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 基礎必修課

6.1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概述

學習程式設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來解決問題，傳統的「程序導向」程式設
計(Procedure-oriented Programming)的思維是將資料和處理的方法分開思考，由
程式取得資料經處理後再回存，資料是處於被動的，當軟體規模愈大時，資料和
處理方法間相依的複雜度增高。這就是為什麼傳統的程序導向程式設計在開發程
式初期的速度快，但愈往後的階段，程序導向程式設計往往會因修改、需求變更、
維護等問題，愈顯得捉襟見肘。導致程式的再用性(Reused)降低，且隨著軟體規
模的日益膨脹，以結構化技術分析的程序導向程式設計已無法應付目前日趨複雜
的軟體需求。
專家便提出「物件導向」程式設計(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簡稱 OOP)
的新思維來解決此問題，它是將資料和處理的方法一併思考並封裝在物件內。當
軟體規模愈大時，由於具有資料抽象化以及封裝的特性，可使得資料和處理方法
間的相依關係侷限在個別的物件範圍內。這就是為什麼使用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來
開發程式，愈往後階段的開發速度會比程序導向程式設計快的原因。
所以，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是以站在較人性化的觀點為思考模式，應用到各種
領域的一種技術，它為電腦資訊業帶來革命性的突破。在程式設計的世界中和人
類真實世界一樣，都有各種物件。因此，利用物件來撰寫程式，這就是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最初的觀念。目前，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已成為業界程式設計的主流。
一. 什麼是物件
生活中所有東西都可以叫做「物件」(Object)，譬如：人、狗、車子、大海、
太陽、山、電腦…等等，都可說是物件，甚至肉眼看不見更細小的物體，譬如：
細菌、原子、分子…等也可以算是物件。若要能明確識別不同的物件，則仍須藉
由物件的屬性(Attributes)和行為(Behaviors)這兩項性質來描述不同物件的特微。
「屬性」是客觀且明顯的特徵。例如：Peter 是一個人，很明顯 Peter 是一個
物件，而 Peter 的姓名、性別、年紀、身高、體重…等，就是 Peter 的屬性。若給
予這些屬性一個值，則更能清楚地表現出 Peter 的特徵，譬如：Peter 的性別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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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是 20 歲、身高 170 公分…等。「行為」就是這個物件「會做什麼事」，或
者說「有什麼功能」。不同的物件可能擁有相同行為，也可能有不同行為。譬如：
屬於鳥的物件，其移動行為是「在空中飛」；而屬於魚的物件，其移動行為是「在
水中游」，然而它們也許有個共同行為就是「吃東西」。
二. 什麼是類別
「類別」(Class)是物件的模子，用這個模子可以製作出很多物件。類別是用
來定義該類別的資料成員(屬性)和方法成員(行為)，因此類別可以用來描述物件的
統稱。例如：人這個類別有身高、體重…等屬性，也有吃飯、移動的方法，利用
人類這個模子所製作出來的物件有：小明、小華等都有屬於自己的身高、體重等
屬性，以及吃飯、移動等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說「小明」與「小華」都屬於「人」
這個類別，但要注意「小明」與「小華」是不同物件，因為他們的屬性值不盡相
同；就算他們兩人是難以分辨的雙胞胎也是不同物件，因為他們的行為模式會有
所差異。

6.2

類別與物件的關係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是利用類別來描述物件的建構方式，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而物件(Object)是按照類別的描述所建構出來的一個實體(Instance)。因此在建立物
件之前要先定義類別。以汽車為例：它具有油箱最多載油量(gas)與平均耗油量(tbo)
這兩個屬性，以及具有約估一次填滿油時可以行駛最長距離(max_dist)的方法(或
稱函式)，若把最多載油量、平均耗油量這兩個屬性和估算行駛最長距離的方法封
裝起來，則就成為一個汽車類別。利用這個「汽車類別」(假設類別名稱為 Ccar)
可以建立出最多載油量、平均耗油量不同的 car1 與 car2 汽車物件，而這兩不同
的汽車物件一次填滿油時，分別可以行駛的最長距離當然是不相同的。

6.2.1 如何定義類別
Java 是屬於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程式語言，一個 Java 程式至少由一個或
一個以上的類別構成。類別是由「資料成員」(屬性、欄位)和「方法成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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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函式)封裝而成的，而一個類別至少含有其中一種成員。在 Java 利用保留
字 class 來定義類別，用來告訴編譯器已定義一個新的資料型別。其語法：
類別存取修飾子 class 類別名稱 {
[成員存取修飾子] 資料型別 資料成員名稱 1;

//資料成員

[成員存取修飾子] 傳回值型別 方法成員名稱 1(引數串列) {

//方法成員

}
}

1. 類別名稱
建議以大寫英文字母為字首。
2. 成員存取修飾子
置於宣告資料成員和方法成員的資料型別前面，成員存取修飾子有：
private(私有成員)、public(公開成員)、protected(保護成員)及預設階層(default
即是不宣告)四種。private 私有成員只供自身類別內部成員存取，外界無法
直接存取，只能在同類別中使用。至於 public 公開成員不受任何限制，可供
外界直接存取。後面章節介紹套件時，再說明這四種修飾子的用法。
3. 類別存取修飾子
有 public 與預設階層(不宣告)兩種，宣告屬於 public 的類別可在不同套件使
用。「套件」(Package)即是使用資料夾來對類別做分門別類，表示 public 類
別的存取沒有限制；若類別為預設階層，則該類別只能在所定義的相同套件
下使用。(有關套件，請參閱第 7 章)
4. 一個 *.java 程式檔可以定義多個類別，但一個程式檔案只能宣告一個 public
的類別，且 public 的類別名稱必須和程式檔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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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ex06\src\ex06\Ccar.java

定義一個 Ccar 汽車類別，所宣告的資料成員有最多載油量 gas、平均
耗油量 tbo，所宣告的方法成員有估算加滿油約可行駛的最長距離
maxDist()及一般加油可行駛的距離 dist()。
 解題技巧
執行功能表中【File / New / Java Project】指令，新增專案 ex06。
執行功能表中【File / New / Class】指令，新增 Ccar 類別。

由於本類別檔不是執行類別，故新增 Class 檔時，在下圖的畫面中，不勾
。

選



使用預設套件




不勾選


編寫程式碼
檔名：\ex06\src\ex06\Ccar.java
01 package ex0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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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public class Ccar {

//汽車類別

04

public double gas, tbo;

//宣告最多載油量, 平均耗油量

05

public double max_dist = 0;

//加滿油可行駛最長距離

public void maxDist() {

//計算可行駛最長距離

06
07
08

max_dist = gas * tbo;

09

}

10
11

public double dist(double oil) {

12

//一般加油可行駛距離

return oil * tbo;

13

}

14 }

1. 本例定義類別名稱為 Ccar 的汽車類別。這個類別將在下一個小節的實例中用
來建立 car1、car2 物件。目前這一個類別尚不能被 Java 程式單獨執行。
2. 第 4~5 行：宣告 Ccar 類別的「資料成員」，我們將類別內的資料成員稱為「欄
位」或「屬性」，資料成員是類別內的一種變數稱為「成員變數」，以和定
義在使用者自定方法內宣告的一般變數有所區別，資料成員變數宣告方式：
成員存取修飾子 資料型別 資料成員名稱 = 初值 ;
在定義資料成員的資料型別時，可同時預設初值。也可省略不設定初值。若
資料成員未設定初值，系統會根據資料成員的資料型別給予預設值：
 若資料成員為數值型別，預設值為 0。
 若資料成員為字串型別，預設值為 "" (空字串)。
 若資料成員為布林型別，預設值為 false。
宣告 Ccar 類別的 gas、tbo、max_dist 屬性，以及 maxDist()與 dist()方法，皆
使用 public 公開成員存取修飾子，因此外界(即其他類別)可以直接存取 Ccar
類別內的屬性和方法。
3. 第 7~9、11~13 行：定義 maxDist()與 dist()為 Ccar 類別的 public 公開方法成員。
 若在方法成員內有使用 return 敘述來傳回值(第 12 行)，則在方法成員名稱
前面要宣告傳回值的資料型別，兩者資料型別要一致，如第 11 行的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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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方法成員內沒有 return 敘述，則在方法成員名稱前面的傳回值型別
要使用「void」宣告 (如第 5 行)。
 若方法成員名稱後面括號內沒有引數串列，仍必須保留有小括號( ) ，如
第 7 行的 maxDist()。
4. 第 8 行：同一類別內的方法成員可直接存取該類別內 max_dist、gas、tbo 等
資料成員。

6.2.2 如何建立物件
由於 int 是 Java 的資料型別，我們可以直接透過「int num ;」敘述來宣告
屬於整數資料型別的變數 num。同樣方式，我們在上節已使用 class 定義好 Ccar
類別(可將 Ccar 視為一種自定的資料型別)，透過該類別名稱 Ccar 可以來宣告
屬於該類別的物件 car1 和 car2，其寫法為「Ccar car1, car2 ;」。
以上一小節 Ccar 汽車類別而言，在主程式的 main()方法中，可建立出最
多載油量(gas)為 40 公升、平均耗油量(tbo)為每公升 13.6 公里的 car1 汽車物
件，也可建立出最多載油量(gas)為 60 公升、平均耗油量(tbo)為每公升 9.5 公
里的 car2 汽車物件。這兩個汽車物件 car1、car2，雖由同一類別 Ccar 宣告出
來，卻是不一樣的物件，因為它們兩個的最多載油量屬性值與平均耗油量屬性
值不同。所以說，物件各自擁有自己的資料成員和方法成員。下圖即是本例的
記憶體配置情形。
Global
記憶位址：1200
car2 物件實體
gas

40

tbo

13.6

Heap

記憶位址：1100

car2

1200

car1

1100

car1 物件實體
gas

60

tbo

9.5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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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宣告與建立物件
Java 宣告和建立物件的方式有下面兩種：
方式 1 先宣告，再建立物件，語法如下：
1. 先宣告某個物件屬於某個類別
語法：類別名稱 物件名稱;
2. 接著使用 new 建立物件實體
語法： 物件名稱 = new 類別名稱();
[例] 由 Ccar 類別建立出 car1 物件。
Ccar car1;

//宣告 car1 物件屬於 Ccar 類別

car1 = new Ccar();

//建立出 car1 物件實體

方式 2 宣告物件的同時並建立出物件實體，其語法如下：
類別名稱 物件名稱 = new 類別名稱();

[例] 由 Ccar 類別建立 car2 物件，宣告並建立出屬於 Ccar 類別的 car2
物件實體。
Ccar car2 = new Ccar();

二. 如何存取 public 的資料成員
當 car1、car2 物件被建立後，由於 gas、tbo、 max_dist 屬性，以及 maxDist()、
dist()方法的存取修飾子都設為 public 公開成員，因此要從物件的資料成員(或稱
屬性)中存取(設定或讀取)上述成員的資料時，只要在物件名稱與屬性名稱之間使
用「.」運算子連結就可以。如：
1. 將 car1 物件的 gas 載油量屬性的初值設為 40
car1.gas = 40 ;

2. 讀取 car1 物件的 gas 載油量屬性值，再指派給一般變數 oil
double oil = car1.g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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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屬性(資料成員)在定義物件(car1)來源類別(Ccar)時，必須用 public 宣告
成公開成員，才能允許其他類別的敘述來存取該資料成員；若採 private 宣告為私
有成員，則該類別外的敘述是無法直接存取該類別內的資料成員。
三. 如何呼叫 public 的方法成員
其他類別的要呼叫 car1 物件公開(public)的方法成員，在方法名稱前一樣要
加上物件名稱並用點「.」運算子隔開。如：
1. 呼叫 car1 物件的 maxDist()公開方法用來處理 car1 物件的資料
car1.maxDist();

即呼叫 car1 物件的 maxDist()方法，計算 car1 汽車最長可行駛距離 max_dist。
2. 將引數 20 代入 car1 物件的 dist(double oil)公開方法內，計算出 car1 汽車加油
20 公升可行駛距離後，再將計算結果指定給等號左邊的 distance 一般變數：
double distance = car1.dist(20);

上述所呼叫的 dist()方法內有一個「return oil * tbo;」 敘述，將計算結果傳回。
如果方法沒傳回值，使用時可直接呼叫，不須用一般變數來指派。方法成員同
屬性(指資料成員)一樣，在定義類別(Ccar)時，必須用 public 宣告成公開方法
成員，才能供其他類別的敘述呼叫使用。
FileName：\ex06\src\ex06\BuildObject.java

定義一個 Ccar 汽車類別，所宣告的資料成員有：最多載油量 gas、平
均耗油量 tbo，所宣告的方法成員有：估算加滿油約可行駛的最長距離
maxDist()及一般加油可行駛的距離 dist()。

car1 汽車資訊：
最大載油量：40.0 L
平均耗油量：13.6 km/L
加滿油可行駛 544.0 km
加油 20L 可行駛 272.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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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技巧
新增 BuildObject 類別
由於本類別檔為執行類別，故新增 Class 檔時，在下圖中，要勾選
。



預設套件






編寫程式碼
檔名：\ex06\src\ex06\BuildObject.java
01 package ex06;
02
03 public class BuildObject {

//主類別

04

//主程式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05

Ccar car1;

//宣告 car1 物件

06

car1 = new Ccar();

//建立 car1 物件

07

car1.gas = 40;

//設定 car1 物件的屬性值

08

car1.tbo = 13.6;

09

car1.max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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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distance = car1.dist(20);

11

System.out.println("car1 汽車資訊：");

12

System.out.println("最大載油量：" + car1.gas + " L");

13

System.out.println("平均耗油量：" + car1.tbo + " km/L");

14

System.out.println("加滿油可行駛 " + car1.max_dist + " km");

15

System.out.println("加油 20L 可行駛 " + distance + " km");

6

//呼叫 car1 物件的方法,並取得傳回值

16
17

Ccar car2 = new Ccar();

//宣告並建立 car2 物件

18

car2.gas = 60;

//設定 car2 物件的屬性值

19

car2.tbo = 9.5;

20

}

21 }

1. BuildObject 為 Java 程式的主類別，而第 4 行的 main()方法為程式開始執行的
地方。
2. 本程式 BuildObject.java，因有宣告及建立屬於 Ccar 類別的物件，而 Ccar 類
別是定義在上一個範例的 Ccar.java 程式內。故本程式在編譯時會一併編譯
Ccar.java 程式。若 Ccar.java 程式不存在，則編譯時會產生錯誤。
3. 第 5~6 行：宣告建立第一個汽車物件 car1。第 7~8 行設定 car1 物件的屬性值。
4. 第 9 行：呼叫 car1 物件的 car1.maxDist()方法，使 car1 物件進行內部的屬性
資料處理，以計算出加滿油可行駛的最長距離。
5. 第 10 行：以傳入引數的方式呼叫 car1 物件的 car1.dist(20)方法，將傳回值指
派給一般變數 distance。
6. 第 17~19 行：宣告並建立第二個汽車物件 car2，再設定 car2 物件的屬性值。

6.2.3 如何封裝成員資料
「封裝」(Encapsulation) 就是將類別內的資料成員或方法成員保護(隱藏)起
來，只顯示所提供的功能介面，外界無需知道物件內部如何運作，只要知道如何
使用所提供的功能介面便能存取資料，以避免資料受到外界不當存取。所以封裝
可被視為是資訊隱藏(Information Hiding)的延伸，這種設計方式的精神在於資料控
制程式碼的運作。譬如：會操作手機，但不用瞭解手機內部的構造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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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裝是使用成員存取修飾子，來定義類別內部的資料成員和方法成員的存取
限制，其目的用來保護類別內部的成員，免於受到外部程式的不當存取。類別內
部成員被呼叫或存取的限制有下列情況：
1. 當資料成員或方法成員只允許給自身類別內的程式敘述呼叫存取時，這類成
員在定義時要使用 private (私有)成員存取修飾子來宣告。
2. 當資料成員或方法成員只允許給自身類別或繼承自身類別的子類別呼叫存
取時，這類成員在定義時要使用 protected (保護)成員存取修飾子來宣告。
3. 當資料成員或方法成員允許給任何類別的程式敘述呼叫存取時，這類成員在
定義時要使用 public (公開)成員存取修飾子來宣告。
以前面的汽車類別 Ccar 為例，Ccar 類別的兩個資料成員 gas(最大載油量)、
tbo(平均耗量) 的成員存取修飾子是用 public 宣告，其內容可以被類別外部任何程
式敘述存取。其實一部車的 gas(最大載油量)、tbo(平均耗量)是唯讀的資料，不該
任意由類別外部的程式敘述來任意存取。
由上可知，開發具有物件導向程式的應用程式，若要防止資料成員被其他類
別程式敘述存取，而產生不可預期的結果。必須在定義類別時，將資料成員的成
員存取修飾子設為 private 宣告成「私有成員」，只允許類別內的成員存取。至於
類別內方法成員也是一樣，使用成員存取修飾子 private 把方法成員宣告成「私有
成員」，則外部程式敘述便無法直接存取。
FileName：\ex06\src\encapsulate\Encapsulate.java

修改前面實作 BuildObject.java，使用封裝的觀念，進行嚴謹的資料處理。
將 gas、tbo、max_dist 屬性，及 maxDist()方法都設為 private 私有成員，外
界無法直接存取這些私有成員。新增 setValue()和 getDist()兩個方法成員，
都設為 public 公開方法成員，外界透過公開的 setValue()方法成員間接設
定類別內的資料；透過公開的 getDist()方法成員間接來讀取類別內的資料。

car1 加滿油可行駛 544.0 km
car2 加滿油可行駛 57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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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技巧
由於前面範例已經在本專案(ex06)建立過 Ccar 類別，若本範例又重新建置新
的 Ccar 類別，則兩個名稱相同的類別在同一資料夾(src)形成衝突而導致專案無法
編譯。因此本範例使用建立新的套件(package)來解決類別名稱衝突的問題。關於
套件的功能說明在後面章節會有詳細介紹，至於套件的建立步驟如下：
執行功能表的【File / New / Package】指令開啟「New Java Package」視窗，
請按下圖數字順序操作，輸入指定文字，新增名稱為「encapsulate」的套件：




套件名稱


接著執行功能表的 [File / New / Class] 指令，開啟「New Java Class」視窗，
在「encapsulate」套件內新增名稱為「Encapsulate」的類別。操作如下圖：




類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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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JP 認證模擬試題)

三. 定義 Test 類別的建構式，下列哪兩選項正確？
 public void Test(){}
 public Test(){}
 private Test(){}
 public static Test()
 final Test(){}

建構式沒有傳回型別，不能用 void 與 return，修飾子不可以是 static、final、
abstract…。所以正確答案為、。
(OCJP 認證模擬試題)

四.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編譯失敗，類別 A 有錯誤
 第 28 行顯示結果為 3
 第 28 行顯示結果為 1
 執行到第 25 行，出現錯誤
 編譯失敗，因為第 28 行錯誤
01 public class A {
02
private int counter = 0;
03
public static int getInstanceCount() {
04
return counter;
05
}
06
public A() {
07
counter++;
08
}
09 }
25
26
27
28

6-26

A a1 = new A();
A a2 = new A();
A a3 = new A();
System.out.println(A.getInstance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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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類別的 getInstanceCount()為靜態方法，不能直接存取非 static 的成員變數，
故第 4 行的「return counter;」會造成編譯錯誤。正確答案為。
(MTA 認證模擬試題)

五. 你在面試開發 JAVA 的工作，下方的程式碼出現在你面前。
01 public class ScopeTester
02 {
03
int x = 5;
04
static int y = 5;
05
06
public void test()
07
{
08
int x = 10;
09
int y = 10;
10
11
System.out.println("x = " + x);
12
System.out.println("this.x = " + this.x);
13
System.out.println("y = " + y);
14
System.out.println("ScopeTester.y = " + ScopeTester.y);
15
}
16 }

試算出計算出 test()方法的輸出。
請根據上方資訊在作答區選擇正確的答案，以完成每項敘述。
A. 第 11 行的輸出為：

.

B. 第 12 行的輸出為：

.

C. 第 13 行的輸出為：

.

D. 第 14 行的輸出為：

.

1. A. 第 11 行的輸出為： x = 10
2. B. 第 12 行的輸出為： this.x = 5
3. C. 第 13 行的輸出為： y = 10
4. D. 第 14 行的輸出為： ScopeTester.y = 5
5. 程式請參考 \ex06\src\test06_5\ScopeTester.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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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拉霸遊戲機實作

拉霸遊戲機是仿間電玩機常見的機台，常見有九個圖示的拉霸機與三個圖
示的拉霸機，九個圖示的拉霸機得獎的機率與設計的過程比較複雜，本節介紹
三個圖示的拉霸機。如下圖：

拉霸機圖示

可投注的總數量

每次投注量

按此鈕開始玩
拉霸機

一. 系統功能說明
下列是拉霸遊戲機的遊戲規則說明：
1. 開始時必須先設定本次投注的數量，接著按

鈕即開始玩拉霸

機。若投注量為 0，出現右下圖對話方塊顯示 "您已經破產了 ! 即將離
開遊戲" 訊息並結束遊戲；若投注量超過擁有的總數量或投注量小於等
於 0，即出現左下圖對話方塊顯示 "金額不足或金額不對! " 訊息。投注
總量預設 50。

2. 若拉霸遊戲的投注量文字方塊輸入文字資料並按
對話方塊顯示 "請輸入數字"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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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則出現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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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允許投注並按

17

鈕，此時拉霸機開始啟動且視窗上的三個圖會以

亂數的方式由下面 0.jpg~3.jpg 四張圖檔中任選一張來顯示。
- 0.jpg、

- 1.jpg、

- 2.jpg、

- 3.jpg

大約過三秒後，拉霸機停止轉動，再判斷是否有中獎？中獎條件如下：
 若得到 3 個

圖，則投注量得到 3 倍。

 若得到 3 個

圖，則投注量得到 10 倍。

 若得到 3 個

圖，則投注量得到 20 倍。

 若得到 3 個

圖，則投注量得到 50 倍。

二. 輸出入介面設計
1. 定義 MyJFrame 類別繼承自 JFrame 類別(視窗)，由於此類別中的
鈕必須處理 ActionEvent(按一下事件)，因此 MyJFrame 還必須實作
ActionListener 介面的 actionPerformed 方法。
2. 在 MyJFrame 類別的建構式內加入下列元件：
 建立 icon[0]~icon[3] 四個 ImageIcon 用來存放櫻桃、星星、西瓜、bar
四個拉霸機圖示，這四個圖示是在專案 barImg 資料夾下的 0.jpg、
1.jpg、2.jpg、3.jpg。
 建 立 jlbl[0]~jlbl[2] 三 個 標 籤 用 來 顯 示 拉 霸 遊 戲 的 三 個 圖 ， 即
jlbl[0]~jlbl[2] 三個標籤用來顯示 icon[0]~icon[3] 所代表的圖。
 建立 jlblSum 標籤用來顯示 "總數量：" 訊息。
 建立 jlblBetting 標籤用來顯示 "投注量：" 文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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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jtxtBetting 文字方塊用來設定每一次拉霸要投注的數量。
 建立 jbtnOk

鈕用來啟動拉霸機。

 將 MyJFrame 視窗大小設為寬 320、高 250。
 將 0.jpg~3.jpg 圖檔放到目前專案的 barImg 資料夾下。
視窗內建立的元件如下：

jbtn[0]~jbtn[2]

jtxtBetting

jlblSum

jlblOk

jlblBetting

三. 問題分析
1. 拉霸機上面三個圖示如何建立？
本例使用標籤元件來顯示拉霸遊戲上的圖示，因此在視窗上建立陣列元
件 jlbl，其陣列元素為 jlbl[0]~jlbl[2] 用來顯示三個拉霸圖。為方便使用
迴圈將圖片指定給 jlbl[0]~jlbl[2] ，必須建立陣列元件 icons，其陣列元
素為 icons[0]~icons[3] 用來存放
- 0.jpg、
- 1.jpg、
- 2.jpg、
- 3.jpg 四張圖檔，此時即可使用迴圈配合 jlbl[0]~jlbl[2] 以亂數方式
隨機顯示 icons[0]~icons[3] 的圖示。
2. 如何應用執行緒由 jlbl[0]~jlbl[2] 陣列元素(標籤元件)中亂數取圖？
當按

鈕使拉霸機啟動，此時執行緒物件啟動執行 run()方法，在

run() 方 法 中 設 定 jlbl[0]~jlbl[2] 陣 列 元 素 分 別 以 亂 數 方 式 由
icons[0]~icons[3] (即 0.jpg~3.jpg) 四張圖片中選取一張來顯示。為了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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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機上面的三張水果圖有滾動的感覺，該執行緒物件每隔 0.1 秒進入休
眠狀態並重新亂數取圖一次，直到連續 10 次才停止。
3. 如何判斷是否中獎？
當拉霸機的 jlbl[0]~jlbl[2] 陣列元素停止換圖時，即馬上判斷是否中獎，
此處將四張圖分別設定代碼以便判斷所中的獎項及倍數，如下：


荔枝代碼為 0



星星代碼為 1



西瓜代碼為 2



BAR 代碼為 3

n[0]=1

n[1]=2

n[2]=0

譬如：上圖為拉霸機亂數出來的水果圖，將三個水果圖代碼依序存入陣
列 n，當陣列元素 n[0]、n[1] 和 n[2] 的代碼都相同表示有中獎，依中獎
規則依指定倍數賠。
四. 事件流程
在

鈕 ActionListener 傾 聽 者 物 件 的 actionPerformed 方 法 ( 即
鈕所執行的方法) 內啟動執行緒物件，該執行緒物件的 run()方法做下

列指定事情：
1. 判斷投注量是否有誤？
 若 sum 總數量等於 0 即表示沒有可用的投注額，此時出現對話方塊
並顯示 "您已經破產了!即將離開遊戲" 訊息，接著馬上離開遊戲；若
sum 總數量不為 0 則繼續下一步驟。
 由 jtxtBetting 文字方塊取得使用者的投注額並指定給 betting，接著
判斷 sum 總數量是否小於 betting 投注額或 betting 投注額是否小於
0，若其中之一成立表示金額不足，此時出現對話方塊並顯示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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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或金額不對!" 訊息，接著馬上執行 return 敘述離開事件方法；由
於使用者可能在 jtxtBetting 文字方塊內輸入文字資料，因此此處請使
用 try…catch…括住，以便補捉例外。
 當使用者在 jtxtBetting 文字方塊內輸入文字資料即產生執行時期的
例外，此時出現對話方塊顯示 "請輸入數字" 訊息，提示使用者投注
額輸入錯誤。
2. 如何每 0.1 秒讓 jlbl[0]~jlbl[2] 隨機顯示 icons[0]~icons[3] 的圖(即 0.jpg
~3.jpg)：
 預設 k=0，進入 do…while 迴圈內。
 使用 for 迴圈配合亂數使 jlbl[0]~jlbl[2] 隨機顯示 icons[0] ~icons[3] 的
圖(即 0.jpg~3.jpg)，並將亂數產生的三個水果圖代碼依序存入陣列元
素 n[0]、n[1] 和 n[2] 中。
 使 k 加 1，用來表示 do…while 迴圈執行的次數。
 使 用 Thread.currentThread().sleep(100) 敘 述 讓 目 前 執 行 緒 暫 停 0.1
秒，使 jlbl[0]~jlbl[2] 能顯示指定的圖檔。
 判斷 k 是否小於 10，若成立即跳到本項目步驟繼續執行，否則離
開 do…while 迴圈。
由於呼叫執行緒的 sleep()方法會產生 InterruptedException 的例外，因
此請將上述程式碼寫在 try…catch…敘述內。程式碼如下：
int k = 0;
......
try {
do {
// 產生 0~3 之間的亂數並指定給 n[0]~n[2]
// 並在 jlbl[0]~jlbl[2]隨機顯示櫻桃,星星,西瓜,bar 圖示
for (int i = 0; i < jlbl.length; i++){
n[i] = (int)Math.round(Math.random() * 3);
jlbl[i].setIcon(icons[n[i]]);
}
k++;
Thread.currentThread().sleep(100);//目前執行緒暫停 0.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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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k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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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k 大於 0，則停止拉霸遊戲

} catch(InterruptedException ex) { }

3. 如何判斷中到那個獎項，流程圖如下：
開始

kind-1

kind 預 設 等 於 -1
表示沒中獎

當 num[0]為 0且 num[1]
為 0 且 num[2]為 0

是

中三個櫻桃圖
kind3
(表示得 3 倍)

是

中三個星星圖
kind10
(表示得 10 倍)

是

中三個西瓜圖
kind20
(表示得 20 倍)

否
當 num[0]為 1且 num[1]
為 1 且 num[2]為 1

否

當 num[0]為 2且 num[1]
為 2 且 num[2]為 2

否
當 num[0]為 3且 num[1]
為 3 且 num[2]為 3

是

中三個 Bar 圖
kind50
(表示得 50 倍)

否

判斷 kind
是否不等於-1

是

顯示中獎的倍數及
計算目前的總數量

否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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