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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FILE 結構內的各項資訊，讀者不需去強記它們，只要了解當程

式開啟一個檔案後，有哪些檔案相關資訊可從這個結構中得到，同樣

的宣告了 FILE 結構的檔案指標變數後，可使用->運算子存取結構項

目。 

練習題
  

試詳述 FILE結構內每一項目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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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字元 I/O 

假設在 c:\temp目錄下想建立一檔案 test.dat，此檔案的資料是使用者從鍵

盤輸入進來的，再將這些資料輸出到上述目錄下的 test.dat檔案。 

範例 13-2a 

 
/*  File name: ex13-2a.c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void main() 
{ 
 FILE *fptr; 
 char ch; 
 fptr = fopen("c:\\temp\\test.dat", "w"); 
 while((ch = getche()) != ' ') 
  fputc(ch, fptr); 
 fclose(fptr); 
}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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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範例 13-2a中 

FILE *fptr;  /* 步驟一 */ 

定義一 fptr 為指向 FILE 結構的指標，FILE 結構宣告在 stdio.h 標頭檔，

其結構不外乎包括檔案緩衝區大小，目前檔案指標的位置，…等等，至

於 fptr指向那一個檔案則需在 fopen中才可得知。 

檔案結構名稱 FILE，其四個字母全為大寫字母，若將 FILE寫成了小

寫的 file，編譯程式是無法辨認的。 

fptr = fopen("c:\\temp\\test.dat", "w" );  /* 步驟二 */ 
 
                                          注意是\\喔！不是\，因為\\表示\。 

fopen 具有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是檔名，第二個是檔案的存取模式，注

意！這兩個參數皆為字串，故需以雙引號括位，而檔案的存取模式有下列

幾種。 

存取模式 作用 

r 讀取 

w 寫入 

a 附加 

當然，設定檔案為 r 時，此檔案必需存在方可，而 w 表示寫入的意思，

注意每當寫入時，原先的檔案資料會被覆蓋掉，而 a 為附加，表示每次

資料將會加在檔尾，假若存取的模式為 w 或 a 時無此檔案，則系統將新

建一檔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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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還有分文字檔（text file）和二進位檔（binary file），前者存放的資

料皆以文字存放之，而二進位檔則由 0、1組合而成。當資料皆是文字時，

則以文字檔存取之，若資料有數字的表示時，則以二進位表示之較省空

間，如 123.456若以文字檔存放的話，則需 7個 bytes，而以二進位的話，

則只要 4個 bytes便可，由此可知數字資料較適合以二進位檔存放之。 

上述的 r、w、a 就是文字檔的存取模式，只是它們皆省略了 t，其實它們

是這樣的 rt、wt、at，t表示 text file。若希望它們是二進位檔（binary file），

則設定為 rb、wb、ab即可。除此之外，檔案的存取模式還有 r+、w+、a+，

表示檔案是可讀取與寫入的，當檔案在程式中是可讀可寫的時候，使用這

三個存取模式，可免去需宣告多個檔案指標的麻煩。 

經過上述的解釋，我們得知，fptr為一指向 c:\temp目錄下 test.dat檔案的

指標，並且此檔案的存取模式為寫入的動作。 

fptr 

                    test.dat 

………… 

………… 

………… 

………… 

接下來是檔案 I/O的庫存函數，本範例利用 

fputc( ch, fptr );  /* 步驟三 */ 

將 ch 變數內容存放到 fptr 所指的檔案（即為 test.dat），此處的 fputc 只

是檔案 I/O庫存函數的其中一個而已，以下的範例將陸陸續續的介紹其它

檔案 I/O的庫存函數，讀者需注意，每一函數的語法，甚至也必需知道這

些函數的成功時與失敗時的傳回值為何，因此筆者建議您去買一本類似

函數總整理的書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

一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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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檔案不再使用時，則必需將它關閉，如下所示： 

fclose( fptr );  /* 步驟四 */ 

注意，fclose裡面參數是指標名稱，而不是檔名 test.dat，因為檔案的運作

是靠檔案指標在進行的，因此只要指標不指向這一檔案，便表示關閉此

檔案的意思。 

當利用程式建立一檔案之後，如何知道其是否正確，有兩種方式，一為在

DOS 模式下或其它文書編輯工具直接調出來瞧瞧，二為利用另一讀取模

式的程式，配合標準的輸出，使其資料顯示在螢幕上，如上一程式 ex13-2a.c

所對應讀取模式的程式如下： 

範例 13-2b 

 
/*  File name: ex13-2b.c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FILE *fptr; 
 char ch; 
 fptr = fopen("c:\\temp\\test.dat", "r"); 
 while((ch = fgetc(fptr)) != EOF) 
  printf("%c", ch); 
 fclose(fptr); 
} 
 
 
Computer 
 

 

範例利用一 while迴圈，將 fptr所指的字元指定給 ch，判斷 ch是否為 EOF，

若不是，則印此字元，直到檔案結束為止，注意，迴圈 

while( ( ch = fgetc(fptr) ) != EOF ) － 
                           
                                              
                                     此括號不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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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第二個括號省略時，則為 

while( ch = fgetc(fptr) != EOF ) － 
                      
                                              先執行 
 

由於!=的運算優先順序高於=，故表示 

fgetc(fptr) != EOF 

從 fptr所指的字元是否為 EOF，再將此結果指定給 ch，您說 ch是多少呢？

答案只有兩種：0或 1，當不是 EOF時，ch值為 1，表示真；若是 EOF，

則 ch為 0，表示假。因此和的 while迴圈差異是相當大的。 

中，一個敘述常常會出現許多運算子混在一起使用，此時使用者必須

依據題目，那兒要加括號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會出現您意想不到的結

果。 

在檔案字元的 I/O，除了上述 fgetc與 fputc這對函數，還有一對是 getc與

putc，只是後者是一巨集指令（macro）罷了，請讀者自行將 ex13-2a.c與

ex13-2b.c中的 fputc和 fgetc改為 putc和 getc函數，試試其輸出結果為何。

此題目就當做練習題吧！ 

練習題
  

1. 試以 putc和 getc函數，改寫範例 13-2a與範例 13-2b，視其結果有何

不同。 

2. 試利用程式開啟一個檔案，輸出 FILE結構內一些項目的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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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的字串 I/O 

有字元的 I/O當然也有字串的 I/O。當使用者輸入資料是以字串為單位時，

字串的 I/O 是您最佳的選擇。C 語言提供 fputs 和 fgets 做為檔案的字串

I/O，而 puts與 gets是標準的字串 I/O，咱們來看下一範例： 

範例 13-3a 

 
/*  File name: ex13-3a.c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 
 FILE *fptr; 
 char str[81]; 
 fptr = fopen("c:\\temp\\str.dat", "w"); 
 while(strlen(gets(str)) > 0)  { 
  fputs(str, fptr); 
  fputs("\n", fptr); 
 } 
 fclose(fptr); 
} 
 
 
computer world 
c language world 
 

 

此程式利用 

strlen( gets(str) ) > 0 

判斷您輸入的字串是否大於 0，若不是大於 0，表示您未輸入字串就按

「Enter」鍵，此時程式便將檔案關閉，若輸入字串大於 0，則利用 

fputs( str, fptr ); 

將 str陣列的資料寫入 fptr所指的檔案中，str陣列設為 81個字元，乃配合

一列 80個字元加上空白字元（'\0'，Null character），而定的。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 fputs沒有將換行的字元寫入檔案，為了閱讀方便起見，通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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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uts("\n", fptr ); 

將換行一起寫入。fputs 函數有兩個參數，第一個為字串參數，第二個為

指向 FILE結構的檔案指標。 

而與 fputs 函數對應的是 fgets 函數，其功能為從一指定的檔案中讀取字

串，如下範例所示： 

範例 13-3b 

 
/*  File name: ex13-3b.c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FILE *fptr; 
 char str[81]; 
 fptr = fopen("c:\\temp\\str.dat", "r"); 
 while(fgets(str, 80, fptr) != NULL) 
  printf("%s", str); 
 fclose(fptr); 
} 
 
 
computer world 
c language world 
 

 

其中 fgets函數有三個參數，第一個和第三個參數如同 fputs，而第二個參

數表示一次讀取的字串長度 

fgets( str, 80, fptr ); 
                  
                                最大字串長度 

此處的 80 乃配合 fputs 函數，因為在那兒我們每一次將 80 個字元放入檔

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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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檔案以 r開啟時，此檔案必需存在於磁碟中；而以 w或 a開啟，檔

案若不存在，程式會自行建立一個新的檔案，若檔案存在，w會將原

檔案內容覆蓋，a則會將資料從檔案結尾繼續寫入。  

 

除了以 fgets是否為 NULL來判斷檔案是否結尾外，C語言還提供 feof

函數，供設計程式時判斷檔案指標是否已到檔案結尾，其語法為

feof(fptr)，以欲測試的檔案指標做為參數，若檔案已到結尾，feof

會傳回非零值，否則傳回 0。  

範例 13-3c 

 
/*  File name: ex13-3c.c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FILE *fptr; 
 char str[81]; 
 fptr = fopen("c:\\temp\\str.dat", "r"); 
 while(!feof(fptr))  { 
  if(fgets(str, 80, fptr)) 
   printf("%s", str); 
 } 
 fclose(fptr); 
} 
 
 
computer world 
c language world 
 

 

上例以 

while(!feof(fptr)) 

來判斷檔案指標是否已到結尾，當檔案未到結尾， feof 會傳回 0，故

當!feof(fptr)為真時，表示檔案還有資料，while迴圈會繼續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