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aise for Effective C#, Second Edition

一個好的 .NET 開發者必須對語言有深入的認識。Wagner 的書以理性討論與

洞見提供讀者這樣的知識。無論是 C# 新手或有多年經驗，閱讀本書都會有

收穫。

—Jason Bock，顧問，Magenic

如果跟我一樣，你一定會累積許多讓你成為專業開發者的 C# 語言精要。這

一本書是最好的精要合輯。Bill 這一本書的表現超出我的預期。

—Bill Craun，顧問，Ambassador Solutions

此書是建構高效能與高擴展性應用程式的必讀項目。Bill 以罕見且了不起的

能力，將複雜問題解析成易讀、易消化的內容。

—Josh Holmes，架構推銷員，Microsoft

Bill 又辦到了。這本書集合無價的 C# 開發者知識。每天學習一項，十五天，

只要十五天，你就會成為更好的 C# 開發者。

—Claudio Lassala，開發者，EPS Software/CODE Magazine

C# 語言知識的源泉。Bill 指出 .NET 執行期在底層如何運行你的程式碼與如

何撰寫更清楚與容易懂的程式。混合提示、技巧、與深度知識⋯每個 C# 開

發者都應該拜讀。

—Brian Noyes，架構設計，IDesign Inc

每個 C# 開發者都應該拜讀這本書。它關於程式設計的內容是無價的。

—Shawn Wildermuth，Microsoft MVP（C#）兼作家兼講師

Bill Wagner 在本書提供如何使用 C# 語言重要功能的務實說明。他以淵博的

知識與超凡的溝通技巧為你指引 C# 的新功能，讓你寫出更精確與容易維護

的程式。

—Charlie Calvert，Microsoft C# 社群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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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 年的 C# 社群與 2004 年 Effective C# 第一版發行時已大不相同。有更多

的開發者使用 C#。C# 社群中有許多人現在以 C# 作為主要的語言，他們並

沒有將不同語言的舊習慣帶到 C# 中。社群成員的經歷更為廣泛，從畢業生

到具有數十年經驗的專家都在使用 C#。現在 C# 可在多種平台上執行。你可

以使用 C# 語言建構多種平台上的伺服器應用程式、網站、桌面應用程式、

與手機應用程式。

我在編排 Effective C# 第三版時考量了語言與 C# 社群的變化。Effective 
C# 並不討論語言的歷史，而是建議如何運用目前的 C# 語言。這一版刪除

的做法與現在的 C# 語言或應用程式無關。新的做法涵蓋語言與架構的新功

能，以及社群從使用 C# 建構軟體產品過程學到的經驗。之前版本的讀者會

注意到這一版包含了 More Effective C# 的內容並刪除許多做法。我正在重新

編排這兩本書，新版的 More Effective C# 會涵蓋其他概念。這五十個建議的

做法可幫助你更有效的運用 C#。

本書預設為 C# 6.0，但並不是語言新功能的列舉清單。如其他 Effec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Series 叢書一樣，本書提供務實的功能使用建議來解

決你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我會特別討論以 C# 6.0 語言新功能撰寫慣用語法

的新方式。搜尋網路可能會找到以前的老做法，我會特別指出舊建議與語言

如何使用更好的做法。

本 書 的 許 多 建 議 可 受 Roslyn Analyzer 與 CodeFixes 檢 驗。 其 程 式 庫 見

https://github.com/BillWagner/EffectiveCSharpAnalyzers。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或貢獻，請發出 issue 或 pull 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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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對象

Effective C# 是為使用 C# 作為日常工具的專業開發者所寫。本書假設你熟悉

C# 語法與語言，內容不包括語言的教學。本書討論如何整合開發 C# 語言目

前版本的功能。

除了語言功能外，我假設你具備 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與

Just-In-Time（JIT）編譯器的基本知識。

關於內容

你所寫的每個 C# 程式都會用到語言基本結構，第一章“C# 語言慣用語

法”，討論這些你應該很熟悉的常用語法。它們是你建構的各種類型程式與

實作的演算法的基本結構。

使用 managed 環境並不表示環境免除了你的責任，你還是必須操控環境

以建構符合效能需求的正確程式。這不只是效能測試與效能調校。第二章

“.NET 資源管理”，你在進行細部最佳化之前的設計慣例以讓你操控環境來

達成目的。

泛型是 C# 2.0 起其他 C# 語言功能的基礎技術。第三章“使用泛型”討論以

泛型取代 System.Object 與型別轉換，然後討論限制、泛型特化、做法限制、

與向後相容性。你會學到讓你容易表達設計意圖的泛型技巧。

第四章“使用 LINQ”解釋 LINQ、查詢語法、與相關功能。你會看到使用

擴充做法分離合約與實作的時機、如何有效的使用 C# 閉包，與如何設計

不具名型別。你會學習編譯器如何對應查詢關鍵字與做法呼叫、如何分辨

delegate 和表示式樹（並在必要時相互轉換），與尋找數值結果時如何跳脫

查詢。

第五章“例外的最佳做法”提供新式 C# 程式管理例外與錯誤的指南。你會

學習到如何確保適當的回報錯誤與發生錯誤時保持程式狀態的一致與不變。

你會學習如何提供給使用你的程式的開發者更好的除錯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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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語言慣用語法

沒有問題為何要改變？答案是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改變工具或語言是因為

生產力更好。如果不改變你的習慣就不會知道有什麼收穫。這對與 C++或
Java等語言有許多共通處的 C#這種新語言更為困難。C#也是大刮號語言
（curly-braced language），這使得你很容易落入同一個語言家族的慣用語法
中。這會妨礙你發揮 C#的潛力。C#語言從 2001年首次商業發行以來便不
斷的演進，現在的版本比原始版本與 C++或 Java更不相同。如果你是從其
他語言過來 C#這邊，就必須學習 C#的慣用語法以讓此語言為你所用而不
是與你對抗。這一章討論你應該改變的習慣 -與你應有的做法。

01做法 偏好隱含型別的區域變數

C#語言加入隱含型別區域變數以支援不具名型別。使用隱含型別區域的第
二個原因是某些查詢產生的結果是個 IQueryable<T>，而其他產生的結果是

IEnumerable<T>。如果強制轉換 IQueryable<T>的 collection成 IEnumerable<T>

的 collection，你會失去 IQueryProvider提供的加強功能（見做法 42）。使用
var也能改善開發者對程式的理解。Dictionary<int, Queue<string>>並不能

幫助理解，但 jobsQueuedByRegion這個變數名稱可以。

我偏好 var並用它宣告區域變數，是因為我發現它讓開發者注意重要的部分

（語意的意涵）而不是變數型別的特點。如果建構出沒有檢查型別的結構，

編譯器還是會提出警告。變數的型別安全與開發者寫出完整的型別名稱不

同。在很多情況下，IQueryable與 IEnumerable的不同對開發者而言沒有差

別。但若你嘗試告訴編譯器它是什麼型別，你會發現弄錯型別可以改變行為

（見做法 42）。有時候使用隱含型別變數比較好，因為編譯器選擇的型別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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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C#語言慣用語法

你選的好。但有時候過度使用 var只會降低程式的可讀性。更糟的是使用隱

含型別變數會引發微妙的型別轉換 bug。

區域型別的推斷對 C#的靜態型別沒有實際作用。為什麼？首先你必須認識
區域型別推斷與動態型別不一樣。以 var宣告的變數並非動態型別而是以等

號右邊的型別隱含宣告。使用 var時，你不是告訴編譯器你建構什麼型別；

編譯器會幫你宣告型別。

讓我從可讀性的問題開始。很多時候，區域變數的型別可以從初始化陳述明

顯的看出來：

var foo = new MyType();

任何一個可靠的開發者都可以從此宣告看出 foo的型別。同樣的，大部分的

factory方法也是清楚的：

var thing = AccountFactory.CreateSavingsAccount();

但在某些情況下，回傳的型別不一定能從方法名稱看出來：

var result = someObject.DoSomeWork(anotherParameter);

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我希望你的程式庫的命名能夠將回傳什麼東西表

示得更好。就算是這個極端的例子，更好的變數名稱可以給開發者更好的 
提示：

var HighestSellingProduct = someObject
    .DoSomeWork(anotherParameter);

就算沒有型別資訊，大部分的開發者還是可以正確的假設其型別為 Product。

當然，視 DoSomeWork實際的 signature而定，HighestSellingProduct不一定是

Product。它有可能是 Product衍生的型別，甚或是 Product實作的界面。編

譯器會認為 HighestSellingProduct是 DoSomeWork的 signature所表示的型別。

執行期型別是否為 Product無所謂。當編譯期型別與執行期型別不同時，編

譯器一定贏。除非你使用某種型別轉換否則輪不到你說話。

我們開始進入 var引發的可讀性疑問的主題。使用 var作為變數型別來儲存

方法的回傳值，是一種讓閱讀程式的開發者混淆的方式。閱讀此程式的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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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種型別。執行時，此人可能是對的。但編譯器沒有機會檢視該物件的

執行期型別。編譯器檢視編譯期型別並根據這些宣告決定區域變數的型別。

現在不一樣的部分是編譯器決定了變數的宣告型別。你自行宣告型別時，其

他開發者可以看到所宣告的型別。相對的，當你使用 var時，由編譯器決定

型別，但開發者看不到。你撰寫程式的方式導致人與編譯器對型別產生不同

的結論，這會引發維護問題與原本可避免的錯誤。

讓我們繼續檢視以內建數值型別宣告的變數由隱含型別區域引發的問題。內

建數值型別間有無數的轉換。擴大的轉換，例如從 float到 double，都是安

全的。縮小的轉換，例如從 long到 int，涉及精度的損失。透過明確的宣告

所有數值變數的型別，你可以部分控制型別的使用並幫助編譯器對有危險的

轉換發出警告。

以下列的程式來說：

var f = GetMagicNumber();
var total = 100 * f / 6;
Console.WriteLine(
    $"Declared Type: {total.GetType().Name}, Value: {total}");

total 會是多少？視 GetMagicNumber 回傳的型別而定。以下是不同的

GetMagicNumber宣告產生的不同輸出：

Declared Type: Double, Value: 166.666666666667
Declared Type: Single, Value: 166.6667
Declared Type: Decimal, Value: 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
Declared Type: Int32, Value: 166
Declared Type: Int64, Value: 166

型別的差異是由編譯器推斷 f的型別因而影響 totoal的型別的方式導致。編

譯器賦予 f與 GetMagicNumber()所宣告回傳型別相同的型別。由於計算 total

的常數為實字，編譯器會將這些實字轉換成 f的型別，而計算是使用該型別

的規則完成。不同型別的不同規則產生不同的檔案。

這對語言不構成問題。C#編譯器分毫不差的執行你所要求的動作。透過區
域型別推斷，你告訴編譯器它比你更清楚你的型別。它根據等號的右邊做出

最佳的判斷。使用內建數值型別時必須非常小心。此外，由於各種數值型別

有不同的精度，受影響的不只是可讀性，還有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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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不是因為使用 var引發的問題。成因是閱讀程式並不能知道

GetMagicNumber()回傳的型別以及用了哪些內建的轉換。從方法中移除 f變

數的宣告會發生同樣的問題：

var total = 100 * f / 6;
Console.WriteLine(
    $"Declared Type: {total.GetType().Name}, Value: {total}");

明確宣告 total的型別也沒有影響：

double total = 100 * GetMagicNumber() / 6;
Console.WriteLine(
    $"Declared Type: {total.GetType().Name}, Value: {total}");

total的型別是 double，但若 GetMagicNumber()回傳整數則結果也會被四捨 
五入。

問題是開發者看不出來 GetMagicNumber()回傳值的實際型別且無法輕易的判

斷執行過什麼樣的數值轉換。

將同樣的程序以明確的宣告 GetMagicNumber()回傳型別做比較，現在編

譯器會告訴你是否你的假設錯誤。如果 GetMagicNumber()回傳的型別與

f宣告的型別間有個隱含的轉換，它是可以運作。例如 f宣告為整數而

GetMagicNumber()回傳 int。但若中間沒有隱含的轉換可用，你會收到編譯

器錯誤。你必須改變你的假設。如此可給你機會檢視程式並理解會發生的 
轉換。

這個例子顯示區域變數型別推斷能讓維護程式的開發者難過。編譯器的運作

方式相同，且它是執行型別檢查的工具。但開發者無法輕易的看到套用什麼

規則與轉換。在這些情況下，區域型別推斷會阻礙檢視其中的型別。

但有時候編譯器在選取變數的最佳型別上比你更聰明。以下列從資料庫讀取

客戶名稱開頭符合某些字串的程序為例：

public IEnumerable<string> FindCustomersStartingWith1( 
string start)
{
    IEnumerable<string> q =
        from c in db.Customers
        select c.Contac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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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q2 = q.Where(s => s.StartsWith(start));
    return q2;

此程式有著嚴重的效能問題。定義客戶名稱的原始查詢被開發者

宣 告 為 IEnumerable<string>。 由 於 是 對 資 料 庫 查 詢， 它 實 際 上 是

IQueryable<string>。 但 由 於 強 宣 告 回 傳 值， 你 失 去 了 這 個 資 訊。

Iqueryable<T>繼承自 IEnumerable<T>，因此編譯器不會對這個指派提出警

告。編譯查詢的第二個部分時，使用了 Enumerable.Where而不是 Queryable.

Where。此例中，編譯器可以正確的判定更好的型別（IQueryable<string>）

而表示你強制使用的（IEnumerable<string>）。如果犯下這樣的錯誤而沒有

可從 IQueryable<string>進行的隱含轉換，則編譯器會給你錯誤。但由於

Iqueryable<T>繼承自 IEnumerable<T>，編譯器可以進行轉換，所以你會害到

自己。

第二個查詢沒有呼叫 Queryable.Where；相對的，它呼叫 Enumerable.Where。

這對效能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做法 42會學到以 IQueryable組合多個查詢表

示式樹成為可一起執行的單一操作，通常是對儲存資料的遠端伺服器進行。

此例中，抽象的第二個部分（where句子）視來源為 IEnumerable<string>。

這個改變很重要，因為只有第一個部分是在遠端機器進行。整個客戶名稱清

單會從來源回傳。第二個陳述（where句子）在本機檢查整個客戶名稱清單

並回傳符合搜尋字串的記錄。

與下列版本比較：

public IEnumerable<string> FindCustomersStartingWith
    (string start)
{
    var q =
        from c in db.Customers
        select c.ContactName;
 
    var q2 = q.Where(s => s.StartsWith(start));
    return q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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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q是個 IQueryable<string>。編譯器由查詢的來源推斷回傳型別。第二

個陳述對查詢加上 Where句子並保存新的、更完整的表示式樹。實際資料僅

在呼叫方透過列舉結果時執行查詢取出。過濾查詢的表示式被傳到資料來

源，結果序列只帶有與過濾條件相符的客戶名稱。網路流量減少且查詢更有

效率。這是設計過的範例且你比較可能建構單一查詢，但實務上的查詢可能

由多個方法組成。

此 神 奇 的 改 變 在 於 q 被（ 編 譯 器 ） 宣 告 為 IQueryable<string> 而 非

IEnumerable<string>。擴充方法不能是 virtual的，且 dispatch不依靠物件的
執行期型別決定。相對的，擴充方法是靜態方法，且編譯器根據編譯期型別

而非執行期型別決定最適合的方法。此處沒有晚綁定。就算執行期型別帶有

符合呼叫的實例成員，它們對編譯器是看不到的，因此不會是選項。

很重要的一點是任何擴充方法可以寫成檢查其參數的執行期型別。擴充方法

可以根據執行期型別建構不同的實作。事實上，Enumerable.Reverse()就是

如此，在參數實作 IList<T>或 ICollection<T>時得以提升效能（見做法 3）。

身為開發者的你必須決定是否讓編譯器無聲無息的宣告變數的編譯期型別而

傷害可讀性。如果他人閱讀時不能馬上看出含糊的區域變數的確實型別，最

好明確的宣告其型別。但在許多例子中，程式能夠清楚的表達變數的語意資

訊。在上面的例子中，你知道 q是一系列客戶名稱（字串）。語意資訊在初

始化陳述中很明顯。從查詢表示式初始化的變數通常是這樣。無論變數的語

意資訊是否清楚，你都可以使用 var。回到我的第一個論點，初始化表示式

不能清楚的對開發者顯示變數的語意資訊但明確的型別宣告可以表示該資訊

時應該避免使用 var。

簡單說，除非開發者（包括以後的你）必須看到型別宣告才能理解程式，否

則就使用 var宣告區域變數。這個做法的標題是“偏好”而不是“總是”。

我建議明確的宣告所有數值型別（int、float、double與其他）而不要使用

var宣告。其他東西就使用 var。多打幾個字 -明確的宣告型別 -不會提升型
別安全或改善可讀性。如果挑錯宣告型別，你可能會造成編譯器本來能夠避

免的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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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做法 偏好 readonly而非 const

C#有兩種不同的常數：編譯期常數與執行期常數。它們具有不同的行為，
用錯了會有負面影響。你應該偏好執行期常數而非編譯期常數。編譯期常數

稍快一點，但彈性較執行期常數差很多。編譯期常數留給效能關鍵且常數值

絕不改變時使用。

以 readonly關鍵字宣告執行期常數。編譯期常數以 const關鍵字宣告：

// 編譯期常數：
public const int Millennium = 2000;
 
// 執行期常數：
public static readonly int ThisYear = 2004;

上面的程式顯示類別或 struct範圍內的兩種常數。編譯期常數也可在方法

中宣告。唯讀常數不能在方法範圍中宣告。

編譯期與執行期常數的行為差異在於如何存取。編譯期常數被物件程式碼中

的常數的值取代。下列程式：

if (myDateTime.Year == Millennium)

編譯出的 Microsoft Intermediate Language（MSIL或 IL）與下列寫法相同：

if (myDateTime.Year == 2000)

執行期常數則在執行時求值。產生出的 IL在參考唯讀常數時參考的是該
readonly變數而非其值。

這個差別對使用常數的類型的時機加上了一些限制。編譯期常數只能用於內

建整數和浮點數型別、列舉或字串。它們是初始化程序中唯一能指派有意義

的常數值的型別。這些原始型別是唯一能夠在編譯器產生的 IL中被實字值
取代的型別。下面的程式無法編譯。你不能使用 new運算子初始化編譯期常

數，就算被初始化的型別是值型別也一樣：

// 不能編譯，要改用 readonly：
private const DateTime classCreation = new
    DateTime(2000,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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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期常數受限於數字、字串與 null。唯讀值也是常數，因為在建構元執行

後不能修改。但唯讀值不同處在於執行期指派。使用執行期常數更有彈性，

其中一項是執行期常數可為任何型別。你必須在建構元中進行初始化，或使

用初始化程序。你可以製作 DateTime結構的 readonly值；你不能以 const建

構 DateTime值。

你可以對實例常數使用 readonly值，讓一個類別型別的每個實例儲存不同的

值。編譯期常數的定義是靜態的常數。

最重要的差別是 readonly值在執行期解析。產生出的 IL在參考唯讀常數
時參考的是該 readonly變數而非其值。此差異對維護有著長遠的影響。編

譯期常數產生與在程式中使用數值常數相同的 IL，就算是跨不同的組件
（assembly）也一樣：一個組件中的常數用於其他組件時還是會以值替換。

編譯期與執行期常數的求值方式影響執行期的相容性。假設你在一個稱為

Infrastructure的組件中同時定義 const與 readonly欄位：

public class UsefulValues
{
    public static readonly int StartValue = 5;
    public const int EndValue = 10;
}

在另外一個組件參考這些值：

for (int i = UsefulValues.StartValue;
    i < UsefulValues.EndValue; i++)

    Console.WriteLine(“value is {0}”, i);

進行測試會看到下列明顯的輸出：

Value is 5
Value is 6
...
Value is 9

隨著時間過去，你修改後發行新版的 Infrastructure組件：

public class UsefulVal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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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atic readonly int StartValue = 105;
    public const int EndValue = 120;
}

你交付 Infrastructure組件但沒有重新建構 Application組件。你預期得到下
列輸出：

Value is 105
Value is 106
...
Value is 119

事實上會完全沒有輸出。現在廻圈使用值 105作為開始並以 10作為結束條
件。C#編譯器將 const值 10放在 Application組件中而不是參考 EndValue儲

存的值。比較宣告為 readonly的 StartValue值；它在執行期解析。因此，

Application組件會使用新值而無需重新編譯 Application組件；只需安裝新
版的 Infrastrcture組件就可以改變使用該值的所有用戶的行為。更新公開常
數的值應該視為改變界面。你必須重新編譯參考該常數的所有程式。更新唯

讀常數的值是實作的改變；它與現有的用戶程式在二進位上相容。

另一方面，有時你確實需要值在編譯期固定下來。以計稅程式為例，它可能

會有多個與計算有關的組件，而稅務規則可能隨時改變。這會產生一種狀

況，組件可能因規則變化而在不同時間改變演算法。你想要每個類別回報依

據規則適用日期進行修改的時間。使用編譯期常數來追蹤規則改版可確保每

個演算法正確的回報最後更新時間。

有一個類別作為主控版本：

public class RevisionInfo
{
    public const string RevisionString = “1.1.R9”;
    public const string RevisionMessage = “Updated Fall 2015”;
}

任何執行不同計算的類別可以取得這個主控版本資訊：

public class ComputationEngine
{
    public string Revision = RevisionInfo.Revision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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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ring RevisionMessage = RevisionInfo. 
       RevisionMessage;
            
    // 省略其他 API

重新建構會更新版本號碼至最新版。但若交付個別組件作為更新修補，新的

修補會有新的版本，沒有更新的組件不會受到影響。

使用 const替代 readonly的最後一個優勢是效能：已知的常數值較存取

readonly變數值可產生效率稍好的程式。然而效益有限且必須衡量彈性的損

失。犧牲彈性前一定要記錄效能的差異（如果沒有偏好的工具，可以試試看

BenchmarkDotNet，https://github.com/PerfDotNet/BenchmarkDotNet）。

使用具名與選擇性參數時會遇到類似執行期與編譯期常數值的權衡。選擇

性參數的預設值如同編譯期常數（以 const宣告）的預設值一樣是放在呼叫

方。如同使用 readonly與 const值，你會需要注意選擇性參數值的改變（見

做法 10）。

必須在編譯期確定的值必須使用 const：屬性參數、switch case標籤與 enum

定義，以及少數不會在版本間變化的值。其餘狀況則傾向以 readonly常數提

升彈性。

03做法 偏好 is或 as運算子而非型別轉換

擁抱 C#，你就擁抱了靜態型別。這是件好事。強型別意味你預期編譯器找
出你的程式中的型別不相符處。這也表示你的應用程式不太需要在執行期檢

查型別。但有時執行期型別檢查是不可避免的。C#有時候要撰寫以 object

作為參數的函式，因為架構如此定義了方法。你可能需要嘗試轉換物件成其

他型別，例如類別或界面。你有兩個選擇：使用 as運算子，或強制編譯器

依照你的指示進行型別轉換。你還有防禦性的做法：以 is測試轉換然後使

用 as或型別轉換。

正確的做法是在可以時使用 as運算子，因為它比盲目轉換在執行期更安全

且有效率。as與 is運算子不執行然後使用者定義的轉換。它們只能在執行

期型別符合目標型別時進行；它們很少建構新的物件以滿足要求。（as運算

子會在轉換 boxed值型別至 unboxed可為空值型別時建構新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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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你撰寫需要撰寫將模糊物件轉換成 MyType實例的程式。你可以

這樣寫：

object o = Factory.GetObject();
 
// 第一版：
MyType t = o as MyType;
 
if (t != null)
{
    // t是個 MyType
}
else
{
    // 回報失敗
}

或者這樣寫：

object o = Factory.GetObject();  
 
// 第二版：
try
{
    MyType t;
    t = (MyType)o;
    // t是個 MyType
}
catch (InvalidCastException)
{
    // 回報轉換失敗
}

你會同意第一版比較簡單且容易閱讀。它沒有 try/catch句子，因此沒有這

段程式與其成本。注意型別轉換版本除了捕捉例外之外還必須檢查 null。

null可使用型別轉換成為任何參考型別，但 as運算子在用於 null參考時回

傳 null。因此型別轉換時必須檢查 null與捕捉例外。使用 as只需檢查回傳

的參考是否為 null。

as運算子與型別轉換最大的差別是如何處理使用者定義的轉換。as與 is運

算子會檢查被轉換物件的執行期型別；除了必要的 boxing，它們不執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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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如果物件不是所要求的型別或繼承自所要求的型別，它們就失敗。另

一方面，型別轉換可使用轉換運算子將物件轉換成所要求的型別。這包括任

何內建的數值轉換。轉換 long成 short會損失資訊。

轉換使用者定義型別時會可能有相同的問題。以下面的型別為例：

public class SecondType
{
    private MyType _value;
 
    // 省略其他細節
 
    // 轉換運算子
    // 將 SecondType轉換成 MyType，
    // 見做法 29
    public static implicit operator
    MyType(SecondType t)
    {
        return t._value;
    }
}

假設一個 SecondType物件是第一個程式的 Factory.GetObject()函式回傳的：

object o = Factory.GetObject();  
 
// o是個 SecondType
MyType t = o as MyType; // 失敗。o不是個 MyType
 
if (t != null)
{
    // t是個 MyType
}
else
{
    // 回報失敗
}
 
// 第二版：
try
{
    MyType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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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 (MyType)o; // 失敗。o不是個 MyType
    // t1是個 MyType
}
catch (InvalidCastException)
{
    // 回報轉換失敗
}

兩個版本都失敗。但我說過型別轉換會執行使用者定義的轉換。你會認為型

別轉換會成功。你是對的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它應該成功。但它因為編譯器
是根據物件 o的編譯期型別來產生程式而失敗。編譯器不知道 o的執行期型

別；它視 o為 object的實例。編譯器認為沒有 object至 MyType的使用者定

義轉換。它檢查 object與 MyType的定義。由於沒有任何的使用者定義轉換，

編譯器產生程式來檢視 o的執行期型別並檢查該型別是否為 MyType。由於 o

是個 SecondType物件，所以失敗。編譯器沒有檢查 o的執行期型別是否能轉

換成 MyType物件。

如果如下撰寫程式，你可以成功的將 SecondType轉換成 MyType：

object o = Factory.GetObject();
 
// 第三版：
SecondType st = o as SecondType;
try
{
    MyType t;
    t = (MyType)st;
    // t是個 MyType
}
catch (InvalidCastException)
{
    // 回報失敗
}

你不應該寫出這麼醜的程式。避免捕捉本可事先檢查的例外是比較好的程式

設計方式。這顯現了一個常見的問題。雖然你不會寫出這樣的程式，你可以

使用進行適當轉換的函式，以 object為參數：

object o = Factory.GetObject();
DoStuffWithObje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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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void DoStuffWithObject(object o)
{
    try
    {
        MyType t;
        t = (MyType)o; // 失敗。o不是個 MyType
        // t是個 MyType
    }
    catch (InvalidCastException)
    {
        // 回報轉換失敗
    }
}

記得使用者定義的轉換運算子只能操作物件的編譯期型別而非執行期型別，

與是否存在 o與 MyType間的執行期型別轉換無關。編譯器不知道也不在乎。

下面的陳述有不同的行為，視 st的宣告型別而定：

t = (MyType)st;

下一個陳述回傳同樣的結果，無論 st宣告什麼型別。因此你應該偏好 as而

不是型別轉換 -它更為一致。事實上，若型別間沒有關係，但存在使用者定
義的轉換運算子，下面的陳述會產生編譯器錯誤：

t = st as MyType;

現在你知道要盡可能的使用 as，讓我們討論何時不能用它。下面的程式段

不能編譯：

object o = Factory.GetValue();
int i = o as int; // 不能編譯

這是因為 int是值型別且不能為 null。如果 o不是個整數，int應該儲存什

麼值到 i中？你選擇的任何值都應該是有效的整數。因此不能使用 as。你或

許會認為這樣只好使用拋出例外的型別轉換。相對的，使用 as運算子來轉

換可為空的型別，然後檢查是否為 null：

object o = Factory.GetValue();
var i = o as int?;
if (i != null)
    Console.WriteLine(i.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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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技巧在 as運算子左邊的運算元是個值型別或任何可為空值型別時可用。

現在你知道 is、as與型別轉換的差別，你認為 foreach廻圈使用什麼運算

子？ foreach廻圈可操作非泛型 IEnumerable序列並讓型別轉換在迭代中進

行。（你應該盡可能使用型別安全的泛型版本。非泛型版本因歷史因素而存

在並用於支援晚綁定狀況。）

public void UseCollection(IEnumerable theCollection)
{
    foreach (MyType t in theCollection)
        t.DoStuff();
}

foreach陳述使用轉換操作來執行物件至廻圈所用型別的轉換。foreach陳述

產生的程式約略等同下面手寫的版本：

public void UseCollectionV2(IEnumerable theCollection)
{
    IEnumerator it = theCollection.GetEnumerator();
    while (it.MoveNext())
    {
        MyType t = (MyType)it.Current;
        t.DoStuff();
    }
}

foreach陳述需要型別轉換以支援值型別與參考型別。無論目標型別為何，

透過選擇轉換運算子，foreach陳述展現出相同的行為。但由於使用了轉換，

foreach廻圈能夠引發 InvalidCastException例外。

由於 IEnumerator.Current回傳沒有轉換運算子的 System.Object，沒有型別可

供測試。一群 SecondType物件因為轉換失敗而無法在前一個 UseCollection()

函式中使用。foreach陳述（使用型別轉換）不檢查集合中的物件的執行期

型別可用的型別轉換。它只檢查 System.Object類別（IEnumerator.Current回

傳的型別）與廻圈變數的宣告型別（此例為 MyType）可用的轉換。

最後，有時你想要知道物件確實的型別而不只是目前型別是否可轉換成目標

型別。is運算子根據多形的規則：若 fido是 dog（繼承自 Animal）則 fido is 

Animal回傳 true。GetType()方法取得物件的執行期型別。它是比 is或 as陳

述更嚴格的測試。GetType()回傳物件的型別並能與特定型別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