char *);             //預設建構子 

          void show();                  //以月/日/年格式列印 

          ~Date();                        //解構子 

        private: 

      char date[11];           //年/月/日“9999/99/99“及結束符
號 

          int m_month;                        //月1-12 

          int m_day;                            //日1-31 

          int m_year;                           //年 

          void checkDate();             //檢查日期(私用函式) 

      }; 

      #endif 



【程式employee.h】 

 

      //************ employee.h ************* 

      #ifndef employee_H 

      #define employee_H 

      #include "date2.h" 
      class Employee 

      { 

        public: 

          Employee(char *, char *, char *); 

          void showInfo(); 

          ~Employee(); 

        private: 

          char m_name[13]; 

          Date  m_birthDate; 

        Date  m_hireDate; 
      }; 

      #endif 



//*************** employeetes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employee.h"    //引入employee.h 

int main() 

{ 

  cout << "\n建立Employee物件employee" << endl; 

  Employee 
employee("FayChen","1949/01/01","1999/09/09"); 

  cout << "列印employee物件 = "; 

  employee.showInfo(); 

  cout << "\n建立Date物件date(\"2007/02/12\")" << endl; 

  Date date("2007/02/12"); 

  cout << "列印date物件 = "; 

  date.show(); 

  cout << endl << endl; 

  return 0; 

} 



6.伙伴函式及類別 
 伙伴（friend）為一個類別或函式，它可以使用原類別中之所有成

員。要宣告一個類別或函式為某類別的伙伴，只要在某類別中任一

區宣告，並在前方冠上一個 "friend" 關鍵字即可。 

 程式friend.cpp定義一個Count類別，包含一個私用的資料成員n，

一個建構子，一個公用成員函式show()，另外還有一個setN()伙伴

函式，這個伙伴函式有權使用Count類別中所有的成員，當然包括

私用的資料成員n。 

 

 

 建立Count類別物件count時將n值設為0。呼叫伙伴函式

setN(count,7)之後n的值被設為7。 

friend void setN(Count &, int); 



【程式employee.h】 

 

      //************ employee.h ************* 

      #ifndef employee_H 

      #define employee_H 

      #include "date2.h" 
      class Employee 

      { 

    friend void sethireDate(Employee &, char *); 
        public: 

          Employee(char *, char *, char *); 

          void showInfo(); 

          ~Employee(); 

        private: 

          char m_name[13]; 

          Date  m_birthDate; 

        Date  m_hireDate; 
      }; 

      #endif 



7.this指標 
 當類別物件呼叫非靜態（non-static）成員函式時，該非靜態成員

函式的this指標便指向這個物件。例如x是X類別的物件，f()是X類

別非靜態成員函式，則x.f()操作於x物件。同樣的，若xPtr為x物

件的指標，則函式呼叫「xPtr->f()」操作於「*xPtr」物件。但

f()如何知道所操作的是那一個物件？C++提供一個指向x物件的指

標，就是this指標。 

 

 this做為一個隱藏的引數，所有的非靜態成員函式呼叫均有這一個

this隱藏的引數。this是一個非靜態成員函式定義中的區域變數，

不須宣告。若y為X類別之成員，則x.f(y)呼叫時，this即為「&x」

，y為「this->y」相當於x.y。 



8.靜態成員 
 對於某類別所定義的物件，皆有其自己的資料成員及成員函式。說

成員函式是自己的，是指處理自己的資料成員而言。 

 但有時要處理各物件間共同的資料，則在資料成員前加一個關鍵字

「static」即成靜態成員，並在全域變數區域宣告及設立初值即

可。因靜態資料成員與其他資料成員是分開處理的，它並不特別屬

於某一物件，它是該類別所有物件所共有的，其初值只能被設定一

次。 

 程式employee2.h宣告Employee類別的介面，其中包括兩個靜態的

成員：私用的資料成員count及公用的成員函式getCount()。這表

示眾多的Employee物件共用一個count及一個getCount()。 



      //******** employee2.h ********** 

      #ifndef employee2_H 

      #define employee2_H 

      class Employee 

      { 

        public: 

          Employee(char*); 

          ~Employee(); 

          char *getName(); 

      int getCount() const; 

        private: 

          char *name; 

          static int count; 

      }; 

      #endif 



      //*************** statictes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employee2.h" 

      int main() 

      { 

        cout << "開始時人數(使用類別呼叫) = " 

               << Employee::getCount() << endl; 

        Employee *p1 = new Employee("張三"); 

        Employee *p2 = new Employee("李四"); 

        cout << "建立二個員工後人數\n  使用物件1呼叫 = " 

               << p1->getCount() << endl; 

        cout << "  使用物件2呼叫 = " 

               << p1->getCount() << endl; 

        cout << "\n第一個員工: " << p1->getName() 

               << "\n第二個員工: " << p2->getName() << endl; 

        delete p1; 

        delete p2; 

        cout << "刪除二個員工後人數 = " 

               << Employee::getCount() << endl; 

        return 0; 

      } 



Part 3 
繼承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第一個特性為資料封裝（encapsulation），

第二個特性為繼承（inheritance），第三個特性為多形（

polymorphism）又稱同名異式。 

 資料封裝可以定義自己的資料、型態、及處理這些資料的方法，

但隨著業務的擴展，既有的資料及方法不夠使用，若對資料封裝

修改或新增，則程式的許多地方必須隨著修改，對於程式的維護

較為困難。這時可使用繼承，將新增資料、方法，設計成衍生類

別（derived class），或稱為子類別、次類別（subclass），則

不須改變原來基礎類別（base class）之資料或方法，可以節省

程式開發及維護的時間，也可以繼續成為將來重複使用的基楚。

因此繼承可以說是物件導向程式設計重要的一環。 



1.衍生類別 

 衍生類別定義的格式如下： 

 

 表示所定義的衍生類別繼承基礎類別，假使只有一個基礎類別則稱

為單一繼承，假使有多個基礎類別其間以逗號隔開，則稱為多元繼

承，成員列包括資料成員及成員函式。        

 class  衍生類別名稱 : 基礎類別名稱  { 成員列 } ; 

class Person2 : public Person     //衍生類別名稱 Person2 

    {                                        //基楚類別名稱 Person 

          public:                          //成員列 

            ...                              //公用成員(資料、函式) 

          private:                           

            ...                              //私用成員(資料、函式)    

          protected:                                                  

            ...                              //保護成員(資料、函式)    

    };                                       //以分號結束 



重複使用 

 要達到類別中資料及函式的重複使用，須靠衍

生類別來達成，因此衍生類別可以說是繼承的

基石。 

 在繼承的過程中，可利用既有的資料型態定義

出新的資料型態，可同時擁有新的資料成員或

成員函式，以及既有舊的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

，就像繼承祖先留下來所有的遺產一樣。 



基礎類別與衍生類別 
 被繼承的類別稱為基楚類別，也稱為父類別，如Person。 

 繼承者的類別稱為衍生類別，也稱為次類別或子類別，如

Person2。基楚類別中的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若定義於：  

 public區，表示所有的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均被繼承。 

 protected區表示所定義的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能被此類別的成

員函式及伙伴函式使用，也能被衍生類別的成員函式及伙伴函式

使用。 

 private區表示所定義的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只能被此類別的成

員函式及伙伴函式使用。 

由此可知基楚類別中的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若要被繼承，最好定義

於protected保護區。當衍生類別繼承多個基楚類別時，稱為多元

繼承。 



      //********** person.h ************ 

      #ifndef  PERSON_H 

      #define PERSON_H 

      class Person 

      { 

        public: 

          Person(char *, long); 

          void setName(char *); 

          void setBirthday(long); 

          char * getName(); 

          long getBirthday(); 

          void show(); 

        protected: 

          char name[13]; 

          long birthday; 

      }; 

      #endif 



程式person.h為表頭檔 

 宣告類別名稱為Person，包括資料成員name、

birthday，成員函式 setName()、

setBirthday()、getName()、getBirthday()及 

show() 函式。 

 這些成員在 person.h 檔中只提供宣告的介面而

已，其實作部份包含於 person.cpp 程式檔中。

將介面及實作分別存於不同的兩個檔案中。 



person.cpp是person.h的實作 
 程式person.cpp是表頭檔person.h的實作部份。 

 

 引入表頭檔person.h。 

 

 

 

 

 

 建構子，姓名參數值預設為空白，生日參數值均預設

為0。 

 #include "person.h"   

Person::Person(char *nam="", long bday=0) 

{ 

    strcpy(name, nam); 

    birthday=bday; 

} 



資料成員的設定函式 

 

 

 

 

 

 

 

 

 

 資料成員的設定函式，從給定的引數設定資料成員的
值。 

void Person::setName(char *nam) 

{ 

    strcpy(name, nam); 

} 

void Person::setBirthday(long bday) 

{ 

    birthday=bday; 

} 



取得資料成員的函式 

 

 

 

 

 

 

 取得資料成員的函式，將資料成員的值傳回呼
叫者程式中。 

 show()將資料成員的值顯示於螢幕。 

char * Person::getName() 

{ 

    return name; 

} 

long Person::getBirthday() 

{ 

    return birthday; 

} 



程式persontest.cpp 

 程式persontest.cpp用來測試Person類別。首先將
Person類別的實作程式person.cpp引入，透過該程式間
接引入person.h。 

 

 

 

 

 

 建立一個Person類別的物件p1，提供生日引數值為
20010101。執行p1物件的show()函式，執行p1物件的
getName()、getBirthday()等函式。 

Person p1("陳一心", 20010101); 

    p1.show(); 

    cout << p1.getName() << " " 

            << p1.getBirthday() << endl; 



 建立一個Person類別的物件p3，兩個引數值都沒有提

供，因此使用預設值，姓名為空白，生日為0。執行

p3物件的show()函式，執行p3物件的setName()函式

將資料成員姓名name設定為引數值 "李三多"，執行

p3物件的setBirthday()函式將資料成員生日

birthday設定為引數值 "19930303"。執行p3物件的

getName()、getBirthday()等函式將姓名、生日顯示

出來。 

Person p3; 

  p3.show(); 

  p3.setName("李三多"); 

  p3.setBirthday(19930303); 

  cout << p3.getName() << " " 

          << p3.getBirthday() << endl; 



執行 persontest.cpp 

姓名=陳一心  生日=20010101   [註]p1呼叫show()函式 

陳一心 20010101                      [註]p1呼叫get函式 

姓名=林二聖  生日=0                [註]p2呼叫show()函式 

林二聖 0                                   [註]p2呼叫get函式 

姓名=  生日=0                         [註]p3呼叫show()函式 

李三多 19930303                      [註]p3呼叫get函式 



      //************* person2.h ************* 

      #ifndef PERSON2_H 

      #define PERSON2_H 

      #include "person.h" 

      class Person2 : public Person 

      { 

        public: 

          Person2(char *, long, char *); 

          void setTel(char *); 

          char * getTel(); 

          void show(); 

        protected: 

          char tel[13]; 

      }; 

      #endif 



 程式 person2.h 定義 Person2 類別的介面

，它繼承 Person 類別，增加一個資料成員

字元陣列 tel 儲存該員工的電話號碼，當然

也增加處理這個電話號碼的方法 setTel()及 

getTel()。 



程式person2.cpp 
 程式person2.cpp是person2.h介面的實作部份。因為它繼承Person

類別因此有義務執行本身建構子初始化的同時，也初始化它的基礎

類別的建構子。 

 

 

 

 

 

 程式執行Person2類別的建構子，有三個參數nam姓名、bday生日、

t電話號碼，Peron2本身建構子只使用到t而已，nam及bday提供基

礎類別Person的建構子使用。將nam及bday當引數呼叫Person類別

的建構子。 

Person2::Person2(char *nam="", long bday=0, char *t="") 
             :Person(nam, bday) 
{ 
    strcpy(tel, t); 
} 



    //***************** person2test.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person2.h" 

    int main() 

    { 

      Person2 person2("蔡五福", 19940404, "07-7774444"); 

      person2.show(); 

      cout << "person2.getName()=" 

              << person2.getName() << endl; 

      cout << "person2.getBirthday()=" 

              << person2.getBirthday() << endl; 

      cout << "person2.getTel()=" 

              << person2.getTel() << endl; 

    } 



 程式person2test.cpp主要用來測試Person2

類別，Person2繼承Person類別，Person2物

件person2包含本身的成員之外還包含基礎類

別Person的成員。 

 建立一個Person2的物件person2，姓名引數

為 “許四維”，生日引數為19940404，電話

號碼引數為 “07-7774444”。 

 呼叫person2物件的show()、getName()、

getBirthday()及getTel()方法。 



【執行person2test.cpp】 

  姓名=蔡五福  生日=19940404  電話=07-7774444 

  person2.getName()=蔡五福 

  person2.getBirthday()=19940404 

  person2.getTel()=07-7774444 



2.多層繼承 

 衍生類別繼承二層（含）以上之類別稱為多元繼承。

person3.h表頭檔所示，Person3為子類別，它繼承了

Person2父類別（第一 

層），父類別Person2 

繼承了祖父類別Person 

（第二層），因此子類 

別Person3稱為多層繼 

承。 



      //************** person3.h ************** 

      #ifndef PERSON3_H 

      #define PERSON3_H 

      #include "person2.h" 

     class Person3 : public Person2 

      { 

        public: 

          Person3(char *, long, char *, int); 

          void setSex(int); 

          int getSex(); 

          void show(); 

        protected: 

          int sex; 

      }; 

      #endif 



 程式person3.h定義一個Person3類別的介面。 

 

 

 

 您應該可以看出來它繼承Person2類別。在這個

Person3類別裡我們又新增一個性別sex資料成員

，當然也要增加處理sex的方法，那就是

setSex()及getSex()，外加一個顯示本身資料的

show()方法。 

 class Person3 : public Person2  



 程式person3.cpp是對於person3.h的實作部份。 

 

 

 

 

 

 

 這是建構子，本身只用到參數s，其他三個提供
給它的基礎類別Person2的建構子使用。 

Person3::Person3(char *nam, long bday, char *t, int 

s) :Person2(nam, bday, t) 

{ 

    sex=s; 

} 



 程式person3test.cpp用於測試Person3類別的物件。 

 

 

 

 建立一個Person3的物件person3，這時person3物件

的資料成員有四個，name及birthday是祖父給的，

tel成員是父親給的，屬於您自己的就只有一個sex了

，但雖然是父親或祖父給的，您都有權使用，這就達

到物件重新使用的目的了。 

Person3 person3("蔡五福", 19940404, "07-7774444", 1);  



 程式建立一個Person3的物件person3，姓名引

數為 "蔡五福"，生日引數為19940404，電話號

碼引數為 "07-7774444"，性別代碼為 1。 

 

 呼叫person3物件的show()方法。接著分別呼叫

person3物件的getName()、getBirthday()、

getTel()以及getSex()方法。 

 person3.show(); 



【執行person3test.cpp 】 

姓名=蔡五福  生日=19940404  電話=07-7774444  性別=1 

person3.getName()=蔡五福 

person3.getBirthday()=19940404 

person3.getTel()=07-7774444 

person3.getSex()=1 



3.多元繼承 

 衍生類別同時繼承二個（含）以上的基楚類別稱為多

元繼承。例如Person4類別同時繼承Idcard類別及

Person類別，如下圖所示。 

 



 程式Idcard.h定義一個Idcard類別用來處理身份證

字號，它包含一個資料成員idnum，及三個成員函

式。 

 程式person4.h定義一個Person4類別，您可以看出

它同時繼承Person及Idcard類別。 

 

 

 程式person4test.cpp用於測試Person4類別。建立

一個Person4的物件p1，這個物件的成員除了本身

之外，還包括其基礎類別的成員，如下表所示。 

 class Person4 : public Person, public Idcard 



 程式建立一個Person4的物件p1，姓名引數為 "

蔡五福"，生日引數為19940404，身份證字號為 

"E122448811"，呼叫p1物件的show()方法，分

別呼叫p1物件的getName()方法、

getBirthday()方法以及getIdnum()方法。  



4.衍生類別之初始化 

 衍生類別之建構子函式無法繼承基礎類別之建構子函式。當基礎

類別中有建構子函式時，衍生類別之建構子函式必須負責呼叫基

礎類別之建構子函式，也就是說衍生類別之建構子函式必須負責

自己資料成員之初始化之外，也必須負責呼叫基礎類別資料成員

之初始化。必須先做基礎類別資料成員之初始化，然後再做自己

資料成員之初始化。如person2.cpp中所示。 

Person2::Person2(char *nam="", long bday=0, char *t="") 

                :Person(nam, bday) 

        { 

           strcpy(tel, t); 

        } 



接續上一頁 

 Person2()為衍生類別之建構子函式，三個引數中本

身只用一個電話號碼t，其餘二個均為基礎類別建構

子函式Person()所用。Person所用二個，其中nam當

為name的引數，bday當birthday的引數。 



多元繼承初始化順序 

 若是多元繼承則以基礎類別出現的順序為初始化之

順序。如person4.h中所示。Person4()為衍生類別

之建構子函式，三個引數中本身都沒有用到，引數

nam及bday供Person基礎類別建構子函式所用，引數

id為基礎類別Idcard建構子函式所用。 

Person4(char *nam, long bday, char *id) 

    :Person(nam, bday), Idcard(id) 

{  } 



5.覆加 

 當衍生類別的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與基礎類別名稱相

同時稱為覆加（override）。此時衍生類別中有兩份

資料成員或成員函式，其中有一份屬於基礎類別，

C++將此份加於隱藏，因此要取用基礎類別中之資料

成員或成員函式必須冠上範圍運算子「::」。 

 如下例程式override.cpp中，Person為Person2之基

礎類別，這二個類別中均有show()函式，在Person2

中將Person中之show()函式加於隱藏，要取得基礎類

別的成員可用下列二種方式: 



接續上一頁 

 

 

 其格式如下： 

 

 

 「基礎類別成員」即資料成員、成員函式、或
成員覆加函式。 

 person2.show() 

 person2.Person::show() 

 物件名稱 . 基礎類別 :: 基礎類別成員 



//************** override.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person2.h" 

int main() 

{ 

  Person2  person2("蔡五福", 19940404, "07-7774444"); 

  cout << "從Person2物件呼叫show():" << endl; 

  person2.show(); 

  cout << "從Person2物件呼叫基礎類別Person的show():"  

          << endl; 

  person2.Person::show(); 

  return 0; 

} 



6.虛擬基礎類別 
 衍生類別繼承基礎類別的資料成員及成員函式，多層繼承時

每層之衍生類別物件均含有基礎類別之成員，必須標明是那

一層之成員，容易混亂且浪費記憶體，其實只要一份就夠了

，這時可使用虛擬基礎類別（virtual base class）達到目

的。 

如右圖所示，衍生類別 

Phone及Idcard2與基礎 

類別Person有虛擬繼承 

的關係，也就是說這三 

個類別共用一份Person 

類別的成員。 



程式person6.h 

 程式phone.h定義一個Phone類別，它虛擬繼承基礎類

別Person。 

 

 程式idcard2.h定義一個Idnum類別，它虛擬繼承基礎

類別Person。 

 

 程式person6.h定義一個Person6類別，它同時繼承基

礎類別Phone及Idcard2。 

 class Phone : virtual public Person 

 class Idcard2 : virtual public Person 

 class Person6 : public Phone, public Idcard2 



Part 4 
多形 (或稱為 同名異式) 



 C++多形（polymorphism）是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三大

特性：資料封裝、繼承、多形。 

 polymorphism是希臘字，其意為多種樣式，也稱為同

名異式。同名是指歷代類別（包括多層、多元繼承）

通通使用同一名稱，異式是指程式碼均相異，執行的

工作也就不同了。同名異式在C++中它與虛擬函式一

起使用。虛擬函式（virtual function）在歷代類別

中均使用同一名稱，在執行時才決定使用那一個函式

。 

 例如：上一章在許多類別中各代中均使用同名為 

"show" 之函式，但程式碼均不同，show即為同名異

式。show在基楚類別中若宣告為virtual，show即為

虛擬函式。 



1.虛擬函式 

 虛擬函式顧名思義，就是無法確定是那一個函

式的意思。(程式開始執行時才確定) 

 當基礎類別中的成員函式在衍生類別裡被重新

定義時，就應該在基礎類別裡宣告為虛擬函式

，編譯程式會自動產生一個指標資料成員，指

向虛擬函式，如程式shape.h檔中宣告Shape類

別之三個成員函式均為虛擬函式。 



 在下圖中有五個類別，Shape類別在最上層，屬

於基礎類別。Point、Line、Rectang、Circle等

類別是Shape類別的衍生類別，也就是說Point、

Line、Rectang、Circle等類別繼承Shape類別。 



 在程式shape.h中，類別Shape中show()函式，在衍生類別Point、
Line、Rectang、Circle裡均有不同之定義，因此在Shape裡必須宣
告為虛擬函式。其宣告方法只須於函式宣告前面，加一關鍵字 
“virtual” 即可。如下例： 

virtual  void  show() = 0; 

【程式shape.h】 
//****************** shape.h ***************** 

#ifndef SHAPE_H 

#define SHAPE_H 

class Shape 

{ 

   public: 

       virtual double perimeter() { return 0.0; } 

       virtual double area() { return 0.0; } 

       virtual void show() = 0; 

}; 

#endif 



2.純虛擬函式 
 有時基礎類別只是為了繼承而已，並不必有實質定義，也不需產生

此類別之物件，則只須在基礎類別中加於宣告，在衍生類別重新定

義此函式，這種作法稱為純虛擬函式。其語法如下: 

 

 如程式shape.h中： 

 

 show()為純虛擬函式，只宣告不定義，此類別Shape含純虛擬函式稱

為抽象類別（abstract class），抽象類別不允許建立物件，它只

能做為基礎類別。在Point類別中函式show()有實質定義，因此

Point不再含有純虛擬函式，不屬於抽象類別，因此可以建立物件。 

virtual  傳回值資料型態  函式名稱 (引數列) = 0; 

virtual void show() = 0;  //純虛擬函式，只宣告不定義 



3.虛擬基礎類別 

 若衍生類別繼承多元基礎類別，其中有同名異

式之成員，則在衍生類別中叫用該同名異式之

成員將無法判斷是叫用那一個同名異式之成員

，因而產生混淆不清（ambiguous）。 



 程式ambig.cpp中衍生類別CClass繼承基礎類別

AClass及BClass，而AClass及BClass各自繼承基礎類

別BaseClass，如圖所示。 

 AClass及BClass中均有一個資料成員b，那麼CClass

物件如何判斷是叫用那一個資料成員b呢？ 



 有下列兩種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1. 在同名異式之成員前加上基礎類別名稱。 

 如程式ambig.cpp中，在基礎類別資料成員b前加
上「AClass::」基礎類別名稱及範圍運算子「::
」。 

         void setB(int i) 

          { 

            AClass::b = i; 

            BClass::b = 2*i; 

          } 



接續上一頁 

 

2. 使用虛擬基礎類別。 

 在基礎類別名稱前加上「virtual」關鍵字，則對

於此類別只產生一個物件。如程式vbase中，

AClass及BClass分別繼承虛擬基礎類別BaseClass

，則AClass::b及BClass::b均代表同一成員

BaseClass::b。       

         class AClass : virtual public BaseClass {}; 

         class BClass : virtual public BaseClass {}; 

         class CClass : public AClass, public BClass 



 程式ambig.cpp中衍生類別CClass繼承基礎類

別AClass及BClass，類別CClass的物件c 其成

員如下表所示。          

表 17.1  CClass 物件 c 的成員 

成員 性質 類別範圍 

b 資料成員 AClass 

b 資料成員 BClass 

setB()  成員函式 CClass 

showB() 成員函式 CClass 



 在c物件中有二個成員都命名為b，一個是從

AClass繼承過來的，另一個是從BClass繼承

過來的，那麼您要存取b時必須分辨那一個b

，只好在前面冠上它們類別範圍的名稱，如

AClass::b或BClass::b。 

 【執行結果】 

 AClass::b = 1 

 BClass::b = 2 



 程式vbase.cpp中衍生類別CClass繼承基礎類別AClass及

BClass，而AClass及BClass各自虛擬繼承基礎類別BaseClass

，如上圖所示。 

 程式vbase.cpp中分別宣告AClass及BClass各自虛擬繼承基礎

類別BaseClass，宣告CClass同時繼承AClass及BClass類別。 

 如此AClass::b及BClass::b均指向BaseClass::b，因此CClass

的c物件只有一個資料成員，就是BaseClass類別的b資料成員

。 

 class AClass : virtual public BaseClass {}; 

   class BClass : virtual public BaseClass {}; 

   class CClass : public AClass, public BClass 



4.綜合例題 

 在下面的例題中分別說明Point及Line類別的宣告、實

作、以及測試程式的情形，這兩個類別均繼承Shape抽

象類別。 

 程式point.h首先判斷在記憶體裡這個POINT_H常數識別

字是否有定義，若沒有定義則定義它，若已經有定義則

什麼都沒做。做這樣的安排是保證在記憶體裡最多只能

保存一份POINT_H的定義，也就是它的程式碼，這份程

式碼就是Point類別提供給其他使用者的介面。 



     【程式point.h】 

   //********** point.h ********** 

      #ifndef  POINT_H 

      #define  POINT_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include "shape.h" 

      class Point : public Shape 

      { 

        public: 

          Point(int=0, int=0); 

          void setPoint(int, int); 

          void setX(int a) { x=a; } 

          void setY(int b) { y=b; } 

          int  getX() { return x; } 

          int  getY() { return y; } 

          virtual void show(); 

        protected: 

          int x, y; 

      }; 

      #endif 



 程式point.cpp是Point類別的實作，它只保存
在程式設計者手中，並不提供給其他使用者。 

 【程式point.cpp】 

      //****************** point.cpp ****************** 

      #ifndef POINT_CPP 

      #define POINT_CPP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include "point.h" 

      Point::Point(int a, int b) { setPoint(a,b); } 

      void Point::setPoint(int a, int b) { x=a; y=b; } 

      void Point::show() 

      { 

        cout << "點(" << x << "," << y << ")"; 

      } 

      #endif 



【程式poly.cpp】 
//********************** poly.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point.cpp" 

int main() 

{ 

    Point point(12,34); 

    Shape *sp=&point; 

    cout << "透過point呼叫衍生類別Point的函式" << endl; 

  // 略 

    cout << "透過point呼叫基礎類別Shape的函式" << endl; 

  // 略 

    cout << "透過基礎類別Shape指標sp" 

            << "呼叫衍生類別Point的show()函式" << endl; 

    cout << "sp->show(): "; 

    sp->show(); 

    cout << endl; 

    return 0; 

} 



C++在編譯poly.cpp時 

 C++在編譯poly.cpp時建立有關虛擬函式的函式

指標表vtable，在其衍生類別point物件裡自動

產生一個隱藏的指標資料成員，指到虛擬函式

表Point vtable，在表中共有三個指標，分別

指向perimeter()、area()、及show()函式，因

為在Point類別中您沒有定義perimeter()及

area()這兩個函式，因此它們的指標指到Shape

類別的perimeter()及area()函式，但您在

Point類別中定義show()函式，因此vtable表中

的show()指標指回Point類別中的show()函式 



多形是透過虛擬函式實作的 
 多形是透過虛擬函式實作的，當您透過基礎類別指標

呼叫虛擬函式時，C++選擇其衍生類別物件的覆蓋函
式，基礎類別Shape的隱藏指標原來是指到自己的虛
擬函式表Shape vtable，如下圖所示。 



如下圖所示。產生一個Shape vtable，但在圖中並沒有表示

出來。 



程式poly.cpp 

 程式poly.cpp引入point.cpp實作檔，它間接引入

point.h介面檔。 

 

 

 建立一個Point類別的物件point，其初值x=12、y=34

。 

 Point point(12,34);   

Shape *sp=&point; 

cout << "透過point呼叫衍生類別Point的函式" << endl; 

int x=point.getX(), y=point.getY(); 



接續上一頁 

 宣告一個Shape類別物件指標sp，它的內含值為物件

point的位址，也就是說sp指到point 物件。呼叫point

物件的getX()及getY()方法。 

 

 

 

 呼叫point物件的show()方法，透過point物件呼叫基礎

類別Shape的perimeter()及area()函式，透過基礎類別

Shape指標sp呼叫衍生類別Point的show()函式。 

point.show(); 

double s=point.perimeter(), a=point.area(); 

sp->show(); 



程式line.h 

 程式line.h為類別Line之介面，Line類別繼承

Shape抽象類別，虛擬函式中只定義了

perimeter()及show()，因此area()函式仍然使

用Shape類別中的area()函式。  



【程式line.h】 
     //********************** virtual.cpp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include "line.h" 

      int main() 

      { 

        Line line; 

        Shape *sp=&line; 

        line.setPoint1(0,0); 

        line.setPoint2(3,4); 

        cout << "line.show()="; 

        line.show(); 

        cout << "line.perimeter()=" << line.perimeter() << endl; 

        cout << "line.area()=" << line.area() << endl; 

        cout << "sp->show()="; 

        sp->show(); 

        cout << "sp->perimeter()=" << sp->perimeter() << endl; 

        cout << "sp->area()=" << sp->area() << endl; 

        return 0; 

      } 



C++在編譯virtual.cpp時 
 C++在編譯virtual.cpp時建立一個虛擬函式表Line 

vtable，在其衍生類別line物件裡自動產生一個隱藏的

指標資料成員，在表中共有三個指標，分別指向

perimeter()、area()、及show()函式，因為在Line類

別中您沒有定義area()這個函式，因此vtable中area()

的指標指到Shape類別的area()函式，但您在Line類別

中定義perimeter()及show()函式，因此vtable表中的

perimeter()指標指回Line類別中的perimeter()函式，

vtable表中的show()指標指回Line類別中的show()函式

，如下圖所示。 



接續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