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即失業嗎？若您覺得這句話是對的，那代表您在大學這四年沒有學到一技

之長，導致找工作四處碰壁，因為不會有人會找一個無能力的畢業生當米蟲。

若您是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則程式設計是您必要的一技之長。 

那如何學會撰寫程式設計呢？有人常問我說，老師我數學不好，可以學得好嗎? 

這跟數學不相干吧！只要您有邏輯概念就可以了。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

到。學程式設計沒有秘訣，只有多看多觀摩他人寫的好程式，多做一些題目，

碰到有錯誤(Bugs)，自己除錯(Debug)而不假他人，相信您會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 

我覺得當今社會若您有程式設計的能力再加上一些創意，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

果。您可以將您的創意，利用程式語言加以撰寫實現。尤其現在智慧型手機這

麼普及，在 Apps 的需求上與日俱增，若您有上述的能力，撰寫一些 Apps，

我相信您晚上都會夢到有很多人下載您的 App。 

現在我要告訴您，機會來了，千萬不要錯過。就讓我們一起來學 Java吧！ 

首先，您要在書店找一本好的 Java 書，那可能要費很大的功夫才行，因為目

前市面上的 Java 書有如沙丁魚一般，實在太多了。以前可能很難找到，現在

您不用煩惱了，眼前這本書就是您最佳的選擇！ 

在 1991年 Sun Microsystems公佈用於電子消費商品嵌入式晶片的 Oak，到了

1995年改名為 Java，重新定位用來開發 Web的應用系統。Java程式語言最大

的好處是跨平台(cross platform)，亦即只要撰寫一次程式碼就可以於多個平台

間執行，這就是所謂的「Write once, Run anywhere」。若以目前來說，其最大

的優勢是，它是用來撰寫 Android手機的程式語言。 

本書是「Introduction to Java Programming」的翻譯本，原作者 Y. Daniel Liang

以極簡易懂的語句配合實用的範例程式, 加以解說每一小節的重點，讓讀者可

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一小節都有 Check Point，即所謂的練習題，讓讀者

驗收對本節的了解程式為何。同時作者也在下列的網站 www.cs.armstrong.edu/ 

liang/intro10e/quiz.html 中提供測驗題庫，供讀者加以練習。每章最後皆有豐

富的程式設計練習題，讓讀者可以上機寫作業，期能對本章的重點融會貫通。 

本書的架構先從電腦、程式和 Java的簡介開始，繼而論及標準的輸入與輸出、

選擇敘、迴圈敘述、方法、一維陣列及多維陣列。以上是基本程式設計單元。

接下來是有關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單元，如封裝 (encapsulation)、繼承

(inheritance)、同名異式或稱多型 (polymorphism)，以及抽象類別 (abstract 

classes)和介面(interface)。在本書也以全新的 JavaFX 架構，來開發圖形使用

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並分為多章的篇幅加以論述之。本書非常適合資

訊相關學系用於 Java教學，可以循序漸近的讓學生了解 Java程式語言，進而

加以實際應用之。 

譯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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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及 Java 所提供的類別時，此類別所提供常用方法利用圖表加以解說，讓

讀者一目了然其語法和功能 ，在應用上能更加熟練。由於 Java是屬於物件導

向程式語言，所以在類別的封裝和繼承也利用 UML diagrams加以解說，很容

易了解類別中的資料成員和方法具備的功能為何，及父類別(基礎類別)與子類

別(衍生類別)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本相當不錯的 Java學習書，筆者有幸參與國際版的英文書(第 10版)，

並授予將它譯為中文，盼能造福更多學習 Java的學員 。若發現本書有任何不

妥的地方，敬請來信批評與指教。 

 

 

 

                            蔡明志 (mjtsai168@gmail.com) 



 

 

 

 

 

此版本新增加的部分 

此版本大幅地修改，強化清晰度、文字表達、內容、範例與程式設計練習題。

主要修改的部分如下所述： 

 加以更新到 Java 8。 

 因為 JavaFX取代了原來的 Swing，所以所有 GUI的範例和程式設計練習

題皆以 JavaFX來撰寫。 

 在 JavaFX與執行緒中，使用拉姆達(Lambda)運算式來簡化程式碼。 

 提前在第 4章介紹數學方法，以利學生利用數學函式撰寫程式。 

 提前在第 4章介紹字串，以利學生使用物件和字串來開發有趣的程式。 

 有關 GUI的章節移至抽象類別與介面之後，若教師不談論 GUI主題時，

可以跳過這些章節。 

 第 4、14、15，以及 16章為全新章節。 

 

前言 



 

JavaFX 基本概念 

本章綱要 

 區別 JavaFX、Swing，以及 AWT 之間的差異(§14.2) 

 撰寫一簡單的 JavaFX 程式並了解舞台、場景與節點的關

係(§14.3) 

 使用方格、UI 控制元件與形狀建立使用者介面(§14.4) 

 經由屬性繫結自動更新屬性值(§14.5) 

 使用 style 和 rotate 屬性於節點(§14.6) 

 使用 Color 類別建立顏色物件(§14.7) 

 使用 Font 類別建立字型物件(§14.8) 

 使用 Image 類別建立圖像與使用 ImageViews 類別建立圖

像視圖(§14.9) 

 使用 Panes、StackPane、FlowPane、GridPane、BorderPane、

HBox，以及 VBox 類別佈置節點(§14.10) 

 使用 Text 顯示文字與使用 Line、Circle、Rectangle、

Ellipse、Arc、Polygon，以及 Polyline 類別建立圖像(§14.11) 

 開發可重複使用的 GUI 元件 ClockPane，用來顯示類比的

時鐘(§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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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簡介 
JavaFX是學習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很好的教學工具。 

JavaFX 是開發 Java GUI 程式的新框架。JavaFX API 為學習物件導向應用的很

好範例。本章有兩個目的，首先，它呈現 JavaFX 程式設計的基礎概念，第二，

它使用 JavaFX 展示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特別的是，此章介紹 JavaFX 的框架

和討論 JavaFX GUI 元件及其之間的關係。您將學習如何使用佈置方格、按鈕、

文字列、顏色、字型、圖像、圖像視圖，以及形狀。 

14.2  JavaFX、Swing與 AWT 
Swing與 AWT 已被 JavaFX平台取代，用來開發豐富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 

當 Java 被介紹時，GUI 類別是包在 Abstract Windows Toolkits(AWT)。AWT 用

在開發簡單的圖形使用者介面是相當好的，但不適合用來開發完整的 GUI 專

案。同時，AWT 易於出現特定平台的錯誤。AWT 的使用者介面元件現已被更

強大、多功能及彈性的函式庫，稱之為 Swing 元件(Swing component)所取代。

Swing 元件使用 Java 程式碼直接在畫布上畫圖。Swing 元件比較少依賴特定的

平台與較少使用原生的 GUI 資源。Swing 是用來設計與開發桌上型電腦 GUI

應用程式，現已被稱為 JavaFX 全新的 GUI 平台所取代。JavaFX 結合現代

的  GUI 技術，使我們可以開發豐富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 (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 RIA)。豐富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RIA)是 Web 應用程式，設計用

來傳送與桌上型電腦關聯的相同特性與功能。JavaFX 可以在桌上型電腦或從

Web 瀏覽器無縫的執行。JavaFx 在觸控裝置如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提供

多點觸控的功能。JavaFX 有內建的 2D、3D、動畫支援、圖像和聲音的播放，

可在獨立的應用程式或從瀏覽器執行。 

本書採用 JavaFX 教您 Java GUI 有兩個理由。首先是，JavaFX 對新的 Java 程

式設計師而言是易學易用的。第二是，因為 Swing 已不再接受任何的強化，所

以可以說已死了。JavaFX 是新的 GUI 工具，可在桌上型電腦、手持式裝置和

Web 上開發跨平台豐富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  

14.1  請說明 Java GUI 技術的進化。 

14.2  請說明為什麼本書使用 JavaFX 教您有關 Java GUI。 

14.3  JavaFX程式的基本架構 
javafx.application.Application抽象類別定義用來撰寫 JavaFX程式的基本框架。 

我們要開始撰寫 JavaFX 程式，來說明 JavaFX 的基本架構。每一 JavaFX 程式

都被定義於繼承 javafx.application.Application 的類別。如範例程式 14.1 所示。 

範例程式 14.1  MyJavaFX.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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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命令行的視窗或在 NetBeans 或 Eclipse 的整合性發展環境(IDE)下測

試與執行此程式。輸出結果的樣本如圖 14.1 所示。 

 

圖 14.1  簡單的 JavaFX 程式在視窗中顯示一按鈕 

在 Application 類別定義靜態方法 launch(第 22 行)，用以發動 JavaFX 程式。

若您從命令列執行程式的話，main 函式就不需要了(第 21-23 行)。若是從

JavaFX 限制的 IDE 來執行的話，則需要發動 JavaFX 程式。當您不用 main 函

式時，JVM 將自動呼叫 launch 方法來執行程式。 

主類別覆寫定義在 javafx.application.Applicationd 的 start 方法(第 8 行)。在

JavaFX 程式開始發動後，JVM 使用無參數建構函式建立類別的實例，並呼叫

start 方法。start 方法正常會將 UI 元件置放於場景(scene)，且將場景顯示於舞

台(stage)，如圖 14.2a 所示。 

第 10 行建立 Button 物件，然後將它置放於 Scene 物件(第 11 行)。使用

Scene(node, width, height)建構函式建立 Scene 物件。此建構函式指定場景的

的寬度和高度，然後將此節點置放於場景中。 

Stage 物件是一視窗。Stage 物件稱為主要舞台(primary stage)，當應用程式發

動時，Stage 物件將會自動被 JVM 所建立。第 13 行設定場景到主要舞台，第

14 行顯示主要舞台。JavaFX 使用戲院的比擬來命名 Stage 和 Scene。您可以想

舞台是一平台，用來支援場景，而節點是在場景中表演的演員。 

若有需要的話，您可建立額外的舞台。範例程式 14.2 的 JavaFX 程式顯示兩個

舞台，如圖 14.2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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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a) 舞台是一視窗，用以顯示包含節點的場景  (b) 多個舞台也可以在 JavaFX 程式

中顯示 

範例程式 14.2  MultipleStageDemo.java 

 

注意，main 函式已在範例程式中省略了，因為每一個 JavaFX 應用程式都是如

此。從現在起，為了簡短起見，我們也不再列出 main 函式。 

預設上，使用者可以重設舞台大小，為了防止重設舞台大小，可呼叫

stage.setResizable(false)。 

14.3 如何定義 JavaFX 的主類別？start 方法的簽名為何？何謂舞台？何謂

主舞台？主舞台是自動建立的嗎？如何顯示舞台？可以防止使用者重

設舞台的大小嗎？在範例程式 14.1 的第 22 行可使用 launch(args)取代

Application.launch(args)嗎？ 

14.4 試問下列程式碼的輸出結果為何？ 

 

 舞台 

 場景 
 

 按紐 



14.4  方格、UI 元件與形狀    561 

 

 

14.4  方格、UI元件與形狀 
方格、UI元件和形狀是 Node 的子型態(subtype)。 

當您執行範例程式14.1的MyJavaFX時，顯示的視窗如圖14.1所示。按鈕永遠

在場景的中央，而且不管怎樣調整尺寸大小，按鈕都佔滿整個視窗。您可經由

設定按鈕的位置和尺寸大小屬性來修正此一問題。然而較好的方法是容器類別

(container class)，此稱為方格(pane)，它會自動佈置節點於需要的位置及大小。

將節點置於方格內，然後將方格置於場景內。節點(node)是一可視的元件，例

如形狀、圖像視圖、UI元件或是方格。形狀(shape) 可為文字、線條、圓形、

橢圓形、矩形、弧形、多邊形、折線等等。UI 元件(UI control) 如標籤、按鈕、

檢查盒、選擇按鈕、文字列，以及文字區域等等。一個場景是顯示於舞台上，

如圖14.3a所示。Stage(舞台)、Scene(場景)、節點(Node)、元件(Control)與方

格(Pane)關係，如圖14.3b的UML圖所示。注意，場景包含元件或是方格，不

是形狀或是圖像視圖。方格可包含任何Node的子型態。您可使用建構函式

Scene(Parent, width, heigh)或是Scene(Parent)建立一Scene。場景的維度在後者

的建構函式中自動決定。每一Node的子類別都有無參數的建構函式，用來建

立預設的節點。 

範例程式 14.3 將一按鈕置放於方格。如圖 14.4 所示： 

 

圖 14.3  (a) 方格用來容納節點  (b) 節點可為形狀、圖像視圖、UI 元件，以及方格 

形狀可為 Line、Circle、Ellipse、
Rectangle、Path、Polygon、
Polyline以及Text。這些是Shape
的子類別。 

用以顯示圖像。 

UI元件，有如 Label、
TextField、Button、CheckBox、
RadioButton以及 TextArea。這
些是 Control的子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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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 14.3  ButtonInPane.java 

 

 

 

圖 14.4  將一按鈕置放於方格的中央 

程式建立一 StackPane(第 11 行)，並且加入一按鈕當做內方格的成員(第 12

行 ) 。 getChildren() 方法回傳 javafx.application.ObservableList 的實例。

ObservableList 的行為很像 ArrayList 用以儲存集合的元素。呼叫 add(e)將元素

加入於串列中。StackPane 將節點置於方格的中央。此處只有一個節點在方格

中。StackPane 涉及節點的首選尺寸大小，所以您看到的按鈕是最佳的大小。 

範例程式 14.4 顯示圓形在方格的中央，如圖 14.5a 所示。 

範例程式 14.4  ShowCircle.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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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5  (a) 圖形顯示於方格的中央 (b) 當視窗的大小重設後，圓形沒有在中央 

程式建立一 Circle(第 12 行)，並將它設在中央(100, 100) (第 13-14 行)，它是

方格的中心點，因為方格以寬和高皆為 200 建立的(第 24 行)。圓形的半徑設

為 50(第 15 行)。在 Java 中圖形的衡量單位是像素(pixel)。 

筆畫的顏色設定為黑色(第 16 行)，填充的顏色為白色(第 17 行)。也可以設定

為 null 指明不設定依顏色。  

程式建立一 Pane(第 20 行)，並將圓形置於此方格(第 21 行)。注意，方格左上

角的座標在 Java 系統座標為(0, 0)，如圖 14.6a 所示。而傳統座標系統的(0, 0)

是在視窗的中心點，如圖 14.6b 所示。x 座標是由左至右遞增，而 y 座標是由

上至下遞增。 

方格是置放於場景內(第 24 行)，而場景是置放於舞台內(第 26 行)。圓形顯示

於舞台的中央，如圖 14.5a 所示。若您改變視窗的大小，則圓形將不是置放於

中央，如圖 14.5b 所示。當視窗改變時，為了將圖形顯示於中央，此時圓形的

中心 x、y 座標，必須重設為方格的中央。這可經由屬性的繫結來達成，請參

閱下一節。 

 

圖 14.6  座標是以像素來衡量的，(0, 0)的座標在左上角 

Java的 
座標系統 

傳統的 
座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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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如何建立 Scene 物件？如何設定一場景於舞台？如何設定圓形於場

景？ 

14.6 何謂方格？何謂節點？如何將節點置於方格？如何直接將 Shape 或

ImageView 置放於 Scene？如何直接將 Control 或 Pane 置放於 Scene？ 

14.7 如何建立Circle？如何設定Circle的中心位置與半徑？如何設定 Circle
的筆畫顏色和填充顏色？ 

14.5  屬性繫結 
您可以繫結(binding)一目標物件到來源物件。來源物件改變時，會自動影響目標物

件。 

JavaFX 有一新的觀念是屬性繫結(property binding)，它可使目標物件(target 

object)與來源物件(source object)繫結在一起。若來源物件的值改變了，則目

標物件也會自動的改變。目標物件稱為繫結物件(binding object)或繫結屬性

(binding property)，而來源物件稱為可繫結的物件 (bindable)或可觀察物件

(observable object)。從上一範例程式的討論，得知在視窗重設大小後，圓形並

沒有在中央處。為了顯示當視窗大小改變後，圓形的中心點，此時必須將圓形

的中心點的 x、y 座標重設為方格的中央。這需要將 centerX 與 width/2 繫結在

一起，centerY 與 height/2 繫結在一起，如範例程式 14.5 所示。 

範例程式 14.5  ShowCircleCentered.java 

 

Circle 類別有 centerX 屬性用以表示圓形的中心點的 x 座標。這屬性與 JavaFX
類別的很多屬性一樣，可用來做為目標物件與來源物件的屬性繫結。目標會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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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來源的變化，若來源有所變化時，目標也將自動的改變。使用 bind 方法可

將目標與來源繫結在一起，如下所示： 

 

bind 方 法 定 義 於 javafx.beans.property.Property 介 面 。 繫 結 的 屬 性 是

javafx.beans.property.Property 的 實 例 。 來 源 物 件 是 javafx.beans.value. 
ObservableValue 介面的實例。ObservableValue 是一實體，它包裝一值並允許

去觀察變化值。 

JavaFX 對基本型態和字串也定義了繫結屬性。對 double/float/long/int/boolean
值 ， 它 的 繫 結 屬 性 型 態 是 DoubleProperty/FloatProperty/LongProperty/ 
IntegerProperty/BooleanProperty。對字串，它的繫結型態是 StringProperty。
這些屬性也是 ObservableValue 的子型態。所以他們也可以被使用為來源物件

做為繫結屬性。 

傳統上，在 JavaFX 類別(例如 Circle)的每一繫結屬性(如 CenterX)有一取得(如

getCenterX())與設定(如 setCenterX(double))的方法，用以回傳和設定屬性值。

它也有回傳屬性本身的取得方法。此方法的命名規則是屬性名稱加上

Property。例如，centerX 的取得方法之屬性為 centerXProperty()，我們稱

getCenterX()方法為值取得方法(value getter method)、setCenterX(double)方法為

值設定方法 (value setter method)，以及 centerXProperty() 是屬性取得方法

(property getter method)。注意，getCenterX 回傳 double 值，而 centerXProperty() 
回傳 DoubleProperty 型態的物件。圖 14.7a 顯示傳統在類別定義繫結屬性的情

形，而圖 14.7b 顯示一具體 的範例，centerX 是型態 DoubleProperty 的繫結屬性。 

 
(a) x是一繫結屬性                                                                      (b) centerX是繫結屬性 

圖 14.7  繫結屬性有值的取得方法與設定方法，以及屬性取得方法 

範例程式 14.5 和範例程式 14.4 是相同的，除了它是將 centerX 和 centerY 與方

格 的 寬 和 高 的 一 半 繫 結 在 一 起 以 外 ( 第 16-17 行 ) 。 請 注 意 ，

circle.centerXProperty() 回傳 centerX，而 pane.widthProperty() 回傳 width。

centerX 與 width 皆是 DoubleProperty 型態的繫結屬性。數值繫結屬性類別如

DoubleProperty 與 IntergerPropery 包含 add、substract、multiply、divide 方法，

用在繫結屬性加、減、乘和除一數值，以及回傳一新的觀察屬性，所以

pane.widthProperty().divide(2) 回傳一新的觀察屬性，用來表示方格寬的一

半。敘述 

 

與下一敘述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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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centerX是與width.divide(2)是繫結在一起的，當 pane的寬改變時，centerX
會自動的更新以符合 pane 寬的一半。 

範例程式 14.6 提供另一個繫結的示範。 

範例程式 14.6  BindingDemo.java 

 

 

 
d1 is 2.0 and d2 is 2.0 
d1 is 70.2 and d2 is 70.2 

 
程式使用 SimpleDoubleProperty(1)(第 6 行)建立 DoubleProperty 實例。注意，

DoubleProperty 、 FloatProperty 、 LongProperty 、 IntegerProperty ， 以 及

BooleanProperty 皆是抽象類別，它們的具體子類別 SimpleDoubleProperty、

SimpleFloatProperty 、 SimpleLongProperty 、 SimpleIntegerProperty ， 以 及

SimpleBooleanProperty 是用來建立這些屬性的實例。這些類別很像包裝類別

Double、Float、Long、Integer、Boolean 與額外的特性用來繫結來源物件。 

程式繫結 d1 與 d2 (第 8 行)。現在 d1 與 d2 的值是相同的。當 d2 設定為 70.2
時(第 11 行)，d1 也會變成 70.2(第 13 行)。 

在此範例所展示的繫結稱之為無方向性的繫結(unidirectional binding)。偶爾，

它對兩個屬性做同步是很有用的，可以改變一物件的屬性，因而影響另一物

件。反之也是。此稱為雙向繫結(bidirectional binding)。若目標與原始皆為繫

結屬性和可觀察屬性，則它自可利用 bindBidirectional 方法處理雙向的繫結。 

 
14.8  何謂繫結屬性？ 定義繫結屬性的介面為何？定義一原始物件的介面

為何？繫結物件型態 int、long、float、double，以及 boolean 是什麼？

在繫結時，Integer 與 Double 是否可用來當做原始物件？  

14.9 根據 JavaFX 繫結屬性命名原則，對 IntegerProperty 型態的繫結屬性名

稱 age，其值的擷取(getter)方法、值的設定(setter)方法與屬性的擷取

(getter)方法為何？ 

14.10 可以使用 new IntegerProperty(3)建立 IntegerProperty 的物件嗎？在範

例程式 14.6，若第 8 行改以 d1.bind(d2.multiply(2))，其輸出結果將為

何？在範例程式 14.6，若第 8 行改以 d1.bind(d2.add(2))，其輸出結果

又將為何？ 

14.11 何謂無方向繫結？何謂雙向繫結？是否所有的繫結屬性都可以雙向繫

結？撰寫一敘述用以雙向繫結屬性 d1 與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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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節點的一般屬性與方法 
abstractNode類別定義很多的屬性與方法，這適用於所有節點。 

節點分享許多一般屬性，此小節將介紹兩個這樣的屬性，分別是 style 與 rotate。 

JavaFx 樣式屬性(type property)與在串聯樣式表單(cascading style sheet)相似，

可用於網頁中指定 HTML 元素的樣式。所以在 JavaFX 的樣式屬性稱之為

JavaFX CSS。在 JavaFX，樣式屬性以前置詞 -fx- 開頭定義。每一節點都有它

自已的樣式屬性性。你可以從 http://docs.oracle.com/javafx/2/api/javafx/ 

scene/doc-files/cssref.html。若您不熟悉 HTML與 CSS，你還是可以使用 JavaFX 

CSS。 

設定樣式的語法為 styleName:value。對一節點的多個樣式屬性可以一起設定，

但要使用分號 (;) 將之隔開。如以下敘述 

 

為圓設定兩個 JavaFX CSS 的屬性。此敘述相當於下列兩行敘述： 

 

若有一 JavaFX CSS 不正確的設定，程式依然可以編譯與執行，但樣式將會被

忽略。 

rotate 屬性可用來指定一節點從中心旋轉角度的度數。若度數是正的，則順時

針旋轉；反之，以逆時針旋轉。例如，以下是將一按鈕旋轉 80 度。 

 

範例程式 14.7 是建立一按鈕，設定其樣式並且將它加入於方格中。然後將它

旋轉 45 度、以紅色邊框與淺灰色底色設定其樣式，如圖 14.8 所示。 

範例程式 14.7  NodeStyleRotateDemo.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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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8  設定方格的樣式並且將它旋轉 45 度 

如圖 14.8 所示，旋轉方格將會使它所包含的節點都會旋轉。 

Node 類別包含許多有用的方法，它可應用於所有的節點。例如，使用

contains(double x, double y)方法測試點(x, y)是否在節點的邊界上。 

14.12  如何以設定一節點的邊框為紅色的樣式？修改程式碼將按鈕的文字顏

色設定為紅色。 

14.13  可以旋轉方格、文字或按鈕嗎？請修改程式碼使得按鈕以反時針的方

向旋轉 15 度。 

14.7  Color類別 
Color類別用來建立顏色。 

JavaFX 定義抽象 Paint 類別用以描繪節點。Javafx.scene.paint.Color 是 Paint

的具體的子類別，它用來封裝顏色，如圖 14.9 所示。 
 

 

圖 14.9  Color 封裝有關顏色的資訊 

this 的 Color的紅色值 (介於 0.0至 1.0之間)。 

this 的 Color的綠色值 (介於 0.0至 1.0之間)。 

this 的 Color的藍色值 (介於 0.0至 1.0之間)。 

this 的 Color的透明度 (介於 0.0至 1.0之間)。 

以特定的紅色、綠色、藍色與明暗度建立一 Color。 

建立一比 this的 Color更亮版本的 Color。 

建立一比 this的 Color更暗版本的 Color。 

以特定的紅色、綠色、藍色，建立一明暗度 Color。 

以特定的紅色、綠色、藍色與明暗度建立一 Color。 

以介於 0至 255區間值的紅色、綠色、藍色，來建立一 Color。 

以介於 0至 255區間值的紅色、綠色、藍色及給予的明暗度，來建立

一 Color。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 方法在類別中皆
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
的類別圖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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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的實例可以使用下列的建構函式加以建立之。 

 

其是 r、g 與 b 是指定顏色為紅色、綠色與藍色。範圍是從 0.0 (最暗的色調)
到 1.0 (最淺的色調)。opacity 定義顏色的透明度，其範圍從 0.0 (完全透明)到 1.0 
(完全不透明)。這就是所謂的 RGBA 模組，此處的 RGBA 表示紅色、綠色、

藍色與 alpha。alpha 值表示透明度。例如： 

 

Color 類別是不可變更的。Color 物件一旦被建立，它的屬性值就不可以更改。

brighter()方法以一較大的紅色、綠色與藍色值回傳一新的 Color。darker()方法

以一較小的紅色、綠色與藍色值回傳一新的 Color。opacity() 值與原來的 Color
物件相同。 

你也可以使用靜態的方法 color(r, g, b)、color(r, g, b, opacity)、rgb(r, g, b)、rgb(r, 
g, b, opacity)建立 Color 物件。 

另一種方式是使用許多標準顏色的其中一個，如 BEIGE、BLACK、BLUE、

BROWN、CYAN、DARKGRAY、GOLD、GRAY、GREEN、LIGHTGRAY、

MAGENTA、NAVY、ORANGE、PINK、RED、SILVER、WHITE，以及 YELLOW
當做 Color 類別的常數。例如下列的程式碼設定圓形的充填顏色為紅色： 

 

14.14  如何建立一顏色？使用 new Color(1.2, 2.3, 3.5, 4 )用以建立顏色有何錯

誤？new Color(0, 0, 0, 1)與 new Color(1, 1, 1, 1)哪一個顏色較暗？可否

呼叫 c.darker()方法改變在 c 中的顏色值？ 

14.15  如何以隨機的顏色建立 Color 物件？ 

14.16  如何使用 setFill 方法與 setStyle 方法來設定充填顏色為藍色的圓形物

件 c？ 

14.8  Font類別 
Font類別用來描述字型名稱、比重與大小。 

你可以設定字型來粉刷文字。Javafx.scene.text.Font 類別用以建立字型，如圖

14.10 所示。 

Font 實例可以使用建構函式的靜態方法來建立之。以名稱、比重、樣式和大小

定義 Font。Times、Courier 與 Ariel 是字型名稱的範本。利用呼叫靜態的

getFamilies()方法得到一系列有效的字型家族名稱。List 是定義串列一般方法

的介面。ArrayList 是 List 的具體實作。字型的樣式是兩個常數，分別是

FontPosture.ITALIC 與 FontPosture.REGULAR。例如，以下敘述為建立兩個

字型。 

 

範例程式 14.8 使用字型顯示標籤(Times New Roman、bold、italic 與大小為

20)，如圖 1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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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0  Font 封裝有關字型的資訊 

範例程式 14.8  FontDemo.java 

 

this 的字型的大小。 

this 的字型的名稱。 

this 的字型的家族。 

以特定的大小，建立一 Font。 

以特定完整字型名稱和大小，建立一 Font。 

以特定以特定的名稱和大小，建立一 Font。 

以特定以特定的名稱、比重和大小，建立一 Font。 

以特定以特定的名稱、比重、姿態，以及大小，建立一 Font。 

回傳一字型家族名稱列表。 

回傳一完整字型名稱的列表，包括家族和比重。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 方法在類別中皆
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
的類別圖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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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1  圓形上方的標籤顯示於場景的中央 

程式建立 StackPane(第 14 行)與加入一圓形與標籤於此處(第 21 與 27 行)。這

兩個敘述可以使用下列一敘述包含之。 

 

StackPane 置放節點於中央，而且節點是置放彼此的上方。一個自訂顏色被建

立而且被設為圓形的充填顏色(第 20 行)。程式建立一標籤和設定字型(第 25

行)，所以在標籤的文字以 Times New Roman、bold、italic，以及大小為 20

的方式顯示。 

你可以改變視窗的大小，圓形和標籤顯示於視窗的中央，因為圓形和標籤是置

放於堆疊方格。堆疊方格自動地的置放於方格的中央。 

Font 物件是不可改變的。Font 物件一旦建立，它的屬性是不可以改變的。 

14.17  如何以字型名稱 Courier、大小為 20，以及比重 bold 來建立一 Font 物

件？  

14.18  如何在你的系統中尋找有效字型？ 

14.9  Image與 ImageView類別 
Image類別用來描述字型名稱、比重與大小。 

Javafx.scene.image.Image 類別表示圖像，而且是用來從指定的檔名或 URL 下

載一圖像。例如，new Image("image/us.gif") 表示在 Java 類別 image 目錄下為

us.gif 圖 像 檔 建 立 Image 物 件 ， 而 new Image(http://www.cs. 

armstrong.edu/liang/image/us.gif)表示在 Web 的 URL 下為圖像檔建立 Image

物件。 

Javafx.scene.image.ImageView 是顯示圖像的節點。可以從 Image 物件中建立

ImageView。例如，下列的程式碼從圖像檔建立 ImageView： 

 

另一方式是，直接從檔案或 URL 建立 ImageView，如下所示： 

 

有關 Image 與 ImageView 類別的 UML 類別圖，請參閱圖 14.12 與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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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2  Image 封裝有關圖像的資訊 

 

圖 14.13  ImageView 是用以顯示圖像的節點 

範例程式 14.9 以三種圖像的顯示方式顯示圖像。如圖 14.14 所示。 

範例程式 14.9  ShowImage.java 

 

指示圖像是否正確的載入。 

圖像的高度。 
圖像的寬度。 

圖像下載接近完成的百分比。 

建立一從檔案或是 URL下載內容的 Image。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 方法在類別中皆
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
的類別圖中省略。

調整在圖像邊界盒的高度，以符合改變後的大小。 
調整在圖像邊界盒的寬度，以符合改變後的大小。 
ImageView原始的 x座標。 
ImageView原始的 y座標。 

在圖像視圖中顯示圖像。 

建立一 ImageView。 
以特定的圖像，建立一 ImageView。 
從特定的檔案或 URL所載入的圖像，建立一 ImageView。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
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
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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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4  在一方格中以三種圖像視圖呈現一圖像 

程式建立一 HBox(第 14 行)。HBox 是一方格，它以水平的方式安置所有的節

點於一列。程式建立 Image，然後以 ImageView 顯示圖像並置放 ImageView

於 HBox(第 17 行)。 

程式建立第二個 ImageView(第 19 行)。設定它的 fitHeight 與 fitWidth(第 20-21

行)，並置放 ImageView 於 HBox(第 22 行)。程式也建立第三個 ImageView(第

24 行)，將它旋轉 90 度(第 25 行)，並將它置放於 HBox(第 26 行)。setRotate

方法定義於 Node 類別，可使用於任何節點。注意，Image 物件可被多個節點

共享。在這案例，它被三個 ImageView 所共享。然而節點的 ImageView 是不

可以共享的。你不可以在方格或場景置放 ImageView 多次。 

你必須將圖像檔放置於相同的目錄做為類別檔，如下圖所示： 

 

若你使用 URL 放置圖像檔，則 URL 協定 http:// 必需呈現出來。所以下列的

程式碼是錯誤的。 

 

必須以下一程式碼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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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如何從 URL 或檔名建立一 Image？ 

14.20  如何從 Imag 或檔案的目錄或 URL 建立 ImageView？ 

14.21  可以設定 Image 給多個 ImageView 嗎？可以顯示相同的 ImageView 多

次嗎？ 

14.10  佈局方格 
JavaFX提供許多方格形式，用來自動陳列節點於想要的位置和大小。 

JavafX 提供許多方格的樣式，用來組織在收納器(container)的節點，如表 14.1

所示。在前一小節你已使用陳列的方格用來包含節點，如 Pane、StackPane，

以及 HBox。此節將對方格詳細介紹。 

表 14.1  用以包含和組織節點的方格 

類別 描述 

Pane 
佈局方格的基礎類別。它包含 getChildren() 方法，用以回傳在方格

中節點的列表。 

StackPane 將上方的節點置放方格的中央。 

FlowPane 將節點以水平的方式一列一列或垂直的方式一行一行的陳列 

GridPane 置放節點於二維的格子內。 

BorderPane 將節點置放於頂端、右方、下方、左方，以及中央區域。 

HBox 將節點置放於單一列 

VBox 將節點置放於單一行 

 
你已在範例程式 14.4 ShowCircle.java 使用 Pane。Pane 一般當做帆布用來做

畫。Pane 是一子類別用於所有的特定的方格。在範例程式 14.3 已用一特定的

方格 StackPane。每一方格包含一串列，用以持有在方格上的節點。串列是

ObservableList 的實例，可以使用方格的 getChildren()方法加以獲得。你可以

使用 add(node)方法加入一元素於串列，也可以使用 addAll(node1, node2, …)
加入一可變數目的節點於方格。 

14.10.1  FlowPane 
FlowPane 以水平的方式由左至右，或以垂直的方式由上至下，安置節點於方

格中。當一列或一行已填完時，將從新的一列或一行開始。你可以使用

Orientation.HORIZONTAL 或 Orientation.VERTICAL 兩個常數來指定安置節

點是以水平的方式或是垂直的方式。也可以指定兩節點之間的差距是多少像

素。FlowPane 的類別圖如圖 14.15 所示。 

資料項目如 alignment、orientation、hgap，與 vgap 是繫結屬性。在 JavaFX，

毎一個繫結屬性皆有擷取方法(如 getHgap())，用以回傳一值，以及設定方法(如

setHgap(double)) ，用以設定一值，以及回傳屬性本身的擷取方法 ( 如

hGapProperty())。對 ObjectProperty<T>型態的資料項目，其擷取方法將回傳

型態 T 的值，而屬性擷取方法回傳 ObjectProperty<T>屬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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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5  FlowPane 以一列一列水平的方式或一行一行垂直的方式陳列 

範例程式 14.10 展示 FlowPane 的用法。程式加入標籤與文字區域於

FlowPane，如圖 14.16 所示。 

範例程式 14.10  ShowFlowPane.java 

 

在方格中內容的對齊方式（預設值是 Pos.LEFT）。 
在方格中的方位（預設值是 Orientation.HORIZONTAL）。 

節點之間的水平間隙（預設值是 0）。 

節點之間的垂直間隙（預設值是 0）。 

建立一預設的 FlowPane。 

以特定的水平和垂直間隙，建立一 FlowPane。 

以特定的方位，建立一 FlowPane。 

以特定的方位、水平間隙，以及垂直間隙，建立一 FlowPane。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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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6  在 FlowPane 以一列一列水平的方式填滿節點 

程式建立一 FlowPane(第 13 行)，並與 Insets 物件設定它的 padding 屬性(第 14

行)。Insets 物件指定方格邊界的大小。建構函式 Insets(11, 12, 13, 14)建立一

頂端邊界為 11、右側邊界為 12、底端邊界為 13，及左側邊界為 14 的 Insets

物件，如圖 14.17 所示。你也可以使用 Insets(value)建立四個邊界相同值的

Insets 物件。第 15-16 行的 hGap 與 vGap 屬性，用來指定兩個節點在方格的水

平間隔與垂直間隔，如圖 14.17 所示。 

 

圖 14.17  用來在 FlowPane 節點之間的 hGap 與 vGap 

每一個 FlowPane 包含 ObservableList 物件，用以持有節點。使用 getChildren() 

方法取得此串列(第 19 行)。加入一節點於 FlowPane，並使用 add(node)與

addAll(node1, node2, …) 方法將它加入串列中。你也可以使用 remove(node)

移除串列的某一節點或使用 removeAll(node1, node2, …) 移除串列的所有的節

點。同時程式也加入一標籤和文字區塊於方格 ( 第 19-24 行 ) 。呼叫

tfMi.setPrefColumnCount(1) 設定 MI 的文字區塊的偏好行是 1(第 22 行)。對

MI 的 TextField 物件，程式宣告一明確的參考 tfMi。明確的參考是必需的，因

為我們需要直接參考這物件，以設定它的 prefColumnCount 屬性。 

程式將方格加入於場景中(第 27 行)，在舞台設定場景(第 29 行)，並顯示這舞

台(第 30 行)。注意，若你改變視窗的大小，節點將會自動調整以適合方格。

在圖 14.16a，第一列有三個節點，但在圖 14.16b 第一列有四個節點，因為其

寬已加大了。 

假設你想將物件 tfMi 物件加入於方格十次，試問十個文字列(text field)會顯示

於方格中嗎？不，如文字區塊的節點僅能一次加入於一方格中。將節點多次加

入於方格或不同的方格將會引起執行期的錯誤。 

註釋  
一節點僅能置於一方格，因此，方格與節點之間的關係是合成的關係，

以填滿的鑽石形狀表示之，如圖 14.3b所示。 

右側 

左側

底端 

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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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  GridPane 

GridPane 安置節點於格子(grid)或稱矩陣(matrix)中。節點被安置於指定的行與

列的索引。有關 GridPane 的類別圖如圖 14.18 所示。 

 

圖 14.18  GridPane 在格子中指定的位置陳列節點 

範例程式 14.11 展示 GridPane 的用法。此程式與範例程式 14.10 相似，除了有

加入三個標籤和三個文字區塊，以及一個按鈕於矩陣的指定位置外。如圖 14.19

所示。 

 

圖 14.19  GridPan 置放節點於指定行與列索引的矩陣中 

 

範例程式 14.11  ShowGridPane.java 

 

在方格中內容的對齊方式（預設值是 Pos.LEFT）。 
方格線是否可見（預設值是 false）。 

節點之間的水平間隙（預設值是 0）。 

節點之間的垂直間隙（預設值是 0）。 

建立一 GridPane。 

加一節點於指定的行與列。 

加多個節點於指定的行。 

加多個節點於指定的列。 

回傳指定節點的行索引。 

設定一節點於一新行。此方法乃重新佈置節點。 

回傳指定節點的列索引。 
設定一節點於一新列。此方法乃重新佈置節點。 

對格子的子節點設定水平的對齊。 

對格子的子節點設定垂直的對齊。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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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程式建立一 GridPane(第 16 行)，並設定它的屬性(第 17-20 行)。向中央對齊

(第 17 行)，它將引起節點安置在矩陣方格的中央。若改變視窗的大小，你將

會看到在矩陣方格中央的其餘節點。 

在行 0 與列 0 的位置加入標籤(第 23 行)。行與列的索引是從 0 開始。Add 方法

將安置節點於特定的行與列中。不是所有在矩陣的格子都需要填滿。有一按鈕

置放於行 1 與列 3 中(第 30 行)，但沒有節點置放於行 0 與列 3 中。可使用

pane.getChildren().remove(node) 從 GridPane 移 除 一 節 點 。 另 一 個

pane.getChildren().removeAll()則移除所有的節點。 

程式呼叫靜態的 setHalignment 方法將按鈕向右靠齊(第 31 行)。 

注意，沒有對場景的大小加以設定(第 34 行)。在此案例中，場景的大小的是

根據放置在場景裏面的節點大小自動計算的。 

14.10.3  BorderPane 

BorderPane 可以安置節點於五個區域：使用 setTop(node)、setBottom(node)、

setLeft(node)、setRight(node)、setCenter(node)方法置放節點於頂端、底端、

左方、右方與中央。有關 BorderPane 的類別圖，如圖 14.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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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0  BorderPane 可置放節點於頂端、底部、左邊、右邊和中央的區域 

範例程式 14.12 展示 BorderPane 的用法。程式將按鈕置放於方格的五個區域，

如圖 14.21。 

範例程式 14.12  ShowBorderPane.java 

 

節點置放於預端的區域（預設值是 null）。 
節點置放於右邊的區域（預設值是 null）。 
節點置放於底部的區域（預設值是 null）。 
節點置放於左邊的區域（預設值是 null）。 
節點置放於中央的區域（預設值是 null）。 

建立一 BorderPane。 
設定在 BorderPane中節點的對齊的方式。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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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1  BorderPane 安置節點於頂端、底端、左方、右方與中央等五個區域 

程式定義自 StackPane(第 31 行)衍生而來的 CustomPane。CustomPane 的建構

函式加入一帶有指定標頭的標籤(第 33 行)，設定邊框顏色的樣式，而且使用

設定(第 35 行)。 

程式建立一 BorderPane(第 13 行)，並且安置五個 CustomPane 的實例於邊框方

格的五個區域(第 16-20 行)。注意，方格是一節點，所以一方格可以加入另一

方格。可呼叫 setTop(null)移除頂端區域的節點。若某一區域未被佔據，則此

區域也不會分配空間給它。 

14.10.4  HBox 與 VBox 

HBox 佈置它的子節點於單一的水平列。VBox 佈置它的子節點於單一的水平

列。記得我們曾看過 FlowPane 佈置它的子節點於多列與多行中，但 HBox 與

VBox 僅能佈置它的子節點於一列或一行。HBox 與 VBox 的類別圖如圖 14.22

與 14.23 所示。 

 

圖 14.22  HBox 置放節點於單一列 

 

圖 14.23  VBox 置放節點於單一行 

在 HBox中的子節點之對齊方式（預設值是 Pos.TOP_LEFT）。 
可調整大小的子節點是否填滿整個 HBox的高度（預設值是 true）。 
兩節點間的水平間隙（預設值是 0）。 

建立一預設的 HBox。 

以指定兩節點間的水平間隙建立一 HBox。 

對方格中的節點設定邊緣。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在 HBox中的子節點之對齊方式（預設值是 Pos.TOP_LEFT）。 
可調整大小的子節點是否填滿整個 HBox的寬度（預設值是 true）。 
兩節點間的垂直間隙（預設值是 0）。 

建立一預設的 VBox。 
以指定兩節點間的水平間隙建立一 VBox。 
對方格中的節點設定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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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 14.13 展示 HBox 與 VBox 的用法。程式安置兩個按鈕和一個圖像於

HBox，而安置五個標籤於 HBox，如圖 14.24 所示。 

範例程式 14.13  ShowHBoxVBox.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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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4  HBox 安置節點於一列，而 VBox 安置節點於一行 

程式定義 getHBox() 方法。此方法回傳 HBox 所包含的二個按鈕和一個圖像(第

30-39 行 )。HBox 的背景圖的顏色使用 Java CSS 設定為金色。程式利用

getVBox() 方法，回傳 VBox 所包含的五個標籤(第 41-55 行)。第 44 行將第一

個標籤加入於 VBox，然後在第 51 行加入另四個標籤。當節點置放於 VBox
時(第 50 行)，使用 setMargin 方法用來設定節點的邊緣。 

14.22 如 何 加 入 一 節 點 於 Pane 、 StackPane 、 FlowPane 、 GridPane 、

BorderPane、HBox，以及 VBox？如何從這些方格中移除節點？ 

14.23 如何在 FlowPane、GridPane、HBox，以及 VBox 將節點向右靠齊？ 

14.24 如何在 FlowPane 與 GridPane 中設定節點之間的水平和垂直間隔為 8

個像素？如何在 HBox 與 VBox 空白為 8 個像素？ 

14.25 如何在 GridPane 中得到節點行與列的索引？如何在 GridPane 中重置

一節點？ 

14.26 FlowPane 與 HBox 或 VBox 之間的差異為何？ 

14.11  形狀 
JavaFX 提供許多形狀的類別，用以繪製文字、線、圓形、矩形、楕圓、弧、多邊

形及折線。 

Shape 類別是一抽象基礎類別，用以定義所有形狀的一般屬性，這些計有 fill、

stroke，以及 strokeWidth 屬性。fill 屬性用以指定一顏色來填滿形狀的內部。

Stroke 屬性用以指定一顏色來繪製形狀的輪廓。StrokeWidth 屬性用以指定繪

製形狀輪廓的寬度。這一小節介紹 Text、Line、Rectangle、Circle、Ellipse、

Arc、Polygon，以及 Polyline 等類別，用以繪製文字及其它形狀。這些類別都

是 Shape 的子類別，如圖 14.25 所示。 

14.11.1  Text 類別 

Text 類別定義一節點，用以顯示從起點(x, y)的字串，如圖 14.27a 所示。Text
物件經常放置於方格中。方格的左上角座標是 (0, 0)，右下角座標為

(pane.getWidth(), pane.getheight())。字串可能會以\n 來顯示多行。Text 類別的

UML 圖如圖 14.26 所示。範例程式 14.14 是展示如何顯示文字，如圖 14.27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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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5  形狀是一節點。Shape 類別是所有形狀類別的父類別 

 

圖 14.26  Text 定義一節點用以顯示文字 

 

圖 14.27  建立一 Text 物件，用以顯示文字 

範例程式 14.14  ShowText.java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定義將被顯示的文字。 
定義文字的 x座標（預設值是 0）。 
定義文字的 y座標（預設值是 0）。 
定義是否每一行下面有一底線（預設值是 0）。 
定義是否每一行有一線經過（預設值是 0）。 
定義文字的字型。 

建立一空的 Text。 
以特定的文字建立一 Text。 
以特定的 x、y座標與文字建立一 Text。 

顯示文字 

顯示三個 Text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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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建立一 Text(第 18 行)，並設定它的字型(第 19 行)，然後將其放置於方格

中(第 21 行)。程式以多行的方式建立另一 Text(第 23 行)，並將它放置於方格

中(第 24 行)。程式建立第三個 Text(第 26 行)、設定其顏色(第 27 行)、設定底

線，以及 刪除線(第 28-29 行)，並將它放置於方格中。  

14.11.2  Line 類別 

一條線(line)連接兩個點，其具有四個參數 startX、startY、endX 及 endY 。如

圖 14.29a 所示。Line 類別定義一條線。Line 類別的 UML 圖如圖 14.28 所示。

範例程式 14.15 展示線的用法，如圖 14.29b 所示。 

範例程式 14.15  ShowLine.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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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8  Line 類別定義一條線 

 

圖 14.29  建立一 Line 物件，以顯示一條線 

程式定義自訂的方格，名為 LinePane(第 19 行)。自訂方格建立二條線並連接

起點與終點與方格的寬與高(第 22-23, 29-30 行)。所以線的兩點會隨著視窗的

大小而改變。 

起始點的 x座標。 
起始點的 y座標。 
終止點的 x座標。 
終止點的 y座標。 

建立一空的 Line。 

以指定的起始點和終止點，建立一 Line。 

有關屬性值的 getter與 setter方法，以及屬性本身的
getter方法在類別中皆有提供，但為了簡化起見，在
UML的類別圖中省略。

顯示兩條線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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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針、分針與時針皆是線條，這些建立於第 114-139 行。paintClock() 方法在

串列中(第 142 行)，使用 addAll 方法安置這些形狀於方格中。在加入新內容於

方格，舊的內容從方格移除時(第 141 行)之前，因為當新的屬性(hour、minute、

second、w 與 h)設定時，會呼叫 paintClock()方法(第 27、38、49、60、71、

82、95 行)。 

重要術語 

AWT 558 property getter method 565 

bidirectional binding 566 primary stage 559 

bindable object 564 Shape 561 

binding object 564 Swing 558 

binding property 564 value getter method 565 

JavaFX 558 value setter method 565 

node 561 UI control 561 

observable object 564 unidirectional binding 566 

Pane 561  
 

本章概要 

1. JavaFX 是新的架構(framework)，用來開發豐富的網際網路的應用程式。

JavaFX 完全取代 Swing 與 AWT。 

2.  主要的 JavaFX 類別是延伸 javafx.application.Application，而且必須實作

start 方法。主要的舞台(stage)是由 JVM 自動建立的，並將傳送給 start 方

法。 

3. 一舞台是一視窗(window)，用以顯示場景(scene)。你可以將節點(nodes)

加入於場景。方格(pane)、控制元件(controls)與形狀(shape)皆為節點。方

格也可以當做節點的收納器(container)。 

4. 繫結屬性 (binding property)可用來繫結可觀察的原始物件 (observable 

source object)。改變原始物件，將會自動的影響繫結屬性。繫結屬性有一

擷取值的方法、有一設定值的方法，以及有一擷取屬性的方法。 

5. Node 類別定義許多屬性，其用於所有的節點。你可以運用這些屬性於方

格、控制元件，以及形狀中。  

6. 你可以指定紅色、綠色、藍色的元件，以及明暗度(opacity value)來建立

一 Color 物件。 

7. 你可以建立一 Font 物件，用以設定它的名稱(name)、大小(sixe)、比重

(weight)，以及姿態(posture)。 

8. javafx.scene.image.Image 類別可用來載入圖像，並且此圖像可以顯示於

ImageView 的物件中。 

9. JavaFX 提供多種方格型態，用以自動的陳列節點於想要的位置與大小。

Pane 是所有方格的父類別。它包含 getChildren()方法，此方法回傳一

ObservableList。你可以使用 ObservableList 的 add(node)與 addAll(node1, 

node2, …)方法將節點加入於方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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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lowPane 安排節點於方格，它以水平的方式由左至右，或垂直的方式由

上至下有序的加入。GridPane 安排節點在一格子(或稱矩陣)中。節點依照

指定的列與行來置放。BorderPane 安置節點於五個區域：頂端、底端、

左方、右方，以及中央。HBox 陳列一子節點於單一的水平列，而 VBox

則陳列一子節點於單一的垂直行。 

11. JavaFX 提供許屬形狀的類別，用以繪製文字、線、圓、矩形、橢圓、弧、

多邊形，以及折線。 

測驗題庫 

本章相關測驗題庫請參閱網址 www.cs.armstrong.edu/liang/intro10e/quiz.html。 

程式設計練習題 

註釋  
程式設計練習題中所使用的圖檔可至

www.cs.armstrong.edu/liang/intro10e/book.zip下載。 

14.2-14.9 小節 

 *14.1 (顯示圖像) 撰寫一程式在格子的方格顯示四個圖像，如圖 14.43a 所示： 

 
圖 14.43  (a)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1 顯示四個圖像 (b)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2 以 O 和 X 圖像顯示井字棋 (c) 隨機選

取三張天九牌的圖像 

 *14.2 (井字棋遊戲) 撰寫一程式建立一井字棋的面板，如圖 14.43b 所示。面

板可以是 X、O 或空白。面板上每一格子所顯示是隨機決定。X 與 O
的圖像分別存於 x.gif 與 o.gif 檔案中。 

 *14.3 (顯示三張天九牌) 撰寫一程式從 32 張牌隨機顯示三張牌，如圖 14.43c
所示。32 張天九牌的圖像分別儲存於 1.png、2.png、…，以及 32.png。
提示：你可以隨機選擇天九牌，以 1-32 的號碼儲存於陣列串列中。以

第節所談的隨機洗牌方法執行洗牌，並且使用陣列串列的前三個號碼

當做圖像的檔名。 

 *14.4 (顏色和字型) 撰寫一程式顯示五個垂直的文字，如圖 14.44a 所示。對

一文字設定一隨機的顏色與暗度，並且對每一文字設定字型為標楷體

(Times Roman)、粗體(Bold)、斜體(Italic)，以及 24 像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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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4  (a) 以隨機的顏色和指定的字型顯示五個文字 (b) 以圓形的方式顯示文字 (c) 使用

矩形顯示棋盤。 

 14.5 (環繞圓形的文字) 撰寫一程式，顯示環繞圓形的 Learning JavaFX 字

串。如圖 14.44b 所示。提示：使用迴圈在正確的位置與適當的旋轉每

一字元。  

 *14.6 (遊戲: 顯示一棋盤) 撰寫一程式，顯示一黑與白相間的棋盤，棋盤的格

子是帶有填滿黑色與白色的 Rectangle，如圖 14.44c 所示。 

14.10-14.11 小節 

 **14.7 (隨機顯示 0 與 1) 撰寫一程式，顯示 10×10 的正方形矩陣，如圖 14.45a

所示。在矩陣中的元素是隨機產生的 0 或 1。顯示每一數字於文字欄

位的中央。使用 TextField 的 setText 方法來設定數值 0 或 1 為一字串。  

 
圖 14.45  (a) 程式隨機產生 0 或 1 (b)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9 畫出四個太極的圖像 (c) 程式設

計練習題 14.10 畫出圓柱體 

 14.8 (顯示 54 張撲克牌) 撰寫一程式從 54 張撲克牌隨機顯示三張牌。圖檔

存放位置為 image/card 中的 1.png, 2.png, ……..54.png。註釋，這三張

撲克牌花色為隨機且不重複。 

 *14.9 (建立 4 張太極圖) 撰寫一程式，置放 4 張太極以二列二行的方式置於

GridPane，如圖 14.45b 所示。 

 *14.10 (顯示圓柱體)撰寫一程式繪製圓柱體，如圖 14.45c 所示。您可以使用

下列的方法來設定弧的虛線： 

  



602    第 14 章   JavaFX 基本概念  

 

 *14.11 (繪畫笑臉) 撰寫一程式繪畫笑臉，如圖 14.46a 所示。 

 

圖 14.46  (a)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11 繪製一笑臉 (b)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12 繪製一直方圖 (c)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13 繪製一圓餅圖 

 
 **14.12 (繪製一直方圖) 撰寫一程式以直方圖表示目前智慧型手機 Apple、

HTC、Samsung，以及廠牌的市場佔有率，如圖 14.46b 所示。假設 Apple

佔有率是 20%，HTC 佔有率是 26%，Samsung 佔有率是 28%，其它廠

牌佔有率是 26%。請利用 Rectangle 類別來繪製一直方圖。有興趣的

讀者可以利用 JavaFX 的 BarChart 類別來實作。 

 **14.13 (繪製一圓餅圖) 撰寫一程式以圓餅圖表示目前智慧型手機 Apple、

HTC、Samsung，以及其他廠牌的市場佔有率。如圖 14.46c 所示。假

設 Apple 佔有率是 20%，HTC 佔有率是 26%，Samsung 佔有率是 28%，

其它廠牌佔有率是 26%。請利用 Arc 類別來繪製一圓餅圖。有興趣的

讀者可以利用 JavaFX 的 PieChart 類別來實作。 

 *14.14 (顯示長方體)撰寫一程式顯示長方體，如圖 14.47a 所示。注意！長方

體的體積應隨視窗的大小動態調整。 

 

圖 14.47  (a)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14 繪製一長方體 (b)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15 繪製 SLOW 的

標誌 (c) 程式設計練習題 14.16 繪製一方格 

 
 *14.15 (顯示 SLOW 標誌)撰寫一程式顯示 STOP 標誌，如圖 14.47b 所示。標

誌中的六邊形因為紅色，字則為白色。(提示：置放一八角形和文字於

堆疊方格) 

 *14.16 (顯示 4*4 格子)撰寫一程式顯示 4*4 的格子，如圖 14.47c 所示。 垂直

線使用紅色，水平線使用藍色。當視窗改變大小時，線條也會隨著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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