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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電腦程式設計有許多面貌。Fred Brooks 在 The Mythical Man Month（人月神話）

書中描繪出了整體概觀，他在文章內強調，管理在大型軟體專案中是至關緊要的

角色。從較接近細節的角度，Steve McConnell 則在 Code Complete 書中教授良

好的程式設計風格（programming style）。這些書中的主題是發展優良軟體的關

鍵，並且是專業程式設計師的象徵。不過遺憾的是，這些可靠的工程原理匠心獨

具的應用並不總是那麼激勵人心，前提是軟體要能在沒有意外的情況下及時完成

才行。

關於本書

本書中的專欄（columns）談論的是這行專業中更有魅力的一個面向：起源超越

堅實的工程實務，顯現在洞察力與創造力領域的程式設計智慧結晶（programming 

pearls）。就像自然界的珍珠（pearls）是由細沙刺激牡蠣而生長而成，這些程式

設計的智慧結晶源自於刺激專業程式設計師思考的真實問題。這些程式很有趣，

教導我們重要的程式設計技巧，以及基本的設計原理。

原 本 這 些 文 章 大 部 分 出 現 在 期 刊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我的「Programming Pearls」專欄中。1986 年，它們被收 

集、修訂並出版為本書的第一版。第一版 13 篇文章中的 12 篇在這一版中經過大

幅編輯更新，並加入了三篇新的專欄。

本書唯一假設的讀者背景知識是有過高階程式語言的程式設計經驗。進階的技巧

（例如 C++ 中的 template）不時會出現，但不熟悉那些主題的讀者可以直接跳到

下一個章節去，不會有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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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每個專欄可以單獨閱讀，這整個文集存在著一種歸類邏輯。Column 1 到 5 

構成了本書的第一個部分。它們回顧程式設計的基礎：問題定義、演算法、資料

結構和程式的驗證與測試。Part II的主題是效率，這有時本身就有重要性，而一

直也是帶領我們發現有趣問題的良好跳板。Part III將這些技巧套用到排序、搜尋

與字串處理中的數個重大問題。

給本書讀者的一個提示是：別讀太快，一頁一頁仔細閱讀。有問題被提出時，試

著解決看看，有些問題看起來簡單，你得要認真思考它們一兩個小時之後，才會

發現困難何在。在那之後，努力嘗試每個專欄後的問題集：你從本書學到的東西，

有很大部分會來自於你用鉛筆潦草勾畫出你的解法的那些時刻。有可能的話，在

窺看書後線索和解答之前，先與朋友或同事討論你的想法。每章最後的延伸閱讀

並不是要當作學術性的參考文獻，我推薦的是作為我個人藏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的一些優良書籍。

這本書是為程式設計師而寫。我希望這些問題、提示、解答和延伸閱讀對於

個人學習者而言有所幫助。本書曾被用在  Algorithms（演算法）、Program 

Verification（程式驗證）和 Software Engineering（軟體工程）等課程中。附錄 A

中的演算法分類是給程式設計工作者的參考，也展現了本書能夠如何被整合到演

算法和資料結構的課程中。

程式碼

本書第一版中的虛擬程式碼程式都有實作，但我是唯一看得到真實程式碼的人。

對於這一版，我重新改寫了所有的舊程式，並寫了數量大約相同的新程式碼。這

些程式可在此取得：

http://www.informit.com/store/programming-pearls-9780201657883

這些程式碼含有很多用於測試、除錯以及為函式計時的鷹架。這個網站也提供其

他相關的資訊。因為現在有很多軟體都可在線上取得，此版的一個新主題就是如

何評估和使用軟體元件。

這些程式使用簡短的編程風格（coding style）：短的變數名稱、很少空白行，以

及一點點或完全沒有錯誤檢查。這在大型軟體專案中是不恰當的，但在傳達演算

法的關鍵概念上很實用。解答 5.1 提供有關這種風格的更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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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包括數個真實的 C 和 C++ 程式，但大多數的函式都以虛擬程式碼

（pseudocode）來表達，以節省空間和避免不優雅的語法。 for i = [0, n) 這種記法

表示 i 從 0 迭代（iterates）到 n–1。在這些 for 迴圈中，左右括弧代表開放範圍

（open ranges，不包括兩端值），而左右方括號（square brackets）則代表封閉範

圍（closed ranges，包括兩端值）。function(i, j) 仍然表示以參數 i 和 j 呼叫一個

函式，而 array[i, j] 依然代表存取一個陣列元素。

這一版有記載許多程式在「我的電腦」上的執行時間，這是一部 400MHz 的 

Pentium II，具有 128 MB 的 RAM，作業系統是 Windows NT 4.0。我在數台其他

的電腦上為這些程式測過時間，本書也記錄了我觀察到的幾個重大的差異。所有

的實驗都使用可取得的最高階的編譯器最佳化（compiler optimization）層級。我

鼓勵你在你的機器上為這些程式計時，我打賭你會得到類似比例的執行時間。

致第一版的讀者

我希望你一開始翻閱本書的這一版時，第一個反應會是「這看起來很熟悉」，而

數分鐘之後，我希望你會觀察到「我之前從未見過這個」。

這一版的焦點與第一版相同，但所處的情境脈絡更為廣大。電腦科學在幾個重要

的領域，例如資料庫、電腦網路和使用者介面，有長足的進展。大多數的程式設

計師應該都是這些技術的熟練使用者。不過，位於這些領域中心的，都是頑固強

硬的程式設計問題。這些程式依然是本書的主題之一。本書的這一版就如同在一

個大上許多的池塘中，一尾稍微較大的魚。

舊的談論二元搜尋（binary search）實作的 Column 4 中的一節擴展為了新的 

Column 5，專門討論測試、除錯和計時。舊的 Column 11 成長並切分為了新的 

Column 12（討論原本的問題）和 13（討論集合的表示法）。舊的 Column 13 描

述了一個在 64 KB 位址空間中執行的拼字檢查器（spelling checker），它已經被

刪除了，但其核心概念仍然留存於 13.8 節。新的 Column 15 是關於字串問題。

有許多章節都被插入到舊的專欄中，而其他的章節則在過程中被刪除。加上新的

問題、新的解答，以及四個新的附錄，本書這一版篇幅比之前多了 25%。

這一版中有許多舊的案例研究都沒有改變，這是因為讀者可能會對它們的歷史淵

源有興趣。有幾個舊的故事已經依據現代的情境重新翻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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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1

撬開牡蠣

這個程式設計師的問題很簡單：「我要如何排序（sort）一個磁碟檔案？」。告訴

你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前，讓我賦予你做得比我更好的一個機會。你會怎麼回答

呢？

1.1  一段友善的對談

我犯的錯就是回答他的問題。我給了他如何實作磁碟上 Merge Sort（合併排序）

的一個設計草繪（thumbnail sketch）。我建議他找本演算法的教科書來鑽研，但

沒得到什麼熱情的回應，他更在意的是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推進自己的教育。

然後我告知他某本熱門程式設計書籍上的一個磁碟排序程式。該程式由十幾個函

式所構成，大約有兩百多行程式碼。我估計實作和測試這些程式碼最多會花上那

位程式設計師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認為已經解決他的問題了，但他的遲疑將我帶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這段談話

接著就像這樣進行，其中我的問題以楷體字來表示。

為什麼你會想要撰寫自己的排序程式？為什麼不使用你的系統所提供

的就好呢？

我需要在一個大型系統的中間使用這個排序，而出於晦澀難解的技術原因，

我無法使用該系統的檔案排序程式。

你要排序的到底是什麼呢？檔案中有多少筆記錄？每筆記錄的格式為

何？

這個檔案最多含有一千萬筆記錄，而每筆記錄都是一個七位數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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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如果檔案那麼小，為什麼要放到磁碟中去處理呢？為何不在主

記憶體中排序就好？

雖然那部機器有好幾 MB 的主記憶體，但這個函式所屬的系統很大，我預期

在那個時間點，大約只會剩下 1 MB 的空間。

關於那些記錄，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每筆都是一個七位數的正整數，不帶有其他的關聯資料，而且一個整數只能

出現一次。

這樣的情境脈絡（context）讓問題變得更清楚。在美國，電話號碼是三位數的「區

碼」後面再接著七個數字。打給帶有區碼 800（目前唯一的這種區碼）的「免付

費（toll-free）」電話號碼，將不會收費。真正的免費電話號碼資料庫包含大量的

資訊：免付費電話的號碼、該通電話會繞送至的真實號碼（有時候會有多個，搭

配什麼時候電話會轉到哪裡的規則）、電話用戶的姓名和地址等等。

這位程式設計師在建置的是處理這種資料庫的系統的一個小角落，而那些要排序

的整數是免付費電話的號碼。輸入檔案是一個號碼清單（其他的所有資訊都移除

了），而相同的號碼包含兩次會是一種錯誤。預期的輸出是由號碼構成的一個檔

案，以遞增的數值順序排列。這個情境也定義了效能需求。在與系統的長時間工

作階段中，使用者大約會一個小時請求一次這個排序過的檔案，而且在排序完成

前，什麼都不能做。因此這個排序動作所花的時間不能超過幾分鐘，十秒鐘會是

比較合適的執行時間。

1.2  精確的問題描述

對這名程式設計師來說，這些需求總結起來等於「我要如何排序一個磁碟檔

案？」。在我們攻略這個問題前，讓我們以比較不偏頗而且更有用的形式安排我

們已經知道的資訊。

輸入：一個檔案最多含有 n個正整數，每個數都小於 n，而 n = 107。若有任何整

數在輸入中出現了兩次，那就會是致命的錯誤。沒有任何其他的資料與這些整數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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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輸入的整數以遞增順序排列後的一個已排序串列。

限制：主記憶體中可用的儲存空間最多（大約）有 1 MB；磁碟的儲存空間則很
充裕。執行時間最多可以是數分鐘，執行時間到達十秒就可以不用再降了。

花個一分鐘思考一下這個問題的描述。現在你會如何建議這名程式設計師？

1.3  程式的設計

這個程式明顯的一個解法是以通用的磁碟版 Merge Sort 作為起點，並透過「我們

要排序的是整數」這個事實來進行精簡。這讓兩百多行的程式碼減少了數十行，

也讓它的執行速度變快了。這可能還是得花上數天來把這段程式碼寫好並順利 

執行。

第二個解法更加利用了這個排序問題的特殊本質。如果我們以七個位元組 

（bytes）來儲存每個號碼，那麼我們就能在可用的 1 MB 中儲存大約 143,000 個

號碼。但如果我們將每個號碼表示為一個 32 位元的整數，這個 MB 中就能存放 

250,000 個號碼。因此我們會用一個掃描輸入檔案 40 回（passes）的程式。在第

一回中，它會把介於 0 到 249,999 之間的任何整數讀到記憶體，排序這（最多）

250,000 個整數，然後把它們寫到輸出檔案。第二回排序 250,000 到 499,999 的

整數，依此類推，直到排序 9,750,000 與 9,999,999 之間整數的第 40 回為止。

Quicksort（快速排序）對於主記憶體中的排序而言可以相當有效率，而且它只需

要二十行的程式碼（如我們會在 Column 11 中所見）。因此整個程式可以在一兩

頁的程式碼中實作完成。這還附帶一個我們會想要的特性：沒必要再擔心中介磁

碟檔案（intermediate disk files）的使用；不過為了這個好處，我們可是付出了

要讀取整個輸入檔案 40 次的代價呢！

一個 Merge Sort 程式會從輸入讀取一次檔案，藉由會被讀寫多次的工作檔案

（work files）之協助進行排序，然後一次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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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40 回的演算法會多次讀取輸入檔案，但只寫出一次輸出，並且不使用中介

檔案。

我們會偏好下列的方案，這結合了前兩個的好處。它僅讀取輸入一次，並不使用

中介檔案。

要達成這種目標，我們得把輸入檔案中所有的整數都在主記憶體中那個可用的 1 

MB 內表示才行。因此問題就變成我們是否能以大約八百萬個可用的位元表示最

多一千萬個不同的整數。請思考適當的表示法。

1.4  實作草圖

從這種觀點看來，集合（set）的 bitmap或 bit vector表示法似乎正大聲呼喊著想

被使用。我們能以一連串的 20 個位元來表示小於 20 的非負整數所成的一個玩具

集合。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把 {1, 2, 3, 5, 8, 13} 這個集合儲存為此字串：

代表集合中數字的位元會被設為 1，所有其他的位元都設為 0。

在這個真實的問題中，每個整數的七個十進位數字（decimal digits）代表一個小

於一千萬的數字（number）。我們會用一連串的一千萬個位元來表示該檔案，如

果整數 i有在檔案中，其中的第 i個位元就會設為開啟（on）。（該名程式設計師

後來發現有兩百萬個稀疏位元；問題 5 會調查 1 MB 是嚴格限制的情況下會發生

什麼事。）這種表示法運用了此問題不常會在排序問題中發現的三個特質：輸入

來自於相對小的範圍、不包含重複的，以及每筆記錄除了單一整數外，沒有任何

其他關聯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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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種 bitmap 資料結構來表示檔案中的整數集合後，程式就能以三個自然的

階段來撰寫。第一個階段關閉（turning off）所有的位元以將該集合初始化為空

的。第二個階段讀取檔案中的每個整數，並開啟（turning on）對應的位元以建

置出此集合。第三個階段檢視每個位元，並在該位元是一的時候寫出適當的整

數，以產生排序過的輸出檔案。如果 n 是向量（vector）中的位元數（在此為 

10,000,000），那麼此程式就能虛擬程式碼表達為這樣：

     /* phase 1: initialize set to empty */
         for i = [0, n)
             bit[i] = 0
     /* phase 2: insert present elements into the set */
         for each i in the input file
             bit[i] = 1
     /* phase 3: write sorted output */
         for i = [0, n)
             if bit[i] == 1
                 write i on the output file

（回想一下序言中提過的記號法：for i = [0, n) 代表 i 從 0 迭代到 n – 1。）

這個草案足以讓該名程式設計師解決他的問題了。他所遭遇的一些實作細節會在

問題 2、5 和 7 中描述。

1.5  原理

這名程式設計師是在電話中告訴我他的問題的，我們花了大約十五分鐘找到真正

的問題，以及這個 bitmap 解法。他花了數小時以幾十行程式碼實作出了這個程

式，這比我們通話一開始所懼怕的數百行程式碼和一週的寫程式時間遠遠好上許

多。而且這個程式快如閃電：儘管磁碟上的 Merge Sort 可能要花費好幾分鐘，這

個程式所花的時間只比讀取輸入和寫出輸出還要多了一點，大約是十秒。解答 3 

含有用於這項任務的數個程式的計時細節。

這些事實包含了我們從這個案例研究學到的第一堂課：對於一個小型問題的仔細

分析有時可能產生巨大的實際利益。在這個案例中，數分鐘的細心研究讓程式碼

長度、編寫程式的時間和執行時間都縮減為原來的十分之一。Chuck Yeager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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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音速的第一人）曾以「簡單、組成部分少、容易維護、非常強韌」這些字

詞來讚賞一架飛機，這個程式也具備這些特質。然而，若是問題需求有任何面向

改變了，這個程式專用的結構將很難修改。除了宣揚巧妙的程式設計，這個案例

也闡明了下列的通則。

正確的問題。這場戰役大約有百分之九十是在定義問題。我很慶幸該名程式設

計師並不滿意我所描述的第一個程式。問題 10、11 和 12 都有優雅的解法，只要

你提出正確的問題。查看提示和解答前，請先努力思考它們。

資料結構。這種資料結構表示分布在一個有限值域（finite domain）上的緻密集
合（dense set），其中每個元素最多都只會出現一次，並且沒有任何其他的資料

與元素關聯。即使這些條件沒有被滿足（例如有重複的多個元素或額外的資料），

來自一個有限值域的一個鍵值（key）還是可以被當作具有更複雜項目（entries）

的表（table）的一個索引（index），請參閱問題 6 和 8。

多回演算法（Multiple-Pass Algorithms）。這些演算法會多次掃描過它們的輸入
資料，每次都多完成一點處理。我們在 1.3 節看到一個 40 回的演算法；問題 5 

會鼓勵你發展一個雙回演算法（two-pass algorithm）。

時間與空間之間的取捨（Time-Space Tradeoffs）以及並非總是如此。程式

設計的民間傳說和理論充滿了時空之間的取捨：使用更多時間，程式就能以較少

的空間執行。舉例來說，解答 5 中的雙回演算法就讓一個程式的執行時間加倍以

讓它所需的空間變為一半。然而，在我的經驗中，更常出現的情況是，縮減一個

程式的空間需求也會減少其執行時間 。節省空間的 bitmap 結構大幅縮減排序的

執行時間。減少所需空間導致時間縮減的原因有兩個：要處理的資料較少，意味

著較少的處理時間，而能把資料放在主記憶體而非磁碟中，則避開了存取磁碟的

額外負擔。當然，這雙重的改善之所以可能，單純是因為原本的設計離最佳還很 

遙遠。

 取捨在所有工程領域中都很常見。舉例來說，汽車的設計者可能會加上沉重的元件，以下降的里

程數換取較快的加速。不過雙重的改進當然是大家所偏好的。一篇談論我曾開過的小車的評論文

寫道：「車輛基本結構的重量減輕進一步轉譯為各種底盤元件的重量縮減，甚至消除了某些人的

需求，例如動力方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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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設計。法國作家和飛行器設計師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曾說過：「設
計師不是在無須增添任何東西時知道作品已臻完美，而是在沒有東西可以刪減之

時。」應該有更多的程式設計師以這個標準來評斷他們的作品才是。簡單的程式

與它們複雜的表親比起來，通常更可靠、安全、強韌和有效率，並且更容易建置

和維護。

程式設計的階段。這個案例展示的設計過程在 12.4 節中有詳盡的描述。

1.6  問題

部分問題的提示和解答可在本書後面中的章節中找到。

1. 如果記憶體並不稀少，你會如何以具有能夠表示和排序集合的程式庫的語言

來實作排序工作？

2.  你會如何使用位元邏輯運算（bitwise logical operations，例如 and、or 和 

shift）來實作位元向量（bit vectors）？

3.  執行期（run-time）的效率是設計目標重要的一部分，而所產生的程式足夠有

效率。在你的系統上實作這個 bitmap sort，並測量其執行時間。它與系統所

提供的排序或問題 1 中的排序比起來如何？假設 n是 10,000,000，而輸入檔

案含有 1,000,000 個整數。

4.  如果你認真看待問題 3，你會遇上產生 k個小於 n的整數而且不能重複的問

題。最簡單的做法是使用前 k 個正整數。這個極端的資料集不會大幅改變 

bitmap 方法的執行時間，但它可能會大大影響系統排序的執行時間。你要如

何產生一個檔案，其中包含順序隨機並且介於 0 與 n–1 之間的 k個唯一的隨

機整數？盡力寫出一個簡短又有效率的程式。

5.  那位程式設計師指出他大概有 1 MB的可用空間，但我們描述的程式碼要使用 

1.25 MB。他沒花太多力氣就索取到了額外的空間。如果這個 MB是種強硬且

明確的限制呢，你會建議怎麼做？你演算法的執行時間為何？

6.  如果那位程式設計師告訴你，每個整數不是最多出現一次，而是有可能最多

出現十次，那你會給他什麼建議呢？你解法的變化與可用儲存空間的數量之

間有怎樣的函數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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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 Weil] 我們所描述的程式有幾個缺點。第一個是它假設輸入中不會有整數

出現兩次。如果有整數確實出現超過一次，那會發生什麼事？要如何修改這

個程式以在那種情況下呼叫一個錯誤函式？如果有某個輸入的整數小於零或

者大於或等於 n，會發生什麼事？如果輸入的不是數值呢？在這些情況下，程

式應該怎麼辦呢？這個程式可以整合哪些其他的例行性檢查（sanity checks）

呢？描述用來測試此程式的一個小型資料集，包括對於這些和其他異常情況

的處理。

8.  這名程式設計師遇到這個問題時，美國境內所有的免付費電話號碼都有 800 

的區碼。現在免付費的區碼包括 800、877 和 888，而且還持續增加中。你要

如何僅使用 1 MB 來排序所有的這些免付費電話號碼呢？你會如何儲存一個集

合的免付費號碼，來允許非常快速的查找以判斷一個給定的免費號碼是否可

用或者已被使用？

9.  以更多的空間換取較少時間的一個問題是，這個空間的初始化動作本身就可

能花費大量的時間。示範如何設計一種技巧，在初次存取的時候才將一個向

量的某個項目初始化為零，以迴避這個問題。你方案的初始化動作、每次的

向量存取都應該有常數時間，並且使用與向量的大小成正比的額外空間。因為

這個方法減低初始化時間的方式是使用更多的空間，它應該只在空間很便宜、

時間很寶貴，而且向量很稀疏的時候被納入考慮。

10. 在低成本的隔夜送達服務普及前，一家商店允許顧客先透過電話預訂商品，

幾天後再去拿。這家商店的資料庫使用顧客的電話號碼作為檢索用的主鍵

（primary key，因為客戶知道他們的電話號碼，而且這種鍵值接近唯一）。你

會如何組織這家店的資料庫，以讓訂單能夠有效率地插入和擷取呢？

11. 在 1980 年代早期，Lockheed 的工程師每天都要從他們在 Sunnyvale, 

California 的工廠中的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系統傳送十幾張圖到 

Santa Cruz 的測試工作站。雖然這些廠區的距離只有 25 英哩，快遞服務公司

還是要花上一個多小時才能把東西送達（交通壅塞和山路的關係），而且每天

都要花費一百美元。請提出替代的資料傳輸方案，並估計它們的成本。

12. 載人太空飛行的先驅者很快就理解到我們需要能在太空極端環境中運作良好

的書寫工具。一個熱門的都市傳說曾指出美國的 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花費上百萬美元進行研究，發展出了一種特殊的筆

來解決這個問題。依據這個傳說，請問蘇聯如何解決相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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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延伸閱讀

這個小小的練習僅觸及「描述程式規格（specifying a program）」這個迷人主

題的皮毛。想要找對於這個重要活動的深入洞察，請參閱 Michael Jackson 的 
Software Requirements & Specifications，由 Addison-Wesley 在 1995 年出版。該

書中，這些艱深的主題以彼此獨立但互相增強的散文集的形式呈現，讀起來令人

愉悅。

在本專欄所描述的案例研究中，程式設計師的主要問題並不是那麼技術性，反而

是心理性的：他無法有所進展，是因為他試著解決的，是錯的問題。我們破解了

他的概念團塊，找出一個更容易的問題，最終解決了他的問題。James L. Adams 

所著的 Conceptual Blockbusting（第三版在 1986 年由 Perseus 出版）就研究這

種思維跳躍，也是促進創意思考的良好讀物。雖然他所針對的不是程式設計師，

但其中有許多經驗特別適用於程式設計問題。Adams 將概念團塊（conceptual 

blocks）定義為「阻擋問題解決者正確察知問題或構思解法的心智高牆」。問題 

10、11 和 12 鼓勵你破解一些概念團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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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演算法

演算法（algorithms）研究可以為專業程式設計師提供很多。這個科目的課程能

灌輸學生完成重要任務的技能和嘗試解決新問題的技巧。我們會在後面的專欄中

看到進階的演算法工具有時可為軟體系統帶來很大的影響，不論是減少開發時

間，或加快執行速度。

跟那些深奧難解的概念一樣至關重要，但演算法在程式設計的一個更常見的層面

上有更大的影響。在他的 Aha! Insight（啊哈！有趣的推理，也是本章標題的來

源）一書中，Martin Gardner 描述了我所想到的貢獻：「看起來很難的問題，也許

有個簡單而意想不到的解決方式」。不同於那些進階的方法，演算法令人啊哈！ 

（aha!）的洞察，不是只會出現在廣泛全面的研究之後，任何程式設計師，只要

願意在編寫程式之前、過程中，以及之後認真的思考，都能獲得一些洞見。

2.1  三個問題

好了，泛泛而談夠多了。本專欄以三個小問題為中心，繼續讀下去之前，請先試

著解解看。

A. 給定一個循序檔案（sequential file），它含有以隨機順序排列的最多四十億個 

32 位元整數，找出一個不在該檔案中的 32 位元整數（那裡必定至少缺了一

個。為什麼呢？）。若有充裕的主記憶體空間，你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如

果你能使用數個外部的「scratch（倉促拼湊的）」檔案，但只有幾百個位元組

的主記憶體可以用，你會怎麼解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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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一個有 n個元素的一維向量（one-dimensional vector）向左轉動（rotate）
i個位置。舉例來說，若 n = 8 而 i = 3，向量 abcdefgh會被轉為 defghabc。簡

單的程式碼會使用一個 n元素的中介向量以 n個步驟達成此任務。若僅使用

數十個位元組的額外儲存空間，你能以與 n成正比的時間來轉動這個向量嗎？

C. 給定英文字詞構成的一個字典，找出所有的易位構詞（anagrams）集合。舉例

來說，「pots」、「stop」和「tops」全都是彼此的易位構詞，因為每個都能透過

排列對方的字母來構成。

2.2  無所不在的二元搜尋（Binary Search）

我正在想一個介於 1 和 100 之間的整數，你猜得到嗎？五十？太低了。七十五？

太高了。就這樣遊戲一直進行，直到你猜到我的數字為止。如果我的整數原本介

於 1 和 n之間，那你猜 log2 n次就能猜到。如果 n是一千，那麼猜十次就可以，

而如果 n是一百萬，你最多就需要二十次。

這個例子示範了能解決眾多程式設計問題的一個技巧：二元搜尋（binary 

search）。一開始，我們知道某個物件在一個給定的範圍中，而一個試探運算 

（probe operation）告訴我們該物件是在一個給定的位置之前、之上，或是之後。

二元搜尋找出該物件的方式是重複地試探目前範圍的中間。如果試探時沒找到該

物件，那我們就把目前的範圍減半，然後繼續進行。我們會在找到想要找的東西，

或是在範圍變成空的之時停止。

程式設計中，二元搜尋最常見的應用是在一個排序過的陣列中尋找某個元素。尋

找項目 50（entry 50）時，此演算法會進行下列的試探。

寫出正確的二元搜尋程式是惡名昭彰地困難。我們會在 Column 4 詳細研究其程

式碼。

循序搜尋（sequential search）平均會使用大約 n/2 次比較來搜尋有 n個元素的

一個表（table），而二元搜尋則永遠都不會使用超過 log2 n次比較。在系統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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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能達到很大的差異。來自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描述「The TWA 

Reservation System」的一個案例研究的這則軼聞是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有一個程式會在很大一塊記憶體上進行線性搜尋（linear search），

幾乎每秒一百次。隨著網路的成長，每個訊息的平均 CPU 時間上升了

0.3 毫秒，這對我們有很大的衝擊。我們追查問題所在，找到了這個線

性搜尋，讓那個應用程式改為使用二元搜尋，問題就消失了。

我在許多系統中見過相同的故事。程式設計師一開始都使用循序搜尋的簡單資料

結構，那通常就夠快了。如果變得太慢，就將表排序，並使用二元搜尋，通常就

能移除瓶頸。

但二元搜尋的故事並不僅止於快速搜尋排序過的陣列。Roy Weil將此技巧用來清

理大約有一千行的一個輸入檔案，其中含有帶有錯誤的一行。遺憾的是，壞的那

行並非用眼睛看出來的，它只能藉由把該檔案（開頭）的一部分跑過一個程式，

然後看到錯得離譜的答案出現時，才識別得出來，而這得花費好幾分鐘。在他之

前除錯的人曾試過一次讓那個程式跑過幾行，然後試著看出有錯的地方，而他們

確實有所進展，以蝸牛的步伐朝著一個解法前進。Weil 是如何讓程式跑個十次就

找出造成問題的地方呢？

有了這個暖身之後，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處理問題 A 了。輸入是在一個循序檔案

中（想像是磁帶或磁碟，雖然磁碟能夠隨機存取，通常從頭到尾循序讀取一個檔

案還是會快很多）。這個檔案最多含有四十億個 32 位元的整數，以隨機順序排

列，而我們要找出一個不存在於其中的 32 位元整數（必定至少會少了一個，因

為這種整數有 232或 4,294,967,296 個）。若有充沛的主記憶體，我們可以使用來

自 Column 1 的 bitmap 技巧，提供 536,870,912 位元的位元組給一個 bitmap 以表

示目前看到的整數。然而，這個問題也要求，如果只有數百個位元組的主記憶體

和幾個可用的循序檔案，我們要如何找出缺少的整數呢？為了將此設置為二元搜

尋問題，我們必須定義一個範圍、代表範圍中元素的一種表示法，還有一個試探

方法以判斷範圍的哪一半有缺少的整數。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會使用已知至少會含有一個缺少元素的一序列整數作為這個範圍，而我們會

以其中含有那所有整數的一個檔案來表示該範圍。這裡的洞見在於，我們能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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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在其中點之上和之下的元素以試探一個範圍：只有上半部或下半部中任一個會

含有總範圍中最多一半的元素。因為總範圍中少了一個元素，所以較小的那一半

必定會有一個缺少的元素。這些就是解決此問題用的二元搜尋演算法大部分的組

成要素。在你查看 Ed Reingold 的解法怎麼做到之前，先試著自行把這些要素拼

湊起來看看。

這些二元搜尋的用法只觸碰到了它在程式設計中的應用的表層而已。想求

根（root）的人會使用二元搜尋來解一個單變數方程式，漸進式地將某個區間

（interval）減半，數值分析家（numerical analysts）稱這為對分法（bisection 

method）。解答 11.9 的選擇演算法（selection algorithm）會以一個隨機元素為中

心進行分割，然後在那個元素的某一邊的所有元素上遞迴地（recursively）呼叫

自身，這用的就是「隨機化（randomized）」的二元搜尋。二元搜尋的其他用途

包括樹狀資料結構（tree data structures）和程式除錯（program debugging，當一

個程式默默當掉，你要在原始碼的哪邊探尋，以鎖定出錯的述句呢？）。在這些

例子中，把程式想成是基本二元搜尋演算法上的一些點綴或裝飾，能夠賦予程式

設計師那種強大的啊哈！。

2.3  基本運算（Primitives）的威力

二元搜尋是一種會找尋問題的解決方案。現在我們會研究一個具有數個解法的

問題。問題 B 要求的是，使用正比於 n 的時間和僅僅數十個位元組的額外空

間，將 n個元素的向量轉動 i個位置。這個問題會以各種偽裝出現在不同應用

中。某些程式語言提供轉動（rotation）作為向量上的一種基本運算（primitive 

operation）。更重要的是，轉動動作對應到對調大小不等的相鄰記憶體區塊：每

當你拖放（drag-and-drop）一個區塊的文字到檔案中的其他位置，你等同於要求

程式對調（swap）兩個區塊的記憶體。在許多應用中，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都很

重要。

有人可能會試著把 x的前 i個元素拷貝到一個暫存的陣列，再將剩下的 n–i個元

素左移 i個位置，然後把前面的 i個從暫存陣列拷貝回 x中最後的那些位置。然 

而，此方案所用的那些 i個額外的位置讓這在空間成本上變得太過昂貴了。另一

個不同的做法是，我們可以定義一個函式來將 x向左轉動一個位置（以正比於 n 

的時間），然後呼叫它 i次，但那樣在時間成本上又太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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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資源界限內解決這個問題，顯然我們需要一個更為複雜的程式。有一種成

功的做法類似精巧的雜耍：將 x[0] 移到暫存 t，然後將 x[i] 移動到 x[0]，x[2i] 

到 x[i]，依此類推（將 x的所有索引對 n取模數），直到我們回過頭要從 x[0] 擷

取一個元素為止，這時我們會改而從 t擷取元素，然後停止該程序。當 i是 3 而 
n是 12，該階段會以這種順序移動元素。

如果那個程序並沒有移動所有的元素，那我們會從 x[1] 重新來過，並且繼續進

行，直到我們移動了所有的元素為止。問題 3 給你的挑戰就是把這個想法化為程

式碼，請務必小心。

不同的演算法源自對於問題的不同觀點：轉動向量 x實際上就只是把向量 ab的

兩段對調，變為向量 ba，其中 a代表 x的前 i個元素。假設 a比 b還要短。把 b

分為 bl和 br，使得 br的長度與 a相同。對調 a和 br來將 ablbr 變為 brbla。序列 a

位在它最終的位置，所以我們可以專注於調換 b的兩個部分。既然這個新的問題

與原本的有相同的形式，我們就能遞迴地解決它。這個演算法可以產生一個優雅

的程式（解答 3 描述了出自 Gries 和 Mills 的一個迭代解法），但這需要精巧的程

式碼，還要多花點心思看看是否足夠有效率。

這問題本來看起來很困難，直到你最後獲得那個 aha!的洞見：將此問題看成是

要把陣列 ab變換為陣列 ba，但假設我們有會反轉（reverse）陣列指定部分中元

素的一個函式。先從 ab開始，我們反轉 a來取得 arb，反轉 b以取得 arbr，然後

反轉全部，得到 (arbr)r，就會剛好是 ba。這得出下列用於轉動的程式碼，註解顯

示 abcdefgh被向左轉動三個元素的結果。

     reverse(0, i-1) /* cbadefgh */
     reverse(i, n-1) /* cbahgfed */
     reverse(0, n-1) /* defghabc */

Doug McIlroy 給出了這個將一個有十個元素的陣列向上轉動五個位置的翻掌實

例，先從掌心朝向你開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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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左手 翻轉右手 兩手都轉

這段反轉程式碼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很有效率，而且短又簡單到很難出錯。 Brian 

Kernighan 和 P. J. Plauger 在他們 1981 年的 Software Tools in Pascal 書中正是

使用這段程式碼在文字編輯器中移動文字行。Kernighan 指出，它在第一次執行

時，就正確運作，然而他們之前用於類似任務、以連結串列（linked lists）為基

礎的程式碼卻含有好幾個臭蟲。這段程式碼被用在數個文字處理系統中，包括我

原本用來打這篇專欄的文字編輯器。Ken Thompson 在 1971 年編寫了該編輯器和 

這段反轉程式碼，甚至在那個時候，他就宣稱這是民間傳說的一部分。

2.4  整合在一起：排序（Sorting）

現在讓我們回到問題 C。給定英文字詞構成的一個辭典（每個輸入文字行一

個字詞，並以小寫字母寫成），我們必須找到所有的易位構詞類別（anagram 

classes）。研究這個問題有幾個好理由存在。第一個是技術上的：其解法是取得

正確觀點，然後使用正確工具的良好結合。第二個理由更令人信服：難道你不會

討厭你是派對上唯一不知道「deposit」、「dopiest」、「posited」和「topside」都是

易位構詞的人嗎？如果那還不夠，問題 6 會描述真實系統中的一個類似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許多處理方式都令人意外地不奏效或複雜難懂。會考慮到一個字詞之

字母的所有排列的任何方法都注定失敗。「cholecystoduodenostomy」這個詞（我

的字典中「duodenocholecystostomy」的一個易位構詞）有 22! 種排列方式，而

幾個乘法運算就顯示了 22! ≈ 1.124×1021。就算假設每個排列一皮秒（picosecond）

的驚人速度，這也會花上 1.1×109 秒。經驗法則「π 秒就等於一個奈世紀

（nanocentury）」（參閱 7.1 節）告訴我們，1.1×109秒就等同於數十年。而會將

字詞的所有對組（pairs）做比較的任何方法也注定至少需要跑一整晚（在我的機

器上），我用的辭典大約有 230,000 個字，即使是簡單的易位構詞比較都至少需

要花上一微秒（microsecond），所以總共的時間大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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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0 個字×230,000 次比較 /字×1 微秒 /比較

= 52,900×106微秒 = 52,900 秒 ≈ 14.7 小時

你能夠找到方法避免上面兩個陷阱嗎？

這裡的 aha!洞見是簽署（sign）字典中的每個字詞，讓相同易位構詞類別的字詞

有相同的簽章（signature），然後將具有相同簽章的字詞放在一起。這將原本的

易位構詞問題縮減為了兩個子問題：選擇一種簽署方式，並收集具有相同簽章的

字詞。繼續閱讀之前，請先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會使用以排序 為基礎的一種簽章：將字詞中的字母以字

母順序排列。「deposit」的簽章會是「deiopst」，這也是「dopiest」及其他在該類

別中的字詞之簽章。要解決第二個問題，我們會將字詞以它們簽章的順序排列。

這種演算法我聽過最佳的描述是 Tom Cargill 的揮手（hand waving）形容：先以

這種方式（水平揮手）排序，然後再以那種方式（垂直揮手）排序。2.8 節會敘

述這個演算法的一個實作。

2.5  原理

排序。排序（sorting）最明顯的用法是產生排序好的輸出，不是作為系統規格
的一部分，就是要準備用於另一個程式（或許是使用二元搜尋的那種）。但在易

位構詞問題中，我們在意的並不是順序本身，我們進行排序，是要把相同的元素

聚集在一起（在此為簽章相同）。那些簽章則是排序的另一種應用：在一個字詞

內排序字母，為該字詞在某個易位構詞類別中提供了一種標準形式（canonical 

form）。把這額外的鍵值（key）放在每筆記錄上，並依據這些鍵值排序，一個排

序函式就能被用來在磁碟檔案上重新安排資料。我們會在 Part III數次回顧排序

這個主題。

二元搜尋。在一個排序過的表（sorted table）中查找一個元素的演算法非常有效
率，在主記憶體中使用或在磁碟上使用都可以。它唯一的缺點在於，整個表都必

須是已知的，而且事先經過排序。這個簡單的演算法底層運用的策略也被用在許

多其他的應用中。

 這個易位構詞演算法由許多人獨立地發現，至少可以回溯到久遠的 1960 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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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章。當一個相等關係定義了類別，會很有幫助的是定義一種簽章，讓一個類別

中的每個項目都有一樣的簽章，而其他項目的簽章都不相等。排序一個字詞中的

字母會為一個易位構詞類別產生一個簽章。其他的簽章可以是先排序，然後以一

個計數數字代表重複的字母（所以「mississippi」的簽章可能會是「i4m1p2s4」

或 1 被刪除的「i4mp2s4」），或者維護一個 26 個整數的陣列，記錄每個字母的出

現次數。簽章的其他應用包括 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索引指紋的

方法，和 Soundex 用來識別聽起來類似但拼字不同的名字的試探法。

名字 SOUNDEX 簽章

Smith s530

Smythe s530

Schultz s243

Shultz s432

Knuth 在他的 Sorting and Searching的第 6 章有描述 Soundex 的方法。

問題定義。Column 1 顯示了「判斷使用者真正要的是什麼」是程式設計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本專欄的主題則是問題定義中的下個步驟：我們要使用什麼基本運

算來解決問題？在每個案例中，aha!洞見都定義出了一種新的基本運算來讓問題

變得更簡單。

問題解決者的觀點。好的程式設計師都有點懶：他們會坐等洞見出現，而非有

了第一個想法就急忙往前衝。當然，這得由「在適當的時間點開始編寫程式碼」

的計畫加以平衡。而真正的技能，就在於知道何時是適當的時間點。這種判斷力

只會隨著解決問題的經驗和對於解法的反思而來。

2.6  問題

1.  考慮「找出一個給定字詞的所有易位構詞」的問題。若只給你該字詞和字典，

你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在回應任何查詢前，你能夠花點時間和空間來

預先處理字典，那又如何呢？

2.  給定一個循序檔案，其中含有 4,300,000,000 個 32 位元整數，你要如何找出

一個至少出現兩次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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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快速看過了兩個向量轉動演算法，它們都需要精巧細緻的程式碼。請將

每一個都實作為程式。i和 n的最大公因數（greatest common divisor）會如何

出現在每個程式中呢？

4.  有數名讀者指出，雖然所有的三個轉動演算法都需要與 n成正比的時間，那個

雜耍演算法看似好像是反轉演算法的兩倍快：它只會儲存和擷取陣列的每個

元素一次，然而反轉演算法卻需要兩次。在真實的機器上以這些函式做實驗，

以比較它們的速度，要特別注意與記憶體參考的區域性（locality of memory 

references）有關的議題。

5.  向量轉動函式將向量 ab變為了 ba，你會如何將向量 abc變換為 cba呢？（這

個模型反映的是對調不相鄰記憶體區塊的問題。）

6.  在 1970 年晚期，Bell Labs 部署了一種「user-operated directory assistance（使

用者操作的目錄輔助程序）」程式，能讓員工使用標準的按鈕電話在公司的一

個電話號碼目錄查找號碼。

要找出此系統設計者 Mike Lesk 的電話號碼，我們可以按下「LESK*M*」（即

「5375*6*」），系統就會說出他的號碼。這種服務現在到處都是。這類系統會

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不同的名字可能會有相同的按鈕編碼，這種情形在 Lesk 

的系統中發生時，它會向使用者詢問更多資訊。給定一個大型的姓名檔案，

例如標準的大都會電話簿，你要如何找出這些「錯誤匹配（false matches）」

呢？（Lesk 在這種電話簿上做實驗時，他發現錯誤匹配的發生率大概只有 

0.2%。）給定姓名的一種按鈕編碼，你會如何實作這種函式，回傳一組可能匹

配的姓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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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60 年代初期，Vic Vyssotsky 曾與一名需要對儲存在磁帶上的一個 4000 

乘 4000的矩陣（每筆記錄有相同的格式，以數十個位元組構成）進行轉置

（transpose）運算的程式設計師合作。他同事原本提出的問題需要花費五十個

小時的執行時間，Vyssotsky 是如何將執行時間縮減為半個小時呢？

8.  [J. Ullman] 給定一個集合的 n個實數、一個實數 t，以及一個整數 k，你能多

快判斷出該集合是否存在一個 k 個元素的子集，而且加總的結果最多為 t呢？

9.  循序搜尋和二元搜尋代表了搜尋時間和處理時間之間的取捨。在一個 n 個元

素的表中，需要進行幾次二元搜尋才足以彌補事先排序該表所需的處理時間

呢？

10. 某天，有一名新的研究員向 Thomas Edison 報到，準備開始工作，Edison 請

他計算一個燈泡空殼的體積。使用卡尺和微積分計算了數個小時後，這個新

雇人員給了 150 立方公分的答案。Edison 在幾秒內算了一下說「接近 155」。

他是怎麼辦到的呢？

2.7  延伸閱讀

8.8 節介紹了幾本有關演算法的好書。

2.8  實作一個易位構詞（Anagram）程式  Siderbar

我將我的易位構詞程式組織為三個階段的「管線（pipeline）」，其中一個程式的

輸出會被當作輸入檔案餵給下一個。第一個程式簽署（sign）字詞，第二個排序

（sort）簽署過的檔案，而第三個將一個易位構詞類別中的字詞擠壓（squash）為
一行。這裡是有六個字詞的字典之處理過程。

 雜誌專欄中的 sidebar（補充說明）位於正文之外，經常出現在頁面的某一邊（side）自成一列 
（bar）。雖然不是專欄不可少的部分，它們為談論到的素材補充了相關資訊。在本書中，它們會

出現作為一個專欄的最後一節，並且標示為「side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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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會含有三個易位構詞類別。

下列 sign（簽署）用的 C 程式假設不會有字詞含有超過一百個字母，以及輸入檔

案只含有小寫字母和 newline 字元。（因此我會用一個單行指令預先處理字典，

把大寫字元變為小寫。）

     int charcomp(char *x, char *y) { return *x - *y; }
     #define WORDMAX 100
     int main(void)
     {   char word[WORDMAX], sig[WORDMAX];
         while (scanf("%s", word) != EOF) {
             strcpy(sig, word);
             qsort(sig, strlen(sig), sizeof(char), charcomp);
             printf("%s %s\n", sig, word);
         }
         return 0;
     }

其中的 while迴圈一次讀取一個字串到 word，直到抵達檔案結尾為止。strcpy函

式將輸入字詞拷貝到 sig，其字元接著會透過呼叫 C 標準程式庫的 qsort來排序 

（參數是要排序的陣列、其長度、每個項目的位元數，以及比較兩個項目用的函

式，在此項目即為字詞內的字元）。最後，printf述句印出簽章，後面接著該字詞

本身，以及一個 newline。

此系統的 sort（排序）程式將具有相同簽章的所有字詞集中起來，squash（擠 

壓）程式則將它們印在單一行上。

     int main(void)
     {   char word[WORDMAX], sig[WORDMAX], oldsig[WORDMAX];
         int linenum = 0;
         strcpy(old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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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scanf("%s %s", sig, word) != EOF) {
             if (strcmp(oldsig, sig) != 0 && linenum > 0)
                 printf("\n");
             strcpy(oldsig, sig);
             linenum++;
             printf("%s ", word);
         }
         printf("\n");
         return 0;
     }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第二個 printf述句進行。對於每個輸入行，它會寫出第二

個欄位，後面接著一個空格。這裡的 if述句捕捉簽章之間的變化：如果 sig變自
oldsig（它之前的值），那麼就會印出一個 newline（只要這個記錄不是檔案中第

一個）。最後一個 printf寫出最後的一個 newline 字元。

以小型輸入檔案測試過這些簡單的部分之後，我建構易位構詞清單的方式就是打

入

     sign <dictionary | sort | squash >gramlist

這道命令會把 dictionary這個檔案餵給程式 sign，並以管線將 sign的輸出導入
sort，再將 sort的輸出導入 squash，然後把 squash的輸出寫到檔案 gramlist中。

這個程式 18秒就執行完畢：sign花了 4秒，sort花了 11秒，而 squash花了 3秒。

我在含有 230,000 個字詞的一個字典上跑這個程式，然而，它並沒有包括許多 -s 

和 -ed 結尾。下面是最有趣的幾個易位構詞類別。

     subessential suitableness
     canter creant cretan nectar recant tanrec trance
     caret carte cater crate creat creta react recta trace
     destain instead sainted satined
     adroitly dilatory idolatry
     least setal slate stale steal stela tales
     reins resin rinse risen serin siren
     constitutionalism mis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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