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陣列與指標 

您將可以從本章學到以下的主題：

 關鍵字：

static 

 運算子：

& * (unary) 

 如何建立與初始陣列

 指標與陣列的關係

 撰寫處理陣列的函數

 二維陣列

人們會求助電腦做一些事情，諸如追蹤每月開銷、每日降雨量、每季銷售，或是每

星期的體重等等；而企業會求助電腦管理薪水帳冊、存貨清單，以及顧客交易記錄

等等。身為一個程式設計師，無可避免地，您必須處理大量且具有關連性的資料。

若以效率和方便性的角度來看，通常使用陣列會是最好的方法。在第六章「C 的控

制敘述：迴圈」中曾經介紹過陣列，而本章將會更加深入地討論這個主題，而且還

會教您如何撰寫陣列處理的函數，這樣的函數可讓模組化程式設計的優點，延伸到

陣列，而且您將能夠瞭解陣列和指標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陣列 
請回憶一下，陣列（array）是由一連續且相同資料型態的記憶單位所組成的。若要

使用陣列時，可使用宣告的方式來告知編譯器。在陣列宣告中，它會告訴編譯器此

陣列總共需要多少個記憶單位，以及這些記憶單位屬於哪種資料型態。根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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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器就能夠正確地將陣列建立完成。陣列的記憶單位的型態和一般變數相同，現

在，讓我們先來看看這些宣告的範例： 

/* some array declarations */ 
int main(void) 
{ 
   float candy[365];      /* array of 365 floats */ 
   char code[12];         /* array of 12 chars   */ 
   int states[50];        /* array of 50 ints    */ 
   ... 
} 

利用中括號 [ ] 即可辨識 candy 及其他兩項皆為陣列，而在中括號裡的數字，則表

示陣列中的元素個數。 

要存取陣列裡的元素，可使用每個元素各自的下標數字來辨別它們，所謂的下標數

字也可稱為索引值（index）。陣列的索引值從 0 開始，因此，candy[0] 就是 candy 

陣列的第一個元素，而 candy[364] 則是第 365 個元素。 

剛才那些都是先前提過的觀念，現在，讓我們來介紹一些新觀念。 

初始化 

陣列經常用來儲存程式所需的資料。例如，一個具有 12 個元素的陣列，可儲存一

年當中每個月各有多少天。像這樣的情形，在程式的一開始就將整個陣列初始化，

將會比較方便。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如何將陣列初始化。 

初始一個單一數值的變數也可使用運算式，例如： 

int fix = 1; 
float flax = PI * 2; 

正如您所預期的，先前 PI 已經像巨集一樣被定義好了。C 將這種初始方式延伸到陣

列，並使用一種新的語法，如下： 

int main(void) 
{ 
    int powers[8] = {1,2,4,6,8,16,32,64}; /* ANSI C and later */ 
    ... 
} 

由此可知，使用大括號，並以逗號隔開的數值，即可初始一個陣列。如果有需要的

話，在數值和逗號之間還可使用空白。第一個元素（power[0]）被指定為數值 1、

第二個元素被指定為數值 2，…，以此類推。（如果您的編譯器以語法錯誤，拒絕

這種初始格式的話，可能您所用的是 ANSI 之前的編譯器。此時請在陣列宣告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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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static 關鍵字，應該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在第 12章「儲存類別、連結和記憶體

管理」中，我們將會討論到這個關鍵字。） 

範例 10.1 是一個可輸出每月有幾天的小程式。 

範例 10.1   day_mon1.c 

/* day_mon1.c -- prints the days for each month */ 
#include <stdio.h> 
#define MONTHS 12 
 
int main(void) 
{ 
    int days[MONTHS] = {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int index; 
 
    for (index = 0; index < MONTHS; index++) 
        printf("Month %d has %2d days.\n", index +1, 
               days[index]); 
 
    return 0; 
} 

 

其輸出結果如下： 

Month 1 has 31 days. 
Month 2 has 28 days. 
Month 3 has 31 days. 
Month 4 has 30 days. 
Month 5 has 31 days. 
Month 6 has 30 days. 
Month 7 has 31 days. 
Month 8 has 31 days. 
Month 9 has 30 days. 
Month 10 has 31 days. 
Month 11 has 30 days. 
Month 12 has 31 days. 

雖然說這並不是一個相當好的程式，不過它在每四年才有一個月會發生錯誤。程式

使用了大括號，以及由逗號隔開的數值來進行 days[] 的初始化。 

請注意，此範例使用了符號常數 MONTHS，以此表示陣列的大小，這是一種經常

使用的方式，而且我們建議您養成這樣的撰寫習慣。如此一來，如果有一天，每一

年變成  13 個月時，只要更改  #define 的敘述即可，不需在程式裡一一找出使用

MONTHS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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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陣列裡使用 const 

有時候，您會希望程式所用的陣列是一個唯讀陣列，也就是說，程式只會擷

取陣列裡的資料，但不會試著將新資料寫入陣列裡。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

在宣告和初始陣列時使用 const 關鍵字。因此，在範例 10.1 裡，另一種更適

合的初始化方式如下： 
const int days[MONTHS] = {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這會使得程式將陣列的每個元素視為一個常數。如同一般的變數，您應該使

用宣告敘述來初始 const 資料，因為在一個變數被宣告為 const 之後，就不

能再將它指定為其他的數值。現在先讓您瞭解這一點，在以後的範例中將會

再使用 const。 
 

如果沒有將陣列初始的話，會發生什麼狀況呢？範例 10.2 說明了這種狀況。 

範例 10.2    no_data.c 

/* no_data.c -- uninitialized array */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ZE 4 
int main(void) 
{ 
    int no_data[SIZE];  /* uninitialized array */ 
    int i; 
 
    printf("%2s%14s\n", 
           "i" , "no_data[i]"); 
    for (i = 0; i < SIZE; i++) 
        printf("%2d%14d\n", i, no_data[i]); 
 
    return 0; 
} 

 

以下為此範例的輸出結果之一（您的結果可能有所不同）： 

i no_data[i]
0 0
1 4204937
2 4219854
3 2147348480

陣列的每個元素皆像一般變數一樣，如果不指定初始值，它們的數值可能為任意

數。編譯器會使用任何已存在那些記憶體位置中的資料，這也就是為什麼您的結果

可能和上述的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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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類別注意事項 

陣列就像其他變數一樣，可以使用不同的儲存類別。第十二章將會研究這個

主題，但現在您應該曉得本章所敘述的陣列，是屬於自動儲存類別；也就是

說，陣列會在函數裡宣告，而且不使用 static 關鍵字。到目前為止，本書所

用的變數和陣列，都是屬於自動類型。 

此處提及儲存類別的原因在於，不同的儲存類別有不同的屬性，所以，在本

章不可以概括任何事物到其他的儲存類別。尤其是一些儲存類別的變數或陣

列，即使沒有初始化，其內容將會被設定為 0。 
 

在初始化時，初始值的元素個數應該跟陣列大小相等，如果不相等時，會如何呢？

利用上一個範例，加入不完整的初始動作，如範例 10.3 所示。 

範例 10.3   somedata.c 

/* some_data.c -- partially initialized array */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ZE 4 
int main(void) 
{ 
    int some_data[SIZE] = {1492, 1066}; 
    int i; 
 
    printf("%2s%14s\n", 
           "i" , "some_data[i]"); 
    for (i = 0; i < SIZE; i++) 
        printf("%2d%14d\n", i, some_data[i]); 
 
    return 0; 
} 

 

此範例的輸出結果如下： 

i some_data[i]
0 1492
1 1066
2 0
3 0

由上可知，編譯器並不會產生問題。當編譯器發現初始值不夠時，它會將其他元素

都設為 0；也就是說，如果不將陣列初始化的話，陣列的每個元素都像是一個未經

初始化的變數，裡面都是沒有意義的數值；但，如果對陣列的一部分進行初始化，

則其他未被初始化的元素都會設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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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的初始值個數太多的話，編譯器就會產生一個錯誤的編譯結果。其實並不

需要自行計數元素個數，可以讓編譯器依列示的初始值個數來計算陣列所需的元素

個數，此時只需移除宣告敘述中的中括號裡面的數目即可（請參考範例 10.4）。 

範例 10.4   day_mon2.c 

/* day_mon2.c -- letting the compiler count elements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const int days[] = {31,28,31,30,31,30,31,31,30,31}; 
    int index; 
    for (index = 0; index < sizeof days / sizeof days[0]; index++) 
        printf("Month %2d has %d days.\n", index +1, 
               days[index]); 
 
    return 0; 
} 

 

在範例 10.4 中，請注意以下兩個重點： 

 當陣列初始化時，如果中括號中並未指定陣列個數，此時編譯器會自行計算初
始值的個數，並以此設定陣列的大小。 

 請注意，for 迴圈的控制敘述裡到底做了些什麼？此時由於無法直接指定正確

的陣列元素個數（這是情有可原的），因此，我們讓電腦來提供陣列的元素個

數。首先，sizeof 運算子可提供某物件，或資料型態佔用了多少位元組，因

此，sizeof days 將可得到整個陣列所用的位元組單位，也就是該陣列總共佔用

多少單位的記憶體。另外 sizeof days[0] 將可得到陣列的任一元素使用了多少

單位的記憶體。然後再將整個陣列的大小，除以單一元素的大小，如此一來即

可得知陣列包含多少元素個數。 

此程式執行的結果如下： 

Month 1 has 31 days. 
Month 2 has 28 days. 
Month 3 has 31 days. 
Month 4 has 30 days. 
Month 5 has 31 days. 
Month 6 has 30 days. 
Month 7 has 31 days. 
Month 8 has 31 days. 
Month 9 has 30 days. 
Month 10 has 31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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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呦！在此只放入十個數值，然後讓程式自己計算陣列大小的方法，以防止輸出超

過陣列範圍的資料。然而，這也指出了自動計算個數的潛在缺點，那就是：如果陣

列的元素個數算錯，編譯器也不會察覺到。 

還有另一種初始陣列的小技巧，不過，由於這種方法只適用於字串，所以，我們將

它留在下一章再介紹。 

指定初始程序（C99） 

C99 加入了一個新特性：指定初始程序（designated initializers）。這種特性允許您

挑出哪些元素要進行初始化。例如，如果只想將陣列的最後一個元素初始化，若以 

C 傳統的初始化語法，則必須連之前的元素一併初始化，例如： 

int arr[6] = {0,0,0,0,0,212}; // traditional syntax 

然而，使用 C99 新特性，即可在設定初始值的括號內，使用中括號和索引值，以此

指定特別的某一元素來進行初始化，例如： 

int arr[6] = {[5] = 212}; // initialize arr[5] to 212 

如同一般的初始化，在初始最後一個元素之後，其他未進行初始化的元素，都會設

為 0。如範例 10.5 所示，這是一個更複雜的範例。 

範例 10.5   designate.c 

// designate.c -- use designated initializers 
#include <stdio.h> 
#define MONTHS 12 
int main(void) 
{ 
    int days[MONTHS] = {31,28, [4] = 31,30,31, [1] = 29}; 
    int i; 
 
    for (i = 0; i < MONTHS; i++) 
        printf("%2d  %d\n", i + 1, days[i]); 
 
    return 0; 
} 

 

如果編譯器有支援 C99 的新特性，其輸出結果如下： 

 1 31 
 2 29 
 3 0 
 4 0 
 5 31 
 6 30 
 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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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 
 9 0 
10 0 
11 0 
12 0   

以上的輸出結果，展現了指定初始程序時的幾個重要的特性。首先，如果在指定初

始程序之後，還有其他數值的話，例如 [4] = 31，30，31，這些多出來的數值會被

用來初始化其他接在後面的元素；也就是說，在初始 days[4] 之後，程式會繼續將

days[5] 和 day[6] 分別初始化為 30 和 31。接下來，如果某一元素初始化不止一次

時，其初始值將會是最後一次的初始值。例如，範例 10.5 一開始進行初始化時，它

會將 days[1] 設為 28，但是後來又被替換成 [1] = 29。 

若沒有指定陣列的大小，如下所示： 

int stuff[] = {1, [6] = 23};        // what happens? 
int staff[] = {1, [6] = 4, 9, 10};  // what happens? 

編譯器將以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初始值。所以 stuff  將會有 7個元素，而 staff 將會有

9個元素。 

指定陣列元素值 

在陣列宣告後，可使用陣列索引（index）或下標（subscript），將數值指定給陣列

中的某一元素。例如，以下片段程式將偶數指定給一個陣列。 

/* array assignment */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ZE 50 
int main(void) 
{ 
    int counter, evens[SIZE];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SIZE; counter++) 
        evens[counter] = 2 * counter; 
  ... 
} 

請注意，指定動作是一個元素對一個元素，C 並不會讓您將整個陣列視為一個單位

來進行指定動作；此外，也不能使用初始化時的方式，用一組大括號將初始值放在

裡面，並以此指定數值。 

/* nonvalid array assignment */ 
#define SIZE 5 
int main(void) 
{ 
    int oxen[SIZE] = {5,3,2,8};      /*  ok here     */ 
    int yaks[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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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ks = oxen;                     /*  not allowed  */ 
    yaks[SIZE] = oxen[SIZE];         /*  out of range  */ 
    yaks[SIZE] = {5,3,2,8};          /*  doesn't work  */ 
 

陣列的範圍 

在使用陣列時，必須確定所指定的索引值在有效的範圍裡；也就是說，使用的索引

值必須能夠找到陣列的有效值。例如，假使做了以下的宣告： 

int doofi[20]; 

然後，您的責任必須讓程式只使用由 0 到 19 的索引值，因為編譯器並不會為您檢

查。 

請看範例 10.6，它會建立一個具有 4 個元素的陣列，但在使用索引值時，不小心使

用了-1 到 6。 

範例 10.6   bounds.c 

// bounds.c -- exceed the bounds of an array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ZE 4 
int main(void) 
{ 
    int value1 = 44; 
    int arr[SIZE]; 
    int value2 = 88; 
    int i; 
 
    printf("value1 = %d, value2 = %d\n", value1, value2); 
    for (i = -1; i <= SIZE; i++) 
        arr[i] = 2 * i + 1; 
 
    for (i = -1; i < 7; i++) 
        printf("%2d  %d\n", i, arr[i]); 
    printf("value1 = %d, value2 = %d\n", value1, value2); 
    printf("address of arr[-1]: %p\n", &arr[-1]); 
    printf("address of arr[4]:  %p\n", &arr[4]); 
    printf("address of value1:  %p\n", &value1); 
    printf("address of value2:  %p\n", &value2); 
 
    return 0; 
} 

 

編譯器並不會檢查程式所用的索引值是否有效，在標準的 C 語言中，使用錯誤索引

值，其結果是不確定的，這表示，在執行此程式時，程式可能會順利地執行，也可

能會怪異地執行，或者被中止。使用 GCC 執行此範例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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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1 = 44, value2 = 88 
-1  -1 
 0  1 
 1  3 
 2  5 
 3  7 
 4  9 
 5  1624678494 
 6  32767 
value1 = 9, value2 = -1 
address of arr[-1]: 0x7fff5fbff8cc 
address of arr[4]:  0x7fff5fbff8e0 
address of value1:  0x7fff5fbff8e0 
address of value2:  0x7fff5fbff8cc 

請注意，看起來，編譯器似乎是將 value1 儲存在陣列之後，而 value2 則儲存在陣

列之前。在此範例中，arr[-1] 所對應的記憶體位置跟 value2 一樣的，而 arr[4] 所對

應的記憶體位置，則是跟 value1 一樣。因此，使用超出範圍的陣列索引值時，可能

會造成程式改變其他變數的值。但在其他的編譯器下執行，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也許您會好奇，為什麼 C 允許這種擾人的事情發生，這得追溯到 C 的其中一個原

則：要相信程式設計師！省略是否超出範圍的檢查將可讓 C 的程式執行得更快，編

譯器無法找出所有索引值的錯誤，因為所使用的索引值可能在程式開始執行後才決

定。因此，為了安全起見，編譯器必須在執行期間，加入額外的程式碼，以此檢查

每個索引值的正確性，這將會使得執行速度降低。所以，C 選擇信任程式設計師，

程式設計師必須正確地撰寫程式，以此換取程式的執行速度來作為酬勞。當然，並

不是所有的程式設計師都可以完全信任，所以，這樣的問題還是很可能會存在。 

請養成一個簡單的習慣，在陣列宣告和其他使用陣列大小的地方，記得使用符號常

數，例如： 

#define SIZE 4 
int main(void) 
{ 
    int arr[SIZE]; 
    for (i = 0; i < SIZE; i++) 
    .... 

如此一來，將可有助於確定程式一致性地使用相同大小的陣列。 

指明陣列的大小 

到目前為止，上述範例宣告陣列時都使用整數常數，例如： 

#define SIZE 4 
int main(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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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rr[SIZE];     // symbolic integer constant 
    double lots[144];  // literal integer constant 
    ... 

還有其他的方式嗎？到 C99 標準為止，宣告一個陣列時，在中括號裡可使用的是常

數整數運算式（constant integer expression）。常數整數運算式會被視為一個整數

常數，不過 const 的數值不算在內（不像 C++ 的情形），而且這個運算式的數值必

須大於 0： 

int n = 5; 
int m = 8; 
float a1[5];                // yes 
float a2[5*2 + 1];          // yes 
float a3[sizeof(int) + 1];  // yes 
float a4[-4];               // no, size must be > 0 
float a5[0];                // no, size must be > 0 
float a6[2.5];              // no, size must be an integer 
float a7[(int)2.5];         // yes, typecast float to int constant 
float a8[n];                // not allowed before C99 
float a9[m];                // not allowed before C99 

如同註解所說的，如果 C 的編譯器只遵循 C90 標準，最後兩個宣告是不被允許

的。然而，C99 允許它們這樣做，不過它們是新一類型的陣列，可稱為變數長度陣

列（variable-length array），或簡稱 VLA。 

C99 的標準引進了變數長度陣列，主要的目的是讓 C 在數值計算上，成為一個更好

的語言。例如，VLA 可將已存在的 FORTRAN 數值計算程序的函式庫，以更容易

的方式轉換給 C 程式使用。使用 VLA 時有一些限制，例如，不可以在 VLA 宣告

時給予初始值。等您充分瞭解更多有關典型的  C 陣列的限制之後，再回來討論 

VLA。 

多維陣列 
氣象局研究員 Tempest Cloud，她的主要工作是在研究捲雲的變化。現在，她想要

分析近五年的降雨量資料，此時，第一個要決定的是：如何表示資料。有一種選擇

是使用 60 個不同的變數，每個變數存放一項資料。（這種選擇先前曾經提過，這

是一種比較不好的方式。）若改用可儲存 60 項的陣列，對前一個選擇來說是有所

改善。不過，如果可以將每年的資料都分開來儲存的話，這樣的情形會更好。所

以，現在她可使用 5 個可儲存 12 個元素的陣列；但是，如果今天 Tempest 決定改

成研究 50 年的降雨量資料的話，這種方式似乎很不方便，而且不適合。所以，她

需要一種更好的方法。 



 

10-12 

C Primer Plus 中文版（第六版）

比較好的方法是使用「陣列的陣列」。其觀念是：主陣列可儲存 5 筆資料，每年使

用一個；而主陣列的每一項，分別都是一個具有 12 個元素的陣列，每個月使用一

個元素。以下宣告這種陣列的方式： 

float rain[5][12];  // array of 5 arrays of 12 floats 

觀看此敘述的方式之一是先看裡面的部分（粗體字部分）： 

float rain[5][12];             // rain is an array of 5 somethings 

由此可知，rain 是一個可儲存 5 項資料的陣列，不過在每項資料裡又可以儲存什麼

呢？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宣告的其他部分（請看以下的粗體字部分）： 

float rain[5] [12];  // an array of 12 floats 

由此可知，每一項都是 float[12] 的類型，也就是說，rain 的 5 項資料，每一項都是

具有 12 個 float 型態數值的陣列。 

以這樣的邏輯來想，rain 的第一個元素 rain[0]，它是一個具有 12 個 float 型態數值

的陣列，而其他的 rain[1]，rain[2]...也是如此。如果說，rain[0] 是一個陣列的話，

那麼它的第一個元素將會是 rain[0][0]，第二個元素是 rain[0][1]...以此類推。總而

言之，rain 是一個  float 型態，可儲存  5 項資料且每項具有  12 個元素的陣列。

rain[0] 是由 12 個 float 數值所構成的陣列，而 rain[0][0] 則是一個 float 型態的數

值。因此，若要存取第三列第四行的數值時，可使用  rain[2][3] 來存取。（請記

得，陣列的計數由 0 開始。） 

您也可以將 rain 想像成一個二維陣列，由 5 個列，每列 12 行所構成，如圖 10.1 所

示。當後面索引值的內容改變時，即可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沿著列的資料移動；當

前面的索引值改變時，即可一年接著一年垂直地沿著行的資料移動。 

const float rain[5][12]

5

12

rain[0][0] rain[0][1] rain[0][2] rain[0][3]

rain[1][0] rain[1][1] rain[1][2] rain[1][3]

rain[2][0] rain[2][1] rain[2][2] rain[2][3]

ra

 

圖 10.1   二維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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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陣列的表示方式，是一種比較容易想像 ″陣列如何使用兩個索引值″ 的方法。在

電腦的內部，這樣的陣列會循序地儲存，從第一個可儲存 12 個元素的陣列開始，

接著是是第二個可儲存 12 個元素的陣列，…以此類推。 

現在，將二維陣列應用於天氣資料的問題中。程式的目的是要找出每年的總降雨

量、每年的平均降雨量，以及每個月的平均降雨量。為了計算某年的總降雨量，必

須將當年資料的列（row）裡面的數據加總；為了計算某個月的平均降雨量，必須

將該月份資料的行（column）裡面的數據加總。二維陣列讓程式更容易實現上述的

需求，並可計算出這些資料，如範例 10.7 所示。 

範例 10.7   rain.c 

/* rain.c  -- finds yearly totals, yearly average, and monthly 
                 average for several years of rainfall data */ 
#include <stdio.h> 
#define MONTHS 12    // number of months in a year 
#define YEARS   5    // number of years of data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ing rainfall data for 2010 - 2014 
    const float rain[YEARS][MONTHS] = 
    { 
        {4.3,4.3,4.3,3.0,2.0,1.2,0.2,0.2,0.4,2.4,3.5,6.6}, 
        {8.5,8.2,1.2,1.6,2.4,0.0,5.2,0.9,0.3,0.9,1.4,7.3}, 
        {9.1,8.5,6.7,4.3,2.1,0.8,0.2,0.2,1.1,2.3,6.1,8.4}, 
        {7.2,9.9,8.4,3.3,1.2,0.8,0.4,0.0,0.6,1.7,4.3,6.2}, 
        {7.6,5.6,3.8,2.8,3.8,0.2,0.0,0.0,0.0,1.3,2.6,5.2} 
    }; 
    int year, month; 
    float subtot″total; 
 
    printf(" YEAR    RAINFALL  (inches)\n"); 
    for (year = 0, total = 0; year < YEARS; year++) 
    {             // for each year, sum rainfall for each month 
        for (month = 0, subtot = 0; month < MONTHS; month++) 
            subtot += rain[year][month]; 
        printf("%5d %15.1f\n", 2010 + year, subtot); 
        total += subtot; // total for all years 
     } 
    printf("\nThe yearly average is %.1f inches.\n\n", 
            total/YEARS); 
    printf("MONTHLY AVERAGES:\n\n"); 
    printf("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 
    printf(" Nov  Dec\n"); 
 
    for (month = 0; month < MONTHS; month++) 
    {             // for each month, sum rainfall over years 
        for (year = 0, subtot =0; year < YEARS; year++) 
            subtot += rain[year][month]; 
        printf("%4.1f ", subtot/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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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tf("\n"); 
 
    return 0; 
} 

 

以下是此範例的輸出結果： 

  YEAR    RAINFALL  (inches) 
 2010            32.4 
 2011            37.9 
 2012            49.8 
 2013            44.0 
 2014            32.9 
 
The yearly average is 39.4 inches. 
 
MONTHLY AVERAGES: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7.3  7.3  4.9  3.0  2.3  0.6  1.2  0.3  0.5  1.7  3.6  6.7 

在研究這個程式時，請注意初始的動作和計算的方法；其中，初始的動作比較複

雜，所以，在此先講解計算方式的部分。 

為了計算某年的總降雨量，必須將  year 固定，再依序使用所有  month 可用的數

值，這就是程式第一部分的內部 for 迴圈架構；接著再針對下一個 year 數值進行上

述的動作，而這就是程式第一部分的外部 for 迴圈架構。以上述的巢狀迴圈架構來

處理二維陣列是非常適合的；一個迴圈用來處理第一個索引值，而另一個迴圈則用

來處理第二個索引值。 

for (year = 0, total = 0; year < YEARS; year++) 
{             // process each year 
    for (month = 0, subtot = 0; month < MONTHS; month++) 
        ...   // process each month 
    ...       // process each year 
} 

程式的第二部分也是相同的架構，不過此時改成 year 在內部迴圈，month 在外部迴

圈。請注意，外部迴圈每做一次，內部迴圈就會做完一整個迴圈的動作，因此，在

改變月份之前，每年的該月份都會被計算，如此一來即可得到 5 年來、一月的平均

降雨量，以及 5 年來、二月的平均降雨量...以此類推。 

for (month = 0; month < MONTHS; month++) 
{             // process each month 
    for (year = 0, subtot =0; year < YEARS; year++) 
        ...   // process each year 
    ...       // process each mont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