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Effective Modern C++》的讚賞
還是喜歡 C++對嗎？你的確應該這樣！現代 C++（也就是 C++11 / C++14）不只是表面
的整型，從新功能來看更像是重新打造。需要任何建議或程式語言準則嗎？這本書正

是你需要的。說到 C++，Scott Meyers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正確、品質與樂趣的代名
詞。

—Gerhard Kreuzer 
研發工程師，Siemens AG

要找到最好的專業已經夠難了，要找到教學完美論者（將熱情投注於教學策略與寫作技

巧的作者）也很困難，當你遇到同時身兼兩者的人時自然會有如沐春風之感。《Effective 

Modern C++》是傑出技術作家的巔峰之作，流暢的文句、富有深意且適當安排的順序，

清楚呈現了複雜且彼此相關的主題，整體風格十分明快，你很難在《Effective Modern 

C++》中找到技術上的錯誤、沈悶的內容或是累贅的句子。

—Andrei Alexandrescu 

博士，現任職 Facebook公司擔任研究科學家，《Modern C++ Design》作者

依據個人二十多年的 C++ 經驗，強烈建議想獲得現代 C++ 最多的優點（包含最佳實作
與常見問題），取得本書徹底的閱讀並經常查閱！我個人也從其中學到許多新知識。

—Nevin Liber 
資深軟體工程師，DRW Trading Group

C++ 創造者 Bjarne Stroustrup 說過：「C++11 感覺像個全新的程式語言。」《Effective 

Modern C++》透過清楚的解釋，說明程式設計師日常工作能夠從 C++11與 C++14新
功能與慣例得到的好處，讓程式設計師也有相同的體會。毫無疑問，這絕對是 Scott 
Meyers的另一本傑作。

—Cassio Neri 

FX定量分析師，駿懋銀行集團



Scott將複雜的技術轉換為能夠理解的核心知識，他的《Effective C++》系列協助提昇

了上一代 C++程式設計師的設計風格。這本新書似乎對使用現代 C++的人們有相同的 
效果。

—Roger Orr 

OR/2有限公司，ISO C++標準委員會成員

《Effective Modern C++》是提昇個人現代 C++技能的傑出工具，不只說明有效使用現代
C++的時機與方式，同時也說明背後的原因。Scoot清晰與深入的文字構成 42條深思熟
慮的條款，無庸置疑能讓程式設計師對程式語言有更深入的認識。

—Bart Vandewoestyne 
研發工程師與 C++愛好者

我愛 C++，到現在已經用它工作數十年了，加入新的功能之後，這個程式語言比我之前
想像的更強大也更有表達能力。但這些選擇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該在什麼時候使

用這些功能，又該怎麼用？」一如往常，Scott的《Effective Modern C++》系列為這個

問題提供了明確的解答。

—Damien Watkins 

計算軟體工程團隊負責人，CSIRO

轉換到現代 C++的最佳讀物，同時說明了 C++11/14語言的新功能與 C++98，各個條款
編排易於參考，而且每個章節最後都提供清楚的建議。無論是新手或資深 C++開發人員
都能從中得到有趣與實用的內容。

—Rachel Cheng 

F5 Networks

對於從 C++98/03轉移到 C++11/14的讀者，需要 Scott在《Effective Modern C++》中提

供務實又清晰的資訊。已經使用 C++11在寫程式的人，也可能會從 Scott對程式語言重
要新功能的完整說明有重要的發現，無論如何，絕對應該花些時間讀完本書。

—Rob Stewart 

Boost Steering委員會成員（boost.org）



導讀

資深 C++程式設計師可能會和我有類似的經驗，在剛接觸 C++11時會覺得「對了，對
了，我懂了，這是在 C++上加了些東西。」但隨著逐漸深入，你會開始對改變的幅度感
到驚訝。auto宣告、範圍式 for迴圈、lambda表示式以及 rvalue參考改變了 C++的表
象，更不要說新的並行功能了，還有些使用習慣上的改變。0與 typedef淡出舞臺，取而
代之的是 nullptr與別名宣告（alias declaration），列舉應該限定可視範圍，也應該用智
慧型指標取代原始指標，一般而言搬移物件也都比複製來得好。

C++11有許多該學的東西，更何況是 C++14。

更重要的是，為了有效率的使用新能力需要學習許多知識，關於「現代」C++基本功
能的主題已經有著豐富的資源，但要尋找利用這些功能建立出正確、有效率、易於維護

又具有可攜性的知識，就得費上許多功夫。這正是本書的目標，本書重點不在於介紹

C++11與 C++14的功能，而是有效率的使用方式。

本書的資訊以稱為「條款」的原則呈現，想要了解不同型式的型別推導？或是想要知道

何時應該（或何時不該）使用 auto宣告？想知道 const成員函式應該具備多緒安全特性
的原因、用 std::unique_ptr實作 Pimpl Idiom的方法、避免在 lambda表示式中使用預
設擷取模式的原因或是 std::atomic與 volatile間的差異？答案全在這兒，而且都是不
受限平台、符合標準規範的答案，這是本以可攜性 C++為主軸的書。

本書的條款都是原則而不是規定，原則都會有例外，條款重要的並不是建議本身而是背

後的推論過程。讀完推論過程之後，就能夠依據專案的狀況判斷是否違反條款的建議。

本書真正的目標不是告訴讀者該怎麼做或不該怎麼做，而是讓讀者對 C++11與 C++14
的運作方式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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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與慣例

使用相同的術語對有效溝通十分重要，目前有四個正式的 C++版本，分別以「C++」
開頭，再加上被 ISO 採納為標準的年度：C++98、C++03、C++11 以及 C++14。由

於 C++98與 C++03只在技術細節有所差異，本書通稱為 C++98；提到 C++11時表示
C++11與 C++14，因為 C++14是 C++11的母集合（superset）；而談到 C++14時則專指
C++14；如果只是簡單的用 C++，就表示適用語言的所有版本。

使用的詞彙 代表的語言版本

C++ 所有版本

C++98 C++98與 C++03

C++11 C++11與 C++14

C++14 C++14

因此，可能會說 C++特別重視效率（對所有版本都成立），但 C++98缺乏並行的支援
（只對 C++98 與 C++03 成立）；C++11 提供 lambda 表示式（對 C++11 與 C++14 成
立），而 C++14提供推廣的函式傳回值推導（只對 C++14成立）。

C++11最引人注目的功能可能是搬移語意（move semantic）吧，搬移語意又建立在表示
式區分為 rvalue與 lvalue之上，rvalue表示物件能夠使用搬移操作（move operation），
而 lvalue一般則不能使用搬移操作；概念上（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這樣），rvalue是由函
式傳回的暫存物件，而 lvalue則是程式能夠透過名稱、指標或是 rvalue參考（rvalue 
reference）參考到的物件。

有個很有用的經驗法則能夠用來判斷表示式是不是 lvalue，就是看看能不能取得表示式
的位址。一般來說能夠取得位址的就是 lvalue，如果不行通常就表示是 rvalue；這種經
驗法則的優點是有助於記得表示式的型別與表示式是 lvalue或 rvalue無關；如果表示式
的型別是 T，表示式可以是 T型別的 lvalue，也可以是 T型別的 rvalue；這在處理 rvalue
參考型別參數時特別重要，參數本身會是個 lvalue：

class Widget {
public:
  Widget(Widget&& rhs);          // rhs是個lvalue，但其型別是rvalue參考型別
  …
};

這段程式中，在 Widget的搬移建構子（move constructor）內部可以合法取得 rhs的位
址，所以 rhs是個 lvalue，但型別則是 rvalue參考（所有的參數同樣都是 lvalue）。



導讀 | 3 

以上這段程式也示範了幾個筆者使用的慣例：

• 類別名稱是 Widget，表示使用者自行定義的型別，除非特別需要說明類別的細節，
不然會直接使用 Widget不另行宣告。

• 參數名稱是 rhs（right-hand side，右側），是定義搬移操作（move operation，也就

是搬移建構子與搬移賦值運算子）以及複製操作（copy operation，也就是複製建構

子與複製賦值運算子）時優先採用的參數名稱；rhs 也同樣用在二元運算子的右側 
參數：

Matrix operator+(const Matrix& lhs, const Matrix& rhs);

希望讀者不會對用 lhs 表示左側（left-hand side）感到意外。

• 部份程式或註解會採用特別的格式以吸引讀者的特別注意，在以上 Widget的搬移建
構子中，標記了 rhs的宣告以及說明 rhs是 lvalue的註解；特別標記的程式碼可能
是好的程式碼也可能是不好的程式碼，但同樣需要讀者特別注意。

• 用「…」表示「還有其他程式」，較短的刪節號與 C++11原始碼用表示 variadic樣板
較寬的刪節號（...）不同，聽起來似乎很容易弄混，實際上卻不會，例如：

template<typename... Ts>                    // 這是 C++原始
void processVals(const Ts&... params)       // 碼的刪節號
{
  …                                        // 這表示有其他程式碼
}

processVals示範了在樣板宣告型別參數時會使用 typename，這只是個人喜好，也可
以用 class關鍵字；當顯示從 C++標準節錄的程式碼，會用 class宣告型別參數，
以符合標準原先使用的方式。

當物件是由另一個相同型別的物件初始化時，新物件稱為原物件的複本（copy），即使

複製操作是由搬移建構子完成也是一樣。可惜 C++並沒有特別的術語能夠區分由複製建
構子建立的複本、以及用搬移建構子建立的複本：

void someFunc(Widget w);                // someFunc的參數w
                                        // 是傳值

Widget wid;                             // wid是個Widget物件

someFunc(wid);                          // 呼叫someFunc時，
                                        // w是個用複製建構建立的
                                        // wid的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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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Func(std::move(wid));               // 同這種方式呼叫someFunc，
                                        // w會是個用搬移建構建立
                                        // 的wid複本

通常會用搬移建構的方式建立 rvalue的複本，而用複製建構建立 lvalue的複本，這代表
在只知道物件是另一個物件的複本的情況下，沒有辦法判斷建立複本所需的成本；例如

以上的程式中，在不知道傳入 someFunc的是 rvalue或 lvlaue的情況，沒有辦法判斷建立
w參數所需要的成本（當然還需要知道搬移與複製 Widget的成本）。

呼叫函式時傳入函式的表示式稱為引數（argument），用引數初始化函式的參數

（parameter），上述程式中第一次呼叫 someFunc的位置，引數是 wid，而在第二次呼叫
時引數則是 std::move(wid)，兩次呼叫的參數都是 w；引數與參數的區別十分重要，參
數是 lvalue，而引數所初始化的值則可以是 rvalue 與 lvalue，這在完美轉發（perfect 

forwarding）的過程特別重要，過程中傳給第一個函式的引數會保持原有的 rvalue或
lvalue狀態轉發給第二個函式（條款 30討論了完美轉發的相關細節）。

設計良好的函式都具備例外安全的特性，表示至少提供基本的例外安全保證（也就是

基本保證，basic guarantee），即使拋出例外仍然能夠維持程式的不變性（也就是不會有

資料結構損毀），也不會洩漏任何資源；提供強例外安全保證的函式（也就是強保證，

strong guarantee）則保證發生例外時，程式的狀態與呼叫前相同。

函式物件（function object）通常是表示物件的型別提供了 operator()成員函式，也
就是行為類似函式的物件；這個詞偶爾會表示更一般的意義，代表任何能夠使用非

成員函式語法（也就是 functionName(arguments)）呼叫的東西。廣義的定義包含了支
援 operator()的物件、函式以及 C語言式的函式指標（狹義的定義源自於 C++98，廣
義定義則來自 C++11），再更推廣加入成員函式指標就是所謂的可呼叫物件（callable 

object），通常可以忽略其中細微的差異，將函式物件與可呼叫物件當成 C++中可以用函
式呼叫語法使用的東西。

用 lambda表示式建立的函式物件稱為 closure，通常不需要區別 lambda表示式與所建
立的 closure，所以一般將兩者都稱為 lambda；同樣的也很少會區別函式樣板（function 

template，也就是產生函式的樣板）與樣板函式（template function，也就是由函式樣板

所產生的函式），樣板類別與類別樣板也是如此。

C++的許多東西都同時是宣告也是定義，宣告會引進新的名稱與型別，但不提供儲存位

置與實作方式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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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 int x;                         // 物件宣告

class Widget;                         // 類別宣告

bool func(const Widget& w);           // 函式宣告

enum class Color;                     // 限定範圍的enum宣告
                                      // （參看條款10）

定義則提供了儲存位置與實作細節：

int x;                                // 物件定義

class Widget {                        // 類別定義
  …
};

bool func(const Widget& w)
{ return w.size() < 10; }             // 函式定義

enum class Color
{ Yellow, Red, Blue };                // 限定範圍的enum定義

定義也是宣告，但除非真的需要說明某個東西只是定義，一般都稱為宣告。

函式簽章（signature）定義為函式的參數宣告與回傳型別的部份，不含函式與參數的名

稱，在上述的範例中，func的簽章是 bool(const Widget&)，宣告中參數與回傳型別的以
外的部分（例如是否有 noexcept或 constexpr）並不屬於簽章（noexcept與 constexpr分
別在條款 14與條款 15中有詳細的說明），「簽章」的正式定義與我的定義稍有差異，但
在這本書裡我的定義比較有用（正式定義有時候會省略回傳型別）。

新 C++標準通常會維持原有程式的合法性，但偶爾標準委員會會停用（deprecate）某

些功能，在標準中正式的將功能標記為停用，之後可能從標準移除，使用被停用的功能

不一定會觸發編譯器的警告訊息，但應該儘量避免使用被停用的功能，使用已停用的功

能不僅可能提高平台轉移的困難，也可能會影響取代停用功能的新功能的行為，例如因

為 C++11的 std::unique_ptr與原先的 std::auto_ptr提供相同且具有其他更好特性的功
能，所以在 C++11停用了 std::auto_ptr。

有時候標準會說某個操作的結果是未定義行為（undefined behavior），這表示無法預測

執行期的行為，寫程式時當然要避免這類的不確定性；可能造成未定義行為的例子包含

使用超出 std::vector邊界的索引值透過中括號（[]）存取元素、解參考未初始化的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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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子（iterator），或是發生資料競爭（data race，也就是有二、三個執行緒同時存取相同
的記憶體位址，且其中至少有一個執行緒會寫入資料）。

本書將從 new傳回的指標稱為原始指標（raw pointer），相對於原始指標的就是智慧

型指標（smart pointer）。智慧型指標通常會過載指標解參考運算子（operator->與
operator*），但條款 20會解釋 std::weak_ptr是個例外。

在原始碼的註解中，有時會將「建構子」縮寫為 ctor，將「解構子」縮寫為 dtor。

使用範例程式碼

本書的目的在協助你完成工作。一般而言，你可以在自己的程式或文件中使用本書的範

例程式碼，除非重製了程式碼中的重要部分，否則無須聯絡我們。例如，為了撰寫程式

而使用了本書中的數個程式碼區塊，這樣無須取得授權，但是將書中的範例製作成光碟

並銷售或散佈，則需要取得授權。此外，在回覆問題時引用了本書的內容或程式碼，

同樣無須取得授權，但是把書中大量範例程式放到你自己的產品文件中，就必須要取得 
授權。

雖然沒有強制要求，但如果你在引用時能標明出處，我們會非常感激。出處一般包含書

名、作者、出版社和 ISBN。例如：「Effective Modern C++ by Scott Meyers (O’Reilly). 
Copyright 2015 Scott Meyers, 978-1-491-90399-5.」

錯誤回報與改善建議

筆者在本書中儘量用清晰、正確、有用的資訊，但當然還有改進的地方，如果讀者發現

任何錯誤（技術上、說明上、文法上或打字上），或是對本書的改進還有其他的建議，

請 email給我 emc++@aristeia.com，我可以在新版時修正它，但必須要先知道問題才有

辦法改進。

以下網址是本書的勘誤表，列出了所有已知的問題，http://www.aristeia.com/BookErrata/

emc++-errata.html。

第一章

推導型別

C++98只有一組型別推導規則，也就是函式樣板使用的規則。C++11修改原有規則並額
外增加了兩組規則，一組供 auto使用，另一組則供 decltype使用；C++14接著更擴展
auto與 decltype的使用情境；使用型別推導的程式愈來愈多，程式設計師不再需要拼寫
出明確或重複的型別名稱，也讓程式更能適能變化，只需要在一個地方修改型別，透過

型別推導就能讓更動擴散到程式其他位置。然而，由於程式無法呈現型別推導的結果，

也使得推論程式正確性的難度大為提高。

有效率的撰寫現代化 C++程式需要徹底了解型別推導的運作方式，許多地方會使用到型
別推導：呼叫函式樣板、大多數 auto出現的位置、decltype表示式以及 C++14中謎一
般的 decltype(auto)構句出現的地方。

本章提供了所有 C++開發人員都需要的型別推導資訊，解釋樣板型別推導的運作方式以
及建立其上的 auto機制，說明 decltype獨特的行為，也提供強制編譯器呈現型別推導
結果的方法，能夠用來確認推導出的型別符合預期。

條款 1：認識樣板型別推導
如果系統能夠不要求使用者知道其中的細節就能夠順利使用，就代表系統設計達到一定的

水準。從這個角度來看，C++的樣板型別推導十分成功，許多將參數傳入樣板函式的程式
設計師都得到滿意的結果，但其中只有少數人能夠進一步說明函式推導型別的機制。

對這些程式設計師有一個好消息與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樣板型別推導是 auto這個現代
C++最吸引人的新機制的基礎，只要滿意 C++98推導樣板型別的行為，一定也會滿意
C++11推導 auto型別的行為；壞消息是樣板型別推導的規則使用在 auto情境，並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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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方法，能夠用來確認推導出的型別符合預期。

條款 1：認識樣板型別推導
如果系統能夠不要求使用者知道其中的細節就能夠順利使用，就代表系統設計達到一定的

水準。從這個角度來看，C++的樣板型別推導十分成功，許多將參數傳入樣板函式的程式
設計師都得到滿意的結果，但其中只有少數人能夠進一步說明函式推導型別的機制。

對這些程式設計師有一個好消息與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樣板型別推導是 auto這個現代
C++最吸引人的新機制的基礎，只要滿意 C++98推導樣板型別的行為，一定也會滿意
C++11推導 auto型別的行為；壞消息是樣板型別推導的規則使用在 auto情境，並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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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樣板上那麼直覺。因此，了解作為 auto基礎的樣板型別推導就變得十分重要，本
條款涵蓋需要知道的細節。

如果願意看些虛擬碼，一般的函式樣板看起來像是這樣：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ParamType param);

使用方式如下：

f(expr);                         // 用某個表示式呼叫f

編譯時，編譯器藉由 expr 推導出 T與 ParamType 兩個型別，由於 ParamType 通常含有
const或參考限定子（reference qualifier）等修飾子，兩個型別並不會相同。例如，以下
的樣板宣告：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const T& param);         // ParamType是const T&

透過以下方式呼叫：

int x = 0;

f(x);                          // 用int呼叫f

T會推導為 int，但 ParamType 則會推導為 const int&。

通常會預期 T推導出的型別與傳入函式的引數型別相同，也就是說 T是 expr 的型別。以
上的例子正是如此：x是 int，T推導的結果也是 int，T推導出的型別不只與 expr 的型
別有關，也與 ParamType 的型別有關，可以分為三種狀況：

• ParamType 是指標或參考型別（reference type）但不是 universal reference（條款 24
會詳加說明 universal reference，目前只需要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與 lvalue參考或
rvalue參考不同）。

• ParamType 是 universal reference。

• ParamType 不是指標也不是參考。

接下來透過上述的樣板定義與呼叫型式，分別說明三種型別推導的情況：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ParamType param);

f(expr);               // 由expr推導出T與Para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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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一： ParamType 是參考或指標， 
但不是 universal reference

最簡單的情況是 ParamType 是指標或參考，但不是 universal reference，這種情況下型別
推導的行為是：

 1. 如果 expr 的型別是參考，忽略參考的部份。

 2. 接著依據 expr 的型別與 ParamType 樣式比對（pattern-match）的結果決定 T。

假設樣板是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T& param);          // param是個參考

另外宣告了以下變數：

int x = 27;                // x是個int
const int cx = x;          // cx是個const int
const int& rx = x;         // rx是個將x視為const int的參考

不同的呼叫方式會推導出不同的 param與 T的型別：

f(x);                      // T是int，param的型別是int&

f(cx);                     // T是const int
                           // param的型別是const int&

f(rx);                     // T是const int
                           // param的型別是const int&

特別注意後兩次呼叫，由於 cx與 rx指定為 const變數，T會推導為 const int使得參數
型別成為 const int&。這對呼叫者十分重要，傳入 const物件作為參考參數（reference 
parameter）時，會預期物件保有不可修改的特性，也就是參數應該是 const的參考
（reference-to-const），這也是能夠安全的將 const物件傳入接受 T&參數樣板的原因：物
件的常數性（constness）會成為推導出的 T型別的一部份。

第三個例子中，雖然 rx的型別是參考，T仍然會推導為非參考型別，推導過程中會忽略
rx的參考特性。

這些範例都使用 lvalue參考參數，rvalue參考參數型別推導也有相同的運作方式。雖然
rvalue參考參數只能接受 rvalue引數，但這個限制與型別推導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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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 f的參數從 T&改為 const T&，雖然仍符合一般的預期，狀況卻會有所變化，雖然
會繼續保持 cx與 rx的 const特性，由於 param已經是 const的參考，T的型別推導就不
需要包含 const的部份：

template<type T>
void f(const T& param);         // param是常數的參考

int x = 27;                     // 與之前相同
const int cx = x;               // 與之前相同
const int& rx = x;              // 與之前相同

f(x);                           // T是int，param的型別是const int&

f(cx);                          // T是int，param的型別是const int&

f(rx);                          // T是int，param的型別是const int&

型別推導過程同樣會忽略 rx的參考狀態（reference-ness）。

如果 param是指標（或指向 const的指標）而非參考，運作方式基本上仍然相同：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T* param);               // param是個指標

int x = 27;                     // 與之前相同
const int *px = &x;             // px是指向x的指標，將x視為const int

f(&x);                          // T是int，param的型別是int*

f(px);                          // T是const int
                                // param的型別是const int*

看到這邊你可能會開始覺得愛睏想打瞌睡了，因為 C++處理參考與指標變數型別推導的
規則十分符合直覺，也因為太過直觀使得將規則訴諸文字後會有些繁瑣，直觀的行為也

正是對型別推導系統的要求。

狀況二：ParamType 是 Universal Reference
對於使用 universal reference參數的樣板，狀況比較不直覺。參數的宣告類似 rvalue參
考（對於型別參數為 T的函式樣板，以 universal reference 宣告的型別是 T&&），傳入
lvalue時會有不同的行為。完整的說明得等到條款 24，以下是簡要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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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expr 是 lvalue，則 T與 ParamType 都會推導為 lvalue參考。其中需要注意兩個地
方，首先，這是唯一一個樣板型別 T推導為參考的情況；其次則是雖然 ParamType 以
rvalue參考的語法宣告，卻會推導為 lvalue參考型別。

• 如果 expr 是 rvalue，則採用「一般」規則（狀況一）。

例如：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T&& param);            // param是個universal reference

int x = 27;                   // 與之前相同
const int cx = x;             // 與之前相同
const int& rx = x;            // 與之前相同

f(x);                         // x是lvalue，所以T是int&，
                              // param的型別也是int&

f(cx);                        // cx是lvalue，所以T是const int&，
                              // param的型別也是const int&

f(rx);                        // rx是lvalue，所以T是const int&，
                              // param的型別也是const int&

f(27);                        // 27是rvalue，所以T是int
                              // 因此param的型別是int&&

條款 24會說明以上範例背後真正的原因，這裡的重點在於 universal reference參數使用
的型別推導規則與 lvalue參考以及 rvalue參考不同。特別是在使用 universal reference
時，型別推導會依據 lvalue引數與 rvalue引數而有不同的行為，非 universal reference
從來不會有這種情況。

狀況三：ParamType 不是指標與參考

若 ParamType 不是指標也不是參考，面對的就是傳值（pass-by-value）：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T param);               // param是傳值

這表示 param會複製傳入的引數是全新的物件，這也解釋了從 expr 推導 T型別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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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與之前相同，如果 expr 的型別是參考就忽略參考部份。

 2. 如果忽略了 expr 的參考狀態之後，expr 是個 const，同樣也將其忽略；萬一是個
volatile同樣也將其忽略（volatile物件十分少見，通常只用於開發設備驅動程式，
請參看條款 40相關細節說明）。

因此：

int x = 27;           // 與之前相同
const int cx = x;     // 與之前相同
const int& rx = x;    // 與之前相同

f(x);                 // T與param的型別都是int

f(cx);                // T與param的型別同樣都是int

f(rx);                // T與param的型別仍然都是int

注意到即使 cx與 rx都表示 const數值，param仍然不是 const。這很合理，因為 param是
與 cx及 rx間完全獨立的物件（是 cx或 rx的複本）。不能更動 cx與 rx的限制並不適用
於 param，這也是推導 param時會忽略 const（以及 volatile）的原因：expr 不能被更動
並不代表其複本也不能更動。

知道只會對傳值參數忽略 const（以及 volatile）十分重要，之前提過，對於 const的參
考與指向 const的指標參數，型別推導過程會保有 expr 的 const狀態。但如果 expr 是個
指向 const物件的 const指標，而且用傳值的方式將 expr 傳給 param：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T param);          // param仍然是傳值

const char* const ptr =   // ptr是指向const物件的const指標
  "Fun with pointers";

f(ptr);                   // 傳給const char * const型別的參數

ptr宣告星號右側的 const宣告了 ptr的 const特性：ptr不能指向其他位址，也不能
設為 null（星號左側的 const表示 ptr指向的字元字串是 const，也就是不能修改其內
容）。將 ptr傳入 f時，會將構成指標的位元複製為 param，因此，指標本身（ptr）會

以傳值的方式傳入。依據傳值參數的型別推導規則會忽略 ptr的 const狀態，param推
導出的型別會是 const char*，也就是指向 const字元字串的指標。指標本身可以修改，
型別推導會保留被 ptr指到的物件的 const狀態，但在複製 ptr建立新指標 param的過程
中會忽略掉 ptr本身的 const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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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列引數

如此就涵蓋了樣板型別推導的絕大部份狀況，但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特殊狀況。雖然陣

列型別與指標型別似乎可以互換使用，兩者實際上並不相同，這樣的印象主要是因為

在許多情況下陣列會衰退為指向陣列第一個元素的指標，陣列衰退能讓以下程式順利 
編譯：

const char name[] = "J. P. Briggs";     // name的型別是
                                        // const char[13]

const char * ptrToName = name;          // array衰退為指標

用 name初始化 const char*型別的 ptrToName指標，其中 name的型別是 const char[13]。
const char*與 const char[13]兩個型別不同，透過陣列到指標（array-to-pointer）衰退
規則得以順利編譯。

如果將陣列傳入接受傳值參數的樣板又會如何？會有什麼行為？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T param);        // 具有傳值參數的樣板

f(name);                // T與param推導出的型別為何？

首先發現沒有函式參數（function parameter）這種東西，這是個陣列，也的確符合語法
規則。

void myFunc(int param[]);

由於陣列宣告會視為指標宣告，表示 myFunc與以下型式等價：

void myFunc(int* param);        // 等同於以上函式

陣列與指標參數的等價性源自於 C++的基礎 C語言，也是造成陣列與指標型別相同印
象的原因。

由於陣列參數宣告視同指標參數，傳入傳值樣板函式的陣列型別會視為指標型別推導，

也就是呼叫樣板 f時，型別參數 T會推導為 const char*：

f(name);                // name是個陣列，但T會推導為const 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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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則有所不同，雖然函式無法宣告使用真正的陣列參數，卻能夠將參數宣告為陣列

的參考！如果將 f的樣板修改為以參考作為引數，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T& param);       // 使用傳參考參數的樣板

並傳入陣列，

f(name);                // 將陣列傳入f

T推導出的型別就會是陣列！型別會包含陣列的長度，所以以上的例子，T會推導為
const char[13]，f參數的型別（陣列的參考）就是 const char (&)[13]。這段語法看起
來的確有些麻煩，但知道這些細節能夠在某些在意這些問題的人面前取得較好的印象。

有趣的是透過宣告陣列參考的能力，能夠建立獲取陣列元素數量的樣板：

// 以編譯期常數的型式傳回陣列的大小
// （因為只需要陣列的大小，陣列參數本身不
// 需要指定名稱）
template<typename T, std::size_t N>                     // 參看以下
constexpr std::size_t arraySize(T (&)[N]) noexcept      // 對constexpr
{                                                       // 與noexcept
   return N;                                            // 的相關說明
}

依據條款 15的說明，將函式宣告為 constexpr就能夠在編譯時期使用其結果，能夠宣告
出與第一個陣列相同長度的陣列，第一個陣列的長度則是由大括號初始化計算而得：

int keyVals[] = { 1, 3, 7, 9, 11, 22, 35 };     // keyVals有7個元素

int mappedVals[arraySize(keyVals)];             // mappedVals同樣也有7個元素

當然，現代 C++開發人員一般會儘量使用 std::array取代內建的陣列：

std::array<int, arraySize(keyVals)> mappedVals;         //mappedVals的
                                                        // size是7

將 arraySize宣告為 noexcept能讓編譯器產出更好的程式，相關細節參看條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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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引數

C++不只陣列可以衰退為指標，函式型別也可以衰退為函式指標，陣列的型別推導說明
也適用於函式衰退後的函式指標，因此：

void someFunc(int, double);             // someFunc是個函式，
                                        // 型別是void(int, double)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1(T param);                       // f1中，param是傳值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f2(T& param);                      // f2中，param是傳參考

f1(someFunc);                           // param推導為指向函式的指標
                                        // 型別是void (*)(int, double)

f2(someFunc);                           // param推導為函式的參考
                                        // 型別是void (&)(int, double)

這在實務上沒有什麼差異，但如果想要了解陣列到指標（array-to-pointer）的衰退，也
許也會想要認識函式到指標（function-to-pointer）的衰退。

這些就是樣板型別推導與 auto相關的規則，一開始提過規則十分直覺，大部份也的確如
此，universal reference型別推導過程中對 lvalue的特別處理讓情況稍稍複雜了些，而陣
列以及函式衰退到指標的規則讓情況更為複雜；有時只是想讓編譯器顯示推導的結果，

這種時候可以直接翻到條款 4，有相關詳細的介紹。

請記住

• 推導樣板型別時，參考引數會視同非參考引數，也就是會忽略引數的參考特性
（reference-ness）。

• 推導 universal reference參數的型別時，會對 lvalue引數做特別處理。

• 推導傳值（by-value）參數型別時，const與 volatile引數會視同非 const與非
volatile引數。

• 推導樣板型別時，若是以陣列或函式名稱作為引數，除非用於初始化參考，否
則會衰退為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