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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一個大部分我們所做的事都是由軟體自動化的時代，雖然是明確的朝

預先包裝好的軟體模組與平台發展，但是客製化的軟體開發與整合專案總是他們

的天地。在企業的世界裡，.NET與 Java EE是客製的軟體開發與部署的自然的平
台選擇。隨著敏捷（Agile）軟體開發方法、持續性發布（continuous delivery）
與領域導向設計大行其道，需要對各式軟體有和「平台無關」的標準化與溝通。

在這情境之下，軟體設計模式就成為溝通的主要工具。

你現在手中拿的書擁有兩位筆者在軟體工程及技術諮詢的道路上追求知識與卓

越而累積的四十年智慧，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的表現是直接反映一個從業者的思

維；其中有一些已在我們的監督之下為我們的機構所採納。這本書不僅是一本參

考書，更應該視為是想把自己的技術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並獨自設計最先進系統

的開發者的手冊。這本書無疑可以揭露許多基本原則，可以進一步教育並協助我

們欣賞在我寫本書前言之時，正在流行的各種程式設計規範。

在過去的五十年來我們持續的打破與推升計算的極限，超越 CPU與 GPU。以思
考軟體設計、模式與慣用語法的發展，協助開發者建立具有延展性與一致性的程

式碼而言，筆者們很驚訝在本書所涵蓋的範圍。不光只是涵蓋介紹而已，筆者們

一直專注於某些設計的層面使用一些超越傳統指令式程式設計技巧的 .NET平台
工具，使大家能建立結構良好（運用 GoF模式）、有延展性（經由並行與平行計
算）與可靠的（經由函數式與反應式程式設計）程式碼。

本書的核心在介紹以模式為基礎的軟體開發，如何協助我們寫更好的程式。筆者

刻意的塑造本書來傳達不同目錄中的各種開發模式，該如何協調運用以產出品質

更好的 .NET程式。本書涵蓋在 C#程式語言中如何使用 GoF、POSA、DDD、
POEAA與 EIP目錄。



Praseed和 Shine是 UST Global’s Technology Consulting group的成員並且在
過去十年來很專業的協同合作。在軟體設計與開發方面他們倆是真正的互補。他

們在資訊科學最重要的原理的掌握、學習新技術的能力、接受挑戰的慾望、以及

對軟體設計的熱情是真正的值得讚許。這使得他們在技術方面的領導地位對任何

專業機構而言是非常有價值的。

運用核心平台特色（此處是 .NET）伴隨業界最佳規範（此處是歷經驗證的模式目
錄與慣用語法）是目前所需，並且在產出高品質、具延展性與一致性的程式碼是

核心關鍵。這在變異頻繁的技術領域中，顯然是任何開發者的最好屏障。我相信

筆者們已盡他們所能做到這一點，並提供一些奇聞軼事與詳盡的範例程式碼。我

希望，在讀完本書之後，你也感覺如此。

Arun Narayanan

COO, UST Global



前言

現代企業的軟體需要能夠緊密協調大型團隊產出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團隊需要

一個溝通上的共同語言來處理技術解決方案與品項，使團隊成為一有凝聚力的單

位來達到此既定的目標。GOF設計模式目錄就是朝這個方向的一大步。其他類似
目錄的跟進，也為軟體工程師提供了一些共通的慣用語與作法。事實上，在設計

模式中，GOF模式已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些同等重要的其他模式也會是你想要
運用的。

過去已有試圖勾劃一些平台如 JEE與 .NET上的模式目錄，J2EE的設計模式與
微軟的模式與實作目錄（patterns and practices catalogs）都是在此方向上的
嘗試。函數式程式（functional programming）設計與反應式程式（reactive 
programming）設計模型的出現與採用，使得重新檢視模式應用在現代 .NET軟
體開發的需求，正是本書的定位。本書所提供使用 C#/.NET的詳細範例可協助開
發者在不同模式目錄中的建構對應到可執行的程式。

你現在手中的書列出了筆者對於如何在 .NET平台把設計、架構、領域與模式應用
到實作層面的觀點，議題涵蓋各種模式與模式目錄，包括 GOF模式、並行程式設
計、物件 / 函數式程式設計與函數式反應程式設計。最後一章論及本書中我們所無
法涵蓋的部分，身為現代化程式設計師應該專精成為一位更有效率的開發人員。

大家都知道學習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我們盡力傳授我們在工作中的所學，以便對

任何有興趣的人有所助益。為此，我們以很詳細的例子廣泛使用 UML與關係圖並
伴隨觀念與程式，其中所陳列的看法與觀點大多是和業界的參考與標準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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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大綱
第 1章，模式與模式目錄介紹，探討主要設計目錄的簡介與 C#程式語言的發展。本章
探討 GOF、POSA、DDD、EIP、J2EE、POEAA及 Arlow與 Neustadt模式目錄的概
要。

第 2章，為什麼需要設計模式？提供在軟體工程下運用模式的解釋。本章探討一些
基礎的原則，如 SOLID、KISS、YAGNI、DRY/WET 等。這些原則建立了模式導向
軟體開發的基礎。一個使用工廠方法模式（factory method pattern）、樣板方法模式
（template method pattern）與合約設計（design by contract）的稅金計算引擎被用
來作為示範的例子。

第 3章，記錄庫，實作一個可以用在多執行緒環境的記錄庫。實作運用樣板方法模式、
策略模式（strategy pattern）與工廠方法模式。客製化的相依性注入（Dependency 
Injection）架構可以迅速的載入類別。

第 4章，針對多種資料庫，示範如何不需更改一行程式碼，即可使用不同的儲存技
術（Oracle、SQL Server、SQLite 等）。程式庫運用 ADO.net 並使用抽象工廠模式
（abstract factory pattern）、工廠模式與轉接器模式（adapter pattern）。

第 5章，產出表格式報告，示範如何使用合成模式（composite pattern）建立一個典
型的物件模型，並經由拜訪者模式（visitor pattern）跨越物件模型產出 HTML與 PDF
文件。

第 6章，繪製數學式，探討使用合成（composite）、解譯器（interpreter）、觀察者
（observer）、建造者（builder）與表象（facade）等模式的程式庫，在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中快速地繪製任意的數學式。

第 7 章，.NET 基礎類別庫的模式，示範 .NET 基礎類別庫的設計者如何利用各種
GOF模式來提供開發者一個較好的程式設計模型。

第 8章，.NET下的並行與平行程式設計，透過 .NET平台所提供的建構，踏入並行與
平行程式設計這個重要的議題。並行與平行的對比、fork/join平行處理、生產者 -消費
者模型等議題，都有深入的討論。

第 9章，為達更佳狀態管理的函數式程式設計技巧，探討使用閉包（closures）、
lambda、不變性（immutability）、LINQ 與其他函數式程式設計技巧管理狀態
（state）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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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利用物件 / 函數式程式設計實作模式，使用適當的混合函數式與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建構解說 Map/Reduce、樣板方法模式、走訪器模式（iterator pattern）與
策略模式。

第 11章，什麼是反應式程式設計？提供函數式反應程式設計模型與其在 .NET平台實
作的概要。

第 12章，反應式程式設計使用 .NET Rx擴充，繼續前一章的議題並展示一些函數式
反應程式設計，可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具體例子。

第 13章，反應式程式設計使用 RxJS，提供 RxJS技巧與內部運作一個好的介紹設計反
應式網頁。

第 14 章，今後方向，提示了今後的學習進程，重點在多語言程式設計（polyglot 
programming）、特定領域語言（domain-specific languages）、本體論（ontology）
與反模式（antipatterns）。

先備環境
我們假設讀者是擁有至少一個以 C#作為主要程式語言開發 .NET平台專案的經驗。對於
基本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有良好的了解，會有助於更快速地瀏覽本領域。從軟體的觀點，

需要一台裝有 Visual Studio 2012（或以上）的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或虛擬機器來
測試與探索程式碼。

適用讀者
本書對於任何想了解企業及應用程式是如何設計、開發與部署的 C#/.NET開發者是有幫
助的。與其個別研究不同的設計模式，本書探討經常組合設計模式為最先進的應用程式

的情境。在工作中使用 Java的開發者也可以毫無困難地跟隨本書，因為兩個平台有很多
的事情是共同的。

編排慣例
在本書中，您會發現一些文字格式是用來區分不同種類的資訊。以下是這些格式的範例

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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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什麼需要設計模式？

在本章中我們嘗試了解開發軟體時，選擇一個以模式為基礎的方法的重要性，

我們由一些軟體開發的原則開始，在進行大型專案時，這些原則可能會有一些幫

助。本章用來說明的例子，是由需求規格開始，逐步向初步的實作邁進，我們會

反覆的使用模式及慣用語法來改善解決方案，直到我們得到一個擁有明確程式設

計介面的良好設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學到一些我們可以採取的軟體開發原

則。其中包括以下項目：

• OOP的 SOLID原則

• 設計模式的三個主要用途

• Arlow/Nuestadt原型模式

• 實體、值與資料傳遞物件

• 命令模式與工廠方法模式

• 契約模式（design by contract idiom）與樣板方法模式

• API的表象模式

• 運用 .NET Reflection API的組件架構

• 分析設定檔時使用 LINQ處理 XML

• 使用擴充方法（extension methods）深層複製（deep cloning）CLR物件

• 設計無狀態（stateless）類別以提高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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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軟體開發原則
如果沒有掌握一些基礎的原則，要持續的寫出達上線品質的程式碼是不容易的，本節的

目的是要引起開發者的興趣，並在最後提供一些詳細學習的參考，詳細的涵蓋這些原

則，需要為每一個原則各自寫一本專書。筆者嘗試納入下列主要的軟體開發的原則，以

協助我們寫品質更好的程式：

• 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

• DRY：Don't repeat yourself

• YAGNI：You aren't gonna need it

• 低耦合（low coupling）：減少類別之間的結合

• SOLID原則：較佳的 OOP原則

Ockham 的 William 訂定了 Keep it simple, stupid（KISS）這句格

言，它可以被稱為簡約原則（the law of parsimony）。以程式設計的話

語來說，它可以被翻譯為「以一個直接的方式設計程式，專注在可以

解決目前問題的某一特定解法」。

這句格言是很重要的，因為開發者常秉持一貫的態度追求無法可保證的延伸性而落入陷

阱。雖然在開始時，看似有吸引力，但事情慢慢越來越失控。在基礎程式中為了應付不

恰當的情境，而引入的額外複雜性，常減損程式的可讀性與維護性。KISS原則可以應用
在人類所有的努力上，請查詢網頁以學習更多有關 KISS原則。

Don't repeat yourself（DRY）是程式設計師在實作他們的領域邏輯時

常常忘記的一句格言，在一個團隊合作開發的情境中，程式碼經常因

為缺乏溝通與適當的設計規格，而在無意中重複撰寫。

這會導致基礎程式碼的膨脹，導致微妙的錯誤並使事情變得難以更改。經由在開發所有

階段遵守這句格言，我們可以免除額外的工作，並使程式碼保持一致。DRY的相反就是
write everything twice（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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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n't gonna need it（YAGNI）是一個實作 KISS格言的原則。

對於嘗試以最廣泛的方式寫程式，從一開始就預期要改變的人而言，

這原則是一個警告。

實際上，經常可見大部分以最廣泛方式寫的程式碼都會以程式碼的壞味道（code 
smells）收場。

寫程式的時候應該盡量確保沒有對實體類別（concrete classes）作寫

死的參照，在實作上比較建議針對介面（interface）寫程式。

本原則是許多模式在執行期取得功能的主要原則，相依性注入（dependency injection）
架構可以用來減輕類別之間的相互依賴。

SOLID原則是由一群設計更佳的物件導向軟體的指導原則所成的集合，它是由下列五個
原則所組成的一個輔助記憶碼縮寫（mnemonic acronym）。

序號 原則 描述

1 單一功能原則 
（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SRP）

一個類別應該只有一個功能，如果類別做
了超過一件互不相關的事，就需要把類別
拆開。

2 開放封閉原則 
（Open Close Principle，OCP）

一個類別應該對於擴充保持開放，而對修
改保持封閉。

3 里氏替換原則 
（Liskov Substitution Principle，LSP）

本原則是以圖靈獎（Turing Award）得
主 Barbara Liskov命名。本原則提議一個
子類別（sub-class）（衍生類別，derived 
class） 應 可 替 換 任 何 父 類 別（super 
class）（基礎類別，base class）的參照，
而不會影響功能。雖然它看起來像說的那
麼明顯，但其實大部分的實作都有些怪異
的地方會違反本原則。

4 介面隔離原則 
（Interface Segregation Principle，ISP）

一個類別（也可以稱為元件）具適合擁有
多個類別，而不是只擁有一個強制所有方
法（和解決的問題相關與不相關）實作的
超級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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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依性反轉 
（Dependency Inversion，DI）

這是設計架構很有用的原則。在架構的情
形中，客戶端的程式碼會被伺服器端的程
式碼呼叫，而不是一般的客戶端呼叫伺服
器端。此處的主要原則是抽象化，不應取
決於細節；反而是細節應取決於抽象化。
這原則也可稱為好萊塢原則（Hollywood 
principle）（別打電話給我們，有事我們
會打電話給你）。

筆者認為前述五個原則主要是作為一種檢查的機制，如果我們檢查隨後違反這些原則的

實作案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Karl Seiguin寫了一本名為《Foundations of Programming - Building 
Better Software》的電子書，涵蓋了這裡所列出的大部分內容，讀
他的書對大部分這些題材可得到深入的了解。SOLID原則在維基網頁

（Wikipedia page）中有詳盡的介紹，可見 https://en.wikipedia.

org/wiki/SOLID_(object-oriented_design。

Robert Martin的書《Agile Principles, Patterns, and Practices in C#》
在學習 SOLID方面是肯定需要讀的，因為 Robert Martin本人就是這些

原則的創造者，但是原則的短名詞是由 Michael Feathers制定的。

為什麼需要設計模式？
筆者認為模式導向軟體開發的三個主要的優點如下：

• 一種語言 / 平台無關的方式，可用來溝通有關軟體的事物

• 一個重構方案（重構的對象）的工具

• 更好的 API設計

隨著模式運動風潮的演進，軟體開發社群得到一個可用來溝通有關軟體的設計、架構與

實作的共同語言。軟體開發是一門工藝，其中的每一個策略都各自有取捨，而且有多種

方式可開發軟體，各種設計目錄為軟體開發的不協調性帶來一些觀念上的一致性。

30 



Chapter 2

[ 31 ]

現今世界上大部分稱職的開發者都可以了解並解說這套語言，我們相信你到本章末了也

會一樣的。想像一下你針對最近的實作作了以下的陳述：

有關我們的稅金計算的例子，使用命令模式處理計算的邏輯。命令

（handlers）是用一個 XML 檔設定，並用一個工廠方法處理使用延

遲載入快速初始化類別。緩衝儲存命令，並在呼叫程序加上單例限制

條件以避免啟用過多的物件，支援原型模式使命令物件可以被複製。

命令物件會有基礎實作，其中實體命令物件會使用樣板方法模式覆寫

（override）必要的方法。命令物件的實作使用契約模式的慣用語，整

個機制是用一個表象類別（Facade class）封裝，用作程式邏輯的 API

層。程式邏輯使用實體物件（entity objects，參考（reference））儲存

有稅金的實體，而屬性如稅金參數等則儲存為 value物件。使用 data 

transfer object（DTO）把資料由應用層傳至計算層。結構化稅金計

算的單位是 Arlow/Nuestadt原式模式。

對於一些開發者，前述對所開發軟體和語言 / 平台無關的描述足以了解所採用的策略，
這會提升開發者的生產力（在 SDLC的所有階段，包括開發、維護與支援服務）因為開
發者對程式的基礎會在想法上有好的模型，缺了設計模式，對設計或實作的簡潔描述會

變得不可能。

在敏捷開發的情境，我們使用巡覽方式開發軟體，一旦一個模組到達相當的成熟度，開

發者就會重構他們的程式，在重構一個模組時，模式在協助組織邏輯方面確實有用，接

下來的案例可協助你了解以模式為重構目標的道理。

以明確的模式為基礎的 API會較容易使用，而且程式設計師在認知方面的負擔也較輕。
ASP.NET MVC 架構、NHibernate 與在 ASP.NET 管線中寫 HTTP 模組與 handlers
的 API的成功，就是見證。在後續章節及案例中，你會看到這三個主要的優點會被付諸 
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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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Reflection API快速攻略
當我們在寫不是很簡單的軟體，而且又是要上線的，務必要確保軟體可以快速的載入並

執行。當你計畫要提供使用者定義擴充（user defined extensions）作為新增功能至現
有軟體的機制時是很重要的。.NET Reflection API是一個受微軟支援的小巧工具，可協
助開發者在基礎軟體寫好之後，可動態載入的程式。平台技術如 ASP.NET、WCF、EF
與WPF等均廣泛的使用 reflection：

     public class Test
     {
       //---- 本類別僅有的屬性
       public int X { get; set; }
       //----- 本方法會被動態的呼叫
       public void Spit()
       {
         Console.WriteLine(" X is " + X);
       }
     }

我們將設計一支小程式，在其中利用 new關鍵字初始化物件，並在初始化之後設定屬性

（X）的值為 0xBEEF，使用 .NET Reflection API取用屬性值並呼叫一個方法（Spit）：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est a = new Test();
      //------ 設定屬性
      a.X = 0xBEEF;
      //------ 取得CLR型別
      Type t = a.GetType();
      if (t == null)  return;
      //---- 取得屬性Handle
      PropertyInfo np = t.GetProperty("X");
      //---- 取得屬性值
      Console.WriteLine(np.GetValue(a));
      //------ 取得方法Handle
      MethodInfo mi = t.GetMethod("Spit");
      //------ 呼叫方法
      mi.Invoke(a, null);

      Console.Re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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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廣泛地在我們的程式中使用 .NET Reflection API。一個能幹的程式設計師應該
知道 .NET Reflection API，並且可以用它來寫任何進階的程式碼，請參閱微軟的文件
來了解 API可用的特色與細節。如果你想成為一個程式庫或架構的設計師，你應該要對
Reflection API深入了解。

個人所得稅計算 — 案例分析
與其解說模式的優點，不如在下列中透過操作來觀察，計算年度所得稅在全世界都是一

個著名的問題領域，我們選擇了一個用聚焦軟體開發的著名應用領域。

應用程式應接收有關國民的統計資訊（UID、姓名、年齡、性別、地

址）與稅金的細節（Basic、DA、HRA、CESS、Deductions）以便計

算他的應納稅額，系統應以統計資訊為準進行判別，並對年長國民、

未成年的少年、殘障人士、女性年長國民等有不同的邏輯。此處所謂

的判別是指統計資訊如年齡、性別與地址，應可決定一個人是屬於哪

一種稅務類別，並針對該人士套用和該類別相應的計算。

在初步討論之後，我們的開發人員建立了一個原型畫面，如下圖：

原型與商業原型模式

傳奇的瑞士心理學家 Carl Gustav Jung建立了原型的觀念來解釋人類常見的生活經驗
中的基本實體，原型的概念由心理學家移植到軟體工程。Arlow/Nuestadt模式描述商
業原型如團體、客戶、呼叫（Call）、產品、金錢、單位與庫存等。其中的一個例子是
Apache Maven原型，在產出不同性質的專家如 J2EE apps、Eclipse套件與 OSGI專案
等時是有幫助的。微軟的模式與準則針對建置網頁應用程式、rich client應用程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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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裝置應用程式與服務應用程式等描述原型，不同的領域相關原型可以在個別的問題場

景中存在，而作為組織與結構化的工具。

在我們的案例中，我們定義了一些在稅務領域常見的原型，本領域的一些主要的原型如

下：

序號 原型 描述

1 SeniorCitizenFemale 女性，60歲以上的納稅人。

2 SeniorCitizen 男性，60歲以上的納稅人。

3 OrdinaryCitizen 男性 / 女性，18歲以上的納稅人。

4 DisabledCitizen 有殘疾的納稅人。

5 MilitaryPersonnel 軍職納稅人。

6 Juveniles 未年滿 18歲的納稅人。

使用統計參數作為尋找和實體對應原型的依據，引入原型的想法是使用原型為中心組織

稅金計算的邏輯，一旦我們可以解析原型，針對原型尋找並委派計算就容易了。

實體、值與資料傳輸物件

我們建立一個類別，用來代表一位國民，因為一位國民需要被唯一的識別，我們也建立

一個實體物件（entity object），也可稱為一個參照物件（reference object，依據 DDD
目錄）。一個實體物件的通用識別（universal identifier，UID）就是應用程式引用時
的 handle。實體物件不是用它們的屬性來識別，因為可能會有兩個人有相同的名字。ID
唯一的識別實體物件，實體的定義如下：

    public class TaxableEntity
    {
      public int Id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Name { get; set; }
      public int Age { get; set; }
      public char Sex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Location { get; set; }
      public TaxParamVO taxparams { get; s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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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類別定義中，ID唯一識別實體物件，TaxParams是一個結合實體物件的 value物
件（依據 DDD目錄）。Value物件並不擁有概念上的身分，它們只是描述一些事情（實
體）的屬性。TaxParams的定義如下：

    public class TaxParamVO
    {
      public double Basic {get;set;}
      public double DA { get; set; }
      public double HRA { get; set; }
      public double Allowance { get; set; }
      public double Deductions { get; set; }
      public double Cess { get; set; }
      public double TaxLiability { get; set; }
      public bool Computed { get; set; }
    }

在 Smalltalk以後的應用程式設計中，Model-view-controller（MVC）是結構化應用
程式的主要規範。應用程式分為一個 model層（主要是在處理資料）、一個 view層（作
為展示層）與一個 controller（協調前二者）。在網頁開發情境中，它們是分配在不同機
器上，為了在各層之間傳輸資料，J2EE模式目錄識別了 DTO。DTO物件定義如下：

    public class TaxDTO
    {
      public int id { }
      public TaxParamVO taxparams { }
    }

如果這些層次存在於相同程序內，則我們可以直接傳輸這些物件，如果這些層次跨越不

同的程序或系統，我們可以使用 XML或 JSON序列化來在各層之間傳輸這些物件。

計算引擎

我們需要分離 UI的處理、驗證輸入與計算，使得建立的解決方案可以被延伸以處理額外
的需求，計算引擎會依據接收到的命令執行不同的邏輯。GoF命令模式可依據接收的命
令執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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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包含四個組成元素，它們分列如下：

• 命令物件（Command object）

• 參數（Parameters）

• 命令派遣器（Command Dispatcher）

• 客戶端（Client）

命令物件的介面有一個 Execute方法，結合命令物件的參數是經由一個 bag物件傳遞，
客戶端經由使用一個 bag物件傳遞參數至命令派遣器來發出一個命令。參數是經由下列
的資料結構傳至命令物件：

    public class COMPUTATION_CONTEXT
    {
      private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symbols = new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public void Put(string k, Object value) {
        symbols.Add(k, value);
      }
      public Object Get(string k) { return symbols[k]; }
    }

所有命令物件所實作的 ComputationCommand介面，只有一個 Execute方法，如下

所示。Execute方法需要一個 bag物件作為參數。此處的 bag物件即 COMPUTATION_

CONTEXT資料結構：

    Interface ComputationCommand
    {
      bool Execute(COMPUTATION_CONTEXT ctx);
    }

因為我們已實作了一個命令介面與一個 bag物件傳遞參數，是到了該開發命令物件的時
候了。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實作兩個命令，並在其中寫死應納稅額：

    public class SeniorCitizenCommand : ComputationCommand
    {
      public bool Execute(COMPUTATION_CONTEXT ctx)
      {
        TaxDTO td = (TaxDTO)ctx.Get("tax_cargo");
        //---- 與其進行計算，我們針對每一原型指派固定稅金
        td.taxparams.TaxLiability = 1000;
        td.taxparams.Computed = true;
        return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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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class OrdinaryCitizenCommand : ComputationCommand
    {
      public bool Execute(COMPUTATION_CONTEXT ctx)
      {
        TaxDTO td = (TaxDTO)ctx.Get("tax_cargo");
        //---- 與其進行計算，我們針對每一原型指派固定稅金
        td.taxparams.TaxLiability = 1500;
        td.taxparams.Computed = true;
        return true;
      }
    }

命令會由一個 CommandDispatcher物件發出，發出命令時需輸入一個 archetype字串

及一個 COMPUTATION_CONTEXT物件。CommandDispatcher充當應用程式的 API層。

    class CommandDispatcher
    {
      public static bool Dispatch(string archetype,
      COMPUTATION_CONTEXT ctx)
      {
        if (archetype == "SeniorCitizen")
        {
          SeniorCitizenCommand cmd = new SeniorCitizenCommand();
          return cmd.Execute(ctx);
        }
        else if (archetype == "OrdinaryCitizen")
        {
          OrdinaryCitizenCommand cmd = new OrdinaryCitizenCommand();
          return cmd.Execute(ctx);
        }
        else {
          return fals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