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你想要指導別人時，請言簡意賅。
－西塞羅

C++ 感覺起來像是一種新語言。也就是說，現在我可以用比 C++98 更清楚、簡單、
且直接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想法。此外，編譯器能夠更完整的檢查寫好的程式，而且
它會執行的更快。
本書會對 C++ 作一概觀式的介紹，所用的版本是 C++17，它是目前 ISO 所定義的
標準、也是各主要業者所實作的版本。此外，它也提及了概念和模組。這兩者雖然
已經定義在 ISO 的技術規範中，但會等到 C++20 才會被包含進 C++ 中。
就像其他現代語言一樣，C++ 規模宏大且具有大量的實用程式庫。本書想要讓程式
設計老手知道現代的 C++ 到底包含了什麼。本書涵蓋了大部份的重要語言功能以及
主要的標準程式庫元件。您可以在幾個小時內讀完本書，不過要寫出好的 C++ 程式
一天顯然是不夠的。本書不是要說明如何成為 C++ 大師，而只是要進行概觀性的介
紹、提供關鍵的範例、以及幫程式設計師開始進行 C++ 程式設計。
本書會假設您已經寫過程式。如果沒有的話，請考慮一下在繼續讀下去之前先閱讀
其他的教科書，例如《 Programm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Using C++ (Second

edition) 》[Stroustrup,2014]。即使您已經寫過程式了，您所用的語言或所寫的應用
也可能和這裡所呈現的 C++ 風格十分不同。
想像您正在一個城市觀光，例如哥本哈根或紐約。幾個小時內您就可以瀏覽主要景
點、聽過一些背景故事、並且知道接下來應該要做什麼。但是在導覽後您還是 不 認
識這個城市。您還是 不 瞭解所看到、聽到的事物。您還是 不 知道這個城市運作的明
文規則或潛規則。要能真的瞭解這個城市，您必須在那裡住上好幾年。不過如果您
運氣好，您可以先對它有一個概觀性的認識，也就是這個城市有什麼特別之處，以
及有哪些您可能有興趣的地方。經過這樣的導覽之後，您就可以開始真正的探索。

viii

前言

本書所提供的導覽呈現了支援 C++ 程式設計風格的主要語言功能，例如物件導向和
泛型程式設計。本書並不打算用很詳細的、參考手冊式的、依特性排列的方式來介
紹這個語言。依據最好的教科書傳統，我會試著在使用某個功能前先解釋它，不過
這件事不一定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循序閱讀本書。所以我鼓勵
讀者多使用交互參照以及索引。
同樣的，本導覽會用範例來呈現標準程式庫，而不是窮舉式的介紹所有的程式庫。
我不會介紹 ISO 標準之外的程式庫。讀者們必要時可以利用搜尋去找出額外的素
材。[Stroustrup,2013] 和 [Stroustrup,2014] 是一些可用的素材範例，不過網路上還
有許多（品質不一的）素材，例如 [Cppreference]。例如，當我提到一個標準程式
庫函數或類別時，您可以輕易的查找到它的定義，並藉由檢視它的文件說明來找出
許多相關的功能。
本書以整體而不是以千層糕式的片段方式來呈現 C++。所以它不會去管某個語言功
能是源自於 C、還是 C++98 的一部份、還是新出現在 C++11、C++14、或 C++17 中。
這類資訊會在第十六章（歷史與相容性）中呈現。我會聚焦在基礎功能上並且試著
用簡潔的方式進行描述，但是在呈現新特性時我也無法完全抗拒想要過度說明的想
法。這樣似乎也能滿足許多已經瞭解舊版 C++ 的讀者的好奇心。
程式語言的參考手冊或標準只說明了可以做的事，不過程式設計師比較關心的常常
是怎麼好好的使用語言。本書在選擇所涵蓋的主題以及在內文中部份的闡述了這
個觀點，尤其在忠告小節中更是如此。有關建構 好的現代 C++ 的更多忠告可以在
C++ Core Guidelines [Stroustrup,2015] 中找到。此書可作為本書所呈現的概念的進
一步探索之用途。您可能會發現這兩本書中的忠告格式和編號方式非常的類似。原
因之一是本書的第一版是 C++ Core Guidelines 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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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1.1 導論
本章非正式的介紹 C++ 的符號系統、C++ 的記憶體模型與計算、以及將程式碼組織
成程式的基本機制。這些都是在 C 語言中常看到的功能特性，有時被稱為 程序式程

式設計（ procedural programming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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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程式

1.2 Programs

C++ 是一種編譯式語言。要執行程式前，它的原始碼必須經由編譯器處理過以產生
C++ is a compiled language. For a program to run, its source text has to be processed by a com目標檔，再藉由連結器組合成可執行檔。一個 C++ 程式一般會包含好幾個原始碼檔
piler, producing object files, which are combined by a linker yielding an executable program. A
案（通常簡稱為
原始檔（
） ）。
C++
program typically
consistssource
of manyfile
source
code files (usually simply called source files).
source file 1

compile

object file 1

source file 2

compile

object file 2

link

executable file

An executable program is created for a specific hardware/system combination; it is not portable,
可執行檔是為了某個特定的硬體 / 系統所建立的。它並不可攜，例如它無法從 Mac
say, from a Mac to a Windows PC. When we talk about portability of C++ programs, we usually
攜入至
Windows
PC。當我們談到
C++
程式的可攜性時，通常指的是原始碼的可攜
mean
portability
of source
code; that is, the
source
code can be successfully compiled and run on a
variety
of
systems.
性。也就是說，原始碼可以在不同的系統下成功的編譯和執行。
The ISO C++ standard defines two kinds of entities:
• 的
Core
features, such as built-in types (e.g., char and int) and loops (e.g., for-stateISO
C++language
標準定義了兩種實體：
ments and while-statements)
• Standard-library components, such as containers (e.g., vector and map) and
I/O operations
• 核心語言功能（ core language feature ） ，例如內建型別（如 char 和 int）與
(e.g., << and getline())
- 敘述和 while
- 敘述）。
迴圈（例如 for
The standard-library
components
are perfectly
ordinary C++ code provided by every C++ implementation. That is, the C++ standard library can be implemented in C++ itself and is (with very
standard-library
component
• 標準程式庫元件（
，例如容器（container）（例
minor
uses of machine code for
things such as thread
context ）
switching).
This implies that C++ is
sufficiently
expressive
and）以及
efficientI/O
for 運算（例如
the most demanding
systems programming
tasks.
<< 和 getline()
和 map
）。
如 vector
C++ is a statically typed language. That is, the type of every entity (e.g., object, value, name,
and expression) must be known to the compiler at its point of use. The type of an object determines
標 準 程 式 庫 元 件 在 所 有 C++ 實 作 版 本 中 都 有 支 援。 也 就 是 說 C++ 標 準 程 式 庫
the set of operations applicable to it.
都 可 以 用 C++ 自 己 來 實 作（ 除 了 在 實 作 像 是 執 行 緒 內 容 交 換（thread context

1.2.1
Hello, World!
switching）時所用到的極小部份的機器碼之外）。這也代表
C++ 的表達能力和效率
The
minimal C++ program is
足以滿足要求最高的系統之程式設計任務。
int main() { }

// the minimal C++ program

C++ 為靜態型別語言。也就是說，編譯器必須在所有實體（例如物件、值、名稱、
This defines a function called main, which takes no arguments and does nothing.
和運算式）被使用前就知道它的型別。物件的型別決定了有哪些運算可以適用於它。
Curly braces, { }, express grouping in C++. Here, they indicate the start and end of the function
body. The double slash, //, begins a comment that extends to the end of the line. A comment is for
the human reader; the compiler ignores comments.
Every C++ program must have exactly one global function named main(). The program starts
by executing that function. The int integer value returned by main(), if any, is the program’s return
value to ‘‘the system.’’ If no value is returned, the system will receive a value indicating successful
completion. A nonzero value from main() indicates failure. Not every operating system and execution environment make use of that return value: Linux/Unix-based environments do, but Windowsbased environments rarely do.

1.2

程式

1.2.1

Hello, World!

最小的 C++ 程式是
int main() { }		

// 最小的 C++ 程式

上面定義了一個稱為 main 的函數，它不接受任何引數而且也不會做任何事情。
大括號 { } 用來表達 C++ 中的群組。在此它們指出函數本體的開頭和結尾。雙斜線
// 是用來開始進行註解直到該行結束。註解是給人類看的；編譯器會忽略它們。

每一個 C++ 程式都必須有一個名稱為 main() 的全域函數。程式開始執行時會執行
那個函數。由 main() 傳回來的 int 整數（如果有的話）是程式給「系統」的傳回值。
如果沒有傳回任何的值，系統會收到一個代表程式已成功完成的值。從 main() 傳
回來的不是零的值代表程式執行失敗。並不是所有的系統和環境都會運用傳回值：
Linux/Unix 類的環境會用，但是 Windows 類的環境很少使用。
一般而言，程式都會產生某些輸出。以下是會印出 Hello, World! 的程式：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std::cout << "Hello, World!\n";
}

#include <iostream> 這行指示編譯器將存在於 iostream 中的標準串流輸出入功能的

宣告 引入（ include ） 。如果沒有這些宣告，運算式
std::cout << "Hello, World!\n"

就沒有意義了。運算子 <<（「放到（put to）」）會將它的第二個運算元寫入到第
一個運算元。在此例中，字串文數字（string literal）"Hello, World!\n" 會被寫入到標
準輸出串流 std::cout。字串文數字是由一對雙引號所圍住的一連串的字元。在字串
文數字中，反斜線字元 \ 後面接著另一個字元是用來表示一個單一的「特殊字元」。
在此例中， \n 是一個換行字元，所以輸出的字元是 Hello, World! 後面跟著一個換行
字元。
std:: 用來指明 cout 這個名稱可以在標準程式庫的名稱空間（namespace）中找到（參

見 3.4 節）。我通常會在討論標準功能時省略 std::。3.4 節展示了如何不使用外顯
限定（explicit qualification）的方式來使名稱空間內的名稱變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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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執行的程式碼都必須放在函數內部，並由 main() 直接或間接的呼叫。例如：
#include <iostream>		

// 引入（「匯入」）輸出入串流程式庫中的宣告

using namespace std;		

// 不使用 std:: 而讓 std 中的名稱成為可見的（參見 3.4 節）

double square(double x)		
{
return x*x;
}

// 計算一個雙精準度浮點數的平方

void print_square(double x)
{
cout << "the square of" << x << "is" << square(x) << "\n";
}
int main()
{
print_square(1.234);
}

// 印出：the square of 1.234 is 1.52276

「傳回值型別（return type）」void 指出這個函數不會傳回任何的值。

1.3 函數
C++ 程式中要完成某件事的主要方式就是呼叫一個函數去完成它。當我們定義一個
函數時就是要用它來指明某一運算該如何完成的方式。函數沒有宣告前不能被呼叫。
函數宣告包含函數的名稱、傳回值（若存在的話）的型別、以及呼叫時要傳給它的
引數的數量和型別。例如：
Elem* next_elem();			// 沒有引數；傳回一個指向 Elem 型別的指標（一個 Elem*）
void exit(int);				// 有一個 int 型別引數；沒有傳回值
double sqrt(double);		
// 有一個 double 型別引數；傳回一個 double 型別的值

在函數宣告中，傳回值的型別出現在函數名稱之前，引數的型別則出現在函數名稱
之後，且以括號圍住。
引數傳遞的語意和初始化的語意一樣（參見 3.6.1 節）。也就是說，會檢查引數的
型別並在必要時進行型別轉換（參見 1.4 節）。例如：
double s2 = sqrt(2);				
double s3 = sqrt("three");		

// 以引數 double{2} 呼叫 sqrt()
// 錯誤：sqrt() 需要型別為 double 的引數

1.3

函數

不要低估了這類編譯期間所作的檢查和型別轉換的價值。
函數的宣告可以包含引數的名稱。這樣對程式的讀者有益，不過除非這個宣告也是
函數的定義，不然編譯器會直接忽略這些名稱。例如：
double sqrt(double d);		
double square(double);		

// 傳回 d 的平方根
// 傳回引數的平方

函數的型別包含了它的傳回值型別以及引數型別的序列。例如：
double get(const vector<double>& vec, int index);
// 型別：double(const vector<double>&,int)

函 數 可 以 是 類 別 的 成 員（ 參 見 2.3 和 4.2.1 節 ）。 對 於 這 個 成 員 函 數（ member

function ） 來說，它的類別的名稱也是函數型別的一部份。例如：
char& String::operator[](int index);

// 型別：char& String::(int)

我們希望程式碼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那是邁向程式的可管理性的第一步。要讓程
式可被理解的第一步是將計算工作切成有意義的片段（用函數或類別表達）並給予
名稱。這些函數便提供了計算的基本詞彙，就像型別（內建或使用者定義）提供了
資料的基本詞彙一樣。C++ 的標準演算法（例如 find、 sort、和 iota）是一個好的
開始（參見第十二章）。接下來，我們可以用這些代表一般性或特殊性任務的函數
來組合出更大型的計算。
程式碼的錯誤數量與程式碼的數量和複雜度高度相關。這兩個問題可以用更多和更
短的函數來克服。使用函數來解決特定任務會比在某段程式碼中間寫一段特定的程
式碼更好；讓這段程式碼變成函數可以強迫我們為這個動作命名並記錄說明它的相
關性。
如果兩個函數具有相同的名稱但具有不同的引數型別，編譯器會根據每次的呼叫來
選擇合適的函數。例如：
void print(int);			// 接受一個整數引數
void print(double);		
// 接受一個浮點數引數
void print(string);		
// 接受一個字串引數
void user()
{
print(42);				// 呼叫 print(int)
print(9.65);			// 呼叫 print(double)
print("Barcelona");		// 呼叫 print(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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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兩個函數可以呼叫而且沒有哪一個比較好時，這樣的呼叫注定是含糊不清
的，所以編譯器會產生錯誤。例如：
void print(int,double);
void print(double,int);
void user2()
{
print(0,0);		// 錯誤：含糊不清
}

用同一個名稱定義多個函數被稱為 函數多載（ function overloading ），這是泛型程
式設計（參見 7.2 節）的主要組成份子之一。當函數多載時，具有相同名稱的每一
個函數在實作上都應該具有相同的語意。print() 函數便是一個範例；每一個 print()
都會印出它的引數。

1.4 型別、變數、與算術
所有的名稱和運算式都具有一個型別，用以決定可以對它們進行的運算。例如，下
列宣告：
int inch;

指明 inch 的型別是 int，也就是說， inch 是一個整數變數。

宣告（ declaration ） 是用來將某個實體介紹給程式的敘述。它指明了這個實體的型
別：
• 型別（ type ） （為某物件）定義了一組可能的值和一組運算。
• 物件（ object ） 是保存了某一型別的值的記憶空間。
• 值（ value ） 是根據某一型別進行解讀的一組位元。
• 變數（ variable ） 是一具有名稱的物件。
C++ 提供了一小組基礎型別，但我不會在此列出它們。您可以在參考來源中找到它
們全部，例如 [Stroustrup,2003] 或網路上的 [Cppreference]。其中一些範例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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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			// 布林，可能的值是真和假
char			// 字元，例如 'a'、'z'、和 '9'
bool
// Boolean, possible values are true and false
int			//
整數，例如 -273、42、和 1066
char
// character, for example, 'a', 'z', and '9'
double		 // 雙精準度浮點數，例如 -273.15、3.14、和 6.626e-34
int
// integer, for example, -273, 42, and 1066
unsigned		
// 非負整數，例如 0、1、和 999（用在按位元邏輯運算）
double
unsigned

// doub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number, for example, -273.15, 3.14, and 6.626e-34
// non-negative integer, for example, 0, 1, and 999 (use for bitwise logical operations)

每一個基礎型別都直接對應到硬體的功能設計，並具有固定的大小以決定可以儲存
Each
fundamental type corresponds directly to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has a fixed size that deter的值的範圍：
mines
the range of values that can be stored in it:
bool:
char:
int:
double:

A char variable is of the natural size to hold a character on a given machine (typically an 8-bit
char 變數的大小應足以保存某一機器中的一個字元（一般是 8 位元），而其他型別
byte), and the sizes of other types are multiples of the size of a char. The size of a type is imple大小的倍數。型別的大小和實作相關（亦即在不同機器上可能會不
的大小都是 char(i.e.,
mentation-defined
it can vary among different machines) and can be obtained by the sizeof
operator;
for example, sizeof
sizeof(char)
equals 1 and sizeof(int)sizeof(char)
is often 4. 等於 1 而 sizeof(int) 通
運算子來取得。例如，
同），且可以利用
Numbers can be floating-point or integers.
常是 4。
• Floating-point numbers are recognized by a decimal point (e.g., 3.14) or by an exponent
(e.g., 3e−2).
數字可以是浮點數（floating-point）或整數（integer）。
• Integer literals are by default decimal (e.g., 42 means forty-two). A 0b prefix indicates a
binary (base 2) integer literal (e.g., 0b10101010). A 0x prefix indicates a hexadecimal (base
• 浮點數可由小數點（例如 3.14）或指數（例如 3e−2）來識別。
16) integer literal (e.g., 0xBAD1234). A 0 prefix indicates an octal (base 8) integer literal
(e.g., 0334).
42 代表四十二）。前面加上字首 0b 是用來指出一
• 整數預設是十進位的（例如
To make long literals more readable for humans, we can use a single quote (') as a digit separator.
個二進位（以 2 為基底）的整數（例如 0b10101010）。前面加上字首 0x 是用
For example, π is about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 or if you prefer hexadecimal
來指出一個十六進位（以
16 為基底）的整數（例如 0xBAD1234）。前面加上
0x3.243F'6A88'85A3'08D3
.
字首 0 是用來指出一個八進位（以 8 為基底）的整數（例如 0334）。

1.4.1 Arithmetic

'）作為數字間的區隔。例如，
為了要讓長數字比較容易閱讀，我們可以使用單引號（
The
arithmetic operators can be used for appropriate combina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types:

，或者如果您比較喜歡十六
πx+y
大約是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
// plus
+x
// unary plus
0x3.243F'6A88'85A3'08D3。
進位的話，
x−y
−x
x∗y
x/y
x%y

// minus
// unary minus
// multiply
// divide
// remainder (modulus) for integers

So can the comparison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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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算術

算術運算子可以用來將基礎型別進行適當的組合：
x+y			// 加法
+x
			// 正號
x−y
// 減法
−x
// 負號
x*y
			// 乘法
x/y
			// 除法
x%y
			// 整數除法的餘數（模數）

比較運算子也可以：
x==y			// 等於
x!=y			// 不等於
x<y			// 小於
x>y
			// 大於
			// 小於等於
x<=y
x>=y
			// 大於等於

另外還有邏輯運算子：
x&y			// 按位元且（bitwise and）
x|y			// 按位元或（bitwise or）
x^y			// 按位元互斥或（bitwise exclusive or）
~x			// 按位元補數（bitwise complement）
x&&y		 // 邏輯且（logical and）
x||y			// 邏輯或（logical or）
!x
			// 邏輯否定（logical not）（否定（negation））

按位元邏輯運算子會分別對運算元的每一位元進行運算而得到結果。邏輯運算子
&& 和 || 則會依照它們的運算元的值來傳回 true 或 false。

在指定（assignment）和算術（arithmetic）運算中，C++ 會在基本型別間進行所有
有意義的轉換以使它們可以自由的混合使用：
void some_function()
// 不會傳回值的函數
{
double d = 2.2;
// 初始化浮點數
int i = 7;			
// 初始化整數
d = d+i;			// 指定總和到 d
i = d*i;			// 指定乘積到 i；注意：將 double d*i 截尾（truncate）成 int
}

1.4

型別、變數、與算術

用於運算式中的轉換被稱為 平常算術轉換（ usual arithmetic conversion ） ，且是
用來確保運算式是以其運算元的最高精準度進行計算。例如，一個 double 和一個
int 的加法會使用雙精準度浮點算術來計算。

注意 = 是指定運算子而 == 則是測試相等性。
除了傳統的算術和邏輯運算子之外，C++ 還提供了更多的運算子以修改變數：
x+=y			// x = x+y
++x			// 增量：x =
x−=y
// x = x-y
// 減量：x =
−−x
x*=y			// 縮放：x =
x/=y			// 縮放：x =
x%=y		 // x = x%y

x+1
x-1
x*y
x/y

這些運算子十分精簡、方便、且常用。
除了指定是由右至左之外，運算式的賦值（evaluation）順序都是由左至右進行的。
函數引數的賦值順序很不幸的並沒有被明訂。

1.4.2

初始化

在 使 用 物 件 之 前， 它 必 須 被 給 定 一 個 值。C++ 提 供 了 多 樣 的 符 號 來 表 達 初 始 化
（initialization），例如上面用到的 =，以及一個基於大括號分隔的初始器串列的通
用形式：
double d1 = 2.3;				
// 初始化 d1 為 2.3
double d2 {2.3};				// 初始化 d2 為 2.3
double d3 = {2.3};				
// 初始化 d3 為 2.3（使用 { ... } 時 = 是可選的）
complex<double> z = 1;			
// 一個複數，其純量部份是雙精準度浮點數
complex<double> z2 {d1,d2};
complex<double> z3 = {d1,d2};
// 使用 { ... } 時 = 是可選的
vector<int> v {1,2,3,4,5,6};		

// 由 int 所構成的向量

= 是可回溯至 C 語言的傳統形式，不過感到困擾時就使用通用性的 {} 串列形式。除

此之外，它也能幫您避免進行遺失資訊的轉換：
int i1 = 7.8;		
int i2 {7.8};		

// i1 變成 7 了（驚訝嗎？）
// 錯誤：浮點數轉換為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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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的，遺失資訊的轉換，即 窄化轉換（ narrowing conversion ） ，例如 double
轉為 int 和 int 轉為 char，都是被允許的而且會隱性的進行。由隱性（implicit）窄
化轉換所導致的問題是要和 C 相容所需付出的代價（參見 16.3 節）。
常數（constant）（參見 1.6 節）不可以不被初始化，變數則只有在極少數的狀況下
才可以不用初始化。當您需要表達某值的時候再給它一個名稱。使用者定義型別（例
如 string、 vector、 Matrix、 Motor_controller、和 Orc_warrior）可以定義成隱性初始
化（參見 4.2.1 節）。
定義變數時，如果它的型別可以由初始值推論出來，您可以不用明示它的型別：
auto b = true;		
auto ch = 'x';		
auto i = 123;		
auto d = 1.2;		
auto z = sqrt(y);
auto bb {true};		

// bool
// char
// int
// double
// z 的型別就是 sqrt(y) 傳回值的型別
// bb 是 bool

用 auto 時一般我們會用 =，因為不會有令人困擾的型別轉換。不過如果您喜歡使用 {}
初始化的話，還是可以用它。
當我們沒有特定理由要外顯式的提及型別時就會用 auto。所謂的「特定理由」包括：
• 此定義屬於一個大的範疇（scope），而我們想讓程式碼的讀者清楚的知道型
別。
• 我們想要表明變數的值域（range）或精準度（例如是 double 而非 float）。
使用 auto 時我們可以避免冗餘性（redundancy）和寫出過長的型別名稱。這對泛型
程式設計特別重要，因為程式設計師很難知道物件的精確型別，而且型別的名稱可
能會很長（參見 12.2 節）。

1.5 範疇與生命時間
宣告會將它的名稱介紹到一個範疇（scope）中：
• 區域範疇（ local scope ）：在函數（參見 1.3 節）或 lambda 運算式（參見 6.3.2
節）中宣告的名稱被稱為 區域名稱（ local name ） 。它的範疇由宣告處開始延
伸至這個宣告發生的區塊結尾。 區塊（ block ） 是由一對 {} 來界定的。函數的
引數名稱會被當作是區域名稱。

1.5

範疇與生命時間

• 類 別 範 疇（ class scope ） ： 當 一 個 名 稱 定 義 在 任 何 函 數（ 參 見 1.3 節 ）、
lambda 運算式（參見 6.3.2 節）、或 enum class（參見 2.5 節）之外的類別（參
見 2.2 節、2.3 節、第四章）內時，稱之為 成員名稱（ member name ） （或 類

別成員名稱（ class member name ））。它的範疇由圍住它的 { 開始延伸至宣
告結尾處。
• 名稱空間範疇（ namespace scope ）：當一個名稱定義在任何函數、lambda 運
算式（參見 6.3.2 節）、類別（參見 2.2 節、2.3 節、第四章）、或 enum class
（參見 2.5 節）之外的名稱空間（參見 3.4 節）內時，稱之為 名稱空間成員名

稱（ namespace member name ）。它的範疇由宣告之處延伸至名稱空間的結
尾。
不是宣告在任何結構內的名稱稱為 全域名稱（ global name ） 且被稱為位於 全域名

稱空間（ global namespace ）中。
此外，我們也可以使用沒有名稱的物件，例如暫時性物件或用 new（參見 4.2.2 節）
建立的物件。例如：
vector<int> vec;
struct Record {
string name;
// ...
};
void fct(int arg)
{

}

// vec 是全域的（由整數構成的全域向量）

// name 是 Record 的成員（一個字串成員）

// fct 是全域的（一個全域函數）
// arg 是區域的（一個整數引數）

string motto {"Who dares wins"}; // motto 是區域的
auto p = new Record{"Hume"};
// p 指向一個未命名的 Record（由 new 所建立）
// ...

物件在被使用前必須先被建立（初始化），且在它的範疇結尾處被摧毀。名稱空間
物件會在程式結束時被摧毀。對成員而言，它會在它所屬的物件被摧毀時被摧毀。
由 new 所建立的物件會一直「活著」直到被 delete（參見 4.2.2 節）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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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常數
C++ 支援兩種不可改變性的符號：
• const： 大 致 上 代 表「 我 承 諾 不 改 變 這 個 值 」。 這 主 要 是 用 來 指 明 介 面 以 使
透過指標和參照傳遞資料給函數時不用怕它的值會被改變。編譯器會確保由
const 所下的承諾。一個 const 的值可以在執行時再計算。

• constexpr：大致上代表「編譯時再賦值」。這個方式主要是用來指明常數，
來允許將資料置放於唯讀記憶體（在那裡它不會被破壞），以及為了效能的緣
故。 constexpr 的值必須由編譯器計算。
例如：
constexpr int dmv = 17;				
// dmv 是一命名常數
int var = 17;						// var 不是常數
// sqv 是命名常數，可能在執行時才計算
const double sqv = sqrt(var);			
double sum(const vector<double>&);		

// sum 不會更動它的引數（參見 1.7 節）

vector<double> v {1.2, 3.4, 4.5};			
const double s1 = sum(v);				
constexpr double s2 = sum(v);			

// v 不是常數
// OK：sum(v) 在執行時會進行賦值
// 錯誤：sum(v) 不是常數運算式

對可用於 常數運算式（ constant expression ） （會由編譯器賦值的運算式）中的函
數，必須定義為 constexpr。例如：
constexpr double square(double x) { return x*x; }
constexpr double max1 = 1.4*square(17);
constexpr double max2 = 1.4*square(var);
const double max3 = 1.4*square(var);		

// OK：1.4*square(17) 是常數運算式
// 錯誤：var 不是常數運算式
// OK，可能會在執行時賦值

一個 constexpr 函數可以使用非常數引數，但一旦完成後其結果就不是常數運算式
了。我們允許在不需常數運算式的環境內容下使用非常數運算式引數來呼叫一個
constexpr 函數。這樣我們就不用重複定義同樣的函數兩次：一次為了常數運算式，

一次為了變數。
要成為 constexpr，函數必須相當簡單、不會產生副作用、並且只能使用傳遞給它
作為引數的資訊。尤其是，它不能更動非區域變數的值，不過可以使用迴圈以及自
己的區域變數。例如：

1.7

指標、陣列、與參照

constexpr double nth(double x, int n) // 假設 0<=n
{
double res = 1;
int i = 0;
while (i<n) { 		
// while- 迴圈：當條件成真時執行（參見 1.7.1 節）
		res*=x;
		++i;
}
return res;
}

在某些地方，語言規則會要求使用常數（例如陣列的範圍（參見 1.7 節）、case- 標
籤（參見 1.8 節）、樣板值引數（參見 6.2 節）、以及使用 constexpr 宣告的常數）。
在其他的情況下，編譯時賦值對效能是很重要的。即使不考慮效能因素，不變性符
號（具有不可改變狀態的物件）在程式設計時仍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1.7 指標、陣列、與參照
最基本的資料聚集（collection）方式是將同一型別的元素進行連續性的配置，稱之
為 陣列（ array ） 。基本上這就是硬體所提供的方式。由型別 char 的元素所構成的
陣列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宣告：
char v[6];		

// 6 個字元的陣列

同樣的，指標（pointer）可以用下列方式宣告：
char∗ p;		

// 指向字元的指標

宣告中 [ ] 代表「由某型別構成的陣列」，而 * 代表「指向某型別的指標」。所有陣
列都以 0 作為下限，所以 v 有六個元素，即 v[0] 到 v[5]。陣列的大小必須是常數運
算式（參見 1.6 節）。指標變數可以保存特定型別物件的位址（address）：
char∗ p = &v[3];
// p 指向 v 的第 4 個元素
char x = ∗p;		 // *p 是 p 所指向的物件

運算式中的字首 ∗ 代表「某物件的內容」，而字首 & 代表「某物件的位址」。我們
可以用圖形來表達上面的定義的結果：

13

In declarations, [ ] means ‘‘array of’’ and ∗ means ‘‘pointer to.’’ All arrays have 0 as their lower
bound, so v has six elements, v[0] to v[5]. The size of an array must be a constant expression (§1.6).
A pointer variable can hold the address of an object of the appropriate type:
// p points to v’s four th element
// *p is the object that p points to

char∗ p = &v[3];
char x = ∗p;

an expression, prefix unary ∗ means ‘‘contents of’’ and prefix unary & means ‘‘address
of.’’1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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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epresent the result of that initialized definition graphically:
p:

v:

0:

1:

2:

3:

4:

5:

Consider
copying ten elements from one array to another:
要將某一陣列中的十個元素複製到另一個陣列：
void copy_fct()
void copy_fct()
{
{ v1[10] = {0,1,2,3,4,5,6,7,8,9};
int
int v2[10];
// to become a copy of v1
int v1[10] = {0,1,2,3,4,5,6,7,8,9};

int v2[10];			// 會成為 v1 的複本

}

for (auto i=0; i!=10; ++i) // copy elements
v2[i]=v1[i];
for (auto i=0; i!=10; ++i) // 複製元素
//
...
		v2[i]=v1[i];

// ...

}
This for-statement
can be read as ‘‘set i to zero; while i is not 10, copy the ith element and increment
i.’’ When applied to an integer or floating-point variable, the increment operator, ++, simply adds 1.
C++
also
a simpler for-statement,
calledi 不是
a rangefor-statement,
for loops that
traverse a
foroffers
i 設定為 0；當
10 時，複製第
i 個元素並將
i 增量」。
這個
- 敘述可以唸作「將
sequence in the simplest way:
當用在整數或浮點數時，增量運算子 ++ 只是簡單的把變數的值加 1。C++ 也提供了

一個簡化的 for- 敘述，稱為範圍 - for- 敘述，用最簡單的方式以迴圈來尋訪一個序列：
void print()
{
int v[] = {0,1,2,3,4,5,6,7,8,9};
		
for (auto x : v)			
// 對 v 中的每個 x 執行一次迴圈
		
cout << x << '\n';
		
for (auto x : {10,21,32,43,54,65})
		
cout << x << '\n';
// ...
}

第一個範圍 - for- 敘述可以唸成「對 v 裡面從頭到尾的每個元素，放一個複本在 x 中
並印出它的值」。請注意當我們用串列來初始化陣列時並不需要指明陣列的界限。
範圍 - for- 敘述可以用在任意的元素序列上（參見 12.1 節）。
如果我們不想將 v 的值複製到變數 x，而只是要讓 x 參照至 v 的某一元素，我們可
以這樣寫：

1.7

指標、陣列、與參照

void increment()
{
int v[] = {0,1,2,3,4,5,6,7,8,9};
		
for (auto& x : v)		
// 將 v 中的每個 x 加 1
		++x;
// ...
}

在宣告時，字尾 & 代表「參照至（reference to）」。參照（reference）和指標很像，
除了您不需要在前面加上字首 * 來存取它所參照的值。此外，一個參照一旦被初始
化後，就不能再去參照另一個物件。
參照對指明函數的引數特別有用。例如：
void sort(vector<double>& v);

// 對 v 進行排序（v 是由雙精準度浮點數所構成的向量）

藉由使用參照，我們可以確保呼叫 sort(my_vec) 時並不會複製 my_vec，是真的將
my_vec 進行排序，而不是對它的複本進行排序。

當我們想要更動引數但卻還是不想要花費複製的成本時，我們可以使用 const 參照
（參見 1.6 節）。例如：
double sum(const vector<double>&)

接受 const 參照的函數十分常見。
在 宣 告 中 使 用 的 運 算 子（ 例 如 &、*、 和 [ ]） 被 稱 為 宣 告 子 運 算 子（ declarator

operator ） ：
T a[n]
T∗ p		
T& r		
T f(A)

1.7.1

// T[n]：a 是由 n 個 T 所構成的陣列
// T*：p 是指向 T 的指標
// T&：r 是參照到 T 的參照
// T(A)：f 是引數的型別為 A 且傳回值型別為 T 的函數

Null 指標

我們會試圖確保指標永遠會指向一個物件，以使向下參照（dereferencing）能夠正
確進行。當我們沒有物件可以指向或我們想要表達「沒有可用物件」（例如在串列
的結尾）時，我們會將指標的值設成 nullptr（「虛指標（null pointer）」）。所有
的指標型別都共用同一個唯一的 nullp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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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pd = nullptr;
Link<Record>∗ lst = nullptr; // 指向 Link 的指標；Link 指向 Record
int x = nullptr;				
// 錯誤：nullptr 是指標而不是整數

最好要檢查指標引數真的有指向某個東西：
int count_x(const char∗ p, char x)
// 計算 x 在 p[] 中出現的次數
// p 預設會指向一個以 0 結尾的字元陣列（或不指向任何物件）
{
if (p==nullptr)
		return 0;
int count = 0;
for (; ∗p!=0; ++p)
		if (∗p==x)
			++count;
return count;
}

請注意我們怎麼用 ++ 來將指標指向陣列的下一個元素。還有，在 for- 敘述中如果
不需要用到初始值時，我們可以將設定初始值的部分省略。
count_x() 的定義中假設 char∗ 是一個 C 語言形式的字串（ C-style string ） ，也就

是說那個指標指向一個以 0 結尾的 char 陣列。字串文數字中的字元是不可改變的，
所以為了處理 count_x("Hello!")，我將 count_x() 宣告為一個 const char∗ 引數。
在舊的程式碼裡，通常會使用 0 或 NULL 而不是 nullptr。然而使用 nullptr 可以消除
潛藏於整數（例如 0 或 NULL）和指標（例如 nullptr）間的混淆。
在 count_x() 範例中，我們沒有使用 for- 敘述中的初始化部份，因此我們也可以用
更簡單的 while- 敘述：
int count_x(const char∗ p, char x)
// 計算 x 在 p[] 中出現的次數
// p 預設會指向一個以 0 結尾的字元陣列（或不指向任何物件）
{
if (p==nullptr)
		return 0;
int count = 0;
while (∗p) {
		if (∗p==x)
			++count;
		++p;
}
return count;
}

1.8

測試

while- 敘述會持續執行直到它的條件變成 false 為止。

測試一個數值是否為真（例如 count_x() 中的 while (∗ p)）和把那個數值與 0 進行比
較是一樣的（例如 while (∗ p!=0)）。測試指標的值是否為真（例如 if (p)）和把那個
值與 nullptr 進行比較是一樣的（例如 if (p!=nullptr)）。
並沒有「虛參照（null reference）」這種東西。參照必須參照至一個合法的物件（實
作上就假設是如此）。是有一些隱晦又聰明的方式來規避這個規則，但請不要那麼
做。

1.8 測試
C++ 提供了一些傳統的敘述來表達選擇和迴圈，例如 if- 敘述、switch- 敘述、while迴圈、和 for- 迴圈。舉例而言，以下是一個簡單的函數，它會提示使用者進行輸入
並依照使用者的回應傳回一個布林值：
bool accept()
{
cout << "Do you want to proceed (y or n)?\n";
// 印出問題
char answer = 0;							// 將值初始化為不會作為輸入的值
cin >> answer;								// 讀取回答
		
if (answer == 'y')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作為 << 輸出運算子（「放到」）的對照， >> 運算子（「取出（get from）」）是用
來進行輸入用的。 cin 是標準輸入串流（第十章）。 >> 右邊的運算元的型別決定了
哪種輸入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個運算元也是這個輸入運算的標的。在輸出字串結尾
的 \n 字元代表換行（參見 1.2.1 節）。
請注意 answer 的定義出現在正需要它的地方（而不是在那之前）。只要敘述可以
出現的地方，宣告就可以出現。
我們可以改良這個範例來允許使用者回答 n（代表「no」）：
bool accept2()
{
cout << "Do you want to proceed (y or n)?\n";
// 印出問題
char answer = 0;							// 將值初始化為不會作為輸入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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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 >> answer;								// 讀取回答

}

switch (answer) {
case 'y':
		return true;
case 'n':
		return false;
default:
cout << "I'll take that for a no.\n";
		return false;
}

switch- 敘述會把一個值和一組常數進行比較。這些常數稱為 case- 標籤，而且必須

是不重複的。如果那個值和這組常數都不符合，那麼就會選擇 default。如果那個值
和任何的 case- 標籤都不符合而且也沒有提供 default 的話，那麼什麼動作都不會做。
我們並不一定要藉由從函數返回來跳離 case。我們常想要繼續執行 switch- 敘述後
面的敘述。此時可以使用 break 敘述。作為範例，看一下下面這個聰明卻原始的電
腦遊戲命令剖析器（parser）：
void action()
{
while (true) {
cout << "enter action:\n";		
// 要求動作
		string act;
		cin >> act;			// 讀取字元到一個字串
		Point delta {0,0};		// Point 保存一組 {x,y} 配對
for (char ch : act) {
			switch (ch) {
			case 'u': // 上
			case 'n': // 北
				++delta.y;
				break;
			case 'r': // 右
			case 'e': // 東
				++delta.x;
				break;
			// ... 更多動作 ...
			default:
				cout << "I freeze!\n";
			}
			move(current+delta∗scale);
			update_display();
		}

1.9

映射到硬體

}

}

就像 for- 敘述一樣（參見 1.7 節）， if- 敘述可以導入變數並進行測試。例如：
void do_something(vector<int>& v)
{
if (auto n = v.size(); n!=0) {
		// ... 如果 n!=0 時會到這裡 ...
}
// ...
}

此處的整數 n 是被定義用在 if- 敘述中，它的值被初始化為 v.size()，並在分號後就
立即以 n!=0 條件式進行測試。在條件式中宣告的名稱的範疇同時包含 if- 敘述的兩
個分支。
就像在 for- 敘述一樣，在 if- 敘述的條件式中宣告名稱的目的是要限制變數的範疇以
改善可讀性和減少錯誤。
最常見的狀況是測試一個變數是否為 0（或 nullptr）。要進行這樣的測試時其實不
需要提及它們。例如：
void do_something(vector<int>& v)
{
if (auto n = v.size()) {
		// ... 如果 n!=0 時會到這裡 ...
}
// ...
}

可以的話，請盡可能使用這種更簡潔的形式。

1.9 映射到硬體
C++ 提供到硬體的直接映射（mapping）。當您使用某一基礎運算時，它的實作方
式就是硬體所提供的方式，一般就是一個單一的機器運算。例如，將兩個 int 相加，
x+y，會執行一個整數相加的機器指令。

C++ 的實作方式將機器的記憶體看作是可以用來放置（某一型別的）物件和可以用
指標來定位它們的一連串的記憶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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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apping to Hardware
C++ offers a direct mapping to hardware. When you us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oper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is what the hardware offers, typically a single machine operation. For example,
adding two ints, x+y executes an integer add machine instruction.
A C++ implementation sees a machine’s memory as a sequence of memory locations
into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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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t can place (typed) objects and address them using pointers:
p:

v:

0:

1:

2:

3:

4:

5:

A pointer
is represented in memory as a machine address,p so
the numeric
value of p in this figure
3。如果這看起來很像
指標在記憶體中表達成一個機器位址，所以圖中
的值會是
would be 3. If this looks much like an array (§1.7), that’s because an array is C++’s basic abstrac1.7 節），那是因為陣列是 C++ 中用來表達「記憶體中連續的物件序列」
tion陣列（參見
of ‘‘a contiguous
sequence of objects in memory.’’
的基本抽象化方式。
The simple mapping of fundamental language constructs to hardware is crucial for the raw lowlevel performance for which C and C++ have been famous for decades. The basic machine model
對於
和 C++
這類以效能聞名數十年的語言來說，能夠將基礎語言元件簡單的映
of C
and CC++
is based
on computer hardware, rather than some form of mathematics.
射到硬體這件事十分關鍵。C 和 C++ 的基本機器模型奠基於電腦硬體，而不是某種

1.9.1 Assignment

形式的數學。
An assignment of a built-in type is a simple machine copy operation. Consider:
int x = 2;

1.9.1
int y = 3; 指定
// x becomes 3

x = y;

內建型別的指定是一個簡單的機器複製運算。看一下這個：
// Note: x==y

This is obvious.
int x = 2;We can graphically represent that like this:
int y = 3;
x = y;		
// x 變成 3
// 注意：x==y

Section 1.9.1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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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來十分明顯。我們可以用圖來表達：
x:

2

y:

3

x = y;

x:

3

y:

3

Note
that那the
two
independent.
value
of xy 的
without
注意
兩個
物objects
件 是 獨are
立 的。
我 們 可 以We
改 can
變 ychange
的 值 而the
不會
影響
值。 例affecting
如， 讓 the
value of x. For example x=99 will not change the value of y. Unlike Java, C#, and other languages,
x=99 並不會改變 y 的值。像 C 一樣，這可以適用於所有型別，不只是 int。這點和
but like C, that is true for all types, not just for ints.
Java、C#、以及其他語言不同。
If we want different objects to refer to the same (shared) value, we must say so. We could use
pointers:
如果我們想要讓不同的物件參照至同一個（共享的）值，我們必須說清楚。可以使
int x = 2;

int y = 3;
用指標來完成：
int∗ p = &x;
int∗ qint
= &y;
x = 2; // now p!=q and *p!=*q
p = q;int y = 3; // p becomes &y; now p==q, so (obviously)*p == *q

int∗ p = &x;
We can represent
that graphically like this:
int∗ q = &y;
p = q;		
p:

88

// 現在 p!=q 且 *p!=*q
// p 變成 &y；現在 p==q，所以（很明顯的）*p == *q
q:

92

我們可以用圖來表示：
x:

2

p:

92

q:

92

x:

2

y:

3

p = q;
y:

3

I arbitrarily chose 88 and 92 as the addresses of the ints. Again, we can see that the assigned-to
object gets the value from the assigned object, yielding two independent objects (here, pointers),
with the same value. That is, p=q gives p==q. After p=q, both pointers point to y.
A reference and a pointer both refer/point to an object and both are represented in memory as a

pointers:
Note that the two objects are independent.Note
Wethat
canthe
change
two objects
the value
areofindependent.
y without affecting
We canthe
change the value of
value
value
theofvalue
x. For
of yexample
. Unlikex=99
Java,will
C#,not
andchange
other languages,
the value of y. Unlike Java, C
intof
x =x.2;For example x=99 will not change
but int
likey C,
for like
ints. C, that is true for all types, not just for ints.
= 3;that is true for all types, not just but
int∗
p =want
&x; different objects to refer to the If
If
we
same
we want
(shared)
different
value,objects
we must
to say
referso.to We
the same
could (shared)
use
value, we mu
int∗ q = &y;
// now p!=q and *p!=*q
pointers:
pointers:
// p becomes &y; now p==q, so (obviously)*p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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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x = 2;
We int
cany represent
that graphically like this:
= 3;
int y = 3;
int∗ p = &x;
int∗ p = &x;
int∗ q = &y; p: // now
p!=q
and
*p!=*q
int∗ q = &y; p: // now
88
q:
92
92 p!=q andq:*p!=*q
92
p = q;
// p becomes &y; now p==q, so (obviously)*p
p = q;
== *q
// p becomes &y; now p==q, so (obviously)*p == *q
p = q;

1.9
int x = 2;

p = q;
We can represent that graphically like this: We can
represent that graphically like this:
x:

2

y:

3

x:

2

y:

3

p:

88

q:

92

p:

88
92

q:

92

p:

92

q

I arbitrarily
chose 88 88
and和9292as作為那些
the addresses
of the ints. Again, we can see that the assigned-to
int 的位址。再一次的我們可以看到被指定物件
我隨意的選擇了
= q;
p = q;
object gets the value from the assigned object,p yielding
two independent objects (here, pointers),
獲得了指定物件的值，產出兩個具有相同值的獨立物件（在此為指標）。也就是說，
x:
2That is, p=q
y: gives
3 p==q. After p=q, both
x: pointers
2
y: to y3.
x:
2
y
with the same value.
point
p=q
p=q 之後，兩個指標都指向
y。and both are represented in memory as a
會使 p==q
A reference
and。在
a pointer
both refer/point to an object
address.
language
Assignment
to assigned-to
a of
reference
Imachine
arbitrarily
chose However,
88 and 92 the
as the
addresses
Irules
arbitrarily
offor
theusing
int
chose
s. them
Again,
88 differ.
and
we92can
as see
the that
addresses
the
the ints. Again, we can
does
not
change
what
the
reference
refers
to
but
assigns
to
the
referenced
object:
參照和指標都參照
/
指向一物件，而且兩者在記憶體中都表達成一個機器位址。然
object gets the value from the assigned object,
objectyielding
gets thetwo
value
independent
from the assigned
objects (here,
object,pointers),
yielding two independent
with
with
. After
the same
p=q, both
value.pointers
That is,
point
p=q to
gives
y. p==q. After p=q, both pointers poin
而適用它們的語言規則有所不同。指定到一個參照不會改變這個參照所要參照的物
intthe
x =same
2; value. That is, p=q gives p==q
A reference
and a pointer both refer/point to
A an
reference
object and
and both
a pointer
are represented
both refer/point
in memory
to an object
as a and both are rep
int
y = 3;
件，而是會將值指定到它所參照的物件：
int& r =
x;
//However,
r refers to xthe language machine
machine
address.
rules for address.
using them
However,
differ. the
Assignment
languagetorules
a reference
for using them differ. As
= y; what
// now
r2 reference
refers to y refers todoes
doesint&
notr2int
change
the
but not
assigns
change
to the
what
referenced
the reference
object:
refers to but assigns to the referenced ob
x = 2;
r = r2;
// read through r2, write through r: x becomes 3
int x =int
2; y = 3;
int x = 2;
We int
cany represent
that graphically
// r 參照到 xlike this:
=int&
3; r = x;		
int y = 3;
int& rint&
= x; r2 = //
to x r2 參照到 y 了 int& r = x;
// r refers to x
// 現在
y;r refers
int& r2
y; r: // now
r2
refers
to
y
int&
r2
=
y;
//
to y 92
r == r2;		
//
從
r2
讀取，寫入至
r：x
變成
3
88
r2: 92
r: now
92 r2 refersr2:
r = r2;
// read through r2, write through r:
r =x r2;
becomes 3 // read through r2, write through r: x becomes 3
r = r2;
We我們可以用圖來表示：
can represent that graphically like this: We can
represent that graphically like this:
x:

2

y:

3

x:

3

y:

3

r:

88

r2:

92

r:

88
92

r2:

92

r:

92

r2

To access the value pointed to by a pointer, you use ∗; that is automatically (implicitly) done for a
r = r2;
r = r2;
reference.
x:
2
y:
3
x:
2
3
y:
3
y
After x=y, we have x==y for every built-in type and well-designed user-defined type (Chapter 2) x: 3
that offers = (assignment) and == (equality comparison).
To 要存取由指標所指向的值，您可以使用
access the value pointed to by a pointer,Toyou
access
use ∗the
; that
value
is automatically
pointed to by (implicitly)
a pointer, you
done
usefor
∗; athat is automaticall
*；對於參照而言這會自動的（內隱式的）
reference.
reference.
完成。
After x=y, we have x==y for every built-in type
Afterand
x=ywell-designed
, we have x==yuser-defined
for every built-in
type (Chapter
type and2)well-designed userthat offers = (assignment) and == (equality comparison).
that offers = (assignment) and == (equality comparison).
對於所有提供 =（指定）和 ==（相等性比較）的內建型別以及設計嚴謹的使用者定
義型別（第二章）來說，在 x=y 之後，都會得到 x==y。

1.9.2

初始化

初始化和指定不同。一般來說，要讓指定正常的運作，來源物件必須有值。另一方
面，初始化是要讓沒有初始化的記憶體成為合法的物件。對於絕大多數的型別而言，
想要對未初始化的變數進行讀取或寫入是沒有意義的。對內建型別的參照尤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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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x = 7;
int& r {x};		
r = 7;		

// 將 r 綁定到 x（r 參照到 x）
// 指定給 r 所參照的物件

int& r2;		
r2 = 99;		

// 錯誤：未初始化參照
// 指定給 r2 所參照的物件

幸運的是，我們不會有未初始化的參照。如果有的話，那麼 r2=99 會將 99 指定給某
個未指明的記憶體位置；結果會是不對的或導致當機。
您可以使用 = 來初始化一個參照，但請不要讓自己搞混了。例如：
int& r = x;		

// 將 r 綁定到 x（r 參照到 x）

這仍然是將 r 綁定到 x 的初始化動作，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值的複製。
初 始 化 和 指 定 的 區 分 對 許 多 使 用 者 定 義 型 別 來 說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例 如 string 和
vector。在這些型別中指定的來源物件會擁有一個最終會被釋出的資源（參見 5.3

節）。
引數傳遞和函數的傳回值的基本語意就是初始化（參見 3.6 節）。舉例而言，這就
是我們如何進行傳參照（pass-by-reference）的作法。

1.10 忠告
此 處 的 忠 告 只 是 C++ 核 心 指 南（C++ Core Guidelines）[Stroustrup,2015] 的 一 部
份。我用像 [CG: ES.23] 這樣的方式來參照到這本指南，代表是要參照到它裡面的
Expressions and Statement 小節的第 23 條規則。一般而言，核心指南會提供更多的
說明和範例。
[1]

不要慌張！所有的事都會及時的變明白；參見 1.1 節；[CG: In.0]。

[2]

不要單獨使用內建的特性。反之，基礎（內建）特性最好透過程式庫間接的使
用，例如透過 ISO C++ 標準程式庫（第八－十五章）；[CG: P.10]。

[3]

您不需要知道 C++ 的所有細節才能寫出好的程式。

[4]

聚焦在程式設計的技巧，而不是語言的特性上。

[5]

有關語言定義相關議題的結論，請參考 ISO C++ 標準；參見 16.1.3 節；[CG:P.2]。

[6]

將有意義的運算「包裝」成小心命名後的函數；參見 1.3 節；[CG: F.1]。

[7]

一個函數應該只執行一個單一的邏輯運算；參見 1.3 節；[CG: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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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讓函數變短；參見 1.3 節；[CG: F.3]。

[9]

當函數必須對不同型別進行同樣的運算時，使用多載；參見 1.3 節。

[10] 如果函數必須在編譯時進行賦值，請宣告它為 constexpr；參見 1.6 節；[CG:
F.4]。
[11] 瞭解語言的基本元件如何映射到硬體；參見 1.4、1.7、1.9、2.3、4.2.2、4.4 節。
[12] 使用數字分隔子來讓大的文數字變得可讀；參見 1.4 節；[CG: NL.11]。
[13] 避免使用複雜的運算式；[CG: ES.40]。
[14] 避免窄化轉換；參見 1.4.2 節；[CG: ES.46]。
[15] 將變數的範疇最小化；參見 1.5 節。
[16] 避免使用「神奇常數」；使用符號化的常數；參見 1.6 節；[CG: ES.45]。
[17] 偏好使用不可改變的資料；參見 1.6 節；[CG: P.10]。
[18] 每個宣告都只宣告一個名稱；[CG: ES.10]。
[19] 讓 常 見 的 和 區 域 性 的 名 稱 不 要 太 長， 不 常 見 的 和 非 區 域 的 名 稱 就 長 一 點；
[CG:ES.7]。
[20] 避免使用看來相似的名稱；[CG: ES.8]。
[21] 避免使用 ALL_CAPS（全部大寫字母的）名稱；[CG: ES.9]。
[22] 命名型別宣告時偏好使用 {}- 初始化語法；參見 1.4 節；[CG: ES.23].
[23] 使用 auto 時避免型別名稱重複；參見 1.4.2 節；[CG: ES.11]。
[24] 避免使用未初始化的變數；參見 1.4 節；[CG: ES.20]。
[25] 讓範疇變小；參見 1.5 節；[CG: ES.5]。
[26] 當在 if- 敘述的條件中宣告變數時，使用與 0 比較的內隱式版本；參見 1.8 節。
[27] 在處理位元時只使用 unsigned；參見 1.4 節；[CG: ES.101] [CG: ES.106]。
[28] 使用指標時要簡單且直接；參見 1.7 節；[CG: ES.42]。
[29] 使用 nullptr 而不是 0 或 NULL；參見 1.7 節；[CG: ES.47]。
[30] 在您有值可以初始化一個變數前不要宣告它；參見 1.7、1.8 節；[CG: ES.21]。
[31] 用程式碼就可以清楚表達的東西不用寫在註解裡；[CG: NL.1]。
[32] 在註解中表明您的意圖；[CG: NL.2]。
[33] 維持固定的縮排風格；[CG: N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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