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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第 1 學期

資訊工程學系一年級C班
課號: B5701M33

上課教室與時間: INS 101 (星期二 13:10-16:00)
上機授課與實習：INS 203/201 (星期三 13:10-16:00)

補強時間: INS 203 (另外安排)

授課教師: 丁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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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實習助教: 吳育綺、廖巧恩、謝宇恆



課本與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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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與參考書籍

 課本:

 洪維恩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旗標 洪維恩,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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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與參考書籍

 課本:

 洪維恩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旗標 洪維恩,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旗標

 參考閱讀: 
 C Programming: A Modern Approach, 2nd Ed., g g pp , ,

K. N. Ki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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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熟悉程序式程式語言的基本架構與計算機運

算的基本模型算的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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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熟悉程序式程式語言的基本架構與計算機運

算的基本模型算的基本模型

熟悉以 T d 方式分解程式的功能 切 熟悉以 Top-down 方式分解程式的功能、切

割問題、簡化問題，設計結構化、模組化的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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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熟悉程序式程式語言的基本架構與計算機運

算的基本模型算的基本模型

熟悉以 T d 方式分解程式的功能 切 熟悉以 Top-down 方式分解程式的功能、切

割問題、簡化問題，設計結構化、模組化的

程式

以 C 語言為基礎，練習設計演算法解決程

序複雜 需要耗費時間的運算問題
4

序複雜、需要耗費時間的運算問題



本學期課程大綱
1. C 語言、程式設計概觀、第一個 C 程式、與程式開發介面 (week 1)
2. C 的基本語法、關鍵字 vs. 識別字、程式碼的錯誤 (week 2)
3. 變數之概念、變數型態、資料表示法、與資料的轉換 (week 3)
4. 函數庫、格式化輸出與輸入函數 (week 4)
5. 運算式與運算子、運算子的優先順序、強制的資料型態轉換 (week 5)
6. 條件控制 (邏輯判斷

與條件運算式
10. 陣列與字串 (week 10)

與條件運算式) (week 6)
7. 結構化程式設計與

迴圈 ( k 7)

陣列與字串 ( )
11. 字串處理 (week 11)
12. 指標運用 (week 12)

迴圈 (week 7)
8. 區塊、函數、與參

數傳遞 (week 8)

13. 遞迴 (week 13)
14. 使用者自定型態與基礎資料結構 (week 14)

數傳遞 (week 8)
9. 期中考 (week 9)

15. 檔案輸出與檔案輸入 (week 15)
16. 指標與動態記憶體使用 (week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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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型程式開發、位元處理、物件導向設計 (week 17)
18. 期末考 (week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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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型程式開發、位元處理、物件導向設計 (week 17)
18. 期末考 (week 18)



課程評量與要求

 Office Hour: 星期二、三、五 11:00 – 13:00, 其它時間請
email/fb messenger 另約

 課程評量方式

期中考 30%期中考 30% 

期末考 30% 

實習 30%實習 30%

課程參與 10%  (簽到/隨堂考試/上課回答/課程參與 (簽到 隨堂考試 課回答
助教詢問/ Office Hour / 補強/
fb線上/fb群組或email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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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課程和其它課程的差別程式設計課程和其它課程的差別

 程式設計是一種技術 控制電腦用它的速度和準確性幫你完成你指派 程式設計是 種技術, 控制電腦用它的速度和準確性幫你完成你指派

的工作,你需要不斷地練習把情境抽象化, 把資料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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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課程和其它課程的差別程式設計課程和其它課程的差別

 程式設計是一種技術 控制電腦用它的速度和準確性幫你完成你指派 程式設計是 種技術, 控制電腦用它的速度和準確性幫你完成你指派

的工作,你需要不斷地練習把情境抽象化, 把資料抽象化

 電腦能夠用很快的速度遵循指示來運作 沒有特別的思考與推理邏輯 電腦能夠用很快的速度遵循指示來運作, 沒有特別的思考與推理邏輯, 
所以聰明的你需要多負擔一些責任, 你需要練習到可以組合完全正確

的語法下命令並且可以完全預期電腦在執行這個命令時的動作的語法下命令並且可以完全預期電腦在執行這個命令時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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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聰明的你需要多負擔一些責任, 你需要練習到可以組合完全正確

的語法下命令並且可以完全預期電腦在執行這個命令時的動作的語法下命令並且可以完全預期電腦在執行這個命令時的動作

 不要把它當成一般的科目來學習, 很多科目考前看一看都有一定的效

果 會了七成大概有七成的成績; 但是這個科目比較特別 如果你只會果, 會了七成大概有七成的成績; 但是這個科目比較特別, 如果你只會

七成, 只知道一些大概的法則, 基本上你寫不出正確運作的程式, 甚至

你知道了九成, 也和能夠靈活運用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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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課程和其它課程的差別程式設計課程和其它課程的差別

 程式設計是一種技術 控制電腦用它的速度和準確性幫你完成你指派 程式設計是 種技術, 控制電腦用它的速度和準確性幫你完成你指派

的工作,你需要不斷地練習把情境抽象化, 把資料抽象化

 電腦能夠用很快的速度遵循指示來運作 沒有特別的思考與推理邏輯 電腦能夠用很快的速度遵循指示來運作, 沒有特別的思考與推理邏輯, 
所以聰明的你需要多負擔一些責任, 你需要練習到可以組合完全正確

的語法下命令並且可以完全預期電腦在執行這個命令時的動作的語法下命令並且可以完全預期電腦在執行這個命令時的動作

 不要把它當成一般的科目來學習, 很多科目考前看一看都有一定的效

果 會了七成大概有七成的成績; 但是這個科目比較特別 如果你只會果, 會了七成大概有七成的成績; 但是這個科目比較特別, 如果你只會

七成, 只知道一些大概的法則, 基本上你寫不出正確運作的程式, 甚至

你知道了九成, 也和能夠靈活運用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程式沒有辦法執行出你希望的結果, 常常是因為某一個語法你以為電

腦會有 X 的效果但是實際上它卻有 Y 的效果, 某一個敘述你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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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會有 的效果但是實際 它卻有 的效果, 某 個敘述你預期的

效果和實際上電腦執行時的動作有落差, 你需要不斷地使用電腦寫程

式, 觀察電腦執行的結果來驗證你所看到或認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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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漢斯 (Clever Hans)

1891

 會算術的馬

1891

會算術的馬
很多人不信, 想了很多方法來測試牠, 他都能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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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漢斯 (Clever Hans)

1891

 會算術的馬

1891

會算術的馬
很多人不信, 想了很多方法來測試牠, 他都能順利通過, 
尤其是透過牠的訓練師提問, 回答更是絕對正確尤其是透過牠的訓練師提問, 回答更是絕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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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漢斯 (Clever Hans)

1891

 會算術的馬

1891

會算術的馬
很多人不信, 想了很多方法來測試牠, 他都能順利通過, 
尤其是透過牠的訓練師提問, 回答更是絕對正確尤其是透過牠的訓練師提問, 回答更是絕對正確

換成其他人來提問, 漢斯還是能夠答對,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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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漢斯 (Clever Hans)

1891

 會算術的馬

1891

會算術的馬
很多人不信, 想了很多方法來測試牠, 他都能順利通過, 
尤其是透過牠的訓練師提問, 回答更是絕對正確尤其是透過牠的訓練師提問, 回答更是絕對正確

換成其他人來提問, 漢斯還是能夠答對, 直到…
提問者不曉得答案或是漢斯看不到提問的人,提問者不曉得答案或是漢斯看不到提問的人, 

漢斯就再也無法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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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漢斯 (Clever Hans)

1891

 會算術的馬

1891

會算術的馬
很多人不信, 想了很多方法來測試牠, 他都能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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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其他人來提問, 漢斯還是能夠答對, 直到…
提問者不曉得答案或是漢斯看不到提問的人,提問者不曉得答案或是漢斯看不到提問的人, 

漢斯就再也無法答對了

 原來漢斯辨識出提問者細微的肢體語言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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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漢斯辨識出提問者細微的肢體語言與答案
的關聯, 據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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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漢斯辨識出提問者細微的肢體語言與答案
的關聯, 也許比會算術還更聰明據以回答,



聰明的漢斯 (Clever 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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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就再也無法答對了

 原來漢斯辨識出提問者細微的肢體語言與答案

檢疫犬、緝毒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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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漢斯辨識出提問者細微的肢體語言與答案
的關聯, 也許比會算術還更聰明據以回答,



差別 (cont’d)
 常常看到有些同學很辛苦地完成實習和作業, 可是拿到一個

新的問題時, 要不無從下手, 要不寫出來的程式錯誤百出, 練習寫程
式的時候 怕: 由別人已經對了的程式開始改 (本來應該遇見的錯
誤都已經被同學解決了), 遇見程式錯誤的時候, 匆忙透過同學、助
教或是Google尋找替代方法避開錯誤 (你遇到的每一個錯誤都是你教或是Google尋找替代方法避開錯誤, (你遇到的每 個錯誤都是你
校正自己認知的關鍵, 跳過去也許可以快速地完成作業, 可是下一次
在類似的情境下你還是會遇見相同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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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 (cont’d)
 常常看到有些同學很辛苦地完成實習和作業, 可是拿到一個

新的問題時, 要不無從下手, 要不寫出來的程式錯誤百出, 練習寫程
式的時候 怕: 由別人已經對了的程式開始改 (本來應該遇見的錯
誤都已經被同學解決了), 遇見程式錯誤的時候, 匆忙透過同學、助
教或是Google尋找替代方法避開錯誤 (你遇到的每一個錯誤都是你教或是Google尋找替代方法避開錯誤, (你遇到的每 個錯誤都是你
校正自己認知的關鍵, 跳過去也許可以快速地完成作業, 可是下一次
在類似的情境下你還是會遇見相同的錯誤)

 遇見程式錯誤的時候, 重要的是去仔細觀察程式的表現, 解釋為什
麼某一個寫法會得到那樣的錯誤表現, 修改自己對那一個語法的認
知與預期 以後才能夠正確使用 當然幫同學尋找程式錯誤的時候知與預期, 以後才能夠正確使用; 當然幫同學尋找程式錯誤的時候, 
也要去針對目前程式的動作解釋, 不要為了速戰速決就直接拿另外
一段程式來取代, 說 “反正這樣寫就會對”, 這會讓小問題變大問題段程式來取代, 說 反正這樣寫就會對 , 這會讓小問題變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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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 (cont’d)
 常常看到有些同學很辛苦地完成實習和作業, 可是拿到一個

新的問題時, 要不無從下手, 要不寫出來的程式錯誤百出, 練習寫程
式的時候 怕: 由別人已經對了的程式開始改 (本來應該遇見的錯
誤都已經被同學解決了), 遇見程式錯誤的時候, 匆忙透過同學、助
教或是Google尋找替代方法避開錯誤 (你遇到的每一個錯誤都是你教或是Google尋找替代方法避開錯誤, (你遇到的每 個錯誤都是你
校正自己認知的關鍵, 跳過去也許可以快速地完成作業, 可是下一次
在類似的情境下你還是會遇見相同的錯誤)

 遇見程式錯誤的時候, 重要的是去仔細觀察程式的表現, 解釋為什
麼某一個寫法會得到那樣的錯誤表現, 修改自己對那一個語法的認
知與預期 以後才能夠正確使用 當然幫同學尋找程式錯誤的時候知與預期, 以後才能夠正確使用; 當然幫同學尋找程式錯誤的時候, 
也要去針對目前程式的動作解釋, 不要為了速戰速決就直接拿另外
一段程式來取代, 說 “反正這樣寫就會對”, 這會讓小問題變大問題段程式來取代, 說 反正這樣寫就會對 , 這會讓小問題變大問題

 上課講的概念與方法需要複習, 需要自己在電腦上練習, 才不會因為
自己 “太多的以為”或是誤會我的解釋或是誤會課本的解釋而遇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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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太多的以為 或是誤會我的解釋或是誤會課本的解釋而遇見學
習瓶頸, 這個課程幫大家準備了實習的題目和作業, 希望大家能夠按
部就班地練習; 尤其是剛開學這一個月, 不要因為比較忙而疏忽了



軟體設計與相關應用的學習過程

程序式程式設計程序式程式設計

資料結構

演算法

物件導向 軟體工程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軟體工程
系統分析
物件導向分析物件導向分析
物件導向設計
軟體測試

高階 (系統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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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全



軟體設計與相關應用的學習過程

程序式程式設計程序式程式設計

資料結構

演算法

物件導向 軟體工程

計算機組織
邏輯設計

組合語言 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軟體工程
系統分析
物件導向分析

系統程式
電腦網路

組合語言

物件導向分析
物件導向設計
軟體測試

程式語言
作業系統

高階 (系統應用程式)

低階

電腦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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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全編譯器低階
(系統程式)

資料庫系統



軟體設計與相關應用的學習過程
深度學習

程序式程式設計
機器學習

大數據資料分析

深度學習

程序式程式設計

資料結構

大數據資料分析

金融運算, 生物運算

科學計算, 雲端運算, 邊界運算

演算法

物件導向 軟體工程

計算機組織
邏輯設計

組合語言 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軟體工程
系統分析
物件導向分析

系統程式
電腦網路

組合語言

物件導向分析
物件導向設計
軟體測試

程式語言
作業系統

高階 (系統應用程式)

低階

電腦網路

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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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全編譯器低階
(系統程式)

資料庫系統

高階
(其它應用程式)



運用投影片上課運用投影片上課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間來解釋投影片裡的內容, 可以多一些時間和同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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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投影片上課運用投影片上課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間來解釋投影片裡的內容, 可以多一些時間和同學互動

 你發現我講的東西和先前講的不一致的時候, 發現我講的東

西模稜兩可時 請一定要隨時打斷我 我可以很快回到前面的西模稜兩可時, 請 定要隨時打斷我, 我可以很快回到前面的

投影片跟你解釋, 不會跟你雞同鴨講隨便打發你



11





運用投影片上課運用投影片上課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間來解釋投影片裡的內容, 可以多一些時間和同學互動

 你發現我講的東西和先前講的不一致的時候, 發現我講的東

西模稜兩可時 請一定要隨時打斷我 我可以很快回到前面的西模稜兩可時, 請 定要隨時打斷我, 我可以很快回到前面的

投影片跟你解釋, 不會跟你雞同鴨講隨便打發你

 雖然速度快, 好像讓你沒有辦法抄筆記, 可是為什麼不在課程

網站上下載投影片, 或是大家一起印出來, 在上面註記呢…另影片, 是 家 來,
外基本內容和課本一致, 你也可以考慮在課本上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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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投影片上課運用投影片上課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雖然教室前面要關燈, 吃飽飽很好睡, 可是我們可以多一點時

間來解釋投影片裡的內容, 可以多一些時間和同學互動

 你發現我講的東西和先前講的不一致的時候, 發現我講的東

西模稜兩可時 請一定要隨時打斷我 我可以很快回到前面的西模稜兩可時, 請 定要隨時打斷我, 我可以很快回到前面的

投影片跟你解釋, 不會跟你雞同鴨講隨便打發你

 雖然速度快, 好像讓你沒有辦法抄筆記, 可是為什麼不在課程

網站上下載投影片, 或是大家一起印出來, 在上面註記呢…另影片, 是 家 來,
外基本內容和課本一致, 你也可以考慮在課本上註記

上課難免和同學有 點點討論 不過請盡量別影響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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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難免和同學有一點點討論, 不過請盡量別影響其他同學, 
真的精神很不好時, 考慮一下站起來到教室外面走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