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多年來，函數式程式設計一直被認為是少數專家的領域，他們不斷對大眾宣揚函數式設

計之優秀，卻始終無法令其普及。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想同時挑戰函數式風格天

生高不可攀，以及只有少數專家才能使用它的想法與看法。

在 London Java Community這兩年來，我一直讓開發者用某種形式試用 Java 8。我發現
許多成員喜愛 Java 8的新語言特色與程式庫。他們也許在術語或精英主義上打結，不
過，他們喜歡一些簡單函數式程式設計帶來的好處。常見的討論是，使用新 Stream API
處理物件與群集時，程式碼閱讀會簡單許多，像是從整個 List的唱片中過濾出英國發行
的唱片。

在舉辦這些活動時我瞭解到，範例很重要。人類是藉由重複領悟簡單範例來學習，並從

中發展出理解模式。我也注意到人們很厭惡術語，因而若有個不易理解的觀念，我會給

個易理解的說明。

對許多人來說，Java 8提供的函數式程式設計元素非常有限：沒有單子（monad）1、沒

有語言層次的惰性求值（lazy evaluation）、不支援不可變（immutability）。身為務實的
程式設計師，這不構成問題；我們需要的是程式庫等級抽象的編寫能力，這麼一來，才

能撰寫簡明的程式碼來解決商務問題。更棒的是有人已經寫好這類程式庫了，那麼我們

就能專注地解決每天的問題。

1 本書中只有這邊提到此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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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閱讀本書？

本書會探討：

• 如何撰寫更簡明、易於閱讀的程式碼—特別是群集方面

• 如何輕鬆運用平行來改進效能

• 如何更精確地塑造領域模型與更棒的 DSL

• 如何撰寫不易出錯且更簡易的並行程式

• 如何對 lambda表達式進行測試與除錯

Java並非只是針對開發者產能而加入 lambda表達式；也針對這個產業在工作上，需得
一併重視的基礎。

誰該閱讀本書？

本書對象是已經會使用 Java SE主要功能，並想要立即追上 Java 8重大更新的 Java開
發者。

如果有興趣瞭解 lambda表達式，而且想知道它們怎麼讓你晉升專業級開發者，就接著
看下去！我不預設你瞭解 lambda表達式本身，或任何核心程式庫改變；相反地，我會
從無到有介紹觀念、程式庫與技巧。

本書若能賣給每個現役開發者，我是會蠻開心的，實際上，這本書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如果完全不懂 Java，這本書就不適合你。同時，本書雖然會仔細介紹 Java的 lambda表
達式，不過不討論其他語言中如何運用 lambda表達式。

我不會解釋 Java SE的基礎操作，像是群集、匿名內部類別或者 Swing事件處理機制。
我會假設你已經知道這些東西。

如何閱讀本書？

本書使用範例驅動風格撰寫：每個觀念之後馬上跟著範例，你會看到一些程式碼。偶

而程式碼中有些東西你不是 100% 熟悉。別擔心 - 後面很快就會說明，通常會在下一
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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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式也能讓你驗證一些觀念。事實上，大部份章節結束時，還可以自行練習進階範

例。在每個章節結束時，極力建議進行這些 kata練習。熟能生巧，而且 -每個務實的
程式設計師都知道 -我們很容易自以為是的認為搞懂程式碼了，事實上，卻疏忽了某個
細節。

因為 lambda表達式在運用時，多半是關於將複雜東西抽象為程式庫，本書中會介紹
一堆程式庫細節。第二章到第六章包括核心語言的改變，以及 JDK 8為程式庫帶來的 
增強。

最後三章是有關於函數式程式設計在現實戰場上如何應用。第七章會談到一些技巧，讓

程式碼在測試與除錯時更為簡單。第八章說明如何將既有的最佳軟體設計原則套用在

lambda表達式身上。接著第九章談到了並行，以及如何使用 lambda表達式撰寫並行程
式碼，使其易於理解與維護，這些章節也會介紹一些相關的第三方程式庫。

將一開始的前四章看成是簡介性質的內容也許不錯，裏頭的東西能讓每個人知道如何正

確使用 Java 8。之後的章節會複雜一些，不過也能讓你知道如何當個更完美的程式設計
師，能夠自信地在設計中使用 lambda表達式。過程中也會有些練習，練習解答可以在
我的 GitHub（https://github.com/RichardWarburton/java-8-lambdas-exercises）找到。如果

過程中能進行這些練習，就能很快掌握 lambda表達式。

本書編排慣例

在這本書中使用的編排慣例說明如下：

斜體字（Italic）
標示新名詞、URL、email地址、檔案名稱與副檔名，中文以楷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除了用在程式列表上，還包括在段落中參考到的程式元素，像是變數或函式名稱、

資料庫、資料型態、環境變數陳述與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指出命令或者需要使用者逐字輸入的文字。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指出文字應該要由使用者的資料來取得，或者根據情況來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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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說明什麼是 lambda表達式，以及如何使用 lambda表達式之前，你至少要先知道它們
為何存在，而使得之後的故事得以展開。這就是本章要談到的，我也會說明本書架構與

動機。

為何再次革新 Java？
Java 1.0於 1996年一月釋出，這之後整個程式世界又經歷了很大的轉變。商務上需要越
來越複雜的應用程式，而大部份程式運行於具有更強力多核心 CPU的機器上。Java虛
擬機（Java Virtual Machine，JVM）崛起，伴隨著更有效率的執行時期編譯器，意謂著
程式設計師更能將重點擺在編寫清楚、可維護的程式碼上，而不是那些斤斤計較各 CPU
時脈與記憶體位元組的程式碼。

多核心 CPU的崛起無法視若無睹。涉及鎖定的程式設計演算容易出錯且耗時。java.
util.concurrent套件與一大堆外部程式庫發展出各式各樣的並行抽象，以協助程式設計
師撰寫能妥善執行於多核心 CPU的程式碼。不幸地，我們走得不夠遠 -至今為止。

在今日的 Java中，程式庫撰寫者能運用的抽象程度受到限制。其中一個不錯的例子就
是，少了能有效率地處理大型群集資料的平行操作。Java 8能撰寫複雜的群集處理演
算，只要改變一個方法呼叫，就能讓程式碼有效率地執行在多核心 CPU上。然而，為
了能撰寫這類大型資料平行程式庫，Java需要新的語言革新：lambda表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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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有代價，你必須學習撰寫與理解運用了 lambda的程式碼，不過這是個不錯的
交易。對程式設計師來說，相對於硬是寫一堆複雜的執行緒安全程式碼，學點新語法與

新特性簡單多了。優良的程式庫或框架已大幅降低開發企業級商務應用程式的成本與時

間，而任何藩籬，只要對開發易於使用且有效率的程式庫造成阻礙，都應該去除。

對出身於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我們來說，抽象是個熟悉的概念。不同的是，物件導向程

式設計多是關於資料的抽象，而函數式程式設計多是關於行為的抽象。現實世界則是兩

者都有，而程式也是，因此，我們可以也應當從兩者中學習。

這新的抽象也有其他好處。對多數人來說，並非每次寫程式都要考慮效能，往往在乎的

是其他更重要的事。你可以撰寫更易讀的程式碼 -也就是花更多時間讓程式碼表述出自
身商務邏輯，而不是技術上如何達成任務。更易於閱讀的程式碼也更容易維護、可靠、

不容易出錯。

在撰寫回呼或事件處理時，不應當面對匿名內部類別的繁複與可讀性等問題。如此，程

式設計師才能更易於處理事件處理系統，傳遞函式能更容易，必要時才對值進行初始的

惰性程式碼，在撰寫時也會更輕鬆。

除此之外，default方法，這語言變革令群集得以增加許多方法，負責維護程式庫的程
式設計師也得以運用這些方法。

這已經不是你阿公那年代的 Java了，這是個好東西。

什麼是函數式程式設計？

函數式程式設計（Functional programming）這名詞對不同人來說會有不同意義。就函

數式程式設計核心來說，主要是關於根據不可變值以及值之間的轉換函式來思考問題。

使用不同語言開發的社群紛紛認為，這類整合入語言的特性集合是很重要的部份。目前

來說，要告訴你 Java程式設計師會如何定義函數式程式設計還早了些。就某種意義來
說，這不重要；我們真正關心不是如何撰寫函數式的程式碼，而是如何寫出好程式。

在本書中，我的重點在務實的函數式程式設計，包括多數開發者可運用與理解，以及能

協助他們在撰寫程式時更易於閱讀、維護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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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領域

整本書的範例都圍繞著同一個問題領域：音樂。顯然地，這些範例出現的資訊，都是唱

片上能看到的。底下是一些名詞的簡要說明：

演出者（Artist）
獨立音樂創作者或團體。

• 名稱（name）：演出者名稱（例如，「披頭四」）

• 成員（members）：團體組合成員（例如，「John Lennon」）；此欄可以空白

• 發源地（origin）：團體主要發源地（例如，「Liverpool」）

單曲（Track）
某首音樂單曲。

• 名稱（name）：單曲名稱（例如，「Yellow Submarine」）

唱片（Album）
由數個單曲組成的音樂發行。

• 名稱（name）：唱片名稱（例如，「Revolver」）

• 單曲名單（tracks）：單曲清單

• 演出者名單（musicians）：參與這張唱片音樂創作的演出者名單

這個主題將用來描繪，在常見的商務領域或 Java應用程式中，如何運用函數式程式設
計。你可能會覺得這不是個好的範例主題，不過它單純，而你在自身商務領域中看到

的，會與本書許多程式範例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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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表達式

Java 8最重要的語言變革是引入 lambda表達式 -用來傳遞行為的簡潔方式。它們也是本
書後續內容進行前非常重要的基石，因此，得先看看這些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Lambda表達式
Swing是無關平台的 Java程式庫，用來撰寫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它有個常見手法，為了要得知使用者做了什麼，你要註冊事件處理器（event 

listener）。事件處理器會採取某些動作來回應使用者輸入（見範例 2-1）。

範例 2-1　使用匿名內部類別來指定點擊按鈕的行為
button.addActionListener(new ActionListener()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vent) {
        System.out.println("button clicked");
    }
});

在這個範例中，建立的新物件提供了 ActionListener介面的實作。這個介面只要實作一
個 actionPerformed方法，當使用者實際點擊螢幕上的按鈕時，button實例會呼叫這個方
法。匿名內部類別提供了方法實作。範例 2-1只是在按鈕點擊時顯示一段訊息。

這就是程式碼即資料（code as data）的實例－我們傳給按鈕的物件，代

表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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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 Java程式設計師更易於將程式碼當成資料傳遞，才會有匿名內部類別的設計。不
幸地，這件事做得不夠徹底。若只想呼叫某行重要邏輯，仍需要四行繁複的程式碼。試

試看把那四行繁複程式碼變淡的話，程式碼會有多暗淡：

button.addActionListener(new ActionListener()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vent) {
        System.out.println("button clicked");
    }
});

然而，繁複程式碼不是唯一問題：這樣的程式碼不易閱讀，因為看不出程式設計師的

意圖。傳入物件不是我們的目的，真正想要的是傳入某個行為。在 Java 8，可以使用
lambda表達式改寫這個程式範例，如範例 2-2所示：

範例 2-2　使用 lambda表達式指定點擊按鈕的行為
button.addActionListener(event -> System.out.println("button clicked"));

相對於傳入實作了介面的物件，我們傳入一塊程式碼 -不具名的函式。event是參數名
稱，也就是匿名內部類別範例中的同一參數。->區隔了參數及 lambda表達式本體，後
者是使用者點擊按鈕時會運行的程式碼。

這個範例與匿名內部類別的另一差別，在於宣告變數 event的方式。之前必須明確地提
供參數型態－ ActionEvent event。在這個範例，完全不用提供型態，然而範例還是可以
通過編譯。事實真相是，javac根據程式當時場合推斷出變數 event型態－在這邊就是從
addActionListener簽署中得知型態。這代表著，在你對型態很清楚的情況下，你不需要
明確寫出型態。我們馬上會更詳細地說明型態推斷，這邊先來看看，lambda表達式還有
哪些不同的撰寫方式。

雖然 lambda的方法參數需要的程式碼比較少，它們仍是靜態定型。你

可以基於可讀性與熟悉度決定是否撰寫型態，而有時只是編譯器沒辦法

判別。

尋覓 Lambda
Lambda表達式撰寫時有幾種不同基本型式，如範例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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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3　撰寫 lambda表達式的不同方式
Runnable noArguments = () ->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❶

ActionListener oneArgument = event -> System.out.println("button clicked"); ❷

Runnable multiStatement = () -> { ❸
   System.out.print("Hello");
   System.out.println(" World");
};

BinaryOperator<Long> add = (x, y) -> x + y; ❹

BinaryOperator<Long> addExplicit = (Long x, Long y) -> x + y; ❺

❶示範了 lambda表達式可以沒有引數。你可以使用一對空括號 ()來表示沒有引數。
lambda表達式實現 Runnable，它只有一個 run方法，沒有引數而回傳值型態是 void。

❷示範了只有一個引數的 lambda表達式，引數兩旁省略了圓括號。這就是範例 2-2看
過的形式。

相對於本體只有一個運算式的 lambda表達式，❸示範了整個區塊的程式碼，由花括號
圍住（{}）。這些程式碼區塊的規則，與方法中看到的是一樣的。例如，可以回傳或拋
出例外來跳離。就算只有一行 lambda，也可以用花括號圍住，像是想清楚劃分起始與結
尾的時候。

Lambda表達式也可用來表達具有一或多個引數的方法，如❹所示。這時值得先說明一 
下這個 lambda表達式如何閱讀。這行程式碼並非對兩個數字進行相加，而是建立了一

個加總兩數字的函式。BinaryOperator<Long>的 add變數並非兩個數字相加的結果；而是
對兩個數字相加的程式碼。

到目前為止，編譯器幫忙推斷出所有 lambda表達式的參數型態。這很棒，不過有時明
確撰寫型態也是不錯的選擇，此時，必須在 lambda表達式引數旁加上圓括號。如果有
多個引數，圓括號也是必要的。如❺所示範的。

Lambda表達式的目標型態（target type）是根據 lambda表達式出現的

場合決定 -像是被指定 lambda表達式的區域變數，或者是傳入方法時的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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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範例都意謂著，lambda表達式的型態是根據場合而定。目標定型也不是全新概念，
就像範例 2-4示範的，Java的陣列初始式型態，一向就是根據當時場合推斷。另一個常
見例子是 null。只有實際指定時才會知道 null的型態。

範例 2-4　右邊不用指定型態；這會以當時場合而定
final String[] array = { "hello", "world" };

值的採用

過去使用匿名內部類別時，如果想要使用外圍方法的某變數時，你也許遇過一個情況。

為了這麼做，必須令變數為 final，如範例 2-5所示。令變數為 final意謂著不能重新指
定變數，這也意謂著，無論如何，在採用某個 final變數時，使用的是變數被指定的某
個特定值。

範例 2-5　匿名內部類別捕捉了 final區域變數
final String name = getUserName();
button.addActionListener(new ActionListener()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vent) {
        System.out.println("hi " + name);
    }
});

Java 8稍微解除了這個限制，可以採用某個非 final變數；然而，它們仍必須等效於

（effectively）final。雖然不用宣告變數為 final，在 lambda表達式中，還是不能將變數
當成非 final使用。如果試圖當作非 final使用，編譯器就會顯示錯誤。

等效於 final意謂著，只能對變數指定一次。另一瞭解此差異性的方向是，lambda表達
式只捕捉值，而不是變數。在範例 2-6中，name就是等效於 final的變數。

範例 2-6　lambda表達式捕捉了等效於 final的變數
String name = getUserName();
button.addActionListener(event -> System.out.println("hi " + name));

final就像是線路雜訊，因而如此省略 final，會發現程式碼閱讀通常簡單許多。當然，
有些場合還是要明確標出 final程式碼才會易於閱讀。只不過，現在可純粹基於個人選
擇，決定是否使用等效於 final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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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個變數曾被指定多次，接著又試圖在 lambda表達式中使用，就會發生編譯錯
誤。例如，範例 2-7會編譯失敗，並有個錯誤訊息：local variables referenced from a 
lambda expression must be final or effectively final。

範例 2-7　因為使用了非等效於 final的變數而編譯失敗
String name = getUserName();
name = formatUserName(name);
button.addActionListener(event -> System.out.println("hi " + name));

這樣的行為解釋了，為什麼有人稱 lambda表達式為「閉包（closure）」。lambda的環境
中不會指定變數，而是包圍（close）變數，以便取得變數值。不過，因為只能參考等效

於 final的變數，在程式語言世界各式紛爭中，關於 Java是否真的具有閉包特性有著許
多爭論。來改述一下莎士比亞好了：閉包就算不叫閉包，作用還是一樣。為了避免這

類無意義的爭論，本書中都稱它們為「lambda表達式」。就不管怎麼稱呼了，我已經說
過，lambda表達式是靜態定型，因此，來探討一下 lambda表達式本身的型態：被稱為
函式介面（functional interface）的這些型態。

函式介面

函式介面是僅具單一抽象方法的介面，可作為 lambda表達式的型態。

在 Java中，所有的方法參數都有型態；如果將 3作為引數傳給方法，參數應該是 int。
那麼，lambda表達式的型態呢？

使用只有單一方法的介面來代表某個可重用方法，其實是個慣用的老招式。這就像是

寫 Swing程式時我們都很熟、也就是先前範例 2-2看過的東西。在這邊沒套用什麼新把
戲，lambda表達式實際上使用的是同一招，而我們稱這類介面為函式介面。範例 2-8示
範了前一個範例的函式介面。

範例 2-8　ActionListener介面：傳入 ActionEvent，不回傳任何東西
public interface ActionListener extends EventListener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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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Listener只有一個 actionPerformed抽象方法，我們想要用它來代表帶有一個

引數且不回傳結果的動作。記得，因為 actionPerformed定義在介面中，雖然沒有
abstract關鍵字，實際上仍是抽象方法。ActionListener還有個沒定義任何方法的父介
面 EventListener。

因此，它是個函式介面。介面上的單一方法名稱是什麼不重要 -只要方法簽署相容，
lambda表達式就能對應。我們也可以為函式介面的參數型態取個適當名稱 -協助理解其
作用並增加可讀性。

這裡的函式介面有個 ActionEvent參數，不回傳任何東西（void），不過函式介面有很多
種。例如，它們也許有兩個參數並回傳一個值。它們也可使用泛型；依你的用途而定。

從現在起，我會用圖來表示將遇到的各種函式介面。朝向函式的箭頭表示引數，如果有

個朝外的箭頭，表示回傳型態。例如，ActionListener看起來會像是圖 2-1。

圖 2-1　表示傳入 ActionEvent，但不產生任何東西（void）的 ActionListener介面

以後你會遇到許多函式介面，不過 JDK（Java Development Kit）中有組常見的函式介
面。表 2-1中列出一些重要的函式介面。

表 2-1　Java中重要的函式介面

介面名稱 引數 回傳 範例

Predicate<T> T boolean 唱片已發行？

Consumer<T> T void 顯示值

Function<T,R> T R 從 Artist取得名稱

Supplier<T> 無 T 工廠方法

UnaryOperator<T> T T 反相邏輯（!）

BinaryOperator<T> (T, T) T 兩數字相乘（*）

現在談過函式介面的型態，也說過 javac能自動推斷參數型態，而你也可以手動提供這
類資訊，不過，如何知道提供的時機？來進一步看看型態推斷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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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推斷

某些情況下要手動提示型態，建議是在你或團隊認為有助於可讀性的情況下提供。有時

省略型態可以消除雜訊，令程式碼易於看出意圖。有時反而不省略才會比較清楚。我發

現有時一開始寫下型態資訊很有用，然而過些時候，就只會在必要時才提供。從本章將

介紹的一些簡易規則中，你會知道是否需要型態資訊。

Lambda使用的型態推斷，實際是對 Java 7導入的目標型態推斷做了擴充，或許你對
Java 7允許使用菱形運算子並不陌生，這個運算子要求 javac推斷泛型引數，像是範例

2-9中所示。

範例 2-9　變數的菱形推斷
Map<String, Integer> oldWordCounts = new HashMap<String, Integer>(); ❶
Map<String, Integer> diamondWordCounts = new HashMap<>(); ❷

對變數 oldWordCounts❶來說，我們明確寫下了泛型的型態，不過 diamondWordCounts❷
使用菱形運算子。泛型的型態被省略了 -編譯器會知道該做什麼。這是魔法！

當然，實際不是魔法。在這邊，HashMap泛型的型態可從 diamondWordCounts❷的型態推
斷得知，因此，只需要在被指定的變數上提供泛型的型態。

如果直接傳給方法一個建構式，也能夠從該方法推斷泛型的型態。在範例 2-10，我們將
HashMap當作引數傳遞，方法參數上已經有定義泛型的型態。

範例 2-10　方法上的菱型推斷
useHashmap(new HashMap<>());

...

private void useHashmap(Map<String, String> values);

與 Java 7允許省略建構式泛型型態的方法相同，Java 8允許省略 lambda表達式上全部
的參數型態。

同樣地，這不是魔法：javac會查看 lambda表達式旁的資訊，並運用它們來找出應使
用的正確型態。結果就是，仍然具有型態檢查特性，一往如昔地提供所有的安全性，然

而，不用明確聲明型態。這就是所謂的型態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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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值得注意的是，Java 8 的型態推斷增強了。先前範例將 new 

HashMap<>()傳給使用 HashMap的方式，實際上在 Java 7中無法通過編

譯，即使編譯器已經擁有全部必要的資訊。

繼續來看幾個範例，進一步瞭解這方面的細節。

接下來的兩個範例，都對變數指定了函式介面，這樣就容易觀察。第一個範例（範例

2-11）是告知 Integer是否比 5大的 lambda。實際上是個 Predicate -檢驗事物成立與否
的函式介面。

範例 2-11　型態推斷
Predicate<Integer> atLeast5 = x -> x > 5;

與先前 ActionListener範例不同的是，Predicate也是回傳一個值的 lambda 表達式。
在這邊，我們使用了一個運算式，x > 5，作為 lambda表達式本體。當運算發生時，
lambda表達式的回傳值就是本體計算出來的值。

你可以從範例 2-12中看到，Predicate有個泛型型態，這邊我們使用了 Integer。因而，
Predicate的 lambda表達式實作中，唯一的引數就被推斷為 Integer。javac也能檢驗出
回傳值是否為 boolean，因為那是 Predicate的方法回傳值（見圖 2-2）。

範例 2-12　Predicate介面的程式碼，從某個 Object產生 boolean
public interface Predicate<T> {
    boolean test(T t);
}

圖 2-2　Predicate介面示意圖，從某個 Object產生 boolean

來看另一個稍微複雜點的函式介面範例：BinaryOperator介面，如範例 2-13所示。這
個介面帶有兩個引數並回傳一個值，型態都相同。在我們使用的程式範例中，型態是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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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13　稍微複雜點的函式介面範例
BinaryOperator<Long> addLongs = (x, y) -> x + y;

類型推斷很聰明，不過如果沒有足夠的資訊，它也沒辦法做正確判斷。此時與其胡亂猜

想，它會停下並以編譯錯誤方式要求提供資訊。例如，若把先前範例的型態資訊移除，

程式碼就會像是範例 2-14。

範例 2-14　程式碼因為缺少泛型資訊而無法編譯
BinaryOperator add = (x, y) -> x + y;

這個程式碼會有以下錯誤訊息：

Operator '&#x002B;' cannot be applied to java.lang.Object, java.lang.Object.

訊息看來有點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要記得，BinaryOperator是帶有一個泛型引數的
函式介面。這個引數會作為引數 x與 y的型態，也會作為回傳型態。在我們的程式範例
中，並沒有為 add變數指定任何泛型，這就是定義為原始（raw）型態。結果就是，編

譯器會認為引數與回傳值都是 java.lang.Object的實例。

在第 41頁「重載解析」中，我們會再回到型態推斷的主題，以及它如何與方法重載互
動，在這之前，先瞭解到這邊就夠了。

重點
• Lambda表達式是匿名方法，用來如資料般傳遞行為。

• Lambda表達式的樣貌像是：BinaryOperator<Integer> add = (x, y) -> x + y。

• 函式介面是僅具單一抽象方法的介面，用來作為 lambda表達式的型態。

練習

每章結束時會有一連串練習，藉以演練該章學到的東西，協助新觀念之理解。練習解答

可以在 GitHub（https://github.com/RichardWarburton/java-8-lambdas-exercises）上取得。

 1. 有關 Function函式介面的問題（範例 2-15）。

範例 2-15　Function函式介面

 public interface Function<T, R> {
     R apply(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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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能以圖形表示此函式介面嗎？

b. 如果想寫軟體計算機，此函式介面會寫出哪種 lambda表達式？

c. 這幾個 lambda表達式中，哪個是合法的 Function<Long,Long>實作？

 x -> x + 1;
 (x, y) -> x + 1;
 x -> x == 1;

 2. ThreadLocal 的 lambda 表達式。Java有個 ThreadLocal類別，可作為目前執行緒本地
值的的容器。在 Java 8中，ThreadLocal有個新的工廠方法可以採用 lambda表達式，
這麼一來，不用麻煩地建立子類別，就能建立新的 ThreadLocal實例。

a. 在 Javadoc中或使用 IDE找到該方法。

b. Java的 DateFormatter類別並非執行緒安全，使用其建構式建立一個執行緒安全的
DateFormatter實例，並顯示日期像是：「01-Jan-1970」。

 3. 型態推斷規則：以下是傳遞 lambda表達式給函式的幾個例子。javac能夠正確地推
斷出 lambda表達式的引數型態嗎？也就是說，能通過編譯嗎？

a. Runnable helloWorld = () ->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b. 用於 ActionListener的 lambda表達式：

 JButton button = new JButton();
 button.addActionListener(event ->
   System.out.println(event.getActionCommand()));

c. 以下兩個重載的 check方法，有辦法對 check(x -> x > 5)進行推斷嗎？

 interface IntPred {
     boolean test(Integer value);
 }

 boolean check(Predicate<Integer> predicate);

 boolean check(IntPred predicate);

可以查看 Javadoc或 IDE中的方法，確認是否有多個合法的重載。

第三章

Stream

Java 8導入的語言變革，目的在協助寫出更好的程式碼。新核心程式庫是重點之一，因
此這章要來談談它們。最重要的核心程式庫變革集中在群集（Collections）API以及附
加品：stream。stream可讓我們寫出更好、更高階抽象的群集處理程式碼。

從外部迭代到內部迭代

本章與本書之後許多範例，都採用了第 3頁介紹的「範例領域」中之領域

類別（domain class）。

Java開發者處理群集時常見的一個模式，是對群集進行迭代以依序處理各元素。例如，
如果想要計算來自倫敦的演出者數量，可以撰寫如範例 3-1的程式碼。

範例 3-1　使用 for迴圈計算來自倫敦的演出者
int count = 0;
for (Artist artist : allArtists) {
    if (artist.isFrom("London")) {
        count++;
    }
}

然而，這方式有幾個問題。它包含了許多繁複的程式碼，每次只要關於群集迭代就會寫

到。要寫這類 for迴圈的平行版本也有難度。為了能平行處理，得分別重寫每個 for迴
圈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