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部分主要以 C/C++設計語言為基礎，透過大量實際的例子分析各大公司 C/C++

面試題目，從技術上分析問題的內涵。為什麼要選擇 C系的語言呢？這是因為各

大公司的程式設計語言絕大多數是 C系語言，雖然 Java也占很大的比重，可是

C++相對於 Java來說更有區分度—C++是那種為每一個問題提供若干個答案的

語言，遠比 Java靈活，所以面試考題絕大多數以 C/C++為主（或者是兩套試題，

C++或 Java，面試者可以選擇）。

許多面試題看似簡單，卻需要深厚的基本功才能給出完美的解答。企業要求面試者

寫一個最簡單的 strcpy函式就可看出面試者在技術上究竟達到了怎樣的水準。我

們能真正寫好一個 strcpy函式嗎？我們都覺得自己能，可是我們寫出的 strcpy很

可能只能拿到 10分中的 2分。讀者可從本部分中關於 C++的幾個常用考試重點，

看看自己屬於什麼樣的層次。

C/C++程式設計
C/C++ progra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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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一個求職者或是應屆畢業生，公司除了對你的專案計畫經驗有所問詢之外，最

好的考量辦法就是你的基本功，包括你的程式設計風格，你對指定敘述、遞增敘

述、型別轉換、資料交換等程式設計基本概念的理解。當然，在考試之前你最好對你所

掌握的程式概念知識有所複習，尤其是各種細緻的考題要尤其加以重視。以下的考題來

自真實的筆試資料，希望讀者先不要看答案，自己解答後再與答案加以比對，找出自己

的不足。

5.1  指定敘述

面試例題  1

What does the following program print?（下面程式的結果是多少？）[某著名電腦硬體公司

2005年 12月面試題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x=2,y,z;
  x *=(y=z=5); cout << x << endl;
  z=3;
  
  x ==(y=z);   cout << x << endl;

  x =(y==z);   cout << x << endl;
  x =(y&z);    cout << x << endl;
  x =(y&&z);   cout << x << endl;
  y=4;
  x=(y|z);     cout << x << endl;
  x=(y||z);    cout << x << endl;
  return 0;
}

解析

x *=(y=z=5)的意思是說 5賦值給 z，z再賦值給 y，x=x*y，所以 x為 2*5=10。

x ==(y=z)的意思是說 z賦值給 y，然後看 x和 y相等否？不管相等不相等，x並未發生變

化，仍然是 10。

x =(y==z)的意思是說首先看 y和 z相等否，相等則返回一個布林值 1，不等則返回一個布

林值 0。現在 y和 z是相等的，都是 3，所以返回的布林值是 1，再把 1賦值給 x，所以 x

是 1。

x =(y&z)的意思是說首先使 y和 z作 bit-wise and。y是 3，z也是 3。y的二進位數字位是

0011，z的二進位數字位也是 0011。bit-wise and的結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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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0 0 1 1

z 0 0 1 1

y&z 0 0 1 1

所以 y&z的二進位數字位仍然是 0011，也就是還是 3。再賦值給 x，所以 x為 3。

x =(y&&z) 的意思是說首先使 y和 z進行 and運算。與運算是指如果 y為真，z為真，則

(y&&z)為真，返回一個布林值 1。這時 y、z都是 3，所以為真，返回 1，所以 x為 1。

x =(y|z) 的意思是說首先使 y和 z作 bit-wise or。y是 4，z是 3。y的二進位數字位是

0100，z的二進位數字位也是 0011。與的結果如下表所示。

y 0 1 0 0

z 0 0 1 1

y&z 0 1 1 1

所以 y|z的二進位數字位是 0111，也就是 7。再賦值給 x，所以 x為 7。

x =(y||z) 的意思是說首先使 y和 z進行 or運算。或運算是指如果 y和 z中有一個為真，則

(y||z)為真，返回一個布林值 1。這時 y、z都是真，所以為真，返回 1。所以 x為 1。

【答案】10，10，1，3，7，1。

面試例題  2

What does the following program print ?（下面程式的結果是多少？）[某著名電腦金融軟體

公司 2005年 12月面試題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Vac=3;
int main() {
int Vac=10;

::Vac++;
cout<<::Vac << endl;
cout<<Vac << endl;
return 0;
}

A.  11  11 B.  11  4  C.  10  4  D.  4  10

解析

這是一種全域變數和區域變數對比的問題。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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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 

面試例題  1

下面兩段程式碼的輸出結果有什麼不同？[著名網路企業公司 2007年 10月面試題 ]

第 1段：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main()
{
int a,x;
for(a=0,x=0;a<=1 &&!x++;a++)

{
  a++;
  
}
cout<<a<<x<<endl;
}

第 2段：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main()
{
int a,x;
for(a=0,x=0;a<=1 &&!x++;)

{
  a++;
  
}
cout<<a<<x<<endl;
}

解析

這兩段程式碼的不同點就在 for迴圈那裡，前者是 for(a=0,x=0; a<=1 &&!x++;a++)，後者

是 for(a=0,x=0;a<=1 &&!x++;)。

先說第 1段程式碼。

第 1步：初始化定義 a=0，x=0。

第 2步：a小於等於 1，x的非為 1，符合迴圈條件。

第 3步：x++後 x自增為 1。

第 4步：進入迴圈，a++，a自增為 1。

第 5步：執行 for(a=0,x=0;a<=1 &&!x++;a++)中的 a++，a自增為 2。

第 6步： a現在是 2，已經不符合小於等於 1的條件了，所以 “&&”後面的 “!x++”不執行，

x還是 1，不執行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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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步：列印 a和 x，分別是 2和 1。

再說第 2段程式碼。

第 1步：初始化定義 a=0，x=0。

第 2步：a小於等於 1，x的非為 1，符合迴圈條件。

第 3步：x++後 x自增為 1。

第 4步：進入迴圈，a++，a自增為 1。

第 5步： a現在是 1，符合小於等於 1的條件，所以 “ && ”後面的 “ !x++ ”被執行，x現在

是 1，x的非為 0，不符合迴圈條件，不執行迴圈，但 x++依然執行，自增為 2。

第 6步：列印 a和 x，分別是 1和 2。

第一段輸出結果是 21，第二段輸出結果是 12。

面試例題  2

What will be the output of the following C code?（以下程式碼的輸出結果是什麼？）[著名通

信企業 H公司 2007年 7月面試題 ]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b=3; 
int   arr[]={6,7,8,9,10}; 
int   *ptr=arr; 

*(ptr++)+=123; 
printf( "%d,%d\n ",*ptr,*(++ptr)); 
}

A. 8 8 B. 130 8 C. 7 7 D. 7 8

解析

C中 printf計算參數時是從右到左放進堆疊的。

幾個輸出結果分別如下：

printf( "%d\n ",*ptr);  此時 ptr應指向第一個元素 6。

*(ptr++)+=123應為 *ptr=*ptr+123;ptr++，此時 ptr應指向第二個元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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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 "%d\n ",*(ptr-1));  此時輸出第一個元素 129，注意此時是經過計算的。

printf( "%d\n ",*ptr);  此時輸出第二個元素 7，此時 ptr還是指向第二個元素 7。

 printf( "%d,%d\n ",*ptr,*(++ptr));  從右到左運算，第一個是 (++ptr)，也就是 ptr++，*ptr=8，

此時 ptr指向第三個元素 8，所以全部為 8。

【答案】A

5.3  程式設計風格

面試例題  1

We have two pieces of code ,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and tell why.（下面兩段程式有兩種寫

法，請告訴我你青睞哪種，為什麼？）[美國某著名電腦嵌入式公司 2005年 10月面試題 ]

A. 

 // a is a variable

寫法 1：

 if( 'A'==a ) {
  a++;
 ｝

寫法 2：

 if( a=='A' ) {
  a++;
 }

B. 

寫法 1：

 for(i=0;i<8;i++) {
  X= i+Y+J*7;
  printf("%d",x);
 }

寫法 2：

 S= Y+J*7;
 for(i=0;i<8;i++) {
  printf("%d",i+S);
 }

【答案】

A. 第一種寫法 'A'==a 比較好一些。這時如果把 “==”誤寫做 “=”的話，因為編譯器不允

許對常數賦值，就可以檢查到錯誤。

B. 第二種寫法好一些，將部分加法運算放到了迴圈外，提高了效率。缺點是程式不夠

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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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型別轉換

面試例題  1

下面程式的結果是多少？[臺灣某著名 CPU生產公司 2007年 10月面試題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a=0xA5; 

  unsigned   char   b=~a>>4;
  //cout <<b; 
  printf("b=%d\n",a);
  return   0; 
} 

解析

這道題目考查兩個知識點：一，型別轉換問題；二，運算元的優先順序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unsigned char b=~a>> 4，在計算這個運算式的時候，編譯器會先把 a和

4的值轉換為 int型別（即所謂整數提升）後再進行計算，當計算結果出來後，再把結果

轉換成 unsigned char賦值給 b。

對於第二個問題：因為 “ >> ”的優先順序高於 “ ~ ”，在原題中，先是 0xA5右移 4位，即

1010 0101右移 4位，變為 0000 1010，然後再對其取反，即為 1111 0101，即十進位數字

245。

有些求職者會對公司考這種類型的面試題表示不解，而公司出題的目的就是考驗求職者

對編譯器的掌握能力。因為編譯器要適應各種運算式取值範圍，比如：

（1） float a=10.2;int b;b=a/2;，b應該是多少？

難道是 5.1？其實編譯器把 2轉換為 float型別，計算出結果 5.1，再將 5.1轉換

為 int型別，把值 5指派給 b。

（2） unsigned char a=0xa5,b;b=a*2;，b應該是多少？

大家知道，實際上結果已經超出了 unsigned char的表示範圍，那怎麼辦？編譯

器把 a轉換成 int型別（表達範圍比 unsigned char大），計算出結果後，再將最

後 8位指派給 b，所以答案是 165×2－2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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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器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適應各種各樣型別的資料，而計算結果的正確與否，

其是否溢位，這些是工程師自己的事情，編譯器是不負責的：你為什麼要把一個大於 255

的數值放在一個 unsigned char型別的變數裡面呢？或許你覺得編譯器也太不合理了，但

是請注意，如果你還要用它，它就是上帝，是規則締造者，所以必須遵守規則！

【答案】245

面試例題  2

下面程式的結果是多少？[著名通信企業 S公司 2007年 8月面試題 ]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nio.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float a = 1.0f; 
cout << (int)a << endl; 
cout << &a << endl; 

cout << (int&)a << endl; 
cout << boolalpha << ( (int)a == (int&)a )
<< endl;  //輸出什麼？
float b = 0.0f; 
cout << (int)b << endl; 
cout << &b << endl; 
cout << (int&)b << endl; 
cout << boolalpha << ( (int)b == (int&)b )
<< endl;  //輸出什麼？
return 0;
}

解析

在機器上執行一下，可以得到結果，“cout << (int&)a << endl;”輸出的是 1065353216，而不

是 1。這是因為浮點數在記憶體裡和整數的儲存方式不同，(int&)a相當於將該浮點數位

址開始的 sizeof(int)個位元組當成 int型別的資料輸出，因此這取決於 float型別資料在記

憶體中的儲存方式，而不是經過 (int&)a顯示轉換的結果（1）。

因為 float a = 1.0f 在記憶體中的表示都是 3f800000，而浮點數和一般整數型別不一樣，所

以當 (int&)a強制轉換時，會把記憶體值 3f8000000當做 int型別輸出，所以結果自然變為

了 1065353216（0x3f800000的十進位表示）。

【答案】false true或者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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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例題  3

下面程式的結果是多少？[著名通信企業 S公司 2007年 8月面試題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unsigned int a = 0xFFFFFFF7;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a; 
    char* b = (char*)&a; 

    printf("%08x, %08x", i,*b); 
}

解析

unsigned int變數賦值給 unsigned char變數時會發生位元組截斷（高於一個位元組的部分

將被程式自動丟棄）。

那麼第二個數，也就是 char* b = (char*)&a中 a本身為一個 uint型別的值，把它的位址存

給一個執行 char型別資料的指標。char型別的長度只有一個位元組，列印 char型別的指

標指向的值會是多少？

&a的結果是一個指標，它的型別取決於 a的型別，此處 &a的型別應該是：

unsigned int a ；
char *b = (char *)&a ;

上面等價於： 

unsigned int *p = &a;  //p中的內容是a的位址，即p指向a 
char *b = (char *)p;   //此處的強制轉換只是使b也指向a而已 

上面的步驟就是將一個 unsigned int 型的指標強制轉換成一個 char型的指標。 

所以請注意：這裡是 char型別的指標轉換，不是 char型別的轉換。

這樣轉換後，假設 a的位址是 x： 

p + 1 = x + 1*sizeof(int) = x + 1* 4 = x + 4; 
b + 1 = x + 1*sizeof(char) = x + 1* 1 = x + 1; 

影響的是指標的定址。

【答案】000000f7，ffffff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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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知識▲ 

C++定義了一組型別之間的標準轉換，在必要時它們被編譯器隱式地應用到物件上。

隱式型別轉換發生在下列這些典型情況下。

1. 在混合型別的算術運算式中

在這種情況下最寬的資料型別成為目標轉換型別，這也被稱為算術轉換（ Arithmetic 

Conversion），例如：

 int ival = 3;
 double dval = 3.14159;

 // ival被提升為double型別：3.0
 ival + dval;

2. 用一種型別的運算式賦值給另一種型別的物件

在這種情況下目標轉換型別是被賦值物件的型別。例如在下面第一個賦值中文字常

數 0的型別是 int。它被轉換成 int*型的指標表示空位址。在第二個賦值中 double型

別的值被截取成 int型別的值。

 // 0 被轉換成int*型別的空指標值
 int *pi = 0;

 // dval 被截取為int 值3
 ival = dval;

3. 把一個運算式傳遞給一個函式，呼叫運算式的型別與形式參數的型別不相同

在這種情況下目標轉換型別是形式參數的型別。例如：

 extern double sqrt( double );
 // 2 被提升為double型別：2.0
 cout << "The square root of 2 is "<< sqrt( 2 ) << endl;

4. 從一個函式返回一個運算式的型別與返回型別不相同

在這種情況下返回的運算式型別自動轉換成函式型別。例如：

 double difference( int ival1,int ival2 )
 {
 // 返回值被提升為double型別

  return ival1 - ival2;
 }

算術轉換保證了二元運算元，如加法或乘法的兩個運算元被提升為共同的型別，然後再

用它表示結果的型別。兩個通用的指導原則如下：

① 為防止精確度損失，如果必要的話，型別總是被提升為較寬的型別。

② 所有含有小於整數的有序型別的算術運算式，在計算之前其型別都會被轉換

成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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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定義如上面所述，這些規則定義了一個型別轉換層次結構。我們從最寬的型別

long double開始。

如果一個運算元的型別是 long double，那麼另一個運算元無論是什麼型別都將被轉換成

long double。例如在下面的運算式中，字元常數小寫字母 a將被提升為 long double，它

的 ASC碼值為 97，然後再被加到 long double型別的文字常數上：

3.14159L + 'a';

如果兩個運算元都不是 long double型別，那麼若其中一個運算元的型別是 double 型，

則另一個就將被轉換成 double 型。例如：

 int ival;
 float fval;
 double dval;

 //在計算加法前fval和ival都被轉
	 		換成double
 dval + fval + ival;

類似地，如果兩個運算元都不是 double 型而其中一個運算元是 float型別，則另一個被轉

換成 float 型。例如：

 char cval;
 int ival;
 float fval;

 //在計算加法前ival和cval都被轉
	 		換成double
 cval + fval + ival;

否則如果兩個運算元都不是 3種浮點型別之一，它們一定是某種整數值型別。在確定共

同的目標提升型別之前，編譯器將在所有小於 int的整數值型別上施加一個被稱為整值提

升（integral promotion）的過程。

在進行整值提升時型別 char、signed char、unsigned char和 short int都被提升為型別

int。如果機器上的型別空間足夠表示所有 unsigned short型的值，這通常發生在 short

用半個字而 int用一個字表示的情況下，則 unsigned short int也被轉換成 int，否則它會

被提升為 unsigned int。wchar_t和枚舉型別被提升為能夠表示其底層型別（ underlying 

type）所有值的最小整數型別。例如已知如下列舉 (enum)型別：

enum status { bad, ok };

相關聯的值是 0和 1。這兩個值可以但不是必須存放在 char型別的表示中。當這些值實

際上被作為 char型別來儲存時，char代表了枚舉的底層型別，然後 status 的整值提升將

它的底層型別轉換為 int。

在下列運算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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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 cval;
 bool found;
 enum mumble { m1, m2, m3 } mval;

 unsigned long ulong;
 cval + ulong; ulong + found;
   mval + ulong;

在確定兩個運算元被提升的公共型別之前，cval found和 mval 都被提升為 int型別。

一旦整數值提升執行完畢，型別比較就又一次開始。如果一個運算元是 unsigned long型

別，則第二個也被轉換成 unsigned long型別。在上面的例子中所有被加到 ulong上的 3

個物件都被提升為 unsigned long型別。如果兩個運算元的型別都不是 unsigned long 而

其中一個運算元是 long型別，則另一個也被轉換成 long型別。例如：

 char cval;
 long lval;
 // 在計算加法前cval和1024都被提升為long 型別
 cval + 1024 + lval;

long型別的一般轉換有一個例外。如果一個運算元是 long型別而另一個是 unsigned int

型別，那麼只有機器上的 long型別的長度足以存放 unsigned int的所有值時（一般來說，

在 32位元作業系統中 long型別和 int型別都用一個 word長表示，所以不滿足這裡的假

設條件），unsigned int才會被轉換為 long型別，否則兩個運算元都被提升為 unsigned 

long型別。若兩個運算元都不是 long型別而其中一個是 unsigned int型別，則另一個也

被轉換成 unsigned int型別，否則兩個運算元一定都是 int型別。

儘管算術轉換的這些規則帶給你的困惑可能多於啟發，但是一般的概念是盡可能地保留

多型別運算式中涉及到的值的精確度。這正是透過把不同的型別提升到當前出現的最寬

的型別來實現的。

5.5  And/Or/Not問題

面試例題  1

用一個運算式，判斷一個數 X是否是 2N
次方 (2,4,8,16,…)，不可用迴圈敘述。[臺灣某著

名 CPU生產公司 2007年 10月面試題 ]

解析

2、4、8、16這樣的數轉換成二進位是 10、100、1000、10000。如果 X減 1後與 X做 and

運算，答案若是 0，則 X是 2N
次方。

【答案】!(X&(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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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例題  2

下面程式的結果是多少？[著名通信企業 S公司 2007年 8月面試題 ]

# include <iostream> 
#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main(){ 
      int count=0; 
      int m=9999; 

      while(m){ 
            count++; 
            m=m&(m-1); 
      } 
      cout << count ; 
} 

解析

本題的解法是把 m轉換為二進位，輸出為這個二進位中 1的個數。

【答案】8

5.6  a、b交換

面試例題  1

There are two int variables: a and b, don’ t use “if” , “? :” , “switch” or other judgement statements, 

find out the biggest one of the two numbers.（有兩個變數 a和 b，不用 “if”、“?:”、“switch”或

其他判斷敘述，找出兩個數中間比較大的。）[美國某著名網路開發公司 2005年面試題 ] 

【答案】

方案一：

int max = ((a+b)+abs(a-b)) / 2  

方案二：

int c = a -b; 
char *strs[2] = {"a大","b大"}; 

c = unsigned(c) >> (sizeof(int) * 8 - 1);
cout << str[c];  

面試例題  2

如何將 a、b的值進行交換，並且不使用任何中間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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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簡而言之，用 xor敘述比較容易，不用擔心溢位 (overflow)的問題。

如果採用：

a=a+b;
b=a-b;
a=a-b;

這樣做的缺點就是如果 a、b都是比較大的

兩個數，a=a+b時就會溢位。

而採用：

a=â b;
b=â b;
a=â b;

無須擔心溢位的問題，這樣就比較好。

這樣做的原理是 bit-wise xor運算。Bit-wise xor運算子 “ ”是二元運算子，其功能是

參與運算的兩數各對應的二進位位元相 xor，當對應的二進位位元相異時，結果為 1。參

與運算數仍以補數形式出現。例如 9 5可寫成算式如下：

00001001̂ 00000101 00001100（十進位數字為12）
main(){
int a=9;
a=â 5;

printf("a=%d\n",a);}
00001001̂ 00000101得到00001100。
00001001̂ 00001100得到00000101。
00000101̂ 00000101得到00001001。

【答案】

a=â b;
b=â b;
a=â b;

5.7  C和 C++的關係

面試例題  1

在 C++程式中呼叫被 C編譯器編譯後的函式，為什麼要加 extern "C"？

【答案】

C++語言支援函式重載，C語言不支援函式重載。函式被 C++編譯後在庫中的名字與 C

語言的不同。假設某個函式的原型為：void foo(int x, int y)。該函式被 C編譯器編譯後在

庫中的名字為 _foo，而 C++編譯器則會產生像 _foo_int_int之類的名字。

C++提供了 C連接交換指定符號 extern "C"解決名字匹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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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例題  2

標頭檔中的 ifndef/define/endif是幹什麼用的？

【答案】

防止該標頭檔被重複引用。

面試例題  3

評價一下 C與 C++的各自特點。如果一個程式既需要大量運算，又要有一個好的使用者

介面，還需要與其他軟體大量交流，應該怎樣選擇合適的語言？

【答案】

C是一種結構化語言，重點在於演算法和資料結構。C程式的設計首要考慮的是如何

透過一個程序，對輸入（或環境條件）進行運算處理得到輸出（或實現程序（事務）控

制）。而對於 C++，首要考慮的是如何構造一個物件模型，讓這個模型能夠契合與之對

應的問題域，這樣就可以透過獲取物件的狀態資訊得到輸出或實現程序（事務）控制。 

對於大規模數值運算，C/C++和 Java/.NET之間沒有明顯的效能差異。不過，如果運算設

計向量計算、矩陣運算，可以使用 FORTRAN或者MATLAB編寫計算元件（如 COM）。 

大規模使用者介面相關的軟體可以考慮使用 .NET進行開發（Windows環境下），而且 .NET

同 COM之間的交互操作十分容易，同時 .NET對資料庫存取的支援也相當好。

5.8  程式設計其他問題
面試題目 1：編寫一個函式，要求輸入年、月、日、時、分、秒，輸出該時間的下一秒。

如輸入 2007年 12月 31日 23時 59分 59秒，則輸出 2008年 1月 1日 0時 0分 0秒。[日

本著名軟體企業 H公司 2007年 11月面試題 ]

解析

本題要注意兩點：一，不要溢位；二，注意閏年 2月是 29天。

【答案】

可以編譯通過的程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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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ResetTheTime(int *year,int *month,
int *date,int *hour, int *minute,
int *second)
{
    int dayOfMonth[12]={31,28,31,30,31,30,
      31,31,30,31,30,31};
    if( *year < 0   || *month < 1 ||
      *month > 12 ||
       *date < 1   || *date > 31 || *hour
         < 0   || *hour > 23 ||
       *minute < 0 ||*minute > 59|| *second
         <0 || *second >60 )
       return;
    if( *year < 0   || *month < 1 ||
      *month > 12 )
    if( *year%400 == 0 || *year%100 !=
      0 && *year%4 == 0 )
       dayOfMonth[1] = 29;
    *second += 1;
    if(*second >= 60)
    {
       *second = 0;
       *minute += 1;
       if(*minute >= 60)
       {
           *minute = 0;
           *hour += 1;
           if(*hour >= 24)

           {
              *hour = 0;
              *date += 1;
              if(*date > dayOfMonth
[*month-1])
              {
                  *date = 1;
                  *month += 1;
                  if(*month > 12)
                  {
                     *month=1;
                     *year += 1;
                  }
              }
           }
       }
    }
       cout << *year << ' ' << *month << '
         '<< *date << ' '<< *hour <<
         ' ' << *minute << ' ' << *second;
    return;
}
int main()
{
    int y1 = 2004; int m1=2; int d1=28;
      int h1=23; int mm=59; int se=59;
     
    ResetTheTime(&y1,&m1,&d1,&h1,
      &mm,&se);  
    return 0;
}  

面試例題  2

編寫一個函式，實現把 C/C++程式碼中的注釋去掉，並把結果返回。[日本著名軟體企業

H公司 2007年 11月面試題 ]

解析

解答本題的基本步驟如下：

一次讀取一行，分兩種情況，因為有兩種注釋：

（1） 在讀取到的一行中搜尋 “//”，如果找到，則把 “//”及其後的部分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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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讀取到的一行中搜尋 “ /* ”，記錄位置 pos1，然後再在這行中搜尋 “ */ ”，如果

找到，也記錄位置 pos2，扔掉它們與其中的內容；以 pos2開始，繼續搜尋 “/*”，

如果在當前行中沒有找到，則去掉當前行中 “/*”及其後的內容，讀取新的一行，

搜尋 “*/”，如沒有搜尋，去掉讀取到的這一行，再讀一行，搜尋 “*/”，如找到，

記錄位置 pos2，去掉這一行的 0到 pos2之間的字元。 

（3） 進行步驟１、步驟２，直到程式結束。

程式設計時要考慮的特殊情況如下：

“”中的 “//”和 “/*”• 

‘’中的 “//”和 “/*”• 

“//”與 “/*”的嵌套關係，比如：• 

///*   »

/*   //*/…… »

【答案】

可以編譯通過的程式如下所示：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io.h>
/**
 * 功能：移除C/C++程式碼中的注釋
 *
 * 輸入：指向C/C++程式碼的指標
 */

void
remove_comment(char *buf, size_t size)
{
    char    *p, *end, c;
    char    *sq_start, *dq_start;
    char    *lc_start, *bc_start;
    size_t   len;

    p = buf;
    end = p + size;

    sq_start = NULL;
    dq_start = NULL;

    lc_start = NULL;
    bc_start = NULL;

    while (p < end) {

        c = *p;

        switch (c) {

        case '\'': /* 單引號 */
            if (dq_start || lc_start ||
              bc_start) {
                /*忽略字串與注釋中的單引號*/
                p++;
                continue;
            }

            if (sq_start == NULL) {
                sq_start = p++;

            } else {
                len = p++ - sq_start;

                if (len == 2 && *(sq_start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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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略字元中的單引號 */
                    continue;
                }

                sq_start = NULL;
            }

            break;

        case '\"': /* 雙引號 */
            if (sq_start || lc_start ||
              bc_start) {
                /* 忽略字元或注釋中的雙引號 */
                p++;
                continue;
            }

            if (dq_start == NULL) {
        dq_start = p++;

            } else {
                if (*(p++ - 1) == '\\') {
                    /* 忽略字串中的雙引號 */
                continue;
                }

        dq_start = NULL;
            }

            break;

        case '/': /* 斜杠 */
        if (sq_start || dq_start || lc_start
          || bc_start) {
        /* 忽略字元、字串或注釋中的斜杠 */
        p++;
        continue;
            }

            c = *(p + 1);

            if (c == '/') {
        lc_start = p;
        p += 2;

            } else if (c == '*') {
        bc_start = p;
        p += 2;

            } else {
                /* 忽略除號 */
        p++;

            }

            break;

        case '*': /* 星號 */
            if (sq_start || dq_start ||
lc_start || bc_start == NULL) {
        /*忽略字元、字串或行注釋中的星號，
          還有忽略乘號 */
        p++;
        continue;
            }

            if (*(p + 1) != '/') {
        /* 忽略塊注釋中的星號 */
        p++;
        continue;
        }

            p += 2;

        memset(bc_start, ' ', p - bc_start);

        bc_start = NULL;

        break;

    case '\n': /* 分行符號 */
        if (lc_start == NULL) {
        p++;
        continue;
        }

        c = *(p - 1);

        memset(lc_start, ' ',
           (c == '\r' ? (p++ - 1) : p++) –
             lc_start);

        lc_start = NULL;

        break;

        default:
        p++;
        break;
    }
    }

    if (lc_start) {
    memset(lc_start, ' ', p - lc_st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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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n;
    char  buf[102400];

    fd = open("C:\\uuu.txt",
          _O_RDONLY, 0);
    if (fd == -1) {
    return -1;
    }

    n = read(fd, buf, sizeof(buf));
    if (n == -1 || n == 0) {
        close(fd);
    return -1;
    }

    //printf("test\n");

    remove_comment(buf, n);

    *(buf + n) = '\0';

    printf(buf);
    /***********\\\/////// */

    close(fd);

    return 0;
}
//           dkdkddlsdkkkkkkkkkkkkkkk
/* dkdkdk     */ // ididiiddddddddddddddddd
//   dkdkdkkkkkkkkkkkkkkkk
/***********\\\////*////

面試例題  3

一個 5位元數字 ABCDE*4=EDCBA，這 5個數字不重複，請程式設計求出來這個數字是

多少 [美國著名軟體企業 GS公司 2008年 4月面試題 ]

【答案】

可以編譯通過的程式如下所示：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for(int i=10000;i <100000;i++)
   { 
     int j=0; 
     int t=i; 
     while(t!=0)
     { 

       j=j*10+t%10; 
       t/=10; 
     } 
     if((i <<2)==j)
       { 
        cout <<i; 
        brea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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