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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系 C++ 程式設計 期中考試題 

姓名：       

系級：       

學號：       

100/04/12 

考試時間：09:30 – 11:20 
試題敘述蠻多的, 看清楚題目問什麼, 針對重點回答是很重要的, 總分有 125, 請看
清楚每一題所佔的分數再回答 
考試規則：1. 不可以翻閱參考書、作業及程式 

2. 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電腦 (包含計算機) 
3. 不得左顧右盼、不得交談、不得交換任何資料、試卷題目有任何疑問請舉手發問 (看不懂題目不見得是你的問題, 

 有可能是中英文名詞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隔壁的答案可能比你的還差, 白卷通常比錯得和隔壁一模一樣要好 
4. 提早繳卷同學請直接離開教室，不得逗留喧嘩 
5. 違反上述任何一點之同學以作弊論，一律送請校方處理 
6. 繳卷時請繳交簽名過之試題卷及答案卷 

1. [10] 請舉例說明什麼是抽象資料型態(Abstract Data Type), 為什麼稱它為“抽象”的呢? 

Sol: 

Abstract Data Type (ADT) = Data + Operations 

稱它為 “抽象的資料型態” 的原因是因為在分析應用程式的時候, 由許多功能類似的物件中抽

象化其共通性以便在程式中以物件表示時, 必須用 Operations 這種操作型的定義方法來描述, 

如果只用 Data 以及相關的格式來描述的話, 可能的使用方法太多, 不確定性太高, 太不精確。 

例如: 在 C++ 中我們用下述的定義來描述 Stack 
class Stack { 
public: 
    Stack(int size); 
    ~Stack(); 
    bool push(Element element); 
    Element pop(); 
    bool isEmpty(); 
    bool isFull(); 
private: 
    int m_top; 
    int m_size; 
    int *m_data; 
}; 

2. [10] 請舉例說明什麼是函式的多載 (overloading), 為什麼在 C++ 中要允許函式的多載? 

Sol: 

在 C++ 中允許多個函式使用相同的函式名稱稱為函式的多載, 例如 

void setValues(double real, double imaginary); 

void setValues(Complex src); 

或是 

+ 同時代表整數加法, 浮點數加法, 以及指標變數加法 

最主要的原因是對於程式設計者而言, 雖然參數的型態和個數可能有差異, 但是這些相同名稱的

函式基本上描述相同概念的動作, 用相同的函式名稱來描述可以簡化程式設計者的思維, 用比較

抽象、比較概念性的方法來處理類似的動作 (例如開車時你不太需要區分車子的廠牌, 只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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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前進、如何轉向、如何煞車這些抽象化的動作即可) 

3. [10] 請問下列左方程式片斷執行時會在哪一列呼叫右方 Set 類別的哪一個成員函式? 

Sol: 

04. Set(ifstream&), Set(ifstream&), Set() 

06. Set& intersect(Set&), int size() 

08. void union(Set&) 

11. ~Set(),~Set(),~Set() 

4. [5] 在下列 main() 函式結束前, 我們想要知道是不是所有動態配置的 Stack 類別的物件都已

經釋放掉了, 我們想要藉由呼叫 printCounts() 函式來輸出這個資料, 請問在 main() 函式第六

列該以怎樣的語法呼叫?  [5] 請問為什麼不用一般的成員函式來設計 printCounts() 函式? [5] 

另外請問應該在哪一個檔案內以什麼語法定義 Stack::objectCounts 這個 static 變數並且初始化

其值為 0?  [5]請問 static 變數的特性為何, 為什麼不用一般的資料成員? 

Sol: 

a) Stack::printCounts(); 

b) static 成員函式是所謂的類別方法 (class method), 所有類別成員共享; 由於 printCounts()

這個函式的功能不是個別 Stack 物件的界面, 而是所有 Stack 物件共享的物件計數功能, 

使用時也不需要透過 Stack 類別的物件來呼叫, 所以用 static 的方式來設計; static 成員

函式沒有 this 指標, 也不能呼叫非 static 的成員函式和使用非 static 的資料成員。 

c) Stack.cpp 中 

int Stack::objectCounts = 0; 

d) static 變數裡存放的資料是這個類別所有物件共享的資料, 不是個別物件的狀態變數, 整

個程式裡只有定義一個單一的儲存空間 (如題 c 所定義), 所有成員函式都可以存取 static 

變數; 在這個應用中我們不能用物件裡的狀態變數來記錄總共產生了多少個物件, 需要用

共享的變數來存放, 但是又不希望用全域變數, 所以使用只有在這個類別的成員函式才能

夠使用到的 static 變數。 

01. void main() 
02. { 
03.     ifstream in("input.txt"); 
04.     Set set1(in), set2(in), set3; 
05.   
06.     if (set1.intersect(set2).size()!=0) 
07.     { 
08.         set3.union(set1); 
09.         cout << "non-empty intersection\n";
10.     } 
11. } 
 

01. class Set
02. { 
03. public: 
04.     Set(); 
05.     Set(ifstream &); 
06.     ~Set(); 
07.     Set& interset(Set &); 
08. void union(Set &); 
09.     int size(); 
10. private: 
11.      … 
12.};

Stack.h 
01. class Stack { 
02. … 
03. public: 
04.     Stack(); 
05.    ~Stack(); 
06.     static void printCounts(); 
07. private: 
08.     static int objectCounts; 
09. … 
10. }; 

Stack.cpp 
01. Stack::Stack() { 
02.     objectCounts++; 
03. } 
04. Stack::~Stack() { 
05.     objectCounts--; 
06. } 
07. void Stack::printCounts() { 
08.     cout << "Class Stack " 
09.                  "active objects: " 
10.             << objectCounts << endl;
11. } 

main.cpp 
01. void main() 
02. { 
03. Stack *ptrArray[100]; 
04.     … 
05.     // new/delete many Stack objects
06. …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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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參考下面這兩個類別的宣告, 其中Document類別使用到一個TableOfContent類別的成員物

件, 而且 TableOfContent 類別只有一個需要一個參數的建構元函式, 請在 Document.cpp 檔案內

完成Document類別的建構元函式, 這個建構元函式的參數是文件的有幾個章節, 這個數字也是

要初始化 m_TOC 物件成員的參數, 你必須要以正確的語法初始化 m_TOC 成員物件 

Sol: 

Document.cpp 

Document::Document(int numberOfSections): m_TOC(numberOfSections) 

{ 

} 

6. [15] 第一次作業的集合類別要求你撰寫交集 AB、聯集 AB、和差集 A\B 等等功能, 請再替

這個類別增加一個 void Set::SymmetricDifference(Set &B) 的功能, A 及 B 為兩個集合, A–B = 

(AB) \ (AB), 請簡單描述你的集合類別的資料成員, 然後運用作業中已經實作的功能實作

A–B. e.g. {1, 2, 3} – {2, 3, 4} = {1, 4}, 請注意A集合就是自己這個集合物件, 函式執行完以後物

件的內容變成 A–B。 

Sol: 
 class Set {                // Set.h 

public: 
    void SymmetricDifference(Set &rhs); 
    void Intersect(Set &rhs); 
    void Union(Set &rhs); 
    void Difference(Set &rhs); 
private: 
    vector<int> m_data; 
}; 
void Set::SymmetricDifference(Set &rhs) {             // Set.cpp 
    Set tmp(*this); 
    tmp.Intersect(rhs); 
    Union(rhs); 
    Difference(tmp); 
} 

7. [3] 請參考下右圖, 在實習中的那個複數類別有一個列印的成員函式 print(ostream&) 以把複數

物件顯示在螢幕上, 請問如果我不寫那個成員函式, 而用下面左圖的方法列印的話, getReal() 

和 getImaginary() 稱為什麼函式?  [3] 牴觸了物件導向程

式設計的哪一個原則? (為什麼?)  [4] 請多載 (overload)  

operator<<() 這個全域的函式成為 

ostream& operator<<(ostream &out, const Complex &obj) 

來擴充 cout 的功能, 請運用現成的 print() 成員函式實作 

Document.h 
01. class Document 
02. { 
03. public: 
04.     Document(int numberOfSections); 
05.     … 
06. private: 
07.     TableOfConent m_TOC; 
08.     … 
09. }; 

TableOfContent.h
01. class TableOfContent 
02. { 
03. public: 
04.     TableOfContent(int numberOfSections); 
05.     … 
06. private: 
07.     int m_numberOfSections; 
08. }; 

Complex.h 
01. class Complex 
02. { 
03. public: 
04.     … 
05.     void print(ostream &os) const;
06.     int getReal() const; 
07.     int getImaginary() const; 
08. private: 
09.     int m_real; 
10.     int m_imaginary; 
11.     … 
12. }; 

Complex sum; 
    … 
cout << sum.getReal() << " + "  
    << sum.getImaginary()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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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 

a) getReal() 和 getImaginary() 稱為 accessor 成員函式 

b) 稍微牴觸了封裝性: 基本上資料的內容是不直接提給其他物件使用的; 提供 accessor 通常

代表這個物件化程式界面設計以及分工上隱含的缺陷; 但是仍然維護了相當的封裝特性, 

至少是透過成員函式來完成, 不是直接用 public 的 m_real 以及 m_imaginary 來提供; 

牴觸了物件分工的原則: 如果資料需要讓其他物件直接存取的話, 可能資料需要存放在其

他物件裡面。  

c) 在 Complex.cpp 中實作 

ostream& operator<<(ostream &out, const Complex &obj) { 

    obj.print(out); 

    return out; 

} 

8. 在一個數學應用軟體中，需要處理各種不同維度的矩陣運算，因此將矩陣設計成一個 Matrix 類

別，每一個這樣子類別的物件代表一個 n×n 維的矩陣, 矩陣的每一個元素都是浮點數，這樣子

的物件有一些基本的資料設定與運算功能，如下使用範例所示： 

檔案 matrix.dat 內容如下：                             輸出結果如下： 

請回答下列問題，依序完成 Matrix 類別的設計 

a. [10] 根據上面這一段程式的要求，這個類別應該有兩

個建構元 (constructor) 函式，一個解構元 (destructor) 

函式，一個 multiply() 成員函式負責計算兩個矩陣的

乘積，一個 print() 成員函式負責列印矩陣內的資料，請宣告這個類別，以及這幾個成員函

式，請根據上面的描述及範例程式設定各個參數的型態、回傳值的型態、以及存取權限 

(public or private)，可以用 const 的地方一定要用，資料成員在下一題中設計 

Sol: 
 class Matrix 

{ 
public: 
    Matrix(ifstream &ifs); 
    Matrix(const Matrix &src); 
    ~Matrix(); 
    bool multiply(const Matrix &rhs); 
    void print(ostream &os) const; 

01. ifstream infile("matrix.dat");  // 開啟檔案串流 
02. Matrix matA(infile);   // 由檔案串流中初始化矩陣 A 
03. Matrix matB(infile);   // 由檔案串流中初始化矩陣 B  
04. Matrix matC(matA);   // 由矩陣 A 的內容初始化矩陣 C 
05. 
06. matC.multiply(matB);  //計算矩陣 A 與矩陣 B 的乘積 

07. cout << "Matrix A is " << endl; 
08. matA.print(cout);          // 列印 A 矩陣的內容 
09. cout << "Matrix B is " << endl; 
10. matB.print(cout);          // 列印 B 矩陣的內容   
11. cout << "The product of A and B is " << endl;  
12. matC.print(cout);          // 列印 C 矩陣的內容 

3 
1.3 2.2 3.0  
4.6 5.0 6.9 
–1.0 0.8 –3.2  
3 
2.1 3.0 4.4  
5.7 6.8 8.1 
1.2 –3.4 5.6 

Matrix A is 
     Dimension is 3 x 3 
     1.3 2.2 3.0 

4.6 5.0 6.9 
–1.0 0.8 –3.2 

Matrix B is 
     Dimension is 3 x 3 
 2.1 3.0 4.4 ; 

5.7 6.8 8.1; 
1.2 –3.4 5.6 

The product of A and B is 
     Dimension is 3 x 3 
    18.87   8.66   40.34 
    46.44  24.34   99.38 
    –1.38  13.32  –15.84 



 5

}; 

b. [5] 接上題，假設在這個應用程式內，輸入檔案裡矩陣的大小沒有限制，我們希望用動態配

置記憶體的方法來實作，應該怎麼定義存放矩陣內容的資料成員變數? 由於這個類別所描述

的矩陣的維度是有彈性的，所以你也需要設計記錄維度的資料成員變數，請注意存取權限 

Sol1: 
 Matrix.h 

class Matrix 
{ 
public: 
    Matrix(ifstream &ifs); 
    Matrix(const Matrix &src); 
    ~Matrix(); 
    bool multiply(const Matrix &rhs); 
    void print(ostream &os) const; 
private: 
    double *m_data; 
    int m_dim; 
}; 

Sol2: 
 Matrix.h 

class Matrix 
{ 
public: 
    Matrix(ifstream &ifs); 
    Matrix(const Matrix &src); 
    ~Matrix(); 
    bool multiply(const Matrix &rhs); 
    void print(ostream &os) const; 
private: 
    double **m_data; 
    int m_dim; 
}; 

c. [10] 請撰寫由檔案串流中讀取資料的建構元函式，資料的格式如上圖所示，首先有一個整

數代表 n  n 矩陣的維度，接下來 n 列資料是矩陣的資料內容 (例如 1.3 2.2 3.0 代表這個矩

陣第一列的三個元素, 請注意檔案串流參數和作業一相同，需要用參考的方式傳入，不可以

用 call-by-value 的方式) 

Sol1: 

 Matrix.cpp 
Matrix::Matrix(ifstream &ifs) 
{ 
    int i, j; 
    ifs >> m_dim; 
    m_data = new double[m_dim*m_dim]; 
    for (i=0; i<m_dim; i++) 
        for (j=0; j<m_dim; j++) 
            ifs >> m_data[i*m_dim+j] 
} 

Sol2: 

 Matrix.cpp 
Matrix::Matrix(ifstream &ifs) 
{ 
    int i, j; 
    ifs >> m_dim; 
    m_data = new double*[m_dim]; 
    for (i=0; i<m_di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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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_data[i] = new double[m_dim]; 
        for (j=0; j<m_dim; j++) 
            ifs >> m_data[i*m_dim+j] 
    } 
} 

d. [10] 請撰寫矩陣乘積的成員函式 bool Matrix::multiply(const Matrix &rhs)  

請注意在函式的參數運用 call-by-reference 方式傳入，函式裡應該先檢查兩個維度是否相同,

才可以相乘, 矩陣乘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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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1: 

 Matrix.cpp 
bool Matrix::multiply(const Matrix &rhs) 
{ 
    int i, j, k; 
    if (m_dim != rhs.m_dim) 
        return false; 
    double *tmp = new double[m_dim*m_dim]; 
    for (i=0; i<m_dim; i++) 
        for (j=0; j<m_dim; j++) 
        { 
            tmp[i*m_dim+j] = 0; 
            for (k=0; k<m_dim; k++) 
               tmp[i*m_dim+j] += m_data[i*m_dim+k] * rhs.m_data[k*m_dim+j]; 
        } 
    for (i=0; i<m_dim*m_dim; i++) 
        m_data[i] = tmp[i]; 
    delete[] tmp; 
    return true; 
} 

Sol2: 

 Matrix.cpp 
bool Matrix::multiply(const Matrix &rhs) 
{ 
    int i, j, k; 
    if (m_dim != rhs.m_dim) 
        return false; 
    double **tmp = new double*[ m_dim]; 
    for (i=0; i<m_dim; i++) 
        tmp[i] = new double[m_dim]; 
    for (i=0; i<m_dim; i++) 
        for (j=0; j<m_dim; j++) 
        { 
            tmp[i][j] = 0; 
            for (k=0; k<m_dim; k++) 
               tmp[i][j] += m_data[i][k] * rhs.m_data[k][j]; 
        } 
    for (i=0; i<m_dim; i++) 
    { 
        for (j=0; j<m_dim; j++) 

        m_data[i][j] = tmp[i][j]; 
        delete[] tmp[i]; 

} 
    delete[] tmp; 
    return true; 
} 

e. [5] 請完成 print 成員函式列印出上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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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1: 

 Matrix.cpp 
void Matrix::print(ostream &os) const 
{ 
    int i, j; 
    os << "Dimension is " << m_dim << " * " << m_dim << endl; 
    for (i=0; i<m_dim; i++) 
    { 
        for (j=0; j<m_dim; j++) 
            os << m_data[i*m_dim+j]; 
        os << endl; 
    } 

} 

Sol2: 

 Matrix.cpp 
void Matrix::print(ostream &os) const 
{ 
    int i, j; 
    os << "Dimension is " << m_dim << " * " << m_dim << endl; 
    for (i=0; i<m_dim; i++) 
    { 
        for (j=0; j<m_dim; j++) 
            os << m_data[i][j]; 
        os << end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