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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

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SDLC）是一有組織的方式

用來開發一個企業的資訊系統。SDLC 常見的有瀑布模式（Waterfall Model），

它將系統發展的流程分為幾個階段來進行（Shelly 1995）。

1. 初步調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2. 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

3. 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

4. 系統開發（System Development）

5. 系統實施與評估（System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SDLC）的模型可分為下

列幾種：

1. 瀑布模型（Water fare Model）

2. 古典系統發展生命週期（Classecal Project Life Cycle）

3. 結構化生命週期（Structured Life Cycle）

4. 雛形式生命週期法（Prototyping Life Cycle）

附註 各家說法內容大同小異。

瀑布模型（Water fare Model）各階段的工作內容

1. 調查階段（Survey） 

2. 需求分析階段（Requirement analysis）

3. 系統設計（System Design）

4. 編碼階段（Coding）

5. 測試階段（Testing）

6. 維護階段（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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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雛形式生命週期法特色

雛形式生命週期法特色（Prototyping Life Cycle）在於快速的規劃、分析與設

計，並建立一個系統雛型，經由與使用者作不斷的評估與修正，可以辨別使用者

的動態功能需求，或將工作雛型評估修正成最終的軟體產品。

 1-2 應用程式類型

主控台應用程式

1. 主控台應用程式專案範本，會加入建立主控台應用程式所需的項目。

2. 主控台應用程式通常不會使用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進行設計，而且是

編譯為可執行檔。

3. 您可以在命令提示字元內輸入指令，即可與主控台應用程式互動。為了回應

您所輸入的指令，應用程式可能也會在命令提示字元內傳回資訊。

4. 直接交換輸入和輸出的方法，使得主控台應用程式在不需要附加 GUI 層級

的情形下，提供一種學習程式設計技術的好方式。

Windows Form

Windows Form 可讓您開發具有豐富圖形的應用程式，並且可以很容易的部署及

更新。此外，Windows Form 應用程式也可以透過比傳統 Windows 應用程式更

安全的方法來存取本機電腦上的資源。

何時要使用Windows Form

1. 當您想要讓用戶端應用程式負責應用程式中大多數的處理負荷時，可以使用 

Windows Form 開發程式。

2. 這些應用程式，完全倚賴桌上型電腦的處理能力，以及高效能顯示能力。

3. 有些 Windows Form 應用程式可能是完全獨立的（Self-Contained），並且在

使用者電腦上執行整個應用程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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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程式可能是較大型系統的一部分，而桌上型電腦主要是用來處理使用者

輸入。例如，銷售點系統通常需要在桌上型電腦上建立複雜、可回應的使用

者介面，但又要連結至執行後端處理的其他元件。

5. 在 Windows 架構的基礎上建置 Windows Form 的 Windows 應用程式，因此

這個應用程式能夠存取用戶端電腦上的系統資源，包括本機檔案、Windows

登錄、印表機等等。

6. 可限制存取層級來避免因非法存取產生的任何安全風險或潛在問題。

7. Windows Form 可以使用 .NET FrameworkGDI+ 圖形類別來建立圖形式豐

富的介面，而這通常是資料採擷或遊戲應用程式的要件。

何時要使用Web Form 

1. 使用 ASP.NET Web Form，可以建立主要具有瀏覽器使用者介面的應用程

式。包括可透過全球資訊網公開取得的應用程式，例如電子商務應用程式。

2. 除了建立網站之外，Web Form 也適合當做「精簡型前端」使用，例如網際

網路架構的員工手冊或福利應用程式。

3. Web Form 應用程式具備一項優點，那就是它沒有散發成本。使用者都已經

安裝好他們唯一需要的應用程式 — 瀏覽器。

4. Web Form 應用程式是不需要平台的，也就是說，它們是「直接接觸」的應

用程式。使用者無需考慮瀏覽器類型，甚至使用的電腦類型，就可與您的應

用程式互動。

比較Windows Form和Web Form

功能 /準則 Windows Form Web Form

部署 Windows Form 允許以 ClickOnce 

進行「不需接觸」的部署，可在使

用者電腦上直接下載、安裝並執行

應用程式，而不需變更登錄。

1. Web Form 沒有用戶端部署；

因為用戶端只需要瀏覽器。

2. 伺服器必須執行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 可更新伺服器上的程式碼來更

新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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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 /準則 Windows Form Web Form

圖形 Windows Form 包括 GDI+，這能
夠啟用遊戲中和其他富有圖形環境

中的複雜圖形。

1. Web Form上所使用的互動式
或動態圖形需要往返伺服器以

進行更新。

2. 在伺服器上使用 GDI+ 以建
立自訂圖形。

回應 1. 您可在用戶端電腦上完整執行 
Windows Form；

2. 可為需要高度互動的應用程式
提供最快的回應速度。

Web Form 應用程式便可利用瀏
覽器的動態 HTML（DHTML）功
能，來建立內容豐富、可回應的使

用者介面（UI）。

表單和直書 /
橫書控制項

1. 若要在 Windows Form上顯示
文字，請您將文字插入至控制

項。

2. 格式設定則是受到限制。

1. Web Form是以 HTML樣式流
程配置為基礎，因此支援網頁

配置的所有功能。

2. 特別豐富的文字格式支援。

3. 如果使用者有可啟用 DHTML
的瀏覽器，您便可以利用二維

（x 軸和 y 軸）配置來指定更
精確的配置。

平台 Windows Form需要用戶端電腦執
行 .NET Framework。

1. Web Form只需要瀏覽器。

2. 可啟用 DHTML 的瀏覽器可

以使用額外的功能，但 Web 

Form可設計成與所有瀏覽器

搭配使用。

3. Web 伺服器必須執行 .NET 

Framework。

存取本機資源

（檔案系統、

Windows登錄
等等）

1. 應用程式在允許之後可以對本
機電腦資源擁有完整的存取。

2. 可精確地限制應用程式不能使
用特定資源。

瀏覽器安全性可防止應用程式存取

本機電腦上的資源。

程式撰寫模型 Windows Form是以用戶端、Win32
訊息模式為基礎，其中元件的執行

個體（Instance）是由開發人員建
立、使用和捨棄。

1. Web Form倚賴多數時間為非
同步且中斷連接的模型，其中

的元件彈性地與應用程式前端

結合。

2. 透過 HTTP 叫用應用程式元
件。這個模型可能不適用於需

要從使用者端取得極大輸送量

的應用程式，或具有大量交易

的應用程式。

3. Web Form應用程式也不適用
於需要高階並行控制的資料庫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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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的典型階段將以何種順序發生？

(A) 設計、開發、需求收集、測試

(B) 設計、需求收集、開發、測試

(C) 開發、設計、需求收集、測試

(D) 需求收集、設計、開發、測試

（ ）2. 哪一個詞彙用來描述包括需求收集、測試、部屬與維護的程序？

(A) 系統開發程序 (B)  系統資源管理

(C)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 (D)  軟體採購管理

（ ）3. 模擬應用程式的最終設計以確保開發進度符合預期的動作稱為：

(A) 分析需求  (B)  流程圖設計

(C) 原型設計  (D)  軟體測試

（ ）4. 您計畫為您的公司建立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會執行自動化的常式，並將結

果寫入以文字為基礎的紀錄檔。此應用程式只需要少量使用者互動，或完

全不需要。

主機電腦的安全性需求將使您無法在啟動時執行應用程式，而且使用者必

須可以輕鬆地在螢幕上看到該狀態。主機電腦也具有有限的記憶體和只能

顯示兩種色彩的監視器。這些電腦沒有網路連線。

您應該針對此環境使用哪種類型的應用程式？

(A) 以主控台為基礎 (B)  DirectX

(C) Windows Forms (D)  Windows 服務

（ ）5. 以主控台為基礎的應用程式和 Windows Forms 應用程式有何不同？

(A) 以主控台為基礎的應用程式需要「XNA 架構」才能執行

(B) 以主控台為基礎的應用程式不會顯示圖形化介面

(C) Windows Forms 應用程式可以存取網路資源

(D) Windows Forms 應用程式不提供允許使用者輸入的方法

（ ）6. 哪種類型的應用程式在安裝後具有下列特性？

 動類型設定為自動，預設會在背景持續執行

 不提拱使用者介面

(A) 批次檔  (B)  以主控台為基礎

(C) Windows Forms (D)  Window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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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資料型別

資料型別摘要

下面表格顯示可用的資料型態，以及儲存空間大小與可用範圍。

型別 佔用記憶體 數值範圍

bool 不一定 True或 False

byte 1個位元組 0至 255（不帶正負號）

char（字元） 2個位元組 0至 65535（不帶正負號）

DateTime（日期） 8個位元組
西元 1年 1月 1日 0:00:00至 

9999年 12月 31日 11:59:59 PM

decimal 十六個位元組 約 28位數的數字 

double

（雙精度浮點數）
8 個位元組

-1.79769313486231570E+308到 

-4.94065645841246544E-324（負值）， 

4.94065645841246544E-324到

1.79769313486231570E+308（正值）

int（整數） 4 個位元組 -2,147,483,648至 2,147,483,647

long（長整數） 8 個位元組
-9,223,372,036,854,775,808到

9,223,372,036,854,775,807 

sbyte 1 個位元組 -128至 127（帶正負號）

short（短整數） 2 個位元組 -32,768至 32,767（帶正負號）

single

（單精度浮點數）
4 個位元組

-3.4028235E+38到 -1.401298E-45（負值），

1.401298E-45到 3.4028235E+38（正值）

string

（可變長度）

依實際 

字串長度而定
0至大約二十億個 Unicode字元

uint 4 個位元組 0至 4,294,967,295（不帶正負號）

ulong 8 個位元組
0到 18,446,744,073,709,551,615（1.8...E+19）

（不帶正負號）

ushort 2 個位元組 0至 65,535（不帶正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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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標記法」中，“E”視為乘冪 10。因此 3.56E+2 表示 3.56×102或 356，

3.56E-2 則表示 3.56 / 102或 0.0356。

資料來源：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4xwz0t37.aspx

指定變數的有效範圍

變數可以被宣告為程序層次（區域變數）或模組層次的變數，主要取決於宣告變

數時採用的方式。

種類 範例 特點

區域變數
int變數 1

static int變數 2

1.在個別程序中宣告。

2.只有在宣告它們的程序中才能被使用。

3.不會影響其它程序中的相同名稱變數。

模組

層次變數
private int變數

模組層次變數對該模組的所有程序都有效，但無法

給其它模組的程式碼使用。

公用變數 public int變數 4 公用變數中的值對應用程式中的所有程序都有效。

附註
① 用 static 宣告的區域變數的值，會一直存在；而不用 static 宣告的變

數，只在程序執行期間才存在。

② 不能在程序中宣告公用變數，只能在模組的宣告區塊中宣告公用變數。

③ 要建立僅存在於程序內的常數或變數，請在這個程序內宣告。

④ 要建立對模組內所有程序都有效，但對模組之外任何程式碼都無效的常

數或變數，請在模組的宣告區塊中宣告。

⑤ 要建立對模組內所有程序都有效，但對模組之外任何程式碼都無效的常

數或變數，請在模組的宣告區塊中宣告。

⑥ 要建立在整個應用程式中，都有效的常數或變數，請在一般模組的宣告

區塊中進行宣告，如為常數，請在 const前面放置 public 關鍵字。



2-6

邏輯運算子

用來執行邏輯運算的運算子。

運算元 邏輯運算子 運算元 簡易判斷法

Nul（空） !(Not)

B

B的相反，亦即 B為 True則結果為 False，

B為 False，則結果為 True

A

&(And) A、B均為 True，才為 True

|(Or) A、B有一個為 True就是 True

^(Xor) 一 True，一 False才為 True

&&(AndAlso)
同 And但若 A為假，因 And為有一假即為

假不再花時間判斷 B

||(OrElse)
同 Or但若 A為真，因 Or為有一真即為真，

故不再花時間判斷 B

陣列

「陣列」是一組邏輯相關值，例如學校中每一年級的學生數。

陣列讓您可利用相同名稱，參考這些相關值，並使用稱為「索引」或「註標」

（Subscript）的數字來加以區分。這些個別值稱為陣列的「元素」。它們是從索

引 0 到最高索引值的連續值。

下列範例宣告含有學校中，每一年級學生數目的陣列變數。

int students(7);

前述範例中的陣列 students 包含了 7 個元素。元素的索引範圍從 0 到 6。陣列較

宣告 7 個不同的變數來得簡單。

從陣列取得值

使用陣列名稱和適當索引，來指定個別元素，即可取得其中一個陣列值。

1. 在運算式內，指定後面接有括弧的陣列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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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括弧內，包含和每個想要取得之元素相對應的索引的運算式。

3. 每個陣列維度（Dimension）都需要有一個索引。

下列範例顯示一些從陣列中取得值的陳述式（Statement）。

double[] no = null;
double[] price = null;
double[,,] desc = null;
lowValue = price[0];
pTotal = pTotal + price[n];
test = desc[i, j, k];

 2-2 程式設計基本指令

Visual C# 基本常用語法整理

�Ƽ 宣告變數

int x;

int x = 20;

�Ƽ 註解

//註解一 

/* 多行註解

⋯

多行註解 */

�Ƽ 指派陳述式

N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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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Ƽ 條件陳述式

if (X > Y) 
{
  X = X - Y;
} 
else 
{
  Y = Y - X;
}

if (X == Y) 
{
  X = Y + 10;
} 
else if (X > Y) 
{
  Y = Y + 5;
} 
else 
{
  X = Y;
}

string Tday = "非假日 ";
string Sel = "運動 ";
if (Tday == "假日 ")
{
    Console.Write("不上班 ");
    if (Sel == "運動 ")
    {
        Console.Write("要運動 5點起床 ");
    }
    else
    {
        Console.Write("不運動 7點起床 ");
    }
}
if (Tday != "假日 ")
{
    Console.Write("要上班 ");
    if (Sel == "運動 ")
    {
        Console.Write("要運動 5點起床 ");
    }
    else
    {
        Console.Write("不運動 6點起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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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您正在建立應用程式所需要的變數。您將儲存在這些變數中的資料具有下

列特性：

 由數字組成

 包含具有小數點的數字

 要求超過七位數的精確度

您需要使用會最小化所使用之記憶體數量的資料型別。你應該使用哪一種

資料型別？

(A) byte (B)  decimal (C)  double  (D)  single

（ ）2. 您正在建立應用程式的變數。您必須在此變數中儲存具有下列特性的資料：

 由數字和字元組成

 包含具有小數點的數字

您應該使用哪一種資料型別？

(A) char (B)  decimal (C)  float (D)  string

（ ）3. 您正在建置用以儲存測驗結果的應用程式。

您需要記錄答案是否正確，您需要最小化所使用的記憶體量。

您應該使用哪一種資料型別？

(A) bool (B)  double (C)  int (D)  string

（ ）4. 行動電話號碼如 0932-933-922 應採用何種資料型別？

(A) bool (B)  double (C)  int (D)  string

（ ）5. 陣列的元素必須由下列哪種方式存取：

(A) 使用簡單的整數索引

(B) 使用先進先出（FILO）程序

(C) 呼叫記憶體陣列中的最後一個項目

(D) 呼叫最後一次插入至陣列的項目

（ ）6. 您正在建立將會使用重複結構來執行計算的常式迴圈可能執行很多次或一

次也不執行。

您應該使用哪一個迴圈結構？

(A) do⋯while  (B)  if

(C) do ⋯ until  (D)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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