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 

《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問世時，我的心裡終於放下了一塊

大石頭。兩年多來，因為工作繁忙，我幾乎沒有再碰及演算法競賽，各種賽事的命

題、培訓邀請，我都一一回絕。然而，初心未變，我很希望這套叢書能夠繼續下去，

能幫助到更多的人。所以，當這本《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

—精選程式設計競賽全真試題及習題解析》終於完稿時，我的心情比許多新老讀者還

要激動。 

這無疑是一本很特別的書！陳鋒之前雖然參與了《提升程式設計的解題思考力——國

際演算法程式設計競賽訓練指南》的編寫工作，但大家肯定不知道，他竟然是一名從

沒有參加過 NOIP 或者 ACM/ICPC 的「非職業選手」，甚至連電腦程式設計，他都是在

大學畢業之後憑著一腔熱情和執著自學完成的。正因如此，要獨立編寫一本演算法競

賽的書籍，對陳鋒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令人高興的是，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

棒！ 

本書的問世，更讓我確信了兩件事： 

第一，「半路出家」的演算法愛好者也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變得很出色，並不一定要從

小接受嚴格的教育和訓練。你看看書裡的題目，有些可是頂級選手也不一定敢在比賽

中挑戰的。 

第二，演算法競賽並不是脫離現實的「高階應試教育」。不然的話，一個看似完全不需

要和演算法打交道的軟體工程師，幹嘛要花費那麼大的精力去學習演算法和解題呢？ 

陳鋒的成長過程很有代表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寫的東西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而

且他為人熱情、誠懇，可以比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與讀者交流。事實上，他在寫作期

間已經與多位中學、大學選手和教師討論了，目前負責維護叢書的 github 儲存倉庫和

wiki。如果你正在學習（或者剛學完）《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

典》，相信本書不會讓你失望！ 

劉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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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請問《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有沒有配套題解啊？很多練

習題好難，真希望能有一本簡單、易懂的參考解答！」經常有讀者追問類似的問題。

筆者在進行訓練學習時，也經常會有這樣的想法。雖然很多題目可以在網上搜到對應

題解，但這些題解多數是解題者為方便自己做題目而隨手記錄的，解答過程未必嚴

密、系統，語言表達上也比較隨意，初學者理解起來就有一定的難度。 

多年之前，筆者曾有幸參與了《提升程式設計的解題思考力－國際演算法程式設計競

賽訓練指南》一書的編寫工作，收穫頗多。也正是那次，我深刻感受到自己在演算法

領域的不足，以及思維能力的亟待提升。私底下，我曾和劉汝佳老師商量，就以《打

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的習題為訓練題目，強迫自己在解出每

道題之後，再對自己的思考方式進行嚴密、仔細的剖析，透過大量的訓練，使自己得

到一次有系統的訓練和提升。這次訓練，我寫下了厚厚一大本的筆記，而這本筆記就

是本書的緣起。 

希望本書能幫助更多跟我一樣迫切需要提升演算法思維能力的初學者！ 

演算法有什麼用 

我大學學的是機械專業，但由於對數學非常熱愛，加之畢業後發現軟體行業似乎比較

輕鬆，且薪資待遇比其他行業高些，所以就進入了軟體開發領域。經過一段時間的工

作後，我發現自己經常會遇到以下一些問題： 

 程式稍微複雜一些，程式碼就會寫的很亂。 

 程式出了問題，不知道該如何除錯，只會到處修改，然後再看效果。 

 使用者需求稍作改變，就想生氣發火。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如果你想跳到外商公司工作，面試時一定會讓你編寫一些很

難的演算法程式。 

後來，我進入微軟上海全球技術支援中心做外包技術支援，接觸到了許多嚴謹、求

是、好學的工程師前輩。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一些非常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思考方

式，以及那種「活到老學到老」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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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漸明白：程式需要設計。為了要設計得清晰，需要學習資料結構、作業系統原理

等非常多的基礎知識，而這些體系本質上是前人思維方法的結晶。 

另外，令很多程式師頭痛的除錯過程，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話：除錯的本質實際上

就是在定位。大多數時候，除錯的過程可視為一個二元搜尋（並行程式的除錯可能就

更複雜些）：假如有 100行程式結果不對，就可以在第 50行看看結果是否符合預期，如

果 OK，說明問題出在後 50行，否則前 50行一定有問題。如此遞迴下去，很快就能精

確找到有問題的程式碼。瞭解二元搜尋的朋友都知道，這個演算法複雜度是 O(logn)。 

用 C#開發伺服端程式時，我經常會遇到記憶體問題，需要對垃圾收集（GC）的過程

進行分析除錯。深入學習之後我發現，其實 GC模型的本質就是有向圖。抱著這樣的思

考方式再來分析解決記憶體問題，思路瞬間清晰許多。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在不斷解決各類問題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了——演算法在本質上是諸多電腦學術及

實作領域積累下來分析解決各種問題的思維方法。它不是象牙塔內的純學術研究，更

不是一堆僅能用來解決特定領域效能問題的高深技術。這個行業的技術人員，本質上

正是以這些思維方法為武器，高效解決著不同行業領域不斷湧現出的各類紛繁問題和

挑戰。 

說到這裡，我想到其他很多行業：京劇藝人每天早上要練嗓子，相聲演員每天要練貫

口，軍人在戰鬥之餘要進行大量訓練，中醫在繁忙之餘要天天鑽研《傷寒論》《黃帝內

經》等經典⋯⋯類似這樣，需要認真對待並把基本功訓練作為生活一部分的行業還有

很多。對於筆者來說，演算法思維就是 IT 相關行業的技術人員需要用同樣態度持續進

行訓練的一項基本功。 

所以，就有了這些年的學習過程，並以本書作為自我省察的總結。 

內容安排 

本書內容分為以下 5章。 

第 1章是各種程式設計訓練技巧，以及 C++11語法特性的簡單介紹。 

第 2 章精選了一部分《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的習題進行分

析、解答，主要是讀者反映較多的第 3~11章的課後習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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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是 ACM/ICPC 比賽全真試題分類選解，挑選了近些年 ACM/ICPC 比賽中較有價

值的題目進行分析並解答。 

第 4 章是比賽全真試題選譯，整理並翻譯了近幾年來各大區域比賽中筆者認為值得學

習訓練的比賽全真試題。 

第 5章是比賽難題選譯，內容類似第 4章，只是題目難度更上一階。 

關於 C++語言的使用 

本書在解答各類演算法題目時，使用 C++作為主要的程式設計語言，儘量使用 STL 中

提供的現成資料結構，同時也儘量使用 C++11 的新特性。筆者認為，演算法訓練最關

鍵的是訓練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包括抽象能力、分析能力、除錯能力等，應該充分

利用語言提供的語法特性使程式更加簡潔清晰，從而使解題者更專注於問題的抽象和

分析本身。 

關於題目程式碼 

本書中的所有題目，筆者都是先完成程式碼並於線上提交AC（Accepted），然後才開始

編寫對應的分析題解。有些需要附上程式碼的題目，筆者會盡可能把程式碼的主要部

分（去掉範本程式碼及C++的 namespace引入部分）附在題目後面，但由於篇幅原因，

實在無法全部放入書中。還有些題目，雖然已於線上提交 AC，但由於無法嚴格證明題

目的正確性，也沒有在書中提供題解。 

書中的所有程式碼，讀者朋友們如有需要，可以透過如下網站進行下載： 

https://github.com/sukhoeing/aoapc-bac2nd-keys。 

勘誤和支援 

雖然筆者已竭盡全力，力求減少紕漏，但由於能力有限，書中仍難免存在錯漏之處，

懇請廣大讀者朋友們批評指正。歡迎您將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您對本書的想

法以及寶貴意見，透過本書網站的 issues部分一起交流。 



 

 

 

 

 

 

 

 

《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

競賽入門經典》習題選解 
 

 

2.1  陣列和字串  

本節選解習題來自《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一書的第 3章。 

習題 3-1  得分（Score, ACM/ICPC Seoul 2005, UVa1585） 

列出一個由 O和 X組成的字串（長度為 1∼80），統計每個字元的得分加總。每個 O的

得分為已經連續出現的 O 的個數，X 得分為 0。例如，OOXXOXXOOO 的得分為

1+2+0+ 0+1+0+0+1+2+3。 

【解析】 

使用 for 迴圈對輸入字串的字元進行遍歷，維護一個已經連續出現的 'O'個數的計數器

cnt 以及字串的得分和 sum。初始 cnt = 0，sum = 0。如果遇到 'O'就 ++cnt，然後把 cnt

加到 sum中，如果遇到 'X'就重置 cnt為 0。 

完整程式（C++11）如下： 



 精選程式設計競賽全真試題及習題解析 

- 14 - 

int main() { 

    int T; 
    char buf[128]; 
    scanf("%d\n", &T); 

    while(T‐‐) { 
        gets(buf); 
        int cnt = 0, sum = 0, sz = strlen(buf); 

        _for(i, 0, sz){ 
            if(buf[i] == 'O') sum += (++cnt); 
            else cnt = 0; 

        } 
        printf("%d\n", sum); 
    } 

    return 0; 
} 

 

習題 3-2  分子量（Molar Mass, ACM/ICPC Seoul 2007, UVa1586） 

列出一種物質的分子式（不帶括弧），求分子量。本題中的分子式只包含 4 種原子，分

別為 C、H、O、N，原子量分別為 12.01、1.008、16.00、14.01（單位：g/mol）。例

如，C6H5OH的分子量為 6×(12.01 g/mol) + 6×(1.008 g/mol) + 1×(16.00 g/mol) =94.108 

g/mol。 

【解析】 

依次掃描即可，注意原子後面不帶數目的情況。掃描的過程中，維護一個目前已經輸

入的數字字元組成的數字 cnt。一開始以及遇到一個新原子時，cnt=-1，表示「還未開

始計數」的狀態。方便處理遇到原子後不帶數目及數字有多位的情況。 

和習題 3-1類似，也要在迴圈結束之後處理最後一個原子。完整程式如下： 

int main(){     
    int T, cnt, sz;  
    double W[256], ans;  

    char buf[256], c, s; 
    W['C'] = 12.01, W['H'] = 1.008, W['O'] = 16.0, W['N'] = 14.01; 
    scanf("%d\n", &T);   

    while(T‐‐){ 
        scanf("%s", buf); 
        ans = 0; 

        s = 0; cnt = ‐1; sz = strlen(buf); 
        _for(i, 0, sz){ 
            char c = buf[i];             

            if(isupper(c)) { 
                if(i) {   
                    if(cnt == ‐1) cnt = 1; 

                    ans += W[s] * 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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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 c; 
                cnt = ‐1; 
            } else { 

                assert(isdigit(c)); 
                if(cnt == ‐1) cnt = 0; 
                cnt = cnt*10 + c ‐ '0'; 

            } 
        } 
        if(cnt == ‐1) cnt = 1; 

        ans += W[s] * cnt; 
        printf("%.3lf\n", ans); 
    } 

     
    return 0; 
} 

 

習題 3-3  數數字（Digit Counting , ACM/ICPC Danang 2007, UVa1225） 

把前 n（n ≤ 10000）個整數按順序寫在一起：123456789101112…數一數 0∼9各出現多

少次（輸出 10個整數，分別是 0, 1, …, 9出現的次數）。 

【解析】 

因為 n 的最大值比較小，可以用建表的方式來計算。令 C[n][k]表示前 n 個數字寫在一

起，k（k = 0∼9）總共出現幾次，則有 C[n+1][k] = C[n][k] + x，其中 x是 k在 n+1中出

現的次數。直接按照這個公式就可以把所有答案提前計算出來，然後每讀入一個 n 就

直接輸出預處理的結果即可。 

習題 3-4  週期字串（Periodic Strings, UVa455） 

如果一個字串可以由某個長度為 k的字串重複多次得到，就可以說該串以 k為週期。例

如，abcabcabcabc以 3為週期（注意，它也以 6和 12為週期）。 

輸入一個長度不超過 80的字串，輸出它的最小週期。 

【解析】 

字串的週期 p只可能是閉區間 [1,k]內能被 k整除的數，然後從小到大遍歷所有的 p，看

看對於每個 i=0∼k-1是否符合 S[i] = S[i%C]，找到第一個全部符合的 p就是所求結果。

完整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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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int N; scanf("%d", &N); 
    char line[256];  
    bool first = true; 

    while(N‐‐) {       
        if(first) first = false; 
        else puts(""); 

        scanf("%s", line); 
        int sz = strlen(line); 
        _rep(p, 1, sz){ 

            if(sz % p) continue; 
            bool ans = true; 
            _for(i, 0, p) { 

                for(int j = i + p; j < sz; j+=p) { 
                    if(line[j] != line[i]) { ans = false; break; } 
                } 

                if(!ans) break; 
            } 
            if(ans) { printf("%d\n", p); break; } 

        } 
    } 
    return 0; 

} 
 

習題 3-5  謎題（Puzzle, ACM/ICPC World Finals 1993, UVa227） 

有一個 5*5的網格，其中恰好有一個格子是空的，其他格子各有一個字母。一共有 4種

指令：A、B、L、R，分別表示把空格上/下/左/右的相鄰字母移到空格中。輸入初始網

格和指令序列（以數字 0 結束），輸出指令執行完畢後的網格。如果有不合法指令，應

輸出「This puzzle has no final configuration.」，例如圖 2.1執行 ARRBBL0後為圖 2.2。 

 

圖 2.1                            圖 2.2 

【解析】 

使用以下結構表示座標和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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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Point { 

  int x, y; 
  Point(int x=0, int y=0):x(x),y(y) {} 
}; 

typedef Point Vector; 
 

然後直接模擬即可，可以將 4 種指令字元以及對應 4 個方向的向量存放到一個 map 

<char, Vector>中，方便移動時計算新的空格位置。 

完整程式如下： 

using namespace std; 
 

const int GSize = 5; 
vector<string> grid; 
Point ePos; 

map<char, Vector> DIRS; 
 
bool valid(const Point& p) { 

    return p.x >= 0 && p.x < GSize && p.y >= 0 && p.y < GSize; 
} 
 

void printGrid() { 
    for(int i = 0; i < GSize; i++) { 
        for(int j = 0; j < GSize; j++) { 

            if(j) cout<<' '; 
            cout<<grid[i][j]; 
        } 

        cout<<endl; 
    } 
} 

 
bool tryMove(char cmd) { 
    //cout<<"move "<<cmd<<":"<<endl; 

    if(!DIRS.count(cmd)) return false; 
    assert(DIRS.count(cmd)); 
    Point p = ePos + DIRS[cmd]; 

    if(!valid(p)) return false; 
    swap(grid[p.x][p.y], grid[ePos.x][ePos.y]); 
    ePos = p; 

     
    //printGrid();     
    return true; 

} 
 
int main() 

{     
    int t = 1; 
    string line; 

    DIRS['A'] = Vector(‐1, 0); DIRS['B'] = Vector(1, 0); DIRS['L'] = Vector(0, ‐1); 
DIRS['R'] = Vector(0, 1); 
    while(true) { 

        grid.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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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s.x = ‐1; ePos.y = ‐1; 

        for(int i = 0; i < GSize; i++) 
        { 
            getline(cin, line); 

            if(line == "Z") return 0; 
            assert(line.size() == GSize); 
            for(int j = 0; j < GSize; j++) 

                if(line[j] == ' ') {  
                    assert(ePos.x == ‐1 && ePos.y == ‐1);  
                    ePos.x = i; 

                    ePos.y = j; 
                } 
            grid.push_back(line); 

        } 
        char move; 
        string moves; 

        while(true) { 
            getline(cin, line); 
            assert(!line.empty()); 

            bool end = *(line.rbegin()) == '0'; 
            if(!end) moves.append(line); 
            else moves.append(line, 0, line.size() ‐ 1); 

            if(end) break; 
        } 
        bool legal = true; 

        for(int i = 0; i < moves.size(); i++) 
            if(!tryMove(moves[i])) { legal = false; break; } 
        if(t > 1) cout<<endl; 

        cout<<"Puzzle #"<<t++<<":"<<endl; 
        if(legal) printGrid(); 
        else cout<<"This puzzle has no final configuration."<<endl; 

    } 
    return 0; 
} 

 

習題 3-6 縱橫字謎的答案（Crossword Answers, ACM/ICPC World Finals 

 1994, UVa232） 

輸入一個 r行 c列（1 ≤ r, c ≤ 10）的網格，黑格用「*」表示，每個白格都填有一個字

母。如果一個白格的左邊相鄰位置或者上邊相鄰位置沒有白格（可能是黑格，也可能

出了網格邊界），則稱這個白格是一個起始格。 

首先把所有起始格按照從上到下、從左到右的順序編號為 1、2、3、⋯，如圖 2.3 所

示。接下來要找出所有橫向單詞（Across），這些單詞必須從一個起始格開始，向右延

伸到一個黑格的左邊或者整個網格的最右列。最後找出所有豎向單詞（Down），這些

單詞必須從一個起始格開始，向下延伸到一個黑格的上邊或者整個網格的最下行。輸

入輸出格式和樣例請參考原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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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解析】 

還是和習題 3-5一樣，建立座標和向量的結構方便進行位置的移動處理。依次掃描，用

一個全域的 Point陣列 eligible存放所有單詞的起始點座標，同時要用兩個 vector<int>，

即 across 和 down 來分別記錄掃描出的橫向單詞和豎向單詞的起點座標在 eligible 中的

編號。 

在讀取兩個方向單詞時，使用兩個向量計算來讀取所有的單詞，即 dRight(0, 1)和

dDown(1, 0)，這樣可以降低程式碼複雜度。具體請參見程式碼，完整程式如下：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Point { 
  int x, y; 

  Point(int x=0, int y=0):x(x),y(y) {} 
}; 
typedef Point Vector; 

Vector operator+ (const Vector& A, const Vector& B) { return Vector(A.x+B.x, A.y+B.y); } 
int R, C; 
const int MAXC = 16; 

char grid[MAXC][MAXC]; 
 
inline bool valid(const Point& p)  

{ return p.x >= 0 && p.x < R && p.y >= 0 && p.y < C; } 
int main(){     
    char buf[MAXC]; int bufLen; 

    const Vector dLeft(0, ‐1), dUp(‐1, 0), dRight(0, 1), dDown(1, 0); 
    for(int t = 1; scanf("%d%d", &R, &C) == 2 && R; t++) { 
        vector<Point> eligible; 

        vector<int> down, across; 
     
        if(t > 1) puts(""); 

        printf("puzzle #%d:\n", t); 
        _for(i, 0, R){ 
            scanf("%s", grid[i]); 

            _for(j, 0, C){ 
                if(grid[i][j] == '*') continue; 
                Point p(i, j), left = p + dLeft, up = p + dUp; 

                bool isCross = !valid(left) || grid[left.x][lef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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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l isDown = !valid(up) || grid[up.x][up.y] == '*'; 

                if(isCross) across.push_back(eligible.size());                 
                if(isDown) down.push_back(eligible.size()); 
                if(isCross || isDown) eligible.push_back(p); 

            } 
        } 
        puts("Across"); 

        for(auto n : across){ 
            bufLen = 0, memset(buf, 0, sizeof(buf)); 
            Point p = eligible[n]; 

            while(valid(p) && grid[p.x][p.y] != '*') { 
                buf[bufLen++] = grid[p.x][p.y]; 
                p = p + dRight; 

            } 
            printf("%3d.%s\n", n+1, buf); 
        }         

        puts("Down"); 
        for(auto n : down){ 
            bufLen = 0, memset(buf, 0, sizeof(buf)); 

            Point p = eligible[n]; 
            while(valid(p) && grid[p.x][p.y] != '*') { 
                buf[bufLen++] = grid[p.x][p.y]; 

                p = p + dDown; 
            } 
            printf("%3d.%s\n", n+1, buf); 

        }         
    } 
    return 0; 

} 
 

習題 3-7 DNA 序列（DNA Consensus String, ACM/ICPC Seoul 2006, 

 UVa1368） 

輸入 m個長度均為 n的 DNA序列，求一個 DNA序列到所有序列的總 Hamming距離儘

量小。兩個等長字串的 Hamming距離等於字元不同的位置個數，如 ACGT和 GCGA的

Hamming距離為 2（左數第 1、4個字元不同）。 

輸入整數 m和 n（4≤m≤50，4≤n≤1000），以及 m個長度為 n的 DNA序列（只包含字母

A、C、G、T），輸出到 m 個序列的 Hamming 距離和最小的 DNA 序列和對應的距離。

如有多解，要求字典序最小的解。例如，對於下面 5 個 DNA 序列，最佳解為

TAAGATAC。 

TATGATAC 
TAAGCTAC 

AAAGATCC 
TGAGATAC 
TAAGATGT 



第 2 章 《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習題選解  

- 21 - 

【解析】 

對於所求結果序列 S來說，Hamming 距離和最小意味著 S中每一列的字元都在 m個序

列的對應列上出現次數最多。可以依次對 m 個序列中每一列的字元進行統計，字典序

最小並且出現次數最多的那個就是 S中這一列的字元。完整程式如下：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ChCnt { 
    int cnt;         //出現次數 

    char c;         //字元 
    void init(char ch = 'A'){ 
        c = ch; 

        cnt = 0; 
    } 
     

    ChCnt() { init(); } 
     
    bool operator<(const ChCnt& cc2) const { 

        return cnt > cc2.cnt || (cnt == cc2.cnt && c < cc2.c); 
    } 
}; 

 
int main(){     
    int T = 1, m, n; 

    cin>>T; 
    string line; 
    vector<string> seqs; 

    char IDX[256] = {0}; 
    IDX['A'] = 0; IDX['C'] = 1; IDX['G'] = 2; IDX['T'] = 3; 
    while(T‐‐) { 

        seqs.clear(); 
        cin>>m>>n; 
        for(int i = 0; i < m; i++) { 

            cin>>line; 
            assert(line.size() == n); 
            seqs.push_back(line); 

        } 
        string ansStr; int ans = 0; 
        vector<ChCnt> ccs(4); 

        for(int i = 0; i < n; i++) { 
            ccs[0].init('A'); 
            ccs[1].init('C'); 

            ccs[2].init('G'); 
            ccs[3].init('T'); 
            for(int j = 0; j < m; j++) 

                ccs[IDX[seqs[j][i]]].cnt++; 
            sort(ccs.begin(), ccs.end());  //先按照出現次數再按字元進行排序 
            ansStr += ccs.front().c; 

            ans += (m ‐ ccs.front().cnt); 
        } 
         

        cout<<ansStr<<endl<<ans<<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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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0; 
} 

 

習題 3-8 循環小數（Repeating Decimals, ACM/ICPC World Finals 1990, 

 UVa202） 

輸入整數 a 和 b（0≤a≤3000，1≤b≤3000），輸出 a/b 的循環小數表示，以及其循環節長

度。例如 a=5，b=43，小數表示為 0.(116279069767441860465)，循環節長度為 21。 

【解析】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長除法，以 3/7為例，如圖 2.4所示。 

 

圖 2.4 

本題實際上就是模擬長除法的計算過程，其中每一次除法時都有被除數和餘數，當被

除數出現重複時就表示出現循環節了。所以需要記錄每一次的被除數及其在循環小數

中的位置，需要注意當除數不夠除，每一次補零也需要記錄其對應的位置。 

完整程式如下： 

using namespace std; 
 
const int MAXN = 3000 + 5; 

map<int,int> Pos; 

這裡開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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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olve(int n, const int d, string& ans, int& r) { 

    assert(n%d && n<d); 
    ans = ".";     
    Pos.clear(); 

 
    while(true) { 
        n *= 10; 

        int p = Pos[n]; 
        if(p == 0) Pos[n] = ans.size(); 
        else{ 

            r = ans.size() ‐ p;           //找到循環節 
            if(r > 50) { ans.erase(p + 50); ans += "..."; } 
            ans.insert(p, "("); 

            ans += ')'; 
            break;  
        } 

        if(n < d) { ans += '0'; continue; }       //補 0 
         
        int div = n/d, mod = n%d; 

        ans += (char)(div + '0'); 
        n = mod; 
        if(n == 0) { ans += "(0)"; r = 1; break; } 

    } 
} 
 

int main(){     
    int a, b; 
    while(scanf("%d%d", &a, &b) == 2) { 

        string ans = ".(0)"; 
        int r = 1;                 //循環節長度 
        if(a%b) solve(a%b, b, ans, r); 

        printf("%d/%d = %d%s\n", a, b, a/b, ans.c_str()); 
        printf("   %d = number of digits in repeating cycle\n\n", r); 
    } 

    return 0; 
} 

 

習題 3-9  子序列（All in All, UVa10340） 

輸入兩個字串 s和 t，判斷是否可以從 t中刪除 0個或多個字元（其他字元順序不變），

得到字串 s。例如，abcde可以得到 bce，但無法得到 dc。 

【解析】 

可以使用兩個變數 i和 j對兩個字串 s和 t同時進行遍歷，對於每個 i，如果 t[j] != s[i]，

那麼一直對 j進行遞增操作，如果 j越界，說明 t[j⋯]中不存在等於 s[i]的字元，搜尋失

敗。如果對於每個 i 匹配成功，則說明問題有解，否則無法從 t 中刪除字元得到 s。完

整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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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int LEN = 100024; 

char s[LEN], t[LEN]; 
int main() { 
  while (scanf("%s%s", s, t) == 2) { 

    int sLen = strlen(s), tLen = strlen(t); 
    bool ok = true; 
    for (int i = 0, j = 0; i < sLen; i++, j++) { 

 
      while (j < tLen && t[j] != s[i]) j++; 
      if (j == tLen) { ok = false; break; } 

    } 
    printf("%s\n", ok ? "Yes" : "No" ); 
  } 

  return 0; 
} 

 

習題 3-10  盒子（Box, ACM/ICPC NEERC 2004, UVa1587） 

給定 6個矩形的長和寬 wi和 hi（1≤wi, hi≤1000），判斷它們能否構成長方體的 6個面。 

【解析】 

注意長方體的 6個面一定是可以形成 3對相同的矩形，並且邊的長度剛好只有 3個。對

輸入的矩形的長寬進行處理，使得長 x ≥ 寬 y。輸入完按照先 x後 y對輸入的矩形進行

排序。排序完成之後，如果輸入合乎規定，應該就是 3 對矩形，每一對都應該完全一

致；否則不合乎規定。 

記排完序的矩形為 rects[6]，則長方體的 3條邊就是 rects[0].x、rects[4].x、rects[5].y，此

時就可以按照這 3個邊長，把 6個矩形重新建構出來，與輸入資料比對。如果相同，說

明合乎規定，否則不合乎規定。 

習題 3-11  換低檔裝置（Kickdown, ACM/ICPC NEERC 2006, UVa1588） 

列出兩個長度分別為 n1、n2（n1, n2≤100）且每列高度只為 1 或 2 的長條，需要將它們

放入一個高度為 3的容器（如圖 2.5所示），問能夠容納它們的最短容器長度。 

 

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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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資料範圍比較小，可以直接遍歷上方長條的所有位置，看看能不能和下方相符匹配即

可。可以引入一維座標，其中下方的長條起始點放在 100，依次遍歷上方長條所有可能

的起始點 b2，b2的可能範圍是 [100-n1,100+n1+n2]。對於一個起始點 b2，依次嘗試放置

序列的每一個點，看看數軸上對應點的兩個長條對應列的高度和是否大於 3，如果大於

3，說明放不到容器裡面；否則繼續。這樣用 O(n1*n2)的時間複雜度就可以求出最短的

容器長度。 

習題 3-12  浮點數（Floating-Point Numbers, UVa11809） 

電腦常用階碼-尾數的方法保存浮點數。如圖 2.6所示，如果階碼有 6位，尾數有 8位，

可以表達的最大浮點數為 0.1111111112×21111112。注意小數點後第一位必須為 1，所以一

共有 9位小數。 

 

圖 2.6 

這個數換算成十進位之後就是 0.998046875*263=9.205357638345294*1018。你的任務是

根據這個最大浮點數，求出階碼的位數 E 和尾數的位數 M。輸入格式為 AeB，表示最

大浮點數為 A*10B，0<A<10，並且恰好包含 15 位有效數字。輸入結束標誌為 0e0。對

於每組資料，輸出M和 E。輸入保證有唯一解，且 0≤M≤9，1≤E≤30。在本題中，M+E+ 

2不必為 8的整數倍。 

【解析】 

根據題意可以推算出最大值 2 1
1

1
1 * 2 *10

2

E B
M

v A


    
 

。因為兩邊都比較大，所以可

以同時求以 10為底的對數：lgv = lg(2M+1-1)-(M+1)*lg2+(2E-1)*lg2 = lg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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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遍歷所有可能的 M，根據上述公式求出 E 的值，然後再用 E 和 M 求出 lgv 和輸入

的值進行比較，如果相等，說明M、E就是所求的值。做兩個浮點數相等判斷時，二者

之差的絕對值如果小於 1e-6，則認為二者相等。完整程式（C++11）如下： 

const double EPS = 1e‐6; 

int main(){     
    char line[256]; 
    double lg2 = log10(2), A, v; int B; 

    while(scanf("%s", line) == 1 && strcmp(line, "0e0") != 0){ 
        *strchr(line, 'e') = ' '; 
        sscanf(line, "%lf%d", &A, &B); 

        v = log10(A)+B; 
        _rep(M, 1, 10){ 
            int E = round(log10((v+M*lg2‐log10(pow(2,M)‐1))/lg2 + 1) / lg2);       

            if(fabs(((1<<E)‐1)*lg2 + log10(pow(2,M)‐1) ‐ M*lg2 ‐ v) <= EPS) { 
                printf("%d %d\n",M‐1, E); 
                break; 

            } 
        } 
    } 

     
    return 0; 
} 

 

請留意，本題程式碼使用了 C++11中提供的 round函數（屬於 C語言的 math標準程式

庫）來做四捨五入操作，不再需要使用類似 floor(x+0.5)這樣的技巧。 

浮點數在電腦科學中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如下連結：http://share. 

onlinesjtu. com/mod/tab/view.php?id=176。 

2.2  函數和遞迴 

本節選解習題來源於《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與演算法競賽入門經典》一書的第 4章。 

習題 4-1  象棋（Xiangqi, ACM/ICPC Fuzhou 2011, UVa1589） 

考慮一個象棋殘局，其中紅方有 n（2≤n≤7）個棋子，黑方只有一個將。紅方除了有一

個帥（G）之外還有 3 種可能的棋子：車（R）、馬（H）、炮（C），並且需要考慮拐馬

腳（如圖 2.7所示）和將與帥不能面對面（將帥如果同在一條直線上，中間又不隔著任

何棋子的情況下，走子的一方獲勝）的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