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輸出函式



概念
Concept



電腦是被製造出來幫忙人類的工具，
讓電腦把它所知道的東西告訴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電腦把它想說的告訴我們，至少有兩種方法

讓電腦用喇叭發出聲音 用螢幕輸出文字

Hello, World!



請電腦印出
Hello, World!

練習



先在編輯器上面給一個樣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程式碼寫在這;
return 0;

}



在螢幕上印Hello, World!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將印出Hello, world!
的程式碼, 寫在{ }裡
The codes need to be 
written in the brace{}



程式碼的意義



需要一個樣式
It needs a style

• printf(“Hello, World!”);
只有這樣寫是印不出來的 所有的C語言都需要如右
下圖黑字的樣式

• 所有類似printf的句子，
都要寫在{ }裡才有效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是包含的意思

• 用到的輸出功能printf() 
被定義在標準輸出入函式庫<stdio.h>

• 必須將stdio.h包含進來，寫法如: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你好\n");
return 0;

}



C的函式
庫範例



stdio.h內容



int main()

• 一個C程式包含一個或以上的函式，所有程式開始於
main( )
C programming contains more than one function, all programs start at 
main()

• 小括號的出現，代表一個函式 The appearance of parentheses 
represents a function

• int表示傳回一個整數值 int means to return an integer value

• 一個函式的程式碼，被一對大括號{  }所包圍
The code of a function, surrounded by a pair of braces {}

• return 0;
一種返回程式的方法，也代表程式正確的結束並返回
It is a way to end and back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你好\n");
return 0;

}



printf("Hello, World!\n");

• printf( )
輸出函式，指示電腦去執行輸出指令

• 小跨號雙引號內的文字會被印出來

• printf(“Hello, World!”)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是每一行指令的結束符號
; It is the end symbol of each line 

• 每一個行（statement），以分號;作為結束
every statement is ended by semicolon; 沒有結束符號，

是犯了語法錯
誤，編譯不了
的。
It can’t be 
complied if 
no end 
symbol were 
used



語法與語意
syntax and semantics

如果犯了語法上的錯誤，將會無法編譯成功，而且在編譯的過程會提示語法上的錯誤。 If 
you make a syntax error,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compile successfully.

而語意的錯誤，編譯器無法辨識出來，
例如，輸出的結果與問題的需求是不同，
你好寫成你不好，就是語意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能靠程式設計師小心偵錯。
The semantic error cannot be recognized by the compiler. For example, 你好 is 
written as 你不好, it is semantic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can only rely on the 
programmer to carefully debug.



編譯器Compiler

簡單的說編譯器，就是將人類懂的語言翻譯成電腦懂的語言，DICE裡頭藏有一個翻譯官，按下
執行就可以執行編譯的工作。
Briefly speaking, a compiler means translating a  human into a language understood by computers. 
There is a translator hidden in DICE, and the compiler can be executed by pressing execute.



延伸的概念
Extended concept



註解的用法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printf()是輸出函數

return 0;

}

/*寫在這裡的文字，是給人看的。.*/
/*就是註解的意思 */



換行的用法 the way to get a new line

•當印出兩個句子以上，會使用換行指令

•printf(“Hello, \n”);
printf("World!\n");

•\n，表示換行 \n



一些脫序字元的用法
The usage of escape

脫序字元的指令
escape

描述
description

\n 換行 get a new line

\t 水平平移一個tab鍵距離 by one tab key distance

\a 發出警示值聲音 Make a warning sound

\\ 印斜線\ to print slash \

\” 印雙引號”to print double quotes



空白並不是代表沒有，大小寫是有區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