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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拜託拜託，我知道

我實作了 BookieCustomer 介

面（賭客），但我到下禮拜才

有辦法寫好 PayMoney() 方法

（還賭債）。

介面與抽象類別7

讓類別信守承諾

行動勝過言語。

有時候，你必須根據物件能夠做什麼來將它們歸類，而不是繼承什麼，這正是

介面（ i n t e r f a c e）大展身手之處  —  讓你使用能夠做某項工作的任何類別。然

而，強大的威力伴隨著重大的責任，任何實作介面的類別都必需允諾能夠承擔

所有的義務  ⋯  否則，編譯器可是會打斷它的腿，明白嗎？

聽 著 ， 你 還 有 三 天

的時間，不然我只好叫一

些 Thug 物件（小弟）過來，讓你

實作一下 WalkWithALimp() 方法

（跛腳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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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蜂巢的問題
蘭陽養蜂場對你在上一章所建立的蜂巢管理系統很有興

趣，希望你將它變成全功能的蜂巢模擬程式，下面是新

版程式的規格：

蘭陽養蜂場蜂巢模擬程式

為了將蜂巢裡的生活表達得更好，我們需要為工蜂添加一些特別的

能力。

 所有蜜蜂都消耗蜂蜜，並且具有重量。

 女王蜂指派工作、監看換班報告、並且叫工蜂們進行下一班工作。

 所有工蜂按工班工作。

  負責巡邏警戒的蜜蜂必需能夠磨尖它們的螫針（sharpen stinger）

、尋找敵人（look for enemies）、螫敵人（sting）。

  負責採集花蜜的蜜蜂要尋找蜜源（find flowers）、採集花蜜 

（gather nectar）、並且返回蜂巢（return to hive）。

新的蜂巢模擬程式裡的蜜蜂還是以原先的方式消耗蜂蜜，

女王蜂還是得指派工作、監看說明誰在做什麼的換班報

告，工蜂們上工的方式也跟之前相同，只是它們所做的工

作會變得更細緻化。

Bee 與 Worker 類
別看起來改變不大，
我們可以擴充既有
的類別，處理這些
新功能。

看起來我們必須能夠根據執行
的工作內容，為不同的工蜂儲
存不同的資料。 

工蜂們，團結起來吧！

許多東西都還是老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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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與抽象類別

Worker
Job
ShiftsToWork
ShiftsWorked
ShiftsLeft

DoThisJob()
WorkOneShift()

StingPatrol
StingerLength
AlertLevel

SharpenStinger()
LookForEnemies()
Sting()

NectarCollector
Nectar

FindFlowers()
GatherNectar()
ReturnToHive()

Queen
Worker[]
ShiftNum-
ber 

AssignWork()
WorkTheNextShift()
HoneyConsumption()

class StingPatrol : Worker
{     public int AlertLevel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int StingerLength { get; set; }
    public bool SharpenStinger (int Length)
    {...}
    public bool LookForEnemies(){...}
    public void Sting(string Enemy){...}
}

class NectarCollector : Worker
{
    public int Nectar { get; set; }
    public void FindFlowers (){...}
    public void GatherNectar(){...}
    public void ReturnToHive(){...}
}

利用繼承為不同種類的蜜蜂建立類別
下面是類別階層，W ork e r  與  Q u e e n  繼承  B e e， 
Worker 下面有子類別 NectarCollector（採蜜蜂）
與 StingPatrol（巡邏蜂）。

萬一某種蜜蜂既要巡邏，又要採蜜，那

該怎麼辦呢？

這是新的子類別看

起來的樣子。

這裡是儲存重量與蜂
蜜消耗資訊的地方。

增加這兩個類別，
存放特定於每一項
工作的資訊。. 

這裡是儲存工班資
訊的地方。 

NectarCollector 與 StingPatrol  繼承 Worker。.

還記得女王蜂需要額外的
蜂蜜嗎？這是我們當時覆寫 HoneyConsumption() 方法。

Bee
Weight

Honey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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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arCollect
or

 o
bj

ec
t

Queen objec
t

class Queen { 
  private void DefendTheHive(StingPatrol patroller) { ... } 
}

private void DefendTheHive(StingPatrol patroller);
private void AlternateDefendTheHive(NectarCollector patroller);

NectarCollect
or

 o
bj

ec
t

介面約定工作

介面要求類別實作特定的方法與特性
類別只能繼承一個其他類別，因此，萬一我們有一種蜜蜂既要巡邏，又要採

蜜，分別建立 NectarCollector 與 StingPatrol 對我們並沒有幫助。

女王蜂的 DefendTheHive() 方法只能叫 StingPatrol 物件保護蜂巢安全，
她雖然喜歡訓練其他蜜蜂使用螫針，但沒有辦法命令它們保護蜂巢：

利用介面要求

類別包含所有

列在介面裡的

方法與特性 — 

沒有的話，編

譯器就會丟出

錯誤。

NectarCollector  物件知道如何從花朵採集花蜜，而  StingPatrol  物
件知道如何磨尖它們的螫針及尋找敵人。然而，即使女王蜂能夠透過 
NectarCollector  的類別定義增加  SharpenStinger()  與  LookForEne
mies()  方法，教導  NectarCollector  防衛蜂巢，但她還是不能將它傳遞
給 DefendTheHive() 方法。或許，她可能需要使用兩個方法。

她可以增加第二個稱為 
AlternateDefendTheHive() 的方法，改為
接受指向 NectarCollector 物件的參考，
但那會很麻煩，並且難以維護及使用。

即使女王蜂為 NectarCollector 增加防禦所

需的相關方法，還是不能將它們傳遞給她

的 DefendTheHive() 方法，因為該方法預期

的是指向 StingPatrol 物件的參考，她也沒

有辦法將 StingPatrol 物件的參考設成指向 

NectarCollector 物件的參考。

不過，這不是很好的解法。這兩個方法會是一樣的，因為它

們都會對傳進來的物件呼叫相同的方法，唯一的差別只是一

個接受 StingPatrol 物件，一個接受恰巧具有保護蜂巢所需
之方法的 NectarCollector 物件。另外，你已經知道要在
兩個地方維護相同的方法有多麼令人痛苦。

還好，C# 提供介面（interface）機制處理這樣的問題。介面
讓你定義一組類別必須實作的方法。

介面要求類別具備特定方法，假如編譯器發現類別實作 
（implement）某個介面，但卻未備妥該介面要求的所有方法，
便會丟出錯誤。這些方法必須在類別中直接撰碼，或者從基

礎類別繼承到。介面不在乎方法或特性從何而來，只要程式

碼編譯時，它們確實就定位即可。

另外，DefendTheHive() 與 
AlternateDefendTheHive() 方法會是一樣
的，除了參數的型別不同之外。假如女王
蜂想要教導 BabyBeeCare 或 Maintenance 
物件防禦蜂巢，就需要再增加更多方法。
天呀，那將會是一團亂！

但願你們這些

傢伙可以幫忙防

禦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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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與抽象類別

Queen objec
t

interface IStingPatrol
{
    int AlertLevel { get;}
    int StingerLength { get; set;}
    bool LookForEnemies();
    int SharpenStinger(int length);
}
 
interface INectarCollector
{
    void FindFlowers();
    void GatherNectar();
    void ReturnToHive();
}

那麼，這對女王蜂有什麼幫助？嘿嘿，現在，她能夠使用單一的方法，接

受任何知道如何保護蜂巢的物件。

private void DefendTheHive(IStingPatrol patroller)

這讓女王蜂可以使用單一的方法，接受 StingPatrol、NectarCollector、
以及任何知道如何防禦蜂巢的蜜蜂  —  與哪個類別的物件被傳進該方法無
關，只要它實作 IStingPatrol 介面，DefendTheHive() 方法便可以確認
它具備防禦蜂巢所需要的方法與特性。

介面名稱以 I 開始

每次建立介面時，你應該讓它的名稱從大寫 

I 開始，沒有硬性規定說你必須這麼做，但

這樣做會讓你的程式碼比較好理解。你可以

自己去看看這樣做會讓你的生活有多輕鬆，

只要到 IDE 中，任何方法裡的空白行，輸

入“I”— IntelliSense 秀出 .NET 的各個介面。

像這樣宣告介面：

任何實作此介面的類別
必需具備一個接受 int 
參數的 SharpenSting() 
方法。

介面不儲存資料，所以不會有欄位…但可以有特性。

任何實作此介面
的類別必需具備
這些方法與特性，
否則會編譯失敗。

公用介面裡的每一

樣東西都自動成為

公用的，因為你會

用它來為任何實作

它的類別定義方法

與特性。

使用  interface 關鍵字來定義介面
為程式增加介面很像增加類別，除了沒有實際撰寫任何方法的內

容，你只是定義方法的回傳型別與參數，代替大括號裡的陳述式

區塊，你只是以分號直接結束方法宣告。

介面不存放資料，因此，你不能增加任何欄位，然而，你可以

增加特性的定義，理由是 set 與 get 存取器只是方法。介面全然
關乎強制類別包含具有特定名稱、參數、與回傳型別的方法，因

此，假如你想要利用介面要求具有特定名稱與型別的欄位，就改

用特性代替 — 能夠完成一樣的任務。

不是在介面裡為方法撰寫程式碼，

而是在實作它的類別中進行。

既然大家都可以防禦蜂巢，

我們就安全多了。

因為這接受指向 IStingPatrol 介面的參考，你可以

將任何實作 IStingPatrol 介面的物件傳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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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第七章

class NectarStinger : Worker, INectarCollector, 
IStingPatrol { 
        public int AlertLevel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int StingerLength  
           { get; set; }

        public int Nectar { get; set; }

        public bool LookForEnemies() {...} 
        public int SharpenStinger(int length)

        {...} 
        public void FindFlowers() {...} 
        public void GatherNectar() {...} 
        public void ReturnToHive() {...} 
}

NectarStinger  

兩個介面都實作，

因此它需要每一

個介面的所有方

法與特性。

當你的類別實作介面時，它的運作跟其他類別沒有兩樣，你可以

用 new 將它實例化，並且使用它的方法：

   NectarStinger bobTheBee = new NectarStinger();

   bobTheBee.LookForEnemies();

   bobTheBee.FindFlowers();

這是一個比較難以深植於你的大腦的概念之一。如果還不大

清楚，請繼續閱讀下去，貫穿本章，我們會有大量範例說明

這個觀念。

現在，你可以建立做兩項工作的 
NectarStinger 實例
你使用冒號運算子來宣告類別要實作什麼介面，就像繼承那樣。

做法如下：冒號後面的第一項是要繼承的類別，後面接著一序列

的介面 — 除非沒有要繼承的類別，在此情況下，就只是一序列的
介面（順序沒有影響）。

採蜜蜂與巡邏蜂的混合體

介面裡的每個方
法都會出現在類
別裡，否則是無
法通過編譯的。

當你建立 NectarStinger 物件時，它將

能夠做 StingPatrol 與 NectarCollector 

工蜂所能做的工作。

使用冒號運算子來實作（implement）
介面，就像繼承一樣。

實作多個介

面時，可用

逗號分隔。

這個類別繼承 Worker， 
並且實作 IStingPatrol  
與 INectarCollector。

問 ：我還是不甚明白為何介面可以改善

蜂巢模擬的程式碼，你還是需要增加一個 
NectarStinger 類別，並且還是有重複的程式碼⋯

不是嗎？ 

答：介面與防止重複程式碼無關，而是跟讓一
個類別可以應用在多種情況中有關，目標是建

立一種可以做兩項不同工作的工蜂類別，你還

是需要為它們建立類別  —  但這不是重點。介
面的重點是：現在，你有辦法讓一個類別做

任何數量的工作。假設你具有接受 StingPatrol 
物件的  P a t r o l T h e H i v e ( )  方法，以及接受 
NectarCollector 物件的 CollectNectar() 方法，然
而，你不想讓 StingPatrol 繼承 NectarCollector，
也不想讓它繼承 StingPatrol — 每個類別都具有另
一個類別不該有的公用方法與特性。現在，花點

時間，試著想辦法建立單一類別，其實例可以被

傳進兩個方法。說真的，先把書本放下來，泡杯

咖啡，好好想一想，如何？

介面解決了這個問題。現在，你可以建立一

個 IStingPatrol 參考 — 該參考可以指向任何實
作  IStingPatrol 的物件，不管實際的類別是什
麼。它可以指向 StingPatrol、NectarStinger、
或甚至完全不相關的物件。假如你擁有一個 
IStingPatrol 參考指向某個物件，那麼，你知道你
可以使用 IStingPatrol 介面所宣告的方法與特性，
不管該物件的類別為何。

然而，介面只是解答的一部分，你還需要建立實

作該介面的新類別，因為介面本身並不具有任何

實際的程式碼。介面全然無關於避免額外類別的

建立或者避免重複的程式碼，而是關係到建立一

個不依賴繼承就可以從事多項工作的類別，因為

繼承帶來額外的負擔，你必須繼承基礎類別的方

法、特性、與欄位，而不只是與特定工作有關的

部分。

你能不能想到辦法，既可以使用介面，又能

夠避免重複程式碼？你可以建立名為  St inger 
（螫針）或  Proboscis（管狀器官）的獨立類
別，包含特定於螫叮或採蜜的程式碼，於是， 
NectarStinger 與 NectarCollector 兩者皆可建立私
有的 Proboscis 實例，每當它們需要採集花蜜時，
就可以呼叫它的方法以及設定它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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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與抽象類別

建立新的控制台應用程式，並且增加名為 IStingPatrol.cs 的新類別檔。

IDE 會跟平常一樣地增加具有 class IStingPatrol 這行程式碼的檔案，以 interface 
IStingPatrol 取代那一行程式碼，輸入前二頁的 IStingPatrol 介面。你現在已經將介
面增加到你的專案，你的程式應該能夠通過編譯。

1

為專案新增 Bee 類別

還不要增加任何方法與特性，只要讓它實作 IStingPatrol 介面：
class Bee : IStingPatrol 
{
}

2

試著編譯程式

從 Build 選單中選擇“Rebuild”，喔喔 — 編譯失敗：

3

添加方法與特性到 Bee 類別。

增加 LookForEnemies() 方法與 SharpenStinger() 方法，確認它們的簽名與介面相符 — 所以 
LookForEnemies() 必須回傳布林值，SharpenStinger() 接受 int 參數（選擇任何名稱）並且返
回 int；它們現在不必做任何事，所以只要回傳虛擬的值。增加名為 AlertLevel 的 int 特性，具
有 get 存取器（回傳數字），以及名為 StingerLength 的自動 int 特性，具有 get 和 set 存取器。

還有一件事：確保所有 Bee 成員都被標記為 public。現在，程式將通過編譯！

4

實作介面的類別必須包含介面的所有方法
實作介面意味著必須在類別中包含介面所宣告的每個方法與特性 — 假如
沒有涵蓋到每一個的話，便無法通過編譯。如果類別實作一個以上的介

面，它必須包含每個介面所宣告的方法與特性。不過，盡信書不如無書，

你自己試試⋯
動手做！

你會看到 IStingPatrol 介面的每個成員（member）

都具有相對應的“does not implement”錯誤，因為

它們並未在類別中實作。編譯器真的要你實作介面

裡的每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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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TallGuy {
    public string Name;
    public int Height;
     public void TalkAboutYourself() {
        Console.WriteLine("My name is " + Name + " and I'm "
           + Height + " inches tall.");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allGuy tallGuy = new TallGuy() { Height = 74, Name = "Jimmy" };
    tallGuy.TalkAboutYourself();
}

你不必在介面中輸入 "public"，
因為它會自動讓每個方法與特
性成為公用的。

下面是 TallGuy 類別（高個子），以及 Program.cs 裡的 Main() 方法，它使用物件初始化器建立 
TallGuy 物件，並且呼叫它的 TalkAboutYourself() 方法。這裡沒什麼新鮮事 — 馬上試試看：

1

你已經知道介面裡的每個東西都必須是公用的，不過，別只聽我們說，增加新的 IClown 
介面（小丑）到你的專案吧。就像增加類別那樣：在 Solution Explorer 裡以右鍵點擊專
案，選擇 Add > New Item...，並且選擇  ，確認它被稱作 IClown.cs，IDE 
將建立介面，並且包含該宣告：

interface IClown 
{

現在，試著在介面裡宣告私有方法：

private void Honk();

在 IDE 中，選擇 Build > Build Solution，你會看到這個錯誤：

現在，刪除 private 存取修飾子（access modifier） — 錯誤消失無蹤，程式通過編譯。

2

翻到下一頁之前，看看你是否能夠建立 IClown 介面的其餘部分，並且修改 TallGuy 類別，
實作此介面。你的新介面應該具有一個不接受任何參數且名為 Honk（按喇叭）的 void 方
法，以及名為 FunnyThingIHave 的唯讀字串特性（具有 get 存取器，但沒有 set 存取器）。

3

小丑

動手做！

練習一下介面的使用
使用介面真的很容易，然而，理解它的最好方式就是開始使用它。那麼，

建立新的 Console Application 專案，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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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介面，你答對了嗎？

interface IClown
{
    string FunnyThingIHave { get; }
    void Honk();
}

44

好，現在修改 TallGuy 類別，讓它實作 IClown 介面。記住，冒號運
算子後面總是接著要繼承的基礎類別（如果有的話），再加上一序列

要實作的介面，宣告方式如下：

class TallGuy : IClown

接著，確認類別的其餘部分保持不動，包含欄位與方法。在  IDE 中，
從 Build 選單中選擇“Build Solution”，編譯及建置此程式，你會看
到兩個錯誤，包括這一個：

‘TallGuy’ does not implement interface 
member ‘IClown.Honk()’

X

只要你加上介面裡所定義的全部方法與特性，錯誤馬上消失，因此，繼續實

作此介面。增加名為 FunnyThingIHave 的唯讀字串特性（其 get 存取器
總是傳回字串“big shoes”）。接著，建立 Honk() 方法，它會將“Honk 
honk!” 訊息輸出到控制台。

Here’s what it’ll look like:

public string FunnyThingIHave {

    get { return "big shoes"; }

}

public void Honk() {

    Console.WriteLine("Honk honk!");

}

5

現在，你的程式碼會通過編譯！更新你的 Main() 方法，好讓它
呼叫 TallGuy 物件的 Honk() 方法，將“Honk honk!”訊息寫
到控制台。

6

介面所要求的是：實作它的類別包含名為 

FunnyThingIHave 的唯讀特性（具有 get 存

取器，但沒有 set 存取器）。你可以放任何

的 get 存取器在那裡，即使只是每次傳回相

同字串的 get 存取器。大部分的 get 存取器

都不會這麼做，但只要它做的是你想要的事

情就可以。 此介面說你需要一個名為 Honk() 的公用 
void 方法，但沒有說該方法要做什麼事。
它可以做任何事 — 不管做什麼，只要方
法存在，並且具有正確的方法簽名 

（signature），程式碼就會通過編譯。

IDE 告訴你的是：當

你說 TallGuy 會實作 

IClown 時，你承諾增

加介面裡的所有方法

與特性…但接著，你

破壞了你的承諾！

這是介面具有唯讀特性的例子，
記住，介面不可以包含欄位，然
而，當你在類別中實作此唯讀特
性時，對別的物件來說，看起來
就像一個欄位。

TallGuy 將實作 IClown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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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arStinger fred = new NectarStinger(); 
IStingPatrol george = fred;

IStingPatrol dennis = new IStingPatrol();

…but this will.

NectarStinger
 o

bj
ec

t
fred
george

ginger

第一行是一般的 new 陳述式，建立名為 fred 的參考，並且將它指向一
個 NectarCollector 物件。

第二行是事情開始變得有趣的部分，因為這一行使用 IStingPatrol 建
立新的參考變數。第一次看到時，可能會覺得這一行有點奇怪，但是

先看看這個：

    NectarStinger ginger = fred;

你知道這個陳述式在做什麼  —  它建立新的、名為  g i n g e r  的  
NectarStinger  參考，並將它指向  fred  所指向的任何物件。 
george 陳述式也是以相同方式使用 IStingPatrol。

介面不產生物件

你可以建立由 IWorker 介面之參考所構

成的陣列，但是你不能實例化介面，然

而，你能夠做的是：將這些參考指向

實作 IWorker 介面之類別的新實例。現

在，你擁有一個可以存放許多類型之物

件的陣列。

你不能夠實例化一個介面，

但可以參照它
假設你有一個方法，它需要一個能夠執行 FindFlowers() 方
法的物件，任何實作 INectarCollector 介面的物件都可以， 
它可以是 Worker 物件，或 Robot 物件，或 Dog 物件，只要
它實作 INectarCollector 介面。

那正是介面參考（interface reference）發揮作用的地方。你
可以使用一個介面參考參照到實作該介面的物件，你總是能夠

確信它擁有符合你的目的的方法 — 即使你對它的其他部分不
甚瞭解。 假如你試圖實例化介

面，會發生編譯錯誤。

這樣不行⋯

你不能將 new 關鍵字用在介面上，這是合理的 — 它的方法與特性都
沒有任何實作內容。假如你能夠從介面建立物件，該物件怎麼知道要

有什麼樣的行為？

結果哩？

只有一個 new 陳述式，所以只有一個物件被建立。第二個陳述式建
立名為 george 的參考變數，它能夠指向任何實作 IStingPatrol 之
類別的實例。

還記得你可以將 BLT 參

考傳給預期 Sandwich 的

任何方法嗎？因為 BLT 

繼承 Sandwich。嗯，這

裡也是相同的道理 — 你

可以將 NectarStinger 用

在任何預期 IStingPatrol 

的方法或陳述式。

即使此物件能夠

做 更 多 事 ， 但

是，當你使用介

面參考時，你只

能存取到介面中

所宣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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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ngPatrol
NectarCollec

to
r

NectarSting
er

StingPatrol NectarCollec
to

r

StingPatrol NectarCollec
to

r

StingPatrol NectarCollec
to

r

介面參考的運作方式就像物件參考
你已經知道關於物件存活於 heap 的所有事情。當你使
用介面參考時，那只是參照到你一直在使用之相同物件

的另一種方式。

BERTHABIFF物件一如往常地被建立。

這兩個類別皆實作 IStingPatrol。

StingPatrol biff = new StingPatrol();
NectarCollector bertha = new NectarCollector();

1

增加 IStingPatrol 與 INectarCollector 參考

你可以像使用其他參考型別一樣地使用介面參考。

IStingPatrol defender = biff;
INectarCollector cutiePie = bertha;

22

BERTHA
BIFF

defende
r

指定新實例給介面參考

你不是真的需要物件參考 — 你可以建立新物件，並將它直接
指定給介面參考變數。

INectarCollector gatherer = new NectarStinger();

44 BERTHA
defende

r

gatherer

介面參考會讓物件持續存活

當沒有任何參考指向物件時，該物件便會消失，但沒有規

定說所有這些參考都必須是相同型別！論及參照物件時，

介面參考就像物件參考一樣。

biff = null;

3

cutiePie

BERTHAdefende
r cutiePie

cutiePie

這個物件並沒有消失，
因為 Defender 還指向它。

這兩個陳述式使用介面來建立新的參考，

指向既有物件。你只能夠將介面參考指向

實作此介面之類別的實例。

假設 StingPatrol 實作 IStingPatrol 介面，以及 

NectarCollector 實作 INectarCollector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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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 bees = new Worker[3]; 

bees[0] = new NectarCollector(); 

bees[1] = new StingPatrol(); 

bees[2] = new NectarStinger(); 

for (int i = 0; i < bees.Length; i++) 

{ 

    if (bees[i] is INectarCollector)

    { 

        

        bees[i].DoThisJob("Nectar Collector", 3); 

    } 

}

is 關鍵字

問：等一下，當我在介面中
放置特性時，它看起來就好

像是自動特性，那是不是意味

著，在實作類別時，我只能使

用自動特性？

答：非也！介面裡的特性確
實看起來非常類似自動特性

—  如下一頁裡的  IWorker 介
面裡的 Job 與 ShiftsLeft，但
它們確實不是自動特性。你

可以像這樣實作 Job：

public Job { get; private 

set; }

你需要私有的  s e t，因為自
動特性要求你同時有  g e t 
與 set（即使是私有的），然
而，你也可以這樣實作：

public job { get { 
return “Accountant”; } }

編譯器亦完全能夠接受。你

也可以增加 set 存取器 — 該
介面要求 get，並不代表你不
可以有 set（假如你使用自動
特性來實作，你可以自行決

定要用私有或公用的 set）。

你可以使用“ is”
判斷類別是否實作某個介面
有時候，你必須判斷某個類別是否實作特定介面。假設我們在一個名為 
Bees 的陣列中存放所有的工蜂，該陣列存放的元素型別為 Worker，因為所
有的工蜂都是 Worker 類別，或者該型別的子類別。

然而，哪一隻工蜂可以採集花蜜？換言之，我們想要知道該類別是否實作 
INectarCollector 介面，我們可以使用 is 關鍵字，正確判斷這件事。

我們有一個工蜂陣列，

裡頭的工蜂有可能擔任

採集花蜜的任務，因此，

我們必須繞行整個陣列，

使用“is”判斷哪些工

蜂確實具有進行這項工

作的合適方法與特性。

既然知道這隻蜜蜂能夠採蜜，

就把採蜜的工作指派給它。

is 讓你比較介面，或者其他型別。

假如你的某個類別並非繼承自 Worker，但的確實作了 INectarCollector 介面，那麼，它

也能夠做這項工作！然而，因為它並非繼承自  Worker，你無法將它放在  Bees 陣列裡。

你能夠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建立一個可以同時存放工蜂與這個新類別的陣列嗎？

所有的工蜂都存放在 Bees 陣
列裡，我們將使用“is”來找
出每隻工蜂的型別為何。

這像是說，假如這隻蜜蜂有實作 
INectarCollector 介面…就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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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Worker

Job
ShiftsLeft

DoThisJob()
WorkOneShift()

interface IWorker

{

  string Job { get; }

  int ShiftsLeft { get; }

  void DoThisJob(string job, int shifts);

  void WorkOneShift();

}

interface IStingPatrol : IWorker
{
    int AlertLevel { get;}
    int StingerLength { get; set;}
    bool LookForEnemies();
    int SharpenStinger(int length);
}

(interface) 
INectarCollector
Nectar

FindFlowers()
GatherNectar()
ReturnToHive()

(interface) 
IStingPatrol

StingerLength
AlertLevel

SharpenStinger()
LookForEnemies()

(interface) 
IWorker

Job
ShiftsLeft

DoThisJob()
WorkOneShift()

…繼承自 IWorker 介面的方法
與特性也要實作。

介面能夠繼承其他介面
當類別繼承其他類別時，它從基礎類別得到非私有的方法與特性，

介面繼承（interface inheritance）甚致更簡單。因為介面裡沒有實
際的方法主體，你不用擔心呼叫基礎類別的建構子或方法。「繼

承其他介面的介面」單純只是將它所繼承之介面的所有方法與特

性累積下來。

任何實作「繼承  IWorker 之介面」的類

別也必須實作  IWorker 的方法與特性

當類別實作介面時，它必須包含該介面裡的每個特性與方法，假

如該介面繼承其他介面，那麼，所有累積下來的方法與特性都必

須被實作。

我們建立新的 IWorker 介

面，供其他介面繼承。

這裡是相同的 IStingPatrol 介面，
但它現在繼承 IWorker 介面。看
起來只是小小的改變，但確實對
任何實作 IStingPatrol 的類別產
生很大的不同。

在類別圖上繪製介面

時，我們會使用虛線

顯示繼承關係。

實作 IStingPatrol 的類別不能

只是實作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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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RoboBee : Robot, IWorker
   {
        private int shiftsToWork;
        private int shiftsWorked;
        public int ShiftsLeft
          {get {return shiftsToWork - shiftsWorked;}}
        public string Job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bool DoThisJob(string job, int shiftsToWork){...}
        public void WorkOneShift() {...}
   }

   class Robot
   {
        public void ConsumeGas() {...}
   }

RoboBee
ShiftsToWork
ShiftsWorked
ShiftsLeft
Job

DoThisJob()

if (workerBee is Robot) {
  // now we know workerBee
  // is a Robot object
}

RoboBee 4000 能做工蜂的工作，

而不需要消耗寶貴的蜂蜜
讓我們來建立一種新蜜蜂，RoboBee 4000，吃汽油的機器
蜂。我們讓它繼承  IWorker 介面，因此，它可以做一般工
蜂的工作。

RoboBee 類別實作 

IWorker 介面的所

有方法。

假如 RoboBee 類別未實作 IWorker 介面的所有方

法，程式碼是無法通過編譯的。

這是基本的 Robot 類

別，它消耗汽油。

任何類別均可實作任何

介面，只要它信守實作

該介面所有方法與特性

的承諾。

RoboBee 類別繼承 Robot 
類別，並且實作 IWorker 
介面，那表示它是個機
器裝置，但可以做工蜂
的工作，完美！

記住，對應用程式的其他類別來說，在 RoboBee 與一般工蜂
之間沒有什麼功能上的差別，它們皆實作  IWorker 介面，所
以，就此程式的範疇而言，兩者的運作都相仿。

然而，你可以利用下列程式碼區分不同型別：

我們可以使用“is”判斷 

workerBee 實作或繼承什

麼介面或類別。

機器蜂

hfC#3e_ch07.indd   306 2014/3/28   下午 06:06:44



目前位置 4  307

介面與抽象類別

IWorker[] bees = new IWorker[3]; 
bees[0] = new NectarStinger(); 
bees[1] = new RoboBee(); 
bees[2] = new Worker(); 

for (int i = 0; i < bees.Length; i++) {

    if (bees[i] is INectarCollector) {

        INectarCollector thisCollector;

        thisCollector = bees[i] as INectarCollector;

        thisCollector.GatherNectar();

        ...

    IWorker[] Bees = new IWorker[8];
    Bees[0] = new NectarStinger();
    Bees[1] = new RoboBee();
    Bees[2] = new Worker();
    Bees[3] = Bees[0] as IWorker;
    Bees[4] = IStingPatrol;
    Bees[5] = null;
    Bees[6] = Bees[0];
    Bees[7] = new INectarCollector();

1. (Bees[i] is INectarCollector)

 

2. (Bees[i] is IStingPatrol)

 

3. (Bees[i] is IWorker)

“ is”告訴你物件實作什麼；

“as”告訴你編譯器如何看待你的物件

有時候，你需要呼叫物件從實作介面所得到的方法，但萬一你不知道該物件是否具有正

確的型別，那該怎麼辦呢？你可以使用 is 來判斷，接著，你可以使用 as 將該物件（已
經知道它具有正確的型別）當成「具有你需要呼叫的方法」（實作介面所得到的方法）。

所有這些蜜蜂都實作 IWorker，但我們不知道哪一隻實作其他介面，像是 INectarCollector。

我們不能呼叫蜜蜂上的 
INectarCollector 方法， 
因為它們是 IWorker 型 
別，不知道 NectarCollector 
方法。.

現在，可以呼叫 INectarCollector 的方法。

檢視一下左邊的陣列，對這些陳述式當中的每一個，寫下哪個 i 值
（索引值）會讓它評估為 true。此外，有兩個不能編譯成功 — 請
劃掉那兩行。

我們正在繞行每一隻蜜蜂…

…檢查看看
它是否實作 
INectarCollector。

我們使用“as”表

明：將此物件視為 

INectarCollector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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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orker[] Bees = new IWorker[8];
    Bees[0] = new NectarStinger();
    Bees[1] = new RoboBee();
    Bees[2] = new Worker();
    Bees[3] = Bees[0] as IWorker;
    Bees[4] = IStingPatrol;
    Bees[5] = null;
    Bees[6] = Bees[0];
    Bees[7] = new INectarCollector();

1. (Bees[i] is INectarCollector)

 

2. (Bees[i] is IStingPatrol)

 

3. (Bees[i] is IWorker)

0, 3, 與 6

0, 3, 與 6

0, 1, 2, 3, 與 6

CoffeeMaker
CoffeeLeft

FillWithWater()
MakeCoffee()

Appliance
PluggedIn
Color

ConsumePower()

Oven
Capacity

Preheat()
HeatUp()
Reheat()

public void MonitorPower(Appliance appliance) {

   // code to add data to a household  
   // power consumption database

}

   CoffeeMaker misterCoffee = new CoffeeMaker();

   MonitorPower(misterCoffee);

檢視一下左邊的陣列，對這些陳述式當中的每一個，寫下哪個 
i  值（索引值）會讓它評估為  true。此外，有兩個不能編譯成
功 — 請劃掉那兩行。

NectarSting 實
作 IStingPatrol 
介面。

Cof feeMaker 也是一種  Appliance
假如你正在想辦法降低每個月的電費，你真正在乎的不是每一項家電 
（appliance）在做什麼，而是它們所消耗的電力。因此，假如你正在撰寫一
支電力消耗監控程式，你可能只會撰寫 Appliance 類別，但假如你需要區
分咖啡機（coffee maker）與烤箱（oven），就必須建立類別階層，因此，
你會將特定於咖啡機或烤箱的方法與特性增加到 CoffeeMaker 與 Oven 類
別，並且讓它們繼承包含一些共同方法與特性的 Appliance 類別。

似花非花

這是電力消耗監

控程式裡的方法。
這段程式稍後會出現在監控

咖啡機電力消耗的程式中。

即使 MonitorPower() 方法接受指向 
Appliance 物件的參考，你可以傳給它 
misterCoffee 參考，因為 CoffeeMaker 
是 Appliance 的子類別。

你已經在上一章看過
這個，當時，你將 
BLT 參考傳遞給預
期 Sandwich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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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些物件

我們能夠像平常一樣建立 CoffeeMaker 與 Oven 實例。

  CoffeeMaker misterCoffee = new CoffeeMaker();

  Oven oldToasty = new Oven();

1

萬一我們想要建立家電的陣列呢？

你不能夠將  Coffe e M a ker  放到  O ve n[]  陣列，也不能將  O ve n  放到 
CoffeeMaker[] 陣列，但是，你可以將它們兩個放進 Appliance[] 陣列。

  Appliance[] kitchenWare = new Appliance[2];

  kitchenWare[0] = misterCoffee;

  kitchenWare[1] = oldToasty;

22

然而，你不能將家電視為烤箱

當你擁有 Appliance 參考時，你只能夠存取與它有關的方法與特性，即使你知道它
實際上是一個 CoffeeMaker，你也不能透過 Appliance 參考存取咖啡機的方法與特
性。所以，下面這些陳述式是可以運作的，因為它們像處理 Appliance 物件那樣地
處理 CoffeeMaker 物件。

  Appliance powerConsumer = new CoffeeMaker();

  powerConsumer.ConsumePower();

但是，只要你將它當作 CoffeeMaker 使用：

  powerConsumer.MakeCoffee();

你的程式碼就無法編譯成功，IDE 會顯示錯誤：

因為一旦將子類別向上轉型為基礎類別，你就只能夠存取基礎類別的方法與特性。

3

'Appliance' does not contain a 
definition for 'MakeCoffee'

X CoffeeMaker o
bj

ec
tpower 

consum
er

向上轉型對物件與介面皆有效
當你用子類別取代基礎類別時 — 像是以咖啡機取代家電，以 BLT 取代三明治 — 這稱為向
上轉型（upcasting）。這是建立類別階層時，所得到的相當有威力的工具。向上轉型的唯一
缺點在於：你只能使用基礎類別的方法與特性。換言之，當你將咖啡機視為家電時，就不能

要它煮咖啡或加水，但可以分辨它是否有插電，因為那是你能夠對任何家電做的事（這正是

為何 PluggedIn 特性是 Appliance 類別的一部分的原因）。

這一行無法通過編譯，因為 
powerConsumer 是 Appliance 參考，
所以它只能被當作 Appliance 使用。

你可以利用向上轉型建立家電陣

列，同時存放咖啡機與烤箱。

從實例化 Oven 物件與 

CoffeeMaker 物件開始。

powerConsumer 是
指向 CoffeeMaker 
物件的 Appliance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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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第七章

當向下轉型失敗時，as 會傳回  nul l
那麼，假如你試著使用 as 將 Oven 物件轉成 CoffeeMaker，會發生什
麼事呢？它會傳回 null — 假如你試著使用它，.NET 會讓你的程式終止。

  if (powerConsumer is CoffeeMaker) {

     Oven foodWarmer = powerConsumer as Oven;

     foodWarmer.Preheat();

  }

從我們已經向上轉型的咖啡機開始

這裡是我們所使用的程式碼：

  Appliance powerConsumer = new CoffeeMaker();

  powerConsumer.ConsumePower();

1

CoffeeMaker o
bj

ec
t

power 
consum

er

但萬一我們想要將 Appliance 轉換回 CoffeeMaker 呢？

向下轉型的第一步是使用 is 關鍵字判斷此 Appliance 是否真的是 CoffeeMaker。

  if (powerConsumer is CoffeeMaker) 

     // then we can downcast!

2

既然知道它是 CoffeeMaker，就把它當作咖啡機使用

is 關鍵字是第一步，一旦知道你的 Appliance 參考確實指向 CoffeeMaker 
物件，便可以使用 as 關鍵字將它向下轉型，這讓你可以使用 CoffeeMaker 
的方法與特性，而且因為 CoffeeMaker 繼承 Appliance，它還是可以使用 
Appliance 的方法與特性。

  if (powerConsumer is CoffeeMaker) {

     CoffeeMaker javaJoe = powerConsumer as CoffeeMaker;

     javaJoe.MakeCoffee();

  }

33

CoffeeMaker o
bj

ec
t

power 
consum

er

javaJoe

powerConsumer 不是一個 Oven 物件，
因此，當你試圖以 “as” 將它向下轉
型時，foodWarmer 參考最後會被設成 
null。在程式執行當下，當你試著使用 
null 參考時，錯誤就會發生…

向上轉型很容易，向下轉型有風險

向下轉型讓你將  Appliance 轉換回  Cof feeMaker
向上轉型是一項很棒的工具，因為它讓你在任何需要用到家電的地方使用咖啡

機或烤箱，但是有一個大缺點  —  假如你正在使用指向  CoffeeMaker  物件的 
Appliance 參考，就只能夠使用屬於 Appliance 的方法與特性，而這正是向下轉型
（downcasting）發揮作用的地方：讓你將先前向上轉型的參考再轉換回來，你可
以使用 is 關鍵字判斷你的 Appliance 是否真的是 CoffeeMaker，一旦知道情況
果真如此，就可以使用 as 關鍵字將 Appliance 轉換回 CoffeeMaker。

這是上一頁中指向 

CoffeeMaker 物件

的 Appliance 參考。

javaJoe 參考指向與 
powerConsumer 所指
相同的 CoffeeMaker 物
件，所以它可以呼叫 
MakeCoffee() 方法。

喔喔，型別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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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與抽象類別

(interface) 
ICooksFood

Capacity

HeatUp()
Reheat()

Oven
Capacity

Preheat()
HeatUp()
Reheat()

Microwave
Capacity

HeatUp()
Reheat()
MakePopcorn()

ICooksFood cooker; 

if (misterToasty is ICooksFood)

    cooker = misterToasty as ICooksFood;

    cooker.

Appliance powerConsumer;

if (misterToasty is Appliance)

    powerConsumer = misterToasty;

    powerConsumer.

Oven misterToasty = new Oven();

misterToasty.

向上轉型與向下轉型也適用於介面
你已經知道 is 與 as 可運用在介面上，嗯，向上轉型與向下轉型的所有技巧也是。
讓我們增加 ICooksFood 介面，供任何能夠加熱食物的類別使用，另外，我們會增
加 Microwave 類別 — Oven 與 Microwave 類別皆實作 ICooksFood 介面。現在，
有三種不同方式可以存取 Oven 物件，IDE 的 IntelliSense 可以幫助你判斷：當你使
用每一種方式進行存取時，到底可不可以使用某個方法或特性。

任何實作 

ICooksFood 介

面的類別都可

以加熱食物。

指 向 同 一 個 物

件的三個不同參

考能夠存取不同

的方法與特性，

取 決 於 該 參 考

的型別。

misterToasty 是指向 Oven 
物件的 Oven 參考，因此，
它能夠存取所有的方法與特
性…但是，它是最「不一般
化」的型別，因此，你只可
以將它指向 Oven 物件。

cooker 是指向同一個 Oven 物件

的 ICooksFood 參考，只能夠存

取 ICooksFood 的成員，但它也

可以指向 Microwave 物件。

powerConsumer 是 
Appliance 參考，它只讓
你存取 Appliance 裡的公
用方法、欄位、與特性。
想要的話，也可以將它
指向 CoffeeMaker 物件。

一旦輸入點號， 

IntelliSense 視窗

會彈出，顯示所

有你能夠使用的

成員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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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蠢問題

譯註	 換個觀點來看，向上轉型是編譯時期就可以決定的，而向下轉型則是執行時期

才能確認的，因此，編譯器無法幫你預先判斷。

問：你說我總是可以向上轉型，但
未必可以向下轉型，為什麼？

答：因為假如你的向上轉型是錯的，
編譯器會警告你。向上轉型不能夠

運作的唯一時機是：你試圖將物件

設成它沒有繼承的類別或者沒有實

作的介面。編譯器即刻判斷你的向上

轉型是否合適，不是的話，它會給

你一個錯誤。

另一方面，編譯器不知道如何檢查

你是否正在將物件或介面參考向下

轉型成無效的參考，這是因為將任

何類別或介面名稱放在 as 關鍵字的
右側都是完全被允許的，假如向下

轉型不合法，as 陳述式將只是傳回 
null，而編譯器無法阻止你這樣做，
因為有很多時機，你會想要這樣做 
【譯註】。

問：有人說介面就像契約，但我不
甚明白，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答：是的，我們也聽過 — 很多人都
喜歡這麼說。某種程度來說，確實

是如此。當你讓你的類別實作某個介

面時，正是在告訴編譯器你承諾會

加入某些特定的方法，編譯器會約

束你，要你信守承諾。

不過，我們覺得把介面視為一種檢

查清單（checklist）會比較容易記
住，編譯器會查看這個檢查清單，

確認你將介面裡的方法都放到你的

類別中。假如沒有的話，它會警告

你，不讓你通過編譯。

問：倘若我想要在介面裡放入方法
實體呢？可以嗎？

答：不，編譯器不會讓你這麼做的。
介面裡頭完全不允許有任何陳述式，

即使你也是使用冒號運算子來實作

介面，但它與繼承類別並不是同一

回事。實作一個介面根本不會替你

的類別增加任何行為，或者對它產

生任何改變。它所做的只是：告訴

編譯器確認你的類別具有該介面說

它應該要有的方法。

問：那麼，我為何要使用介面？它
似乎只是徒增限制，根本就沒有實

際改變我的類別。

答：因為當你的類別實作介面時，
介面參考便可以指向該類別的任何

實例，這對你是相當有用的 — 只需
建立一個參考型別，就可以使用一

堆不同類型的物件。

這裡是一個簡單快速的例子。馬、

牛、騾、與驢子全都可以拉車，但在

我們的動物園模擬程式中，Horse、 
Ox、Mule、與 Donkey 全都是不同
的類別，假設在動物園裡有拉車的

服務，而你想要建立一個陣列，內

含所有可以拉車的動物，喔喔，你

無法只是建一個陣列，在裡頭存放

這些動物，假如它們全都繼承相同

的基礎類別，那麼，你就可以建立

一個陣列，存放此基礎類別的物件。

然而，若是沒有這樣的基礎類別存

在，那你該怎麼辦？

這正是介面幫得上忙的地方，你可

以建立 IPuller 介面，內含拉車的相
關方法。現在，你可以像這樣宣告

你的陣列：

IPuller[] pullerArray;

於是，你可以在此陣列中放進任何

你想要的動物，只要它實作 IPuller 
介面。

問：有更簡單的方法來實作介面
嗎？那可是需要輸入一大堆字！

答：是的，有！IDE 提供你一個強
大的捷徑，自動為你實作介面。開

始輸入你的類別：

class
   Microwave : ICooksFood
   { }

點擊 ICooksFood — 你會看到有一個
小小的工具列出現在“I”下面，將
滑鼠游標停駐其上，你會看到有個

小圖示出現在下方：

 
點 擊 該 圖 示 ， 並 且 從 選 單 中

選擇  " I m p l e m e n t  I n t e r f a c e 
‘ICooksFood’"，IDE 便自動幫你加上
所有你尚未實作的方法。每一個都

包含單一的 throws 陳述式 — 這會讓
你的程式停止，作為一種提醒的機

制，以防你忘了實作任何一個方法 
（你將在第 10 章學到 throws）。

介面就像一個檢查清

單 ， 編 譯 器 會 檢 視

它，確保你的類別實

作一組特定方法。

有時候很難點擊

小圖示，但 Ctrl-

句號也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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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與抽象類別

從第 300 頁「動手做！」裡的 IClown 介面開始。 
 interface IClown {
    string FunnyThingIHave { get; }
    void Honk();
}

1

建立名為  IScaryClow n  的新介面，擴充  IClow n（繼承 
IClown），它會有一個包含  get  存取器（但沒有  set  存取器） 
的額外字串特性，稱為  ScaryThingIHave，以及一個稱為 
ScareLittleChildren() 的 void 方法。

22

建立這些類別：

 ≥ 名為 FunnyFunny 的好笑小丑類別。它使用私有的字 數存放

好笑的東西，使用接受名為 funnyThingIHave 之參數的建構子，
並且用它來設定私有欄位。Honk() 方法應該說“Hi kids! I have a”， 
後面接上它所擁有的好笑東西。FunnyThingIHave 的 get 存取器
應該傳回同樣的東西。

 ≥ 名為  ScaryScary  的恐怖小丑類別。它使用私有變數存放透過
建構子參數（名為 numberOfScaryThings）傳遞給它的整數。 
ScaryThingIHave 的 get 存取器應該傳回字串，內含從建構子所得
到的數字，後面接上 "spiders"（蜘蛛）。ScareLittleChildren() 

方法應該彈出訊息方框，說 "Boo! Gotcha!"（噗！嚇到你了！）。

33

這裡是 Main() 方法的新程式碼 — 但無法運作，你能不能修正它？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caryScary fingersTheClown = new ScaryScary("big shoes", 14); 
    FunnyFunny someFunnyClown = fingersTheClown; 
    IScaryClown someOtherScaryClown = someFunnyClown; 
    someOtherScaryClown.Honk(); 
    Console.ReadKey(); 

}

4

IClown 
(interface)

FunnyThingIHave

Honk()

ScaryScary
ScaryThingIHave

ScareLittleChildren()

FunnyFunny
FunnyThingIHave

Honk()

IScaryClown 
(interface)

ScaryThingIHave

ScareLittleChildren()

擴充 IClown 介面，並且使用實作它的類別。

你最好答對… 

否則…嘿嘿嘿…恐怖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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