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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資訊處理 
科  目：程式語言 

陳凱老師解題 
 

一、語意分析（Semantics Analysis）對於程式語言的正確執行非常重要。 
以下是 Java 和 C++程式，請說明程式編譯、執行結果與其原因，以及程式指令之意義或影

響。（18 分） 
Java 程式 
  static void test1( ){ 
       int n; 
       int [ ] x = new int[n]; 

} 
Java 程式 
   static void test2( ){ 
       int n=0; 
       int [ ] x = new int[n]; 

} 
Java 程式 
  static void test3( ){ 
      int n=0; 
      int [ ] x = new int[n]; 
      x[0]=0; 

} 
C++ 程式 

   void test4( ){ 
      int n; 
      int x[n]; 

} 
C++ 程式 

   void test5( ){ 
      int n=0; 
      int x[n]; 
      x[0]=0; 

} 
C++ 程式 

   void test6( ){ 
      int n=0; 
      int *x=new int[n]; 
      x[0]=0; 

} 
 
請說明 java 與 C++語言在陣列宣告上的語意分析的方法，與其優缺點。（7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需熟悉 C++與 Java 的陣列宣告方式   

《命中特區》：參考程式設計 pg.2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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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n 值沒有設定，陣列無法使用 new 分配記憶體空間，程式無法編譯。 
 n = 0，陣列可宣告並分配記憶體，程式可以編譯、執行，但是陣列無法儲存任何資料

。 
 n = 0，陣列可以宣告，程式可以編譯、執行，但是陣列無法儲存任何資料。x[0] = 0 在

執行時會出現陣列超出邊界的例外。 
 n 會被初始為 0，陣列可以宣告，也可編譯。但是並沒有分配記憶體空間給陣列存放，

輸出陣列內的資料會是殘值。 
n 初始為 0，陣列可宣告，也可通過編譯，但是沒有分配記憶體空間給陣列存放。輸出

x[0]會等於 0。 
 n 初始為 0，陣列可以宣告、編譯，也有分配記憶體空間給陣列(動態配置)。輸出 x[0]
會等於 0。 

 
● Java 記憶體配置屬於靜態，陣列被初始化後(使用 new 產生空間配置)，陣列長度不可改

變。 
● C++允許程式設計師動態配置記憶體 (使用 new)，程式的彈性比較高。程式設計師需要

手動釋放不使用的記憶體空間，例如此題可使用 delete x。如果記憶體空間不夠導致配置

失敗，可能會造成程式執行錯誤。 

 

二、程式驗證的應用。 
請說明「測試驅動發展方法（Test Driven Development, TDD）」的概念及優點。（7 分） 
有一 MySort 類別的方法 int[] binarySort(int data[])，將陣列 data 內的資料由小到大排序後回

傳，請依據 TDD 的概念設計測試案例。（10 分） 
請以 java/JUnit 語言完成以下測試程式(Ⅰ)～(Ⅱ) 。（8 分） 
  @Test 
  public void testBinarySort (MySort   (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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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 source = {2, 3, 5, 9, 12, 7}; 
      int[ ] target = obj. binarySort (source); 
      for(int i=0; i<source.length-1; i++{ 
        assertTrue (target[i]<   (Ⅱ)  ); 
     } 
  }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過去鮮少出現這類題目，同學需了解 TDD 及相關語法始能作答  

【擬答】： 
 

TDD 是一種程式設計的方法。在開發程式碼之前，先撰相關單元的測試程式碼，再透過此

程式碼來驗證需要撰寫什麼樣的產品程式。TDD 設計有助於在程式開發初期更清楚程式的

規格與需求。TDD 不只是單純的測試工作，而是一個將需求分析、設計與質量控制並加以

量化的過程。TDD 能在程式開發過程輔助程式設計師減少模稜兩可的需求。 
 
確認需求，撰寫 Test case： 
函數：testBinarSort 可傳入一個 MySort 類別物件，透過物件呼叫 binarySort()方法。此方

法可以將陣列 source 排序後回傳設定給陣列 target。 
撰寫測試程式：testBinarSort，用此方法驗證傳入的資料是否能依小到大排序後回傳。 

 
I 
obj 
 
II 
target[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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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股票交易資料庫（Stock），請寫出 SQL 指令。 
客戶表格（Customer） 
客戶編號（cid） 

［整數、主鍵］ 

［自動增加］ 

客戶姓名（cname） 

［少於 10 字元可變

字串］ 

客戶帳戶餘額

（balance） 

[整數、非空值] 

客戶融資餘額

（margin） 

[整數、非空值] 

證券交易表格（StockTarde） 
交易編號(id) 

[整數、主鍵] 

[自動增加] 

證券編號(sid) 

[整數、非空值] 

證券每股購入價

格(price) 

[整數、非空值] 

證券購入股數

(share) 

[整數、非空值] 

客戶編號(cid) 

[整數、非空值] 

造出 Customer, StockTrade 表格。（10 分） 
CREATE TABLE Customer（       ）； 
CREATE TABLE StockTrade（       ）； 
查詢客戶姓名是”Tom”所有購買股票編號與購入總股數。（5 分） 
撰寫 Store Procedure，造出一個暫時的資料表 Report，含兩個整數資料欄位（證券編號

sid，證券價格 price）；加入 10 筆資料，再根據證券價格由小到大排序，查詢列出此 10 筆

資料。（10 分） 
delimiter $$ 
CREATE PROCEDURE x( ) 
BEGIN 
    DECLARE i INT DEFAULT 1; 
                           
END$$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屬於基本的 SQL 語法，但 Trigger 的寫法同學在準備上容易忽略  

《命中特區》：程式設計 pg.479~482 
【擬答】： 

 
CREATE TABLE Customer ( 
  c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name VARCHAR(10), 
  balance INT NOT NULL, 
  margin INT NOT NULL, 
  PRIMARY KEY(cid) 
); 
 
CREATE TABLE StockTrade ( 
  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sid INT NOT NULL, 
  price INT NOT NULL, 
  share INT NOT NULL, 
  cid INT NOT NULL, 
  PRIMARY KEY(id), 
  FOREIGN KEY(cid) REFERENCES Customer(cid) 
); 
 

SELECT Customer.cname, StockTrade.sid, Sum(StockTrade.share) AS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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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ustomer INNER JOIN StockTrade ON Customer.cid = StockTrade.cid  
WHERE Customer.cname = 'tom' 
GROUP BY Customer.cname, StockTrade.sid; 
 

CREATE TABLE Report(sid PRIMARY KEY, price)          
AS (SELECT sid, price FROM StockTrade);        
INSERT INTO Report(sid, price)  
SELECT TOP 10 sid, price FROM StockTrade; 
SELECT * FROM Report ORDER BY price ASC; 

 
 
四、程式例外處理的設計對於資訊系統的可靠性非常重要。 
請完成以下 C++程式(Ⅰ)~(Ⅴ)指令，處理兩數相除的例外狀況，使輸出為：（15 分） 

Exception: empty 
Exception: not a number 
Quotient: Exception: divided by zero 
Quotient:2.4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exception> 
#include <string. h> 
#define N 10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EmptyException: public exception { 
public: 
   virtual const char* what( )const throw( ){ 
         (Ⅰ)       ; 

} 
}; 
 class NotNumberException: public exception { 
 public: 
    virtual const char* what( )const throw( ){ 
           (Ⅱ)       ; 

} 
}; 
class DividedByZeroException:public exception { 
public: 
     virtual const char* what( )const throw( ){ 
            (Ⅲ)       ; 

 } 
  }; 
  int valid(const char x[N]){ 

  int result=0; 
    if(strlen(x)=0)throw EmptyException( ); 
    for(int i=0; i<strlen(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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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isdigit(x[i])) 
          throw NotNumberException( ); 

        result =       (Ⅳ)      ; 
} 

  return result; 
  } double quotient(int n1, int n2){ 
    if(     (Ⅴ)     ) 
      throw DividedByZeroException( ); 
    return static cast<double>(n1/n2); 
  } 
  void test(const char x1[N], const char x2[N]){ 
    int nl. n2; 
    try { 
      n1=valid(x1); 
      n2=valid(x2); 
      cout<<”Quotient:”<<quotient(n1. n2); 
    } 
    catch(EmptyException &e){ 
      cout<<”Exception:”<< e. what( ); 
    } 
    catch(NotNumberException &e){ 
      cout<<”Exception:”<< e. what( ); 
    } 
    catch(DividedByZeroException &e){ 
      cout<<”Exception:”<< e. what( ); 
    } 
    cout<<endl; 
  } 
  int main( ){ 
    test(“”,””); 
    test(“a”,”12”); 
    test(“10”,”0”); 
    test(“12”,”5”); 
    return 0; 
  } 
請說明使用 try-catch 與 if-else，處理例外狀況的優缺點。（5 分） 
請說明 C++與 Java 在 try-catch 中 finally 設計的異同與其理由。（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需同時熟悉 C++與 Java 的例外處理，尤其是 C++的 what()函式   

《命中特區》：參考程式設計 pg.335~342 
【擬答】：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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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empty”; 
 
II 

return “not a number”; 
 
III 

return “divided by zero”; 
 
IV 

(x[i] – ‘0’) + (result * 10); 
 
V 

n2 == 0 
 
 ●if…else 判斷式會根據 if 內的條件，只有在條件成立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後續的處理步驟。 ●try..catch 用於捕捉例外或異常，常用於當某段程式碼可能會出現異常時。程式執行會先

經過 try，發生錯誤時會跳到 catch 或拋出例外。例外處理的效能比 if…else 低，但可以

更彈性控制程式流程，在發生例外情況下完成預先設定(例如 Java 的 finally)的動作。 
 
C++與 Java 皆是使用 try…catch 語法作為例外處理，兩者皆可有多個 catch 來處理不同的例

外情況，也可以在方法(函式)內拋出例外。但是 Java 多了 finally 語法，即使程式發生例外

，透過 finally，也可以將需要執行的程式放在此區塊來完成，使用上彈性較高(C++無
finally 語法)。Java 某些程式有強制要求必須撰寫例外處理，例如 File IO、資料庫與網路連

線、執行緒等程式，C++則無此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