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除非存在太多間接層的問題，
否則電腦科學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透過間接層來解決。
– David J. Wheeler

C++ 感覺像一個新的語言。與 C++98 相比，C++11 讓我能更清楚、簡單、直接地表達想法。此
外，編譯器不僅能對程式進行更周全的檢驗，而且程式執行起來也更為快速。
在這本書中，我所追求的目標是詳盡完整。我會介紹專業程式員所需的語言功能和標準函式庫
元件。我會針對每一個主題提供：
• 基礎原理：是為了協助解決哪一種問題？背後的原理是什麼？基本的限制是什麼？
• 規範： 其定義為何？程式專家可自行挑選內容的簡繁程度（level of detail）；有上進心的
語言專家可透過參照標示導引到相關的 ISO 標準。
• 範例：如何在自行運作或是結合其他功能的情況下都能執行良好？有哪些關鍵技術及慣
用法（idiom）？ 可維護性和效能的意涵是什麼？
多年來，C++ 的用法已經有明顯的改變，甚至連語言本身也做了不少改變。從程式員的觀點來
看，大部分修改的目的是為了改進功能。相較於先前的版本，當前的 C++ ISO 標準（ISO/IEC
14882-2011，通常稱為 C++11）可用來撰寫更為優異的高品質軟體。它為什麼比先前版本更為
優異呢？最新的 C++ 支援了哪些程式風格和技術呢？有哪些語言和標準函式庫功能支援這些技
術呢？優雅、正確、可維護、以及有效率的 C++ 程式碼其基本建構單元（building block）是什
麼？這些都是本書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許多回答的內容已不同於你在 1985、1995 或 2005 年代
（C++ 持續發展時期）所知道的答案。
C++ 是一種通用的程式語言，它著重於 type-rich、輕量級的抽象機制之設計與使用。它特別適用
於資源受限的應用程式，例如在軟體基礎架構環境（software infrastructure）中的那些應用程式。
C++ 讓肯花時間熟練技術以撰寫高品質程式碼的程式員可獲得高額的回報。C++ 是一種為了認
真看待程式設計任務的人而存在的程式語言。我們的文化極端依賴軟體；尤其是高品質的軟體。
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地已經部署了數十億行的 C++ 程式碼。這在穩定性方面有如加了保險，也
因此，1985 年和 1995 年的 C++ 程式碼仍然持續在運作，而且將會持續運作數十年。然而，對於
所有的應用程式，你都可用最新的 C++ 語言把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你堅持採用舊的風格，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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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你將會寫出低品質和低效能的程式碼。C++ 特別強調穩定性，這意味著你今天所撰寫的程式碼
（遵循標準規範），從現在開始將可以持續運作數十年。這本書所有的程式碼都遵循 2011 ISO
C++ 標準。
本書鎖定三種讀者群：
• C++ 程式員：想要知道最新的 ISO C++ 標準，
• C 程式員：想要知道 C++ 是否超越 C，以及
• 有應用程式語言背景的人們（例如：Java、C#、Python、以及 Ruby）：想尋求「更接近機
器」的功能（更具彈性、提供更佳的編譯時期檢查行為、提供更好的效能）。
當然，這三種族群不必然是分開的，因為軟體開發專家通常都精通一種以上的程式語言。
這本書假設讀者都是程式員。假如你會問「什麼是 for 迴圈」或者「什麼是編譯器」？那麼，這本
書並不適合你；你應該閱讀我所著的 Programm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Using C++，這本書很適
合程式設計和 C++ 的初學者。此外，我假設讀者是有些經驗的軟體開發者。如果你會問「為什
麼影響到測試？」或者說「所有語言基本上是相同的；只讓我看語法就好」，或是相信單一語言
能處理好每一種任務，那麼這本書並不適合你。
C++11 提供哪些超越 C++98 的功能？答案是：適合現代電腦（有並行處理功能）的機器模型；
用以輔助系統層並行程式設計（例如：使用多核心）的語言和標準函式庫機制；正則表達式處
理、資源管理指標、亂數、功能更強大的容器（包括：雜湊表（hash table））等等；一致性的初始
化行為、更簡易的 for 迴圈述句、move 語意、基本的 Unicode 支援、lambda、通用的常數運算
式、掌控類別的預設行為、可變參數模板（variadic template）、使用者自訂的字面常數等等。請
記住，這些函式庫和語言功能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支援那些可用來開發高品質軟體的程式設計技
術。這意指它們是結合起來使用（就像是建築物中的磚塊），而不是單獨用來解決特定問題。電
腦是一種通用的機器，而 C++ 運行於這樣的環境之中。尤其，C++ 設計的目標是保有充分彈性
和通用性，讓設計者在將來可應付意想不到的問題。

譯者序
睽違了十多年，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再度推出您手上這本第四版。Bjarne Stroustrup 不
愧為 C++ 之父，一出手便不同凡響。第四版的推出主要是為了因應 C++11 標準。C++11 新增了
許多功能，尤其在提升效能方面，更是下了許多苦心。如果您想要讓程式更有效率，請一定要仔
細研究 C++11 的新功能。
感謝中文第三版的譯者葉秉哲先生為這本書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在這本書中，我大量採用了侯捷
先生與葉秉哲先生的譯法，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能享受到那份熟悉感。
由於業界在討論程式時經常以英文術語來做溝通，所以我在書中保留了大量的英文術語。此外，
如果句子翻譯成中文會失去原有的語意，我也不會硬是將句子翻譯成中文。在本書中，斜體字通
常用來表示專有名詞或書名，而定寬字則用來表示關鍵字或範例程式碼，至於引號「」則是用來
強調事項或使複雜的句子變得更容易閱讀。
本書的編排方式做了相當大的改進：前幾版的附錄內容全都分散到專屬的章節之中，而且習題部
分也已轉成線上提供。至於厚度問題，許多讀者都抱怨這本書太厚了（原文書厚達 1346 頁）；不
過譯者倒是認為作者已竭盡所能讓書變薄了，否則 2000 頁恐怕跑不掉。
這本書不僅會教導正確的 C++ 用法，而且也會介紹各種語言功能的前因後果與背後的運作原
理。個人覺得唯有透過這種教學方式，才能讓讀者真正瞭解到 C++ 的本質。
第 13、24、28、34、41、42 等章是本書最為精彩的章節。如果您自認對 C++ 很熟悉的話，可以
試著挑戰這幾個章節看看。譯者覺得第 24 章可能是本書最具特色的章節。在翻譯第 24 章的過
程中，譯者屢屢感受到作者的那份遺憾，因為作者所主導的 concept 功能無法納入 C++11 標準之
中。所以即使身為 C++ 之父，對於 C++ 標準的制定也是有無可奈何的時候。不過，作者倒是想
出了另一種做法來取代 concept 功能，以暫時彌補無 concept 功能可用的缺憾。
C++11 新增了許多功能，其中有一些功能令我感到印象深刻，例如：並行處理、雜湊式容器、
一致性的初始化行為、move 語意、lambda 運算式、以及可變參數模板。由於這些功能大幅改變
了 C++ 的面貌，所以讀者在學習這些功能時，可能會遭遇到不小的挫折。不過沒關係，在經歷
過一段痛苦期之後，您肯定會喜歡上這些新功能，因為它們可以讓程式變得更加簡潔以及更有
效率。
譯者翻譯這本經典好書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讀者能以十倍的速度來學習 C++ 的新功能。聽聽看
C++ 之父說些什麼，是通往 C++11 的最佳捷徑。

陳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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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導覽：基礎
我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除掉所有的語言專家。
– Henry VI, Part II

• 導論
• 基礎
Hello，World ！；型別、變數、以及算術；常數（Constants）；檢驗與迴圈；指標、陣
列、以及迴圈
• 使用者自訂型別（User-Defined Types）
結構型別（Structure）；類別（Classes）; 列舉型別（Enumerations）
• 模組化（Modularity）
分 離 式 編 譯（Separate Compilation）； 命 名 空 間（Namespaces）； 錯 誤 處 理（Error
Handling）
• 補充說明
• 建議

2.1

導論

本章及後續三章的目的是要讓你瞭解 C++ 的概念，而且內容不會涉及到太多的技術細節。本
章並不會正式介紹：C++ 語法、C++ 的記憶體模型和運算模型、將程式碼建構為程式的基本
機制。這些都是「支援 C 語言風格」的語言功能，有時候則稱之為 程序程式設計（procedural
programming）。第 3 章會接著介紹 C++ 的抽象機制（abstraction mechanism）。第 4 章和第 5 章則
會提供關於標準函式庫功能的範例。
我會先假設你之前已經有過程式設計的經驗。如果沒有的話，請在繼續閱讀本書之前，先閱讀
一本教科書，例如：Programm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Using C++[Stroustrup, 2009]。即使你之前
有過程式設計經驗，可是你所使用的程式語言或是你所撰寫的應用程式，可能會不同於這裡所
介紹的 C++ 風格。如果你對這趟「快速導覽」感到困惑的話，請跳到第 6 章直接閱讀較有系統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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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 C++ 導覽透過一系列功能的使用，讓我們免於由下而上地介紹語言和函式庫功能。舉例來
說，迴圈功能要到第 10 章才會詳細討論，但是它們在那之前便經常被使用到。同樣地，類別、
模板、自由空間（free-store）用法、標準函式庫的詳細介紹橫跨了許多章節，然而標準函式庫型
別（例如：vector、string、complex、map、unique_ptr、以及 ostream 等）則會在需要改進程式
碼範例之處自由地使用。
打個比喻，試想來個城市短期觀光旅遊，例如：哥本哈根或紐約。在幾個小時之內，你快速瀏覽
幾個主要知名旅遊景點，聽一些背後曾經發生的故事，而且導遊通常會建議你接下來要看某個地
方。經過這樣的旅遊之後，你一點也 不瞭解這座城市，你不瞭解所有你看到的以及聽到的。要
真正瞭解一個城市，你必須生活在那裡，而且通常要好幾年。然而，如果運氣好一點的話，你會
知道一個概況，你會了解這座城市的特別之處，以及哪裡最讓你感到興趣。在這趟旅遊之後，真
正的探索才會開始。
這趟導覽會整體地介紹 C++，而不是像千層蛋糕般介紹。因此，並不會特別提到某個語言功能
是屬於 C、C++98、或是 C++11。這方面的歷史資訊可以參考 §1.4 及第 44 章。

2.2

基礎

C++ 是一種編譯式語言（compiled language）。為了讓程式執行，它的原始碼必須經過編譯器處
理，產生出目的檔（object file），接著透過連結器（linker）的結合，才能得到可執行的程式。C++
程式基本上包含了許多原始檔（source code file，通常簡稱為 source file）。
原始檔 1

編譯

目的檔 1

原始檔 2

編譯

目的檔 2

連結

執行檔

可執行程式產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特定的硬體組合；它不具可移植性，比如說，不能同時執行於
麥金塔和微軟視窗系統上。當我們談論到 C++ 程式的可移植性時，我們通常是指原始碼的可移
植性；也就是說，原始碼可以在各種系統中成功編譯和執行。
ISO C++ 標準定義了兩種實體（entity）：
• 核心語言功能，例如：內建型別（如：char、int）和迴圈（loop）（如：for 迴圈述句、
while 述句）
• 標準函式庫元件，例如：容器（container）（如：vector、map）和 I/O 操作行為（operation）
（如：<<、getline()）
標準函式庫元件是由每個 C++ 編譯器所提供，而且完全是用普通的 C++ 程式碼所寫成的。也就
是說，C++ 標準函式庫可以用 C++ 本身進行實作（依然會帶有非常少量的機器碼，主要是用來
實作某些功能，例如：執行緒環境切換（thread context switching））。這意味著：C++ 有足夠的表
達力和效率來支援大部分系統程式設計工作。
C++ 是 一 種 靜 態 型 別 語 言。 也 就 是 說， 每 個 實 體（例 如： 物 件、 數 值、 名 字、 以 及 運 算 式
（expression））的型別在使用時都必須讓編譯器先知道。物件的型別決定了適合它的操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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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Hello, World!

以下為最小的 C++ 程式：
int main() { }

// 最小的 C++ 程式

這裡定義了一個名為 main 的函式：它沒有任何引數，而且也沒做任何事（§15.4）。
大括號 {} 在 C++ 中表示群組的意思。在這裡，它們代表函式本體的開始與結束。雙斜線 // 是
一個註解的開始，而且此註解會延伸至該行的尾端。
每個 C++ 程式都必須要有一個名為 main() 的全域函式。程式是從這個函式開始執行的。由
main() 所傳回的 int 值（若有的話）是程式要傳回給「系統」的回傳值。如果沒有任何值被傳回，
那麼系統將會收到一個代表成功結束的數值。來自 main() 的非零值代表執行失敗。並不是每個
作業系統和執行環境都會使用這個回傳值：Linux / Unix 環境常這麼做，但是 Windows 系統則很
少這麼做。
基本上，程式會產生一些輸出內容。以下的程式會輸出 Hello, World!：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std::cout << "Hello, World!\n";
}

這一行 #include <iostream> 會指示編譯器要把標準資料流（stream）I/O 功能的宣告式（可以在
iostream 標頭檔中找到）包含進來。如果沒有這些宣告式，以下運算式
std::cout << "Hello, World!\n"

會變得沒有意義。運算子（operator）<<（「放到（put to）」）會把第二個引數寫到第一個引數中。
在這裡，字串字面常數（string literal）"Hello, World!\n" 會被寫到標準輸出資料流 std::cout
中。字串字面常數是被雙引號包圍的一連串字元。在字串字面常數中，反斜線字元 \ 後面接著另
一個字元是用來表示單一「特殊字元」。在這裡，\n 為換行（newline）字元，這使得程式會輸出
Hello, World!，而且後面會接著一個「換行」。
std:: 是用來說明 cout 這個名稱可以在標準函式庫命名空間（namespace）中找到（§2.4.2、第 14
章）。當我在討論標準函式庫功能的時候，經常會省略 std::；§2.4.2 會介紹如何讓命名空間中的
名稱不帶資格修飾詞便能被外界取用。
基本上，所有的可執行程式碼都位於函式中，而且都是從 main() 中直接或間接地呼叫它們。
例如：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double square(double x)
{
return x*x;
}

// 讓 std 中的名稱不需加上 std:: 便可被使用（§2.4.2）
// 對雙精度浮點數進行平方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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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print_square(double x)
{
cout << "the square of " << x << " is " << square(x) << "\n";
}
int main()
{
print_square(1.234);
}

// 印出：1.234 的平方值是 1.52276

「回傳值型別」void 代表函式不會有回傳值。

2.2.2

型別、變數、以及算術

每個名稱和每個運算式都會有一個型別，而此型別決定了可能會施行於它身上的操作行為
（operation）。舉例來說，以下宣告式
int inch;

表示 inch 的型別為 int；也就是說，inch 是一個整數變數。

宣告式（declaration）是一個將名稱導入程式的述句。它可用來指定具名實體的型別：
• 型別（type）定義一組可能的數值和一組操作行為（以物件來說）。
• 物件（object）是一塊內含某個型別數值的記憶體。
• 數值（value）是一組依據型別來解釋的位元。
• 變數（variable）是一個具名的物件。
C++ 提供各種基礎型別。例如：
bool
char
int
double

//
//
//
//

布林值（Boolean），其值不是 true 便是 false
字元（character），例如：'a'、'z'、'9'
整數，例如：-213、42、1066
雙精度浮點數，例如：3.14、299793.0

每一個基礎型別都直接對應到硬體功能，而且都有固定的大小，並進而決定出可存放的數值
範圍：
bool:
char:
int:
double:

char 變數含有自然長度（nature size），能在特定機器上保存一個字元（基本上是一個八位元的
位元組），而其他型別的大小則是 char 大小的倍數。型別的大小是由編譯器所定義（也就是
說，不同的機器可能會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由 sizeof 運算子來取得其值；舉例來說，
sizeof(char) 等於 1，而 sizeof(int) 則通常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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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術運算子可以與上述型別搭配使用：
x+y
+x
x–y
–x
x*y
x/y
x%y

//
//
//
//
//
//
//

加法
一元（unary）加法運算子
減法
一元（unary）減法運算子
乘法
除法
整數的餘數（模數）

比較運算子（comparison operator）同樣也可以這麼做：
x==y
x!=y
x<y
x>y
x<=y
x>=y

//
//
//
//
//
//

相等
不相等
小於
大於
小於或等於
大於或等於

在 指 派（assignment）操 作 與 算 術 操 作 中，C++ 會 在 基 本 型 別 之 間 進 行 各 種 有 意 義 的 轉 換
（§10.5.3），以便讓它們可以自由地混合使用：
void some_function()
{
double d = 2.2;
int i = 7;
d = d+i;
i = d*i;
}

// 沒有回傳值的函式
//
//
//
//

對浮點數進行初始化行為
對整數進行初始化行為
d 被賦予加總後的數值
i 被賦予相乘後的數值（浮點數 d*i 會轉型為整數，其小數部分會被截掉）

請注意：= 為指派運算子（assignment operator），而 == 運算子則可用來檢驗是否相等。
C++ 提供各種初始化的方式，例如：上述所使用的 = 運算子、以及含有初值列（initializer list）
（用大括號來標定範圍）的通用型式：
double d1 = 2.3;
double d2 {2.3};

// d1 被賦予初始值 2.3
// d2 被賦予初始值 2.3

complex<double> z = 1;
complex<double> z2 {d1,d2};
complex<double> z3 = {1,2};

// 此複數的實數部分為雙精度浮點數，而虛數部分則為零
// { ... } 前面的「=」符號可有可無

vector<int> v {1,2,3,4,5,6};

// 由 int 所組成的 vector

= 型式屬於傳統型，而且可以回溯到 C 語言的年代，但是如果有疑慮的話，請使用通用的 {}
串列型式（§6.3.5.2）。如果沒有其他的狀況，它可以讓你在轉換時避免丟失資訊（窄化轉換
（narrowing conversion）；§10.5）：
int i1 = 7.2;
int i2 {7.2};
int i3 = {7.2};

// i1 變成 7（意料之外？）
// 錯誤：浮點數不能轉型為整數
// 錯誤：浮點數不能轉型為整數（「=」符號是多餘的）

常數（constant）（§2.2.3）不能處於未初始化狀態，而變數則應該只有在極罕見的情況下才可處於
未初始化狀態。如果要導入一個名稱，請給它一個適合的值。使用者自訂型別（例如：string、
vector、Matrix、Motor_controller、Orc_warrior）可進行隱式初始化行為（§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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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義變數的時候，如果它的型別可以從初始化程序中被推導出來，便不需明確地指定它的
型別：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b = true;
ch = 'x';
i = 123;
d = 1.2;
z = sqrt(y);

//
//
//
//
//

一個 bool
一個 char
一個 int
一個 double
z 擁有 sqrt(y) 的回傳值型別

我們之所以將 auto 與 = 語法搭配在一起使用，那是因為不會進行危險的型別轉換（§6.3.6.2）。
當我們沒有特別的理由一定要指定型別的時候，可以考慮使用 auto。「特別的理由」包括：
• 定義式位於較大的作用域（scope）中，而我們想要讓別人閱讀程式碼的時候可以清楚地看
見型別。
• 我們想要精準指定變數的範圍（例如：double 而不是 float）。
使用 auto 不僅可避免不必要的動作，而且也可避免寫出很長的型別名稱。這對泛型程式設計而
言特別重要，因為程式員難以得知物件的真正型別，而且型別名稱可能會非常長（§4.5.1）。
除了傳統的算術運算子和邏輯運算子之外（§10.3），C++ 還有許多操作可用來更改變數的內容：
x+=y
++x
x–=y
––x
x*=y
x/=y
x%=y

//
//
//
//
//
//
//

x = x+y
遞增運算：x
x = x-y
遞減運算：x
縮放運算：x
縮放運算：x
x = x%y

= x+1
= x-1
= x*y
= x/y

這些運算子用起來都很簡單、方便，而且使用的頻率也很高。

2.2.3

常數（Constants）

C++ 支援兩種不變性（immutability）的概念（§7.5）：
• const：大致的意思是「保證不會變更數值」（§7.5）。這主要用來定義介面（interface），
如此一來把資料傳遞到函數中便不需擔心資料會被變更。編譯器會執行由 const 所提出的
保證。
• constexpr：大致的意思是「會在編譯時期進行評估動作」（§10.4）。這主要用來定義常數，
而資料便得以位於唯讀記憶體中（裡面的資料不可能被竄改），並且也可以增進效能。
例如：
const int dmv = 17;
int var = 17;
constexpr double max1 = 1.4*square(dmv);
constexpr double max2 = 1.4*square(var);
const double max3 = 1.4*square(var);
double sum(const vector<double>&);
vector<double> v {1.2, 3.4, 4.5};
const double s1 = sum(v);
constexpr double s2 = sum(v);

//
//
//
//
//
//
//
//
//

dmv 是一個具名常數
var 不是一個常數
如果 square(17) 是一個常數運算式，OK
錯誤：var 不是一個常數
OK，可以在執行時期求出數值
sum 不會更改它的引數（§2.2.5）
v 不是一個常數
OK：可以在執行時期求出數值
錯誤：sum(v) 不是常數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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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讓函式可適用於常數運算式（constant expression）（也就是說，編譯器會評估這個運算
式），那麼它便必須被定義為 constexpr。例如：
constexpr double square(double x) { return x*x; }

要成為 constexpr，函式必須相當簡單：它只能有一個 return 述句來運算數值。constexpr 函式
可以接受 non-constant 引數，但是當執行完成時，其結果值不會是常數運算式。在不需要常數運
算式的情況下，C++ 允許 constexpr 函式被呼叫時帶有 non-constant-expression 引數，這使得我
們不需重複定義相同的函式：一次是為了常數運算式，而另一次則是為了變數。
在一些地方，語言規則需要常數運算式（例如：陣列的元素個數（array bound）（§2.2.5、§7.3）、
case 標籤（label）（§2.2.4、§9.4.2）、某些模板引數（§25.2）、以及宣告為 constexpr 的常數）。
在其他情況之下，編譯時期評估行為（evaluation）對效率而言非常重要。姑且不談效率問題，
不變性（immutability）（也就是物件處於不可變的狀態下）的概念本身便是很重要的設計議題
（§10.4）。

2.2.4

檢驗與迴圈

C++ 提供一組可用來表示選擇與迴圈的傳統述句。舉例來說：以下是一個簡單的函式，其作用
是提示使用者並傳回一個用來顯示使用者反應的布林值（Boolean）：
bool accept()
{
cout << "Do you want to proceed (y or n)?\n";
char answer = 0;
cin >> answer;

}

// 寫出問題
// 讀取答覆

if (answer == 'y')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相 較 於 << 輸 出 運 算 子（「放 到（put to）」），>> 運 算 子（「取 自（get from）」）則 是 作 為 輸 入
（input）之用；cin 為標準輸入資料流。>> 右手邊的運算元（operand）為輸入操作的目標，而且
此運算元的型別決定了 >> 所要接受的東西。輸出字串的尾端字元 \n 是一個換行字元（§2.2.1）。
這個範例還可以改良一下，將 n（「不」的意思）納入考量：
bool accept2()
{
cout << "Do you want to proceed (y or n)?\n";
char answer = 0;
cin >> answer;
switch (answer) {
case 'y':
return true;
case 'n':
return false;
default:
cout << "I'll take that for a no.\n";

// 寫出問題
// 讀取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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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false;

switch 述句用一組常數作為對照來檢驗一個數值。case 常數必須清楚明白，如果受檢驗的數值
不符合對照組，便會選擇 default。如果沒有提供 default，且這個數值不符合任何 case 常數，
便不做任何動作。
程式的撰寫很少會不使用迴圈述句。舉例來說，我們可能會想要讓使用者多試幾次，以便能獲得
滿意的輸入：
bool accept3()
{
int tries = 1;
while (tries<4) {
cout << "Do you want to proceed (y or n)?\n";
char answer = 0;
cin >> answer;

// 寫出問題
// 讀取答覆

switch (answer) {
case 'y':
return true;
case 'n':
return false;
default:
cout <<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that.\n";
++tries;
// 遞增
}

}

}
cout << "I'll take that for a no.\n";
return false;

while 述句會一直執行到條件式（condition）變成 false 為止。

2.2.5

指標、陣列、以及迴圈

元素型別為 char 的陣列可宣告為：
char v[6];

// 含有 6 個字元的陣列

同樣地，指標也可宣告為：
char* p;

// 指向字元的指標

在宣告式中，[] 的意思是「某樣東西的陣列」，而「*」的意思則是「指標指到某個地方」。所有陣
列的下界（lower bound）都是 0，因此 v 有 6 個元素：從 v[0] 到 v[5]。陣列的大小值必須為常數
運算式（§2.2.3）。指標變數能存放相應型別的物件位址：
char* p = &v[3];
char x = *p;

// p 指向 v 的第 4 個元素
// 「*p」為指標 p 所指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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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算式中，前置式一元運算子（prefix unary）「*」的意思是「某樣東西的內容」，而前置式一
元運算子「&」的意思則是「某樣東西的位址」。我們可以用圖形來表示上述初始化行為所得到的
結果：
p:

v:

0:

1:

2:

3:

4:

5:

我們可以試著把 10 個元素從某個陣列複製到另一個陣列：
void copy_fct()
{
int v1[10] = {0,1,2,3,4,5,6,7,8,9};
int v2[10];
// 將會成為 v1 的副本

}

for (auto i=0; i!=10; ++i)
v2[i]=v1[i];
// ...

// 複製元素

這個 for 迴圈述句可以讀成「把 i 設為 0；如果 i 不是 10，則複製第 i 個元素，並對 i 做遞增的
動作」。當運用到整數變數時，遞增運算子（increment operator）++ 只會增加 1。C++ 同時也提供
了更簡單的 for 迴圈述句（稱為 range-for 迴圈述句），讓迴圈述句以最簡單的方式在序列中往返
移動：
void print()
{
int v[] = {0,1,2,3,4,5,6,7,8,9};
for (auto x : v)
// 對 v 中的每一個 x
cout << x << '\n';

}

for (auto x : {10,21,32,43,54,65})
cout << x << '\n';
// ...

第一個 range-for 迴圈述句可以讀成「對每個 v 元素，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把本身數值複製到
x，並且將它輸出」。請注意：當我們用一個串列來初始化陣列時，我們不必指定陣列的元素個
數。range-for 迴圈述句可運用於任何元素的序列身上（§3.4.1）。
如果我們不想將數值從 v 複製到變數 x，而只想使 x 指向某個元素，我們可以寫成：
void increment()
{
int v[] = {0,1,2,3,4,5,6,7,8,9};

}

for (auto& x : v)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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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告式中，後置式一元運算子（unary suffix）「&」的意思是「參照到（reference to）」。reference
與指標很類似，不同之處在於：若是使用 reference，你不需使用前置式「*」來存取所指向的數
值。同時，reference 在經過初始化之後，便無法指向其他物件。當在宣告式中使用時，像 &、
*、[] 這類的運算子會被稱為 declarator 運算子：
T a[n];
T* p;
T& r;
T f(A);

//
//
//
//

T[n]：由 n 個 T 所組成的陣列（§7.3）
T*：指向 T 的指標（§7.2）
T&：指向 T 的 reference（§7.7）
T(A)：此函式帶有 A 型別的引數，而且會傳回 T 型別的結果值（§2.2.1）

我們試圖確保指標總是會指向物件，如此一來在提領（dereference）它的時候才會是有效的。當
我們不想讓指標指向某個物件，或是我們需要表示「已經沒有物件」（例如：已到串列的尾端）
時，我們要賦予指標一個 nullptr 值（「空指標」）。所有的指標型別都共用唯一的 nullptr：
double* pd = nullptr;
Link<Record>* lst = nullptr;
int x = nullptr;

// 此指標指向 Record 的鏈結串列
// 錯誤：nullptr 是指標而不是整數

經常檢查指標引數（應該指向某物）是否確實指向某物是一種很聰明的做法：
int count_x(char* p, char x)
// 計算 p[] 中字元為 x 的個數
// 函式假設 p 指向一個以零值結尾的字元陣列（或者不指向任何東西）
{
if (p==nullptr) return 0;
int count = 0;
for (; *p!=0; ++p)
if (*p==x)
++count;
return count;
}

請仔細看我們是如何用 ++ 運算子來讓指標指向陣列的下一個元素、以及我們是如何省去 for 迴
圈述句中的初始化部分（initializer）（如果我們不需要它的話）。
count_x() 假 設 char* 為 C 語 言 風 格 的 字 串（也 就 是 說， 指 標 指 向 一 個 以 零 值 結 尾 的 char
陣列）。
在比較老舊的程式碼中，通常是用 0 或 NULL，而不是 nullptr（§7.2.2）。然而，使用 nullptr 可
避免在整數（例如：0 或 NULL）與指標（例如：nullptr）之間產生混淆。

2.3

使用者自訂型別（User-Defined Types）

如果型別可建構自基本型別（§2.2.2）、const 修飾詞（§2.2.3）、declarator 運算子（§2.2.5），那麼
該型別便可稱為 內建型別（built-in type）。C++ 有一組豐富的內建型別和操作（operation），不
過卻頗為低階。它們直接且高效率地反映出傳統電腦的硬體能力。然而，它們並不提供高階功
能，因此程式員難以用它們來撰寫高階應用程式。不過，C++ 增加一組精心設計的 抽象機制
（abstraction mechanism）來擴充內建型別和操作，這使得程式員可以用抽象機制來建構高階的功
能。C++ 抽象機制的主要設計目的是讓程式員可設計和實作出自己想要的型別，且型別擁有相
應的內部表述（representation）以及操作，並可讓程式員簡單且優雅地使用它。我們可將以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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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別和抽象機制所建構出來的型別稱為使用者自訂型別（user-defined type）。它們也會被稱為類
別或列舉型別（enumeration）。本書大部分內容都專注於使用者自訂型別的設計、實作、以及用
法。本章接下來的內容會介紹使用者自訂型別的基本功能。第 3 章則會更完整介紹抽象機制以及
它所支援的程式設計風格。第 4 章和第 5 章則會概略介紹標準函式庫，而且由於標準函式庫主要
是由使用者自訂型別所組成，因此也會提供範例解說如何用第 2、3 章所介紹的語言功能（以及
程式設計技術）來建構程式。

2.3.1

結構型別（Structure）

建立新型別的第一步，通常是把所需的元素組織到一個結構型別（也就是 struct）中：
struct Vector {
int sz;
double* elem;
};

// 元素個數
// 指向元素的指標

此 Vector 的第一個版本含有一個 int 與一個 double*。
Vector 型別的變數可定義如下：
Vector v;

然而，單獨這樣使用並沒有多大用處，因為 v 的 elem 指標並沒有指向任何東西。如果想要使它
發揮作用，就必須讓 v 指向某些元素。舉例來說，我們可用下列方式來建立一個 Vector：
void vector_init(Vector& v, int s)
{
v.elem = new double[s];
// 配置 s 個 double 的陣列
v.sz = s;
}

v 的 elem 成員得到一個由 new 運算子所產生的指標，而 v 的 sz 成員則取得元素的個數。Vector&
的 & 表示我們是透過 non-const reference（§2.2.5、§7.7）來傳遞 v；如此一來，vector_init() 便
能夠更改所傳入的 Vector 內容。
new 運算子所配置出來的記憶體來自於 自由空間（free store）（亦稱為 動態記憶體（dynamic
memory）或堆積（heap）；§11.2）。

以下為 Vector 的簡單用法：
double read_and_sum(int s)
// 從 cin 中讀取 s 個整數，並回傳它們的總和；假設 s 是一個正整數
{
Vector v;
vector_init(v,s);
// 為 v 配置 s 個元素
for (int i=0; i!=s; ++i)
cin>>v.elem[i];
// 讀進元素中

}

double sum = 0;
for (int i=0; i!=s; ++i)
sum+=v.elem[i];
return sum;

// 取得所有元素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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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 Vector 要發展得像標準函式庫 vector 般既優雅且又具有彈性，還有好大一段路要走。尤
其是 Vector 的使用者必須知道 Vector 的每個細節。本章接下來的內容及下一章內容會逐步地改
良 Vector，以作為語言功能（以及技術）的範例。第 4 章會介紹標準函式庫 vector（經過大幅度
地改進），而第 31 章則會介紹完整的 vector（搭配其他標準函式庫功能）。
我之所以利用 vector 及其他標準函式庫元件來作為範例，其目的是：
• 用來解說語言功能和設計方法，以及
• 用來幫助你學習標準函式庫元件及其使用方法。
不要再從頭開始撰寫標準函式庫元件（例如：vector、string）；請使用它們。
我們可透過一個名稱（或是 reference）和句點符號「.」來存取 struct 成員，以及可透過一個指標
和「–>」符號來存取 struct 成員。例如：
void f(Vector
{
int i1 =
int i2 =
int i4 =
}

2.3.2

v, Vector& rv, Vector* pv)
v.sz;
rv.sz;
pv–>sz;

// 透過名稱來存取
// 透過 reference 來存取
// 透過指標來存取

類別（Classes）

讓程式員可透過操作對資料進行個別指定確實有很大的好處（例如：能夠任意地使用資料）。
然而，使用者自訂型別必須在內部表述（representation）與操作之間有更緊密的結合，如此一
來其所有性質才能有望成為「真正的型別」。尤其，我們經常希望使用者不要接觸到內部表
述，為的是讓使用者能容易使用、以及確保資料在使用上的一致性、並且讓我們將來能改進
內部表述。若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在型別的介面（interface）（供所有人使用）與實作體
（implementation）（能存取只供內部使用的資料）之間做出區隔。上述的語言機制便稱為 類別
（class）。所謂類別，便是擁有一組 成員（member），而且成員可以是資料成員、函式成員、或
是型別成員。介面是由類別的 public 成員所定義，而外界只能透過介面來存取 private 成員。
例如：
class Vector {
public:
Vector(int s) :elem{new double[s]}, sz{s} { }
double& operator[](int i) { return elem[i]; }
int size() { return sz; }
private:
double* elem; // 指向元素的指標
int sz;
// 元素的個數
};

// 建構一個 Vector
// 利用下標（subscript）運算子來存取元素

有了上述定義式之後，我們便可以定義出此一新 Vector 型別的變數：
Vector v(6);

// 含有 6 個元素的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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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圖形來解釋 Vector 物件：
Vector:
elem:
sz:

6

0:

1:

2:

3:

4:

5:

基 本 上，Vector 物 件 是 一 個「handle」， 其 內 含 一 個 指 向 元 素 的 指 標（elem）以 及 元 素 的 個 數
（sz）。元素的個數（在這個範例是 6）在不同的 Vector 物件中有不一樣的數值，而且 Vector 物
件在不同時間也可以擁有不同個數的元素（§3.2.1.3）。然而，Vector 物件本身的體積大小總是
不變。C++ 便是利用此一基本技術來處理不同數量的資訊：固定大小的 handle 存取「他處」（例
如：在 new 所配置的自由空間上；§11.2）不同數量的資料。第 3 章的主題便是在說明如何設計與
使用這類的物件。
在此處，我們只能透過介面（由 public 成員 Vector()、operator[]()、size() 所提供）來存取
Vector 的內部表述（成員 elem 和 sz）。§2.3.1 中的 read_and_sum() 範例可簡化成：
double read_and_sum(int s)
{
Vector v(s);
// 產生一個含有 s 個元素的 vector
for (int i=0; i!=v.size(); ++i)
cin>>v[i];
// 讀進元素中

}

double sum = 0;
for (int i=0; i!=v.size(); ++i)
sum+=v[i];
// 取得所有元素的總和
return sum;

跟類別同名的「函式」便稱為 建構式（constructor）（也就是說，這個函式可用來建立類別的物
件）。因此，建構式 Vector() 可取代 §2.3.1 中的 vector_init()。不像一般的函式，系統保證建
構式一定可用來初始化類別物件。於是，我們只要定義出建構式，便可為類別解決「變數未初始
化的問題」。
Vector(int) 定義出 Vector 型別物件的建構方式。尤其，它表明需要一個內含元素個數的整數來
進行初始化動作。建構式利用成員初值列（member initializer list）來初始化 Vector 成員：
:elem{new double[s]}, sz{s}

也就是說，我們首先用「指向 s 個 double 型別元素（從自由空間取得）的指標」來初始化 elem。
然後，我們把 sz 的初始值設為 s。
下標（subscript）函式（稱為 operator[]）主要是用來存取元素。它會傳回一個指向相應元素的
reference（double&）。
size() 函式是用來提供元素的個數給使用者。
顯然，錯誤處理的工作完全被忽略了，不過沒關係，我們會在 §2.4.3 中再回過頭來處理。同樣
地，我們也不提供機制來「歸還」由 new 所取得的 double 陣列；§3.2.1.2 會介紹如何使用解構式
（destructor）來優雅地進行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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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列舉型別（Enumerations）

除了類別之外，C++ 還支援一種簡單的使用者自訂型別（可用於列舉數值）：
enum class Color { red, blue , green };
enum class Traffic_light { green, yellow, red };
Color col = Color::red;
Traffic_light light = Traffic_light::red;

請注意：列舉元（enumerator）（例如：red）是在它們的 enum class 的作用域（scope）中，這使
得它們可在不同的 enum class 中被重複使用，而且不會造成任何困擾。舉例來說，Color::red
為 Color 的 red，它跟 Traffic_light::red 是不一樣的。
列舉型別可用來表示一小串整數值。由於列舉型別內含有助記憶的列舉元名稱，因此使用列舉型
別可讓程式碼更具可讀性且更不易出錯。
接在 enum 後面的 class 是用來表示列舉型別是一種強型別，也表示它的列舉元是限定範圍的
（scoped）。由於是各自獨立的型別，因此 enum class 有助於避免常數的意外誤用。尤其，我們
不能將 Traffic_light 和 Color 數值混合使用：
Color x = red;
Color y = Traffic_light::red;
Color z = Color::red; // OK

// 錯誤：是哪一個 red ？
// 錯誤：此 red 的型別並不是 Color

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將 Color 和整數值混合使用：
int i = Color::red; // 錯誤：Color::red 並不是一個 int
Color c = 2; // 錯誤：2 的型別並不是 Color

如果你不希望讓列舉元名稱帶有資格修飾詞，而想要讓列舉元數值可以為 int（不需要經過顯式
型別轉換），那麼你可以從 enum class 中移除 class 字眼以獲得「plain」enum（§8.4.2）。
在 預 設 的 情 況 下，enum class 只 有 定 義 出 指 派（assignment）、 初 始 化（initialization）、 比 較
（comparison）（例如：==、<；§2.2.2）等功能。然而，列舉型別也是一種使用者自訂型別，因此
我們可以定義它的運算子：
Traffic_light& operator++(Traffic_light& t)
// 前置式遞增運算子：++
{
switch (t) {
case Traffic_light::green:
return t=Traffic_light::yellow;
case Traffic_light::yellow: return t=Traffic_light::red;
case Traffic_light::red:
return t=Traffic_light::green;
}
}
Traffic_light next = ++light; // 下一個數值為 Traffic_light::gr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