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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3 高中生解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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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

程式與電腦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稱為語言，世界上因有許多民族，因

其發源地不同，所以就有許多語言。例如，華語、英語及德語

等。其次，人與電腦溝通的工具，則稱為電腦程式語言。那為什

麼沒有電視語言、冰箱語言或冷氣語言呢？那是因為這些機器的

功能較為簡單，只要幾個按鈕就能發揮其功能，但是電腦的功能

就非常多，多到連用整個鍵盤的所有按鍵都無法表現其功能，所

以必須使用一些類似單字所組成的片語與敘述來發揮其所有功

能，這些單字與片語的集合就稱為電腦程式語言，簡稱程式語

言。就如同人類也無法用 26個字母表達所有感受與思維，必須

藉助這些字母的排列組合，先組成單字，再由單字組合成片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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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字，才能充分表達其思維。目前流行的程式語言有 Java、C、

C++、Visual Basic、C#、Python等。

電腦程式設計

串連一些程式語言中的指令與資料，使其完成一件工作，就

稱為電腦程式設計，簡稱程式設計。

運算思維

既然是電腦程式設計，那就要以電腦的思維方式去寫程式，

而不是以人的思考方式寫程式。電腦的運算思維要從資料結構與

演算法兩個運算思維開始。那什麼是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分別說

明如下：

 y 資料結構

什麼是資料結構呢？以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ax2+bx+c=0為例。

此時 a,b,c要以單一變數或陣列儲存呢？若選單一變數，那要選

整數、長整數或實數儲存呢？此即為資料結構。此一例子比較單

純，只要依使用者的需求即可決定哪種資料結構。但有時候就要

學習電腦的特性了，以時間為例，人類是分別使用年、月、日、

時、分、秒代表一個時間點，那就需要 6個變數儲存，其次，兩

個時間點的差額是分鐘不夠時，去借 1小時來減，日數不夠時，

去借 1個月來減。但電腦可不

用這樣想，電腦可是有很強的

資料結構，電腦可直接用一個

10位數的精確長整數『秒』，

記憶與代表（又稱儲存）年、

月、日、時、分、秒，其次，

  3   7   2

1 法則 3 1 3 8 3 8 4
  9

2 3×20+7=67
67×7=469

  3 8 4
  4 6 9

3 37×20+2=742
742×2=1484

    1 4 8 4
    1 4 8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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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時間的長度與前後運算也都可用『秒』完成，請看範例

5_3e。又例如，單複選題答案 ABCDE要如何儲存較省事呢？要

以 A、BCD或 AE表示答案，還是直接用一個整數 0到 31來表

示，以上即為資料的表示與儲存方式，稱為資料結構。電腦最基

本的資料結構有單一變數、一維或二維陣列，這都會在本書探

討。其它進階資料結構有結構、堆疊、佇列、鏈串列等，這將會

在高中進階程式設計討論。

 y 演算法

演算法是什麼呢？以人類解開根號為例，是套用國中數學

的 (a+b)2=a2+2ab+b2，如上頁圖，此稱為貪婪演算法，請看範例

7_5d，因為每一階次都可以得到最佳成果，但電腦就不用這麼

麻煩，還可直接用循序猜值法 (範例 6_1b)或二分猜值法（範例

6_4c）求解。其次，電腦基本演算法還有分而治之演算法，本書

將會陸續介紹這些基本演算法。

程式設計功能

程式設計可將一連串重複的工作，使用程式語言，寫一段程

式、儲存，然後就可無限次數重複使用，這樣可節省很多時間。

例如，範例 4_3c的解一元二次方程式為例，使用者必須不斷的計

算 d= (b2-4ac)，x1=(-b+d)/2a，x2=(-b-d)/2a，才能解出方程式，

那如果寫成程式，每次要求解時，只要輸入係數 a,b,c即可求出方

程式的解。

應用

程式設計的應用已經與我們生活習習相關，以前只是每個家

庭有一部電腦，現在幾乎人手一支手機，手機內即有千變萬化的

通訊軟體、遊戲。以前只有科學家、銀行有運用電腦計算，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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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自駕車已經可以上路，鴻海郭台銘董事長也說五年後他的

工廠不用開燈、不用人、不用供餐、不用供宿，使用機器人就可

24小時生產，所以現在的程式設計可說是融入我們的生活了。

其次，現在人口越來越少，會凸顯人口老化問題，居家生活照顧

就要仰賴機器人了，每個人眼睛一張開，就要學習與電腦機器人

一起生活。還有更可怕的事，以前是每個家庭一支電話，現在是

每個人一支手機，不久的將來就會身邊的所有東西都有一個通訊

裝置，例如，冰箱、電視、冷氣、汽車都有一個通訊裝置，都可

以控制與回報其狀態，那就是物聯網的時代，不僅人與人可以聯

繫，就連人與物或物與物都可以聯繫，這麼複雜的工作，都是電

腦程式的應用。

程式語言的種類

一份由電機電子工程學會發行的雜誌 IEEE(2018.10)，透過分

析來自 10種來源的 12個指標，算出目前熱門程式語言排行榜如

下圖，C語言還是目前第一名。其次，大學端設計的『大學程式

設計先修檢測 APCS』學科，也以 C語言為程式設計語言，中學

生學習 C語言可完全無縫接軌高中與大學程式設計課程，所以本

書選用 C語言為中學生『資訊科技』程式設計的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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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2 C語言開發環境介紹

目前 C語言常用熱門的開發環境有 Dev-C++、CodeBlocks，

分別說明如下：

Dev-C++

Dev-C++是一套用於開發 C/C++的自由整合式開發環境

（IDE），雖然目前沒有繼續開發新版本，但因為其所佔記憶體很

小，不管電腦多麼舊，還是可以順暢執行，所以在此介紹此一軟

體。以下是 Dev-C++官網首頁（www.bloodshed.net）。

下載與安裝

於上圖點選左邊 Download，依照指示即可下載與安裝

Dev-C++。

調整中文介面

若您的功能表選項不是中文，可點選功能表的“Tools/

Environment Options”，再於 Language中點選“Chinese(TW)”，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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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字型大小

點選功能表的『工具』/『編輯器選項』/『字型』，如下圖，

即可調整字型大小。

範例1-2a

請寫一程式，可以於螢幕輸出『Hello』。本例所需程式僅為

『printf("Hello");』。

 ]操作步驟

1. 開新專案。點選功能表的『檔案』/『開新檔案』/『專案』，

畫面出現要求點選專案類型、存放專案的資料夾與專案名

稱，如下圖左，本例專案類型點選『Console Application』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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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點選資料夾為『1_2a』（請先新增資料夾『1_2a』，讓

一個專案使用一個資料夾），專案名稱輸入『aa』，如下圖左，

畫面會出現另存新檔畫面，如下圖右。

 完成以上操作，畫面已新增程式樣版如下圖：

2. 輸入本例所需程式。新增專案時，已經新增樣版 main()函式

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run this program using the console pauser or add your own 
getch, system("pause") or input loop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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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in()函式的參數列有點複雜，但初學者先不要理會，只要

將本例所需程式

printf("Hello");

 填入 main()內即可，如以下程式：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return 0;
}

其次，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也先不要理會，它們是一些常用的函式標頭檔，讓您可以使

用一些常用函式，關於函式的使用，請看第八章。還有，

『/*⋯.*/』是註解，請看 4-2節，這裡也先不要理會。完成以

上操作，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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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程式。點選功能表的『執行』/ 『編譯並執行』，畫面出現

如下，要求輸入主程式的檔名，系統預設『main』，本書均使

用此預設值。

5. 執行結果。

6. 開啟檔案總管，全部檔案如下：這也不要理會，反正一個專

案就是要用一個資料夾，因為一個專案包含專案檔、應用程

式、C的原始檔、檔案或圖片等，這些檔案都要放在同一個

資料夾，那當您要複製專案時，才不會遺漏這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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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Blocks

CodeBlocks是目前最熱門的 C/C++自由整合式開發環境

（IDE），APCS考試也提供此 IDE，官網如下圖：

點選『DownLoad』，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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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Download the binary release』，畫面如下圖：

初學者請直接點選『codeblocks-17.12mingw-setup.exe』，因

為它才有內含『C/C++』編譯軟體，不然要自備編譯軟體。

安裝軟體

下載的檔案就是『.exe』執行檔，請在『下載區』按兩下程式，

就可自動執行。開啟『CodeBlocks』，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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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2a

請寫一程式，可以於螢幕輸出『Hello』。本例所需程式僅為

『printf("Hello");』。

 ]操作步驟

1. 開新專案。點選功能表的『File』/『New』/『Project』，畫

面出現要求點選專案類型，如下圖左，本例專案類型點選

『Console Application』，再點選『Go』，畫面如下圖右，可點

選專案類型，本例點選『C』。

2. 點選資料夾與輸入專案名稱。

 本例點選資料夾為『d:\cb\ch02』，專案名稱輸入『e1_2b』，

如下圖左，電腦將會自動建立資料夾『e1_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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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以上操作，畫面如下圖：（請點開『Source』前面『+』，

再按二下『main.c』）

4. 執行程式。

 點選功能表的『Build』/『Build and Run』，即可執行程式，

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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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上 printf()，就是本例所執行的程式，往後您要寫任何的程

式，只要將此敘述刪除，並在此位置寫下您的程式就可以。

6. 完成以上操作，資料夾『e1_2b』，如下圖。已經有專案檔與

main.c原始程式檔。（APCS考試請點選下圖的 main.c再上傳）

7. 如何調整字型大小。

 請點選功能表『Settings』/『Editor』，畫面如下圖：

8. 若出現找不到編譯器？（若之前您有安裝其他 C語言，有可

能系統誤判而找不到編譯器）

(1) 請點選功能表『Setting』/『Compiler』，畫面如下，在這

一畫面，您可以指定要使用哪一版本編譯器。（C語言編

譯器有三個版本，分別是 1990、1999與 2011，往後線上

查詢時就會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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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續點選『toolchain executables』，畫面如下圖，請留意

您的編譯器路徑是否正確，若不正確請在此修改。

9. 若左邊的『Management』視窗不見。請點選『View/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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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1. 鍵入程式應該要有層次感。例如，函式實作應該要使用  tab  

鍵內縮 (初學者常用空白鍵內縮，那會很吃力，且無法完全

整齊 )。例如，以下的 printf("Hello");，請先鍵入  tab  鍵，再

鍵入程式。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return 0;
}

還有遇到 for、do、while迴圈或 if等，也都要先用  tab  鍵內

縮，請看以下各章程式。

常犯的錯誤

以下是一些鍵入程式時常犯的錯誤，整理如下，方便初學者

除錯。 

1. 忘記在敘述行尾端打上分號（；） ，例如：

printf("Hello") 

 或是不應該出現分號的地方，多打了分號。例如：

#include <stdio.h>；

if (a>b); 

 且分號『;』是英數下的半形，不是中文狀態下的全形。

2. 大小寫未區分。C語言規定大小寫的字母是不同的字元，應

注意字母的輸入。例如，

printf("Hello");

Printf("Hello"); //請留意P的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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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一樣了。

3. 拼錯字。例如將

printf("Hello");

 打成

primtf("Hello"); //請留意m與n或1與l

 那指令就錯了，將會出現錯誤信息。

4. 括弧未配成對。有一個左大括弧『{ 』，務必要配一個右大括

弧『}』；同樣地，左小括弧『(』務必要配一個右小括弧 『)』；

左中括弧『[』務必要配右中括弧『]』。初學者經常會忘記打

上右括弧，導致語法錯誤。 

5. 引號未成對。不論雙引號『 "』(用於字串 )，或是單引號『 '』 
(用於字元 )的使用，都應該成雙成對出現。

6. 不該出現的空白符號。例如，把 

printf("Hello");

 打成

print f("Hello");

 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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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3 高中生程式解題系統

高中生解題系統（https://zerojudge.tw/）畫面如下圖：

高中生程式解題系統 (Online Judge)，它是一個適合所有中學

生及初學者的程式設計題庫系統，內有基礎題庫與競賽題庫，每

一個題目都有詳盡說明與測試資料，學生還可送出程式，由系統

協助檢查是否正確，其次，這個系統不僅能評判是否正確，若有

錯誤，還能提示錯誤的地方，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資源。下圖是

基礎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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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學完本書第二章，就可開始從基礎解題。其中第一題還

有參考解答，您可以複製此程式，練習此系統的使用。下圖是目

前各校的解題數排行榜。

本人覺得裡面很多題目，非常適合中學生動腦實作，所以在

此大力推薦，希望能勾起大家的興趣，從中好好大顯身手，那程

式設計功力一定可以大大提升。請自己註冊後，就可以開始。本

書 2.4節還會繼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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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4 APCS

APCS為 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的 英 文 縮

寫，是指「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官網是（https://apcs.csie.

ntnu.edu.tw），開啟後畫面如下圖：

主辦單位期望舉辦具公信力之「程式設計檢測」，檢驗具備程

式設計能力之高中職學生的學習成果，提供大學作為選才的參考依

據。並藉由本檢測之推動，除了讓高中職重視資訊科學課程的學習

外，亦讓大學酌訂抵免程式設計學分的相關措施。108學年度已經

有 31院校提供專屬有 APCS成績的推甄名額，請自行開啟官網瀏

覽。其次，APCS每年提供三次考試機會，每次皆有選擇觀念題與

實作題，由所提供的考古題與筆者親自報名應試結果，只要多考幾

次，不僅可以知道哪裡不足，有些題目也有類似的發展，所以成績

一定可以提升，而且報考沒有年齡限制，也不用報名費，成績又可

保留，所以建議大家，若對資工、資管相關科系有興趣的同學，國

中就可開始報考，多考幾次成績當然會進步。目前官網提供的歷屆

考古試題如下，本書將於各章節介紹其相關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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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APCS考試範圍：（108年 2月修訂）

 y 程式設計基本觀念 (Basic programming concepts)

 y 資料型態 (Data types)、常數 (Constants)、變數 (Variables)、

視域 (Scope)；全域 (Global) / 區域 (Local)

 y 控制結構 (Control structures)

 y 迴路結構 (Loop structures)

 y 函式 (Functions)

 y 遞迴 (Recursion)

 y 陣列與結構 (Arrays and structures)

 y 基礎資料結構 (Basic data structures)，包括：佇列 (Queues) 

和堆疊 (Stacks)

 y 基礎演算法 (Basic algorithms)，包括：排序 (Sorting) 和搜尋 
(Sear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