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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簡介

• 想要處理如人名、地名或密碼等資料時, 以
數值或字元的方式來存取並不方便。而字
串就是設計來處理這類的資料。

• 何謂字串? "This is a sunny day."、"今天天氣
不錯!!" 等, 就是字串, C 語言中並沒有為字
串設定一個專門的資料型別, 所以需要以特
別的方式來宣告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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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字元陣列與字串的差異

• 字元是指由單引號括住的字母或符號、如
'a'、'b'、'$' 等。字元陣列則是多個字元的集
合, 因此在處理字串時, 就是用字元陣列這
種資料結構來存放。不過字元陣列在存放
字串時, 又需在存放的內容上『動一點手
腳』。到底這三者之間有何差異呢? 

– 'C' 與 "C" 的差異

– 字元陣列與字串的差異

4

'C' 與 "C" 的差異

• 以單引號括住任一字母、符號或數字, 便成
了字元。在程式執行過程中, 不會被當成變
數名稱或者數值來處理。而如果將單引號
改成雙引號, 就成了字串。而兩者的差別在
於, 編譯器會在字串結束處, 加上一個結束
字元 '\0' (ASCII 碼為 0)。以 'C' 與 "C" 為例, 

兩者所佔的記憶體空間比較,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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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 "C" 的差異

6

'C' 與 "C" 的差異

• 所以假設有一個字元變數 ch, 要將其值設為
'C', 可寫成：ch=‘c’;

• 但不能寫成： c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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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陣列與字串的差異

• 字串是由字元組成, 因此需用字元陣列來存
放字串, 但是並非所有的字元陣列都可稱為
字串。因為字串的最後一個字元一定是結
束字元 '\0'。下圖分別為字串與字元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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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陣列與字串的差異

• 以上 2 個都是字元陣列, 但第 1 個的最後一
個字元為結束字元 '\0', 具有字串的特性; 而
第 2 個則無此特性。

• 此結束字元 '\0' 有何意義呢？有許多字串專
用的輸出、輸入以及編輯函式, 都會以此結
束字元來判斷字串結束處, 然後再做進一步
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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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字串

• 以字串為字元陣列初始值

• 以定義字元陣列的方式建立字串

• 宣告字元陣列後才指定字串值

10

宣告字串

• 宣告字元陣列, 並設定其初始值為字串的語
法如下：
char 字串名稱[陣列容量]=“字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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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字串

1. char：如前所述, 因為字串是由字元組成, 所
以陣列必須宣告成 char 的資料型別。

2. 字串名稱：命名原則與變數名稱相同。

3. 陣列容量：表示可容納的字串加上結束字
元的長度。不填數字, 則會依初始值設定的
字串長度 (字元數 +1), 來設定陣列容量。

4. 字串內容：可以為任何的字元、符號、數
字甚至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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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字串

• 主要的重點是在設定初始值時, 就用雙引號
的方式指定字串為陣列的初始值。
char name[]= "John Smith“;

• 此時編譯器會自動在字串後面補上一個結
束字元 '\0', 因此 name 陣列被配置到的記憶
體大小是除了容納 "John Smith" 的所有字元
外, 再加上一個 '\0', 因此其大小是 11 bytes, 

而非 1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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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串為字元陣列初始值

• 可用 sizeof() 巨集來驗證以字串為字元陣列
初始值時, 陣列的大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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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串為字元陣列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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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串為字元陣列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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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義字元陣列的方式建立字串

• 既然字串是存放在字元陣列中, 也可用設定字
元陣列初始值的方法, 一個字元、一個字元地
設定整個字串的內容。但使用這個方法時, 編
譯器不知道要建立的是一般的字元陣列、或
是字串, 所以不會自動在字串結尾加上結束字
元 '\0'。因此, 需自己在陣列結尾, 加上這個結
束字元： char name[]= "John Smith“;

char name[]={‘J’,’o’,’h’,’n’,’

‘,’S’,’m’,’i’,’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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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義字元陣列的方式建立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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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義字元陣列的方式建立字串

• 前面說過, printf ( ) 以 %s 格式輸出字元陣列
時, 在遇到結束字元 '\0' 時, 就會停止輸出。
由於上列的 name2 沒有加上結束字元, 所以
printf ( ) 會繼續輸出存放在記憶體中, 位於
"Mary White" 之後的其它內容。在上面的執
行例中, 編譯器在配置記憶體空間時, 將
name1 的內容放在 name2 後面, 所以 printf ( ) 
會接著輸出 name1 的內容, 而且最後會遇到
name1 中的結束字元, 並停止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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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字元陣列後才指定字串值

• 如果在宣告用來存放字串的陣列時, 未設定
初始值字串, 就必須註明足夠大的陣列的容
量, 以便稍後將字串指定到陣列時, 陣列有
足夠的存放空間, 例如至少要剛好夠存放到
字串文字加上結束字元。

• 宣告完成後, 可以一個一個的方式, 將字元
填入字串中, 記得最後一個字元要填入結束
字元, 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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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字元陣列後才指定字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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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字元陣列後才指定字串值

• 雖然可以這樣指定字串給字元陣列, 但此法
太不實用。然而 C 語言又不支援以指定算
符 (=) 直接指定字串值給字元陣列：
char name[11]; ….

name[]=“John Smith”;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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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字元陣列後才指定字串值

• 為補這方面的不足, C 語言標準函式庫中有
個字串複製函式 strcpy()可用來將指定字串
值複製到字元陣列中, 例如：
strcpy(name,”John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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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處理

• 由鍵盤輸入字串

• 計算字串的長度

• 字串複製

• 字串的比對

• 字串的串接

• 字串與數字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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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鍵盤輸入字串

• 許多程式都會讓使用者輸入字串到程式中
處理, 由於無法事先知道使用者會輸入的字
串長度, 所以在宣告用來存放此字串的字元
陣列時, 就要預先宣告夠大的空間, 以免程
式無法依原先設計的方式執行。

– 利用 scanf() 函式輸入

– 利用 gets() 函式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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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canf()函式輸入

• 從鍵盤輸入字串時, 可用 scanf() 配合 %s 的
格式。但需注意的是, 這種輸入格式在遇到
空白字元時, 就會視為字串結束, 所以不適
用於輸入中間含空白字元的字串。scanf() 

在取得輸入的字串後, 會自動的在字串後加
上結束字元存於字元陣列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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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canf() 函式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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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ets ( ) 函式輸入

• 要解決 scanf() 讀到空白便停止讀取字串的
缺點, 可以改用gets()函式來輸入字串。語
法如下：char *gets(字元陣列);

• 當鍵盤輸入字串時, gets()函式會將輸入的內
容存到字元陣列中。

• gets()函式的傳回值為指位器, 此指位器會指
向字串的開始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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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ets()函式輸入

• gets()函式會將空白字元當成字串的一部分, 

從鍵盤輸入完畢時, 按下 鍵, 完整的字串
就會存到當做引數的字元陣列中, 而且會自
動加上結束字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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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ets()函式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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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us()函式輸出

• puts()函式與printf()函式不同處在於， puts()

函式會將字串輸出外還會多輸出一個換行
符號，語法如下：int puts(字元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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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字串的長度

• 使用 strlen()函式來計算字串的長度。將字
串名稱當成引數, 傳遞到 strlen() 函式中, 就
會傳回字串的長度。語法如下：
unsigned  int strlen(字串);

• strlen()會傳回 0 或正整數, 此數值表示字串
中所含的字元數, 但是不包括結束字元。所
以會與利用 sizeof() 得到的陣列容量差 1 

byte, 如下：

32

計算字串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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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複製

• 在變數處理中, 可以用指定算符 (=), 把變數 A 

的值直接指定給變數 B, 如 B=A。但是由於字
串是陣列的結構, 所以不能直接將 A 字串指定
給 B 字串的方式來作複製。但可用 strcpy()、
strncpy()函式來複製字串內容。

– 複製整句字串：strcpy()

– 複製部分字串：strn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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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整句字串：strcpy()

• strcpy() 函式可以用來複製整句字串。使用方
式如右：char *strcpy(目的陣列,來源陣列);

• 在函式名稱前加上一個 * 算符, 表示此函式
的傳回值為指位器, 也就是說會傳回目的陣
列第一個字元的位址。

• 複製完成後, 兩個陣列就會存有相同的字串
內容。複製有3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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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整句字串：strcpy()

1. 如果複製的字元數大於目的陣列的長度時, 
可能會佔用到陣列以外、其他變數所使用
的記憶體, 而使程式出錯。

2. 如果複製的字元數小於目的陣列的長度, 
而目的陣列為空字串時, 則會成功複製全
部的字串內容。

3. 如果複製的字元數小於目的陣列的長度, 
且目的陣列已經有內容時, 雖不會影響複
製動作, 但目的陣列後將會存有原本的字
元內容。

36

複製整句字串：strcpy()

• 所以, 如果要讓字串內容正確地複製, 無論
目的陣列內是否已經有存在字串內容, 其容
量一定要等於或大於來源陣列。如以下程
式中, 要將字串從第 1 個陣列複製到第 2 個
陣列時, 第 2 個陣列的容量必須不小於第 1 

個陣列, 才能複製成功。

• 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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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整句字串：str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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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整句字串：str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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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部分字串：strncpy()

• 可以利用 strncpy ( ) 來複製部分的字串, 語法
如下：
char *strncpy(目的陣列,來源陣列,複製字元數);

• 此函式可以指定要從來源陣列中, 由第 1 個字
算起, 複製幾個字元到目的陣列中。與 strcpy() 

相同, 複製完成後會傳回目的陣列的開始位
址。

• 如以下程式中, 將從第 1 個字串中指定前幾個
字元, 複製到第 2 個字串, 並將結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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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部分字串：strn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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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部分字串：strn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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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部分字串：strnc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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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的比對

• 字串間彼此也可以作內容的比對, 但並不能
像比較變數一樣使用關係算符, 所以不能寫
成如下的形式：

44

字串的比對

• 像上面條件式中所用到的比較方法, 用在字
串的比較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對 C 程式而
言, 這些比較是比較 str1 與 str2 在記憶體中
的位址值。若要比較字串的內容, 可透過內
建函式來完成。

– 比對整個字串：strcmp()

– 比對部份字串：strn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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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整個字串：strcmp()

• 我們可以使用內建函式庫中的函式 strcmp()
比對兩字串的內容。語法如下：
int strcmp(字串1,字串2);

• 函式 strcmp() 會傳回兩字串相減的數值, 
strcmp() 會取兩字串的第一個字元相減, 若
結果為 0, 則繼續取兩字串的第二個字元相
減。如此持續下去, 直到相減不等於 0時, 
便傳回差值；或是全部相減完都是 0, 即傳
回 0。

46

比對整個字串：strcmp()

• strcmp()的傳回值有下列 3 種：

• 也因為這種比對的方式, strcmp() 函式可以
用在各種字串的比對, 如中、英文字串。以
下的範例就是由使用者輸入 2 個字串, 然後
呼叫 strcmp()函式來比較, 並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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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整個字串：str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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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整個字串：str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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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部份字串：strncmp()

• strncmp()也是字串比對函式, 但 strncmp()可
以指定只比對兩字串的前 n 個字元, 傳回的
結果與 strcmp ( ) 類似, 語法如下：
int strncmp(字串1,字串2,比對字元數);

• 範例改寫成使用 strncmp() 來比對字串, 並
在字串內容不同時, 能明確指出不同之處是
從第幾個字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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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部份字串：strn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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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部份字串：strn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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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的串接

• 所謂串接, 就是把一字串接到另一個字串的
後面而成為一個新字串。

– 串接完整的兩字串：strcat()

– 將部分字串串接到一完整字串後： str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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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完整的兩字串：strcat()

• 利用 strcat ( ) 函式來串接兩個字串, 語法如
下：char *strcat(目的陣列,來源陣列);

• 此函式會將目的陣列中的結束字元向後推, 然
後將來源陣列中的字串接在目的陣列中原有
的字串之後, 最後傳回目的陣列的開始位址。

• 串接完成的字串會存放在目的陣列之中, 所以
當宣告目的陣列的空間時, 一定要留足夠的空
間給串接進來的字串, 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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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完整的兩字串：str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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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完整的兩字串：str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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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部分字串串接到一完整字串後：
strncat()

• 利用 strncat()函式, 可以指定只將某字串的前 n 

個字元, 串接到另一個完整字串後, 語法如下：
char *strncat(目的陣列,來源陣列,串接字元數);

• strncat() 函式只會取來源陣列中, 最前面指定字
元數的字元接到目的陣列中字串的後面, 函式
同樣是傳回目的陣列的開始位址。

• 如以下範例, 要將 "ballet" 前 4 個字元串接到
"foot" 後面,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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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部分字串串接到一完整字串
後：str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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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部分字串串接到一完整字串後：
str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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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完整的兩字串：strtok()

• 利用 strtok ( ) 函式將字串依照某些分隔字元拆
成一小段的元素,直到遇到字串結尾符號, 語法
如下：char *strtok(來源字串,分隔字元);

60

字串與數字的轉換

• 字元可以採用轉型的方式, 將其轉成 ASCII 

碼表所對照的數字。但如果有個字串存放
的都是數字, 例如 "123", 而希望將它轉成整
數 123 來進行運算, 則轉換型別這個功能就
無能為力了。因此 C 語言的標準函式庫中, 

特別提供了一組函式, 進行字串和數值變數
間的轉換。

– 字串轉整數 atoi()

– 整數轉字串 itoa()

– 字串轉浮點數 a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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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轉整數 atoi()

• atoi() 函式的功能是將一個字串 (例如 “123”) 

轉換成整數型別的變數。呼叫時需將內容為
數字的字串當引數, 函式傳回值就是轉換後
的整數。語法如下：int atoi(字串);

• 此函式會將字串中, 可以轉換成數字的字元
(0~9) 轉換成 int型別傳回, 直到遇到無法轉
換的字元 (如空白、英文字母等) 為止。如果
字串中所有字元都無法轉換, 則會傳回 0。

62

字串轉整數 atoi()

• 以下面 4 個字串為例, 使用函式 atoi() 的傳
回值如下：

• 利用 atoi() 可將字串中的數字取出, 並轉換
成數字做運算。如以下範例, 將日期中的西
元年份轉成數字, 減去 1911 即為民國年
份。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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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轉整數 atoi()

64

字串轉整數 at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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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數轉字串 itoa()

• itoa() 的功用恰和 atoi() 相反, itoa()會將整數
轉換成字串格式, 語法如下：
char *itoa(整數型別變數,陣列名稱,進位制);

1. 整數型別變數：存有要轉換的數值的變數。

2. 陣列名稱：數值轉換成字串後, 該字串會存
於此陣列中。

3. 進位制：可決定數值以何種進位制的格式存
於陣列中。

66

整數轉字串 itoa()

• itoa() 將數字完全轉換成字串後, 會將字串存
於陣列中, 並將字串開始位址傳回。舉個例
子, 要將由鍵盤輸入的年齡, 轉換成字串後, 

與其他字串串接後顯示在螢幕上, 並且要在
年齡後加上 "歲",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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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數轉字串 itoa()

68

整數轉字串 itoa()

• 第 16 行呼叫 itoa ( ) 函式, 會將 age 的變數
值轉換成字串, 並且以 10 進位的格式存於
陣列 str_ag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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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轉浮點數 atof()

• 函式 atof() 與 atoi() 的差別是, atof()會將字
串中的 ‘. ’字元當成小數點, 並將字串內的
數字內容轉換成倍精數型別傳回。
double atof(字串);

• atof() 在轉換過程中, 如遇到數字或第1個小
數點 '.', 以外的字元便停止轉換。

70

字串轉浮點數 atof()

• 以底下 4 個字串為例, atof()傳回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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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轉浮點數 atof()

• 另外, 字串中的數字也可使用科學符號表示法, 

字串中如有 'e' 或者 'E' 字元, 而且如 "11e2" 的
格式, 函式會將其當成科學符號表示的數值, 

並轉換成浮點數後傳回, 因為小數點後最大處
理位數為 6 位, 超過 6 位以後的數字無法顯示, 

如下：

72

字串轉浮點數 a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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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轉浮點數 atof()

74

字串轉浮點數 a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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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字串的處理

• 字串也視為由較小的字串組成, 如 aa與 bb 

可以變成字串 aabb或 bbaa。而這些小字串
就是本節要討論的子字串 (substring)。

• 子字串必須是字串內的連續字元, 如 aba與
bab不算是字串 aabb的子字串, 因為 aabb

中並不存在這兩組字串。aabb的子字串有
aa、bb、ab、aab、abb以及字串本身
aabb。

76

子字串的處理

• 搜尋子字串

– 搜尋子字串的內容

– 搜尋子字串的位置

• 插入子字串

• 移除子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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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子字串

• 想要在一字串中找尋指定的子字串時, 可以
使用 string.h 裡面的 strstr()函式。呼叫語法
如下：
strstr(被搜尋的字串名稱,欲搜尋的子字串);

• strstr()函式會傳回被搜尋字串中, 子字串開
始的位址, 也就是搜尋到的子字串指位器, 

如果沒有搜尋到符合的子字串則會傳回
NULL 值。

78

搜尋子字串的內容

• 如果用 printf ( ) 的 %s 格式來輸出一個字串
指位器, 也是會順利輸出該字串的內容。所
以若我們用 printf (  ) 函式以 %s 格式輸出
strstr ( ) 的傳回值, 則會輸出搜尋到的子字串, 

及該子字串後的內容, 直到結束字元為止。
請參考以下範例便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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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子字串的內容

80

搜尋子字串的位置

• 將字串的長度減去搜尋到子字串的長度, 就
可知道子字串在原來字串中的確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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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子字串的位置

82

搜尋子字串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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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子字串的位置

• 第 7 行宣告與定義被搜尋字串的內容, 第 8 

行宣告一新陣列, 用來儲存要搜尋的子字
串。

• 第 14 行, 呼叫函式 strstr ( ), 此函式會傳回
str字串中, target 子字串出現的位置。如果
傳回 0 , 則表示搜尋無結果。

• 第 18 行, 以字串的全長減去函式傳回值, 便
是子字串在 str字串中的位置。因為陣列都
是從 0 開始, 所以還需要再加上 1。

84

插入子字串

• 所謂插入就是指將一字串放入一字串中, 成
為該字串的子字串。比如說要將 "my " 字串
插入到 "This is money" 的 is 與 money 之間, 

插入的結果會變成字串 "This is my 

money"。想要在一個字串中插入一小段子
字串需要有 3 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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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決定欲插入的位置。

2. 將插入位置後面的字串, 往後移等於欲插
入字串長度的字元數。

插入子字串

86

插入子字串

3. 將欲插入字串以複製方式存入欲插入的位
置。

• 根據以上 3 個步驟, 可寫成如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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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子字串

88

插入子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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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子字串

1. 第 7 行定義原字串 str的內容, 把儲存字串
的陣列容量宣告的比較大, 因為要預留插
入新的子字串所需空間。第 8 行, 宣告陣
列 insertstr用來儲存由鍵盤輸入的字串內
容。

2. 第 16、17 行分別計算出兩字串的長度, 用
來調整插入後各字元在陣列中的位置, 以
及求出新字串的長度。

90

插入子字串

3. 第 19 行的迴圈是用來調整原字串 str的內
容在陣列中的位置, 將字元的位置往陣列
的後方移動, 空出新插入的字串的位置。

4. 第 22、23 行, 迴圈將欲插入的新字串內容
複製到步驟 3 中所述, 陣列空出來的位置
後, 便完成插入字串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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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決定欲被移除字串的位置與長度。

2. 將欲移除字串後的內容, 往前複製以蓋住
欲移除字串。

移除子字串

92

移除子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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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子字串

94

移除子字串

1. 第 6 行是定義原字串的內容。

2. 第 7 行的 position 是欲移除字串的開始位
置, length 則是該字串的長度。

3. 第 8 行的變數 i 是用來確認在原字串儲存
的陣列中, 欲移除字串的最後一個字元所
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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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子字串

4. 第 12 行的迴圈是用來計算欲移除的字串
後第一個字元在陣列中位置, 就是第 13 行
position 最後的值。之所以要用迴圈計算, 
是為了避免欲刪除的字串長度, 已超出字
串結尾 ('\0'), 而將沒有結束字元的內容移
到前面的情形。

5. 第 15 行的迴圈會從 position 的值開始往前
length 長度的字元作複製的動作, 把欲刪除
的字串覆蓋, 便完成刪除的動作。

96

字串陣列

• 所謂字串陣列, 就是利用二維陣列來儲存多
個字串。與儲存數值或者字元的二維陣列
不同之處, 在於字串陣列中的每一列, 都是
一個字串,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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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陣列

• 當字串陣列含初始值時, 第 1 個中括號內的
數值可以省略, 如下：

• 如下圖：

98

字串陣列

• 輸出字串陣列的初始值

• 由鍵盤輸入字串陣列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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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字串陣列的初始值

• 如果要以 printf() 函式的 %s 來輸出字串陣
列的內容時, 陣列名稱要加上列數, 以便了
解要輸出哪一列的內容, 如下：

100

輸出字串陣列的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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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字串陣列的初始值

1. 第 5 行, 以一個二維陣列儲存兩句以上的
字串內容, 第一個陣列容量 [4] 表示字串數, 

第二個陣列內容 [20] 表示單一字串的最大
長度。

2. 第 11 行的迴圈是用來控制從螢幕輸出字
串內容。第 12 行 printf ( ) 中 str [i] 的陣列
索引 [i] 是指第一個陣列內容。

102

由鍵盤輸入字串陣列的內容

• 藉由迴圈的控制, 每次輸入一字串, 直到二
維陣列的列數容量上限為止。或者, 我們也
可以利用條件式設定終止輸入的條件, 如以
下範例中, 以一個二維陣列儲存由鍵盤輸入
的內容。每行輸入一個單字, 但程式會將兩
個單字組合成新的單字輸出, 所有字串輸入
完畢時, 輸入 "qq" 結束。

• 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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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鍵盤輸入字串陣列的內容

104

由鍵盤輸入字串陣列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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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鍵盤輸入字串陣列的內容

106

由鍵盤輸入字串陣列的內容

1. 第 14~19 行, 控制輸入字串的迴圈。第 17 
行, 利用 strcmp ( ) 比對由螢幕輸入的字串
是否為 "qq"。"qq" 自行設定的結束字串, 
若讀到此字串, 第 19 行的迴圈條件算式結
果會為假, 而停止輸入字串。

2. 第 22~27 行, 利用迴圈輸出字串陣列的內
容。以 lline設定迴圈範圍, lline是輸入字
串的行數, 因為輸入的最後一行為結束的
字串 "qq", 所以使用時要減去 1, 才是正確
的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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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演練

• 字串的應用：字串大小寫轉換

• 字串的應用：逆印字串

• 字串的應用：判斷字串是否為迴文
(palindrome)

• 字串陣列的應用：查詢英文名稱

• 字串陣列的應用：字串排序

108

字串的應用：字串大小寫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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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的應用：字串大小寫轉換

110

字串的應用：字串大小寫轉換

1. 第 6 行, 宣告與定義預備轉換大小寫字母
的字串內容。

2. 第 10 行, 迴圈是用來控制程式依序讀取字
串中的每個字元的讀取, 迴圈範圍等於字
串長度。

3. 第 12 行, 條件式是用來判斷是否為大寫字
母, 因為大寫字母的 ASCII 對照碼範圍在
65 ~ 9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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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的應用：字串大小寫轉換

1. 第 13 行, 判斷結果為大寫字母, 將其
ASCII 對照碼加上 32, 就變成同一字母的
小寫 ASCII 碼。

2. 第 14~15 行, 判斷結果非大寫字母則為小
寫字母, 將其 ASCII 的值減 32, 就變成同
一字母的大寫 ASCII 碼。

112

字串的應用：逆印字串

• 以下範例程式利用迴圈及strlen ( ) , 配合
printf ( ) 將字串以顛倒的順序從螢幕輸出, 

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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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的應用：逆印字串

114

字串的應用：判斷字串是否為迴文
(palindrome)

• 所謂迴文, 就是指字串中的第 1 個字元等於
最後一個字元、第 2 個字元等於倒數第 2 
個字元...以此類推。判斷時字串是否為迴文
時, 除了字元外, 其餘如標點符號或空白字
元均不計, 例如 "a toyota" 就算符合迴文的
條件。

• 假設要設計一個程式, 讓使用者可輸入任意
字串, 程式就會判斷此字串是否為迴文, 可
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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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的應用：判斷字串是否為迴文
(palindrome)

116

字串的應用：判斷字串是否為迴文
(pali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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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的應用：判斷字串是否為迴文
(palindrome)

118

字串的應用：判斷字串是否為迴文
(palindrome)

1. 第 8、9 行, 宣告 2 個陣列。str [ ] 是存放
鍵盤輸入的字串, 但是因輸入的字串可能
包含空白和標點符號等不會用到的字元, 

所以宣告另一個 letter [ ] 用來存放已去掉
無用符號的『純文字』字串。

2. 第 15~22 的迴圈是用來控制讀取字串中內
容, 並利用 isalpha ( ) 函式判斷是否為字母, 

如果為字母則存於陣列 letter 中。



60

119

字串的應用：判斷字串是否為迴文
(palindrome)

3. 第 29 行的條件式, 就是用來判斷字串中前
後相對應的 2 個字元是否相同。在比對過
程中只要發現不同的字元, 就會跳出迴圈, 

表示該字串不是迴文。

120

字串陣列的應用：查詢英文名稱

• 可以利用兩個列數相同字串陣列, 分別存入
一周七天的中英文名稱, 並存於相對應的位
置, 比如說 "星期一" 存於中文字串陣列的第
1 個元素, 而 "Monday" 則存於英文字串陣列
的第 1 個元素。就可藉著相同的元素編號, 

由中文名稱尋找到對應的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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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陣列的應用：查詢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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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陣列的應用：查詢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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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陣列的應用：查詢英文名稱

124

字串陣列的應用：查詢英文名稱

1. 第 8~23 行, 分別宣告兩個字串陣列, 陣列
strary1 儲存一周七日的中文名稱, 陣列
strary2 則儲存英文名稱, 其位置是對應
的。如星期一對應Monday、星期二對應
Tuesday、...、星期日對應 Sunday。

2. 第 31~40 行, 迴圈控制讓第 29 行輸入的字
串, 逐一比對陣列 strary1 中的中文名稱, 取
得名稱的陣列位置。然後再利用此陣列位
置, 到陣列 strary2 中, 取出對應的英文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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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陣列的應用：字串排序

• 字串的排序與數列的排序原理相同。要宣告
一個字串陣列, 來儲存由鍵盤輸入的所有字
串, 然後再將這些字串依字母、指定的順序
(例如由小而大) 重新排序。

• 以下範例程式會由鍵盤輸入取得多個字串, 

然後再將字串依由小到大的順序排列並輸
出：

126

字串陣列的應用：字串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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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陣列的應用：字串排序

128

字串陣列的應用：字串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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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陣列的應用：字串排序

1. 第 16~24 行, 以迴圈控制由鍵盤輸入字串
的動作, 輸入的字串會存入字串陣列 name 

中, 輸入完畢時直接按下 鍵。

2. 第 28~36 行, 以氣泡排序法對字串排序。

130

請寫出結果

• 串輸入字串”I am a good boy”於字元陣列string
中
1. scanf(“%s”,string); printf(“%s”,string);  
2. gets(string); printf(“%s”,string);

• 更正錯誤
1. int str[]=“a student”;
2. char array[]=a student;
3. char c[10]=“I am a student”;
4. char str[10]=“我是一個學生”;
5. char str[4][15]=“我是一個學生”,”我是一個學
生” ,”我是一個學生” ,”我是一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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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 試寫一程式輸入一字串，輸出為該字串的倒
字串

• 試寫一程式輸入兩字串，將此二字串串接

• 試寫一程式輸入兩字串，將第一個字串塞到
第二個字串中間

• 試寫一程式輸入兩字串，檢查第二字串是否
包函在第一字串中

• 試寫一程式輸入一整數，輸出為該整數數字
的倒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