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畢業為什麼會失業呢？究其原因就是沒有一技之長，記得 2012年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來輔大演講時曾說過，大學的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一技之長，否則此學校要負起社會責任。

而學習程式語言是讓你擁有一技之長最好的方法，因為你可以利用它設計軟體程式，說不

定你就是下個比爾˙蓋茲。 

程式語言的根可以說是 C語言，而 C++ 是從其衍生而來的，加入了有關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的特性，如封裝(encapsulation)、繼承(inheritance)和多型(polymorphism)。若要從事軟體設

計，這兩種程式語言是必備的。因為 C是目前用來撰寫系統程式最多的語言，而 C++ 是開

發大型系統常用的語言。一些常用的程式語言，如 Java和 C# 都是以此為基礎開發出來的。 

市面上已發行有關 C++ 程式語言的書籍已淋滿目，但這一本 C++ 卻讓我愛不釋手，究其原

因是內容淺顯易懂、由淺入深，並配合圖形、提示以及技巧加以解說，讓讀者可以收事半

功倍的效果。在每一小節附有練習題及章末的程式設計練習題，可讓讀者檢視對本章節是

否已充分了解。 

學資訊這一學門是一條不歸路，不進則退，隨時要充實自已才不會被淘汰，因此是很辛苦

的，但卻充滿驚奇和喜悅，以過來人的身份建議讀者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豐碩的果實就

在不遠處。加油！ 

學習程式語言一定將將它學習透徹，以後才能獨當一面，往後新的程式語言就不會難倒你，

讓我們從 C++ 程式語言開始學習吧！ 

 

 

 

 

 

 

 



 

3 
選擇 

本章綱要 

 宣告 bool 變數並利用比較運算子撰寫布林運算式 (§3.2) 

 利用單向 if 敘述實作選擇控制 (§3.3) 

 利用雙向 if-else 敘述實作選擇控制 (§3.4) 

 利用巢狀 if 及多向 if-else 敘述實作選擇控制 (§3.5) 

 避免 if 敘述常犯的錯誤 (§3.6) 

 為各範例(BMI、ComputeTax、SubtractionQuiz)使用選擇

敘述進行程式設計 (§§3.7-3.9) 

 使用 rand 函式產生隨機數值與使用 srand 函式設定一種子 

(§3.9) 

 利用邏輯運算子(&&、||、及! )結合各條件 (§3.10) 

 利用選擇敘述搭配條件結合，進行程式設計(LeapYear，

Lottery) ( §§3.11-3.12) 

 利用 switch 敘述實作選擇控制 (§3.13) 

 使用條件運算子撰寫運算式 (§3.14) 

 檢視管理運算子的運算優先順序與結合性的規則 (§3.15) 

 除錯(§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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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簡介 
程式可根據條件決定執行特定敘述。 

如果在範例程式 2.2 ComputeAreaWithConsoleInput.cpp 裡對 radius 輸入負

值，程式會顯示無效的結果。如果半徑值為負的，我們不希望程式進行面積計

算。那要如何處理這樣的情況呢？ 

跟所有高階程式語言一樣，C++ 提供選擇敘述(selection statements)：讓您從

兩個或多個選擇路徑中選擇想要執行的動作。您可以使用以下選擇敘述，將範

例程式 2.2 的第 12-15 行取代之： 

 

選擇敘述使用布林運算式的條件內容。布林運算式(boolean expression)是個會

被解析成布林值(boolean value) true 或 false 的運算式。接下來我們將介紹布林

型態，以及比較運算子。 

3.2  bool資料型態 
bool資料型態表示宣告變數的值為 true或 false的。 

我們要如何比較兩個值，比方說，半徑值是大於 0，等於 0，或是小於 0 呢？C++

提供六種關係運算子(relational operators)，如表 3.1 所示，用來比較兩個值(假設

表 3.1 的 radius 等於 5)。 

表 3.1  比較運算子 

運算子 數學符號 名稱 範例 (radius 是 5) 結果 

< < 小於 radius < 0 false 

<= ≤ 小於或等於 radius <= 0 false 

> > 大於 radius > 0 true 

>= ≥ 大於或等於 radius >= 0 true 

== = 等於 radius == 0 false 

!= ≠ 不等於 radius != 0 true 

警告 
等值比較運算子是用兩個等號(==)表示，而不是單一等號(=)。單一等號
用於指定敘述。 

比較的結果為一個布林值  true 或 false。儲存布林值的變數稱作布林變數

(boolean variable)。bool 資料型態用來宣告布林變數。例如，以下敘述將 true

指定給變數 ligh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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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和 false 為布林常數值，就跟數字 10 一樣。它們是保留字，因此在程式裡

不能用來當做識別字。 

C++ 使用 1 表示 true，0 表示 false。假使要將布林值顯示於控制台，若其值為

true，則顯示 1，若為 false，則顯示 0。例如，下一敘述： 

 

將顯示 1，因為 4 < 5 為 true。而下一敘述： 

 

將顯示 0，因為 4 > 5 為 false。 

註釋  
在 C++ 中，您可以指定一數值給 bool變數。任何非 0的值將被解析為
true，而 0的值將被解析為 false。例如下列的指定敘述，b1與 b3將成
為 true，而 b2則為 false。 

 

3.1  請列出六個關係運算子。 

3.2  假設 x 是 1，試問以下布林運算式的結果： 

 

3.3  請顯示以下敘述的輸出結果： 

 

3.3  if敘述 
if敘述在條件為 true的情況下才執行敘述內容。 

目前您寫過的程式皆為循序執行的，然而有時必須提供另一條路徑。C++ 提

供數個選擇敘述型態：單向 if 敘述，雙向 if-else 敘述，巢狀 if 敘述，switch

敘述，以及條件運算式。 

單向 if 敘述唯有在條件內容為 true 時才執行敘述內容。單向 if 敘述的語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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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的流程圖說明 C++ 如何執行 if 敘述的語法。流程圖(flowchart)為說明演

算法或流程的圖解，以不同的方塊顯示各步驟，並藉由箭頭做連結以標示執行

順序。流程運算標示在各方塊內，而箭頭連結代表控制流程順序。菱形方塊用

來標示布林條件，矩形方塊則用來代表敘述。 

 

圖 3.1  if 敘述只有在布林運算式為 true 時，才會執行敘述。 

 

如果布林運算式被解析為 true，那麼矩形區段內的敘述就會被執行。請看以下

這個範例程式碼： 

 

圖 3.1b 為前面這段敘述的流程圖。如果 radius 大於或等於 0，便計算 area 並

顯示結果；否則區段內的兩條敘述都不會被執行。 

布林運算式要置於小括號內。例如下面(a)的程式碼是錯的，應被更正如(b)所

示。 

 

 

布林運算式 

敘述 

(a)錯 (b)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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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敘述區段的大括弧所包裝的敘述只有一個，則大括弧可被省略。比如說，以

下兩邊的敘述是相同的。 

 

 

範例程式 3.1 的程式提示使用者輸入一個整數。如果該整數為 5 的倍數，程式

便會顯示 HiFive。如果該整數能被 2 整除，程式則會顯示 HiEven。 

範例程式 3.1  SimpleIfDemo.cpp 

 

 

Enter an integer: 4  
HiEven 

 

 

Enter an integer: 30  
HiFive 
HiEven 

 

 
此程式提示使用者輸入一個整數(第 9 行)，當該整數能被 5 整除時，程式便顯

示 HiFive (第 11-12 行)，當該整數能被 2 整除時，則顯示 HiEven (第 14-15 行)。 

3.4  請撰寫一個 if 敘述，使其在 y 大於 0 時，指定數值 1 給 x。 

3.5  請撰寫一個 if 敘述，使其在 score 大於 90 時，將薪資提高 3%。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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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試修正下列程式碼。 

 

3.4  雙向 if-else敘述 
if-else敘述根據條件為 true或 false，來決定執行哪些敘述。 

單向 if 敘述在指定的條件為 true 時，才會採取行動。如果條件為 false，則什

麼都不做。但如果想要在條件為 false 時，執行另一些敘述呢？這種情況便可

使用雙向 if-else 敘述來解決。根據條件為 true 或 false，雙向 if-else 敘述所採

取的動作便會不同。 

以下是雙向 if-else 敘述的語法： 

 

圖 3.2 為雙向 if-else 敘述的流程圖。 

 

圖 3.2  if-else 敘述在布林運算式為 true 時，執行條件為 true 時的敘述； 

否則執行條件為 false 時的敘述 

如果布林運算式為 true，便執行條件為 true 的敘述；否則執行條件為 false 的

敘述。請看以下程式碼： 

 

布林運算式 

條件為 true時的敘述 條件為 false時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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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radius >= 0 為 true，則計算 area，並顯示結果；若為 false，則顯示 "Negative 

radius" 的訊息。 

一樣地，如果敘述只有單一敘述，大括弧便可省略。在先前的範例裡，將 cout 

<< "Negative input" 敘述括起來的大括弧便可被省略。 

以下是另一個使用 if-else 敘述的範例，用來檢查數值是偶數或是奇數，如下所

示： 

 

3.7  請撰寫一個 if 敘述，若考績(score)大於或等於 90 時，則增加薪資(pay) 

3%，否則，只增加 1%。 

3.8  當 number 為 30 時，在 (a) 與 (b) 程式碼所印出的結果為何？如果

number 是 35 又是如何？ 

 

3.5  巢狀 if與多向 if-else敘述 
if敘述可以被包在另一個 if敘述內，產生所謂的巢狀 if敘述。 

if 或 if-else 的敘述可以是任何合法的 C++ 敘述，包括其他的 if 或 if-else 敘述。

內部的 if 敘述被嵌在外部的 if 敘述內。內部的 if 敘述還可以再包另一個 if 敘

述；實際上，巢狀結構並沒有深度上的限制。以下便是一個巢狀 if 敘述： 

 

if (j > k)敘述被嵌在 if (i > k)敘述內。 

巢狀 if 敘述可用來實作多種同等程式。以圖 3.3a 的敘述來說，有多種不同方

式，根據考績分數，將特定字母指定給變數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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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對有多種撰寫方式的情況，建議使用(b)的多向 if-else 的敘述 

 

if 敘述的執行過程如圖 3.4 所示。先對第一個條件(score >= 90.0)做測試。結果

若是 true，則等級為 A。若是 false，則對第二個條件(score >= 80.0)做測試。

第二個條件為 true，則等級為 B。若為 false，則對第三個及其餘的條件(如果

必要的話)做測試，直到有條件符合，或所有的條件都是 false。如果所有條件

都是 false，則等級會是 F。只有在前面的條件都為 false 時，後面的條件才有

機會被測試。 

 

 

圖 3.4  可使用多向 if-else 敘述來給定等級 

相同 

這種方式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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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a 的 if 敘述與圖 3.3b 的 if 敘述等同。但對於有多種 if 敘述可選擇的情況

下，圖 3.3b 的敘述格式是比較建議使用的。這種形式，又被稱作多向 if-else

敘述，可避免過深的縮排，讓程式更容易閱讀。 

3.9  假設 x = 3，y = 2；請顯示以下程式碼的輸出結果。如果 x = 3，y = 4

呢？又如果 x = 2，y = 2 呢？請繪製程式碼流程圖。 

 

3.10  假設 x = 2，y = 3，請顯示以下程式碼的輸出結果。如果 x = 3，y = 2

呢？又如果 x = 3，y = 3 呢？ 

 

3.11  以下程式碼有什麼問題？ 

 

 

3.6  常犯的錯誤與陷阱 
忘記必要的括弧，if敘述在錯誤的地方置放分號，將 == 打成 =，以及懸蕩 else敘

述(dangling else)，都是選擇敘述裡常犯的錯誤。在 if-else 敘述中重複使用敘述與

測試 double值是否相等皆為常見的陷阱。 

常犯錯誤 1：忘了必要的大括號 

在區段內若只有單一敘述，才能省略大括號。然而，當需要大括號括起多項敘

述時，卻忘了加大括號，是初學者常犯的錯誤。如果在不帶有大括號的 if 敘

述內，加入新的敘述，就必須加入大括號。比方說，以下 (a) 程式碼是錯的。

應該要有大括號將多個敘述括起來，如 (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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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錯誤的                     (b)正確的 

在(a)中，控制台的輸出敘述不是 if 敘述的一部分，其等同下列的程式碼。 

 

不管 if 敘述的真偽，輸出敘述都會被執行。 

 

常犯錯誤 2：if 程式列裡錯誤的分號 

將分號加在 if 程式列的最後，如以下 (a) 所示，為常犯的錯誤。 

 

 

這類錯誤既不是編譯錯誤，也不是執行期間的錯誤，而是邏輯錯誤，因此不好

偵錯。(a) 的程式內容等同於帶有一個空區段的 (b)。 

 

常犯錯誤 3：誤將 = 當做 == 

相等的測試運算子是兩個等號 (==)。若將 = 當做 == 使用將會產生邏輯的錯 

誤。如下列的程式碼： 

 

它將顯示 "count is zero"，因為 count = 3 是指定 3 給 count，因此這指定運算

式的結果是 3。由於 3 不是 0，所以在 if 敘述被譯為真。還記得我們曾說過，

非 0 值將被解析為 true，而 0 值將被解析為 false。 

邏輯錯誤
空的區段 

等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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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犯錯誤 4：多餘的布林值測試 

於條件敘述裡測試 bool 變數為 true 或 false，使用如 (a) 程式碼的相等測試運

算子是多餘的動作： 
 

 

直接對 bool 變數做測試是較好的方式，如 (b) 所示。這麼做的另一個原因是避

免難以偵測的錯誤。將比較兩個項目是否相等的 == 運算子，誤打成 = 運算子，

也是常犯的錯誤。以下是個不正確的敘述： 

 

這個敘述將 even 指定成 true，因此 even 永遠是 true。 

常犯錯誤 5：不明確性的懸蕩 else  

以下 (a) 的程式碼有兩個 if 敘述及一個 else 敘述。與 else 敘述配對的 if 敘述應

該是哪一個呢？以程式縮排來看，這個 else 敘述應該對應到第一個 if 敘述。

但是這個 else 敘述是對應到第二個 if 敘述。這種情況又被稱為不明確性的懸

蕩 else (dangling else ambiguity)。else 敘述總是對應到最接近且尚未做對應的

if 敘述。因此，(a) 的程式內容等同於 (b)。 

 

由於 (i > j) 是錯的，因此 (a) 和 (b) 都不會顯示任何輸出結果。如要強制讓 else

敘述對應到第一個 if 敘述，就必須加入一對大括號： 

 

結果就會顯示 B。 

常犯錯誤 6： 浮點數相等的測試 

在 2.16 節我們已討論過常犯錯誤 3 中浮點數有限制其準確度，並且在計算時

可能會引起捨位的錯誤。因此，有關浮點數相等的測試是不可靠的。例如，您

期望下列的程式碼輸出 x is 0.5，但實際上卻顯示出 x is not 0.5。 

等同於 

較佳

相同 

正確的縮排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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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 x 沒有完全等於 0.5，但已很接近 0.5。您不能信賴浮點數相等的測試，然

而，可以比較某二個值之差是否接近於某一臨界值(threshold)。假使 |x - y| < ε , 

則可以說 x 與 y 相當的接近，此處的 ε是一希臘字母，讀做 epsilon，表示一非

常小的值。正常情況下，我們設定 ε 為 10-14 來比較兩個 double 值，而設定 ε

為 10-7 來比較兩個 float 值。例如，以下的程式碼 

 

將會顯示出 

x is approximately 0.5 

在 cmath 函式庫中的 abs(a)表示回傳 a 的絕對值。 

常見陷阱 1：簡化布林變數的指定 

新手程式設計師常會撰寫像(a)的程式碼，將測試條件的結果指定給 bool 變數： 

 

這沒有錯誤，但最好的方式是將測試值直接指定給變數，如 (b) 所示。 

常見陷阱 2：在不同的狀況避免重複使用程式碼 

新手程式設計師常會在不同的條件下重複使用程式碼，其實應該要將其合而為

一。例如下列敘述有反白的程式碼即為重複： 

 

雖然沒有錯誤，但若改成以下的程式碼更佳。 

 

相等 

這種方式

較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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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程式碼已刪除了重複程式碼，使得其更加容易維護，因為若要修改輸出敘

述，只要更改一個地方即可。 

常見陷阱 3：整數值可以當做布林值使用 

在 C++ 布林值 true 被視為 1 而 false 則被視為 0。一數值也可以當做布林值。

尤其是 C++ 將非 0 值轉為 true，而將 0 轉為 false。布林值也可以當做數值加

以使用，但這有潛在的風險，它會導致邏輯上的錯誤。例如，下列程式碼(a)

有一邏輯上的錯誤。假設 amount 是 40，則程式將會顯示 Amount is more than 

50。因為 !amount 被解析為 0，所以 0 <= 50 運算式為真。正確的程式碼應如

(b)所示。 

 

 

3.12  請問下列程式碼的輸出結果為何？  

 

3.13   以下哪些敘述是相等的？哪些是正確縮排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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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請使用布林運算式，重新撰寫以下敘述： 

 

3.15  以下敘述是否正確？哪一個比較好？ 

 

3.16  假設在 number 分別為 14、15 及 30 的情況下，以下程式碼的輸出結果

為何？ 

 

3.7  個案研究：計算 BMI 
可藉由巢狀 if敘述，撰寫一說明 BMI的程式。 

身高重量指標(Body Mass Index, BMI)根據身高與體重來衡量健康狀況。計算

公式為體重／(身高)2，其中體重是以公斤為單位，而身高則以公尺為單位。對

於 20 歲以上的 BMI 說明如下： 

 
BMI 說明 

低於 18.5 體重不足 

18.5-24.9 正常 

25.0-29.9 過重 

超過 30.0 肥胖 

 
讓我們撰寫一程式，提示使用者輸入以英磅為單位的體重，與以英吋為單位的

身高，接著顯示其 BMI。一英鎊相當於 0.45359237 公斤，一英吋相當於 0.0254

公尺，如範例程式 3.2 所示： 

範例程式 3.2  ComputeAndInterpretBMI.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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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weight in pounds: 146  
Enter height in inches: 70  
BMI is 20.9486 
Normal 

 

 
line# weight height weightInKilograms heightInMeters bmi output 

9 146      

14  70     

20   66.22448602    

21    1.778   

22     20.9486  

26      BMI is 

20.9486 

32      Normal  

 

 
常數 KILOGRAMS_PER_POUND 及 METERS_PER_INCH 定義於第 16-17

行。使用常數可讓程式更容易閱讀。 

您應該輸入所有可能 BMI 的案例來加以測試，保證程式可以對所有可能的案

例能加以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