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本書介紹 Java程式語言及環境。不論你是軟體工程師或是一般網路使用者，你一定聽過
Java。15年來，網頁和 Java的發展深深地影響網際網路的發展。毫無疑問的，Java已
經成為最受歡迎的程式語言，在所有資訊相關產業，已經有數百萬人在使用 Java。過去
10年，就程式開發者的需求而言，Java遠勝於 C++及 VISUAL BASIC，尤其是在Web-
Based服務。很多學校已經將 Java列入先修課程中。[Page-xxi]

本書將提供完整的 Java基礎及 APIs說明，包括類別程式庫（Class Libraries），程式語
言技術以及語言特性。我們將帶領讀者發掘更多有趣的領域。O’Reilly有其他書籍提供
讀者更完整的 Java應用程式相關資訊。

本書盡可能提供實際又有趣的範例，而不僅僅只是文字敘述。範例都是簡單並可行的。

本書的用意不僅在於建立一個“殺手級 APP＂，也希望可帶給你一個新的開始及幫助你
開發屬於自己的 Java程式。

誰應該讀這本書

本書適合專業電腦人士、學生、熱愛使用電腦的人以及需要使用 Java建立應用程式的
人。本書可視為關於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程式設計、networking、GUIs及 XML
的一門速成課程。學習 Java的同時，你將了解實用軟體開發方法，Java及其 APIs的基
礎知識。[Page-xxii]

若你曾經使用過 C或 C++，那就更容易開始使用本書。如果你完全沒有使用任何程式語
言的經驗，也不需要太擔心。Java與 C或 C++之間，沒有太相近的語法。有其他物件
導向（Object-Oriented）程式語言的知識雖有幫助，但你可能會需要改變原本撰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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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慣。比起其他的程式語言，如 C++，Java更簡單易學。若你能從本書的例子中學習
Java，你一定會喜歡本書。

本書的最後一個部分探討 Java在Web applications、web services及 XML上的應用，包
含瀏覽器、伺服器及文件的基礎知識。

新發展

《Learning Java》第四版實際上是《Exploring Java》第六版更新並更名後的版本。每一
個版本不僅增加新題材，並且更新現有的內容及新增實用的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降低了 applet的使用，反映其近年來在互動式網頁中逐漸式微的
地位。相對地，本書涵蓋現今已成熟的技術，如 Java web應用程式、web services及
XML。

本書包含最新版本的 Java，稱為 Java Standard Edition（SE）7，JDK1.7。Sun 近年來
已將 Java多次更名。Sun創造「Java 2」這個名詞，來稱呼包含 Java version 1.2的新特
徵，且以 JDK取代 SDK。Sun於第六版更新時，從 Java version 1.4跳到 Java 5.0，但暫
緩使用 JDK並保留其命名習慣。現在已經更新至 Java 7。

Java 7變更少數的語法，同時大量更新 APIs及程式庫。本書擷取新 Java的特點及更新
書中的範例，使其更接近 Java7。[Page-xxiii]

Java6 及 Java7 的新事物

本書經過大量修訂，盡可能包含最新的訊息。包括更新本書上一版本與最新發表的 Java 
6及 Java 7之差異。本版本新主題包含：

 y 新 Java語言特色，包含類型推斷（type inference）在泛型（generics）的應用、改善
例外狀況處理及自動化資源管理。

 y 新的 concurrency功能，包含 Fork-Join架構。

 y 新的 NIO檔案 API，允許在 Java中存取新的檔案系統類型。

 y 新版本 Java Servlets（3.0）及 web service APIs，包含新版 annotations配置及內建
web service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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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新版 JAXB（2.2）Java XML 組合，包含使用新的 annotation 以利用 Java 處理
XML。

 y 改善 Swing桌面整合，強化主要的 Swing元件，如 JTable。

 y 更新本書的範例及案例分析。

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由以下項目組成：

 y 第一章與第二章為 Java基本內容介紹，引導你進入 Java的世界。

 y 第三章討論開發 Java所需使用的基礎工具，如 compiler、interpreter及 JAR檔案
包。

 y 第四章至第七章介紹 Java語言，如語法、類別（class）及物件（object）、例外、陣
列（array）、列舉（enumeration）、annotations…等。

 y 第八章包含 Java泛型（generics）及參數化型別（parameterized type）。

 y 第九章討論內建的執行緒（thread）機制及 Java concurrency package，這是進階工
程師會特別感興趣的章節。

 y 第十章包含 Java文字處理（text processing）、格式化、輸入（scanning）、字串工具
（string utilities）及正規表示式 API。[Page-xxiv]

 y 第十一章介紹核心 API，包括工具（utility）及集合（collection）。 

 y 第十二章介紹 Java I/O，串流（streams）、檔案及 NIO套件。 

 y 第十三章及第十四章討論網路程式設計，內容包含 sockets、NIO、URLs及 RMI。

 y 第十五章介紹使用 servlet、servlet過濾器、及 WAR檔案（如 web service）的 web
應用程序（web application）。

 y 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一章討論使用 Abstract Window Toolkit（AWT）及 Swing建立圖
形化使用者介面（GUI）。

 y 第二十二章介紹 JavaBeans元件架構（component architecture）與 NETBeans IDE。

 y 第二十三章介紹 app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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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第二十四章介紹 XML和 XSLT的 Java APIs，內容包含 XML架構（schema）、驗證
（validation）、XPath及 XInclude，如 XML與 JAXB的關聯。

 y 附錄 A 包含利用 Eclipse IDE來使用本書範例。

 y 附錄 B 敘述 BeanShell，這是由本書作者所開發，供 Java使用的一個輕量級腳本語
言。

很多讀者都會跳過序言，然而，萬一你讀到這裡，以下是我們提供的建議：

 y 如果你是有經驗但想要學習 Java的工程師，需要尋找範例，建議你從第二章著手。
若這不能令你滿意，你至少要看第三章介紹如何使用 compiler與 interpreter。或參
考附錄 A，了解如何在 Eclipse IDE中執行範例。

 y 如果你對進階的網路程式設計或 Web應用程式及 web service有興趣，請務必閱讀
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這些章節是 Java最有趣的部分之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之
一。

 y 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二章討論 Java的圖形功能及元件架構。如果你對撰寫圖像式 Java
應用程式或 applets有興趣，你應該閱讀這些章節。

 y 第二十四章討論使用 XML 的 Java APIs，內容包含 SAX、DOM、DTDs、XML 
Schema及利用 XSL產生供 Web使用的輸出。XML技術已成為主要的跨平台開發
主流。[Page-xxv]

線上資源

Oracle官方網站上，關於 Java的網頁連結為 http://java.sun.com；這個連結有許多軟體、
更新及 Java相關發行。你可以在此網頁找到 JDK，包含 compiler、interpreter及其他相
關工具。

你也可以拜訪 O’Reilly 的 Java 網站，網址為 http://oreilly.com/java。在這裡你可以找
到 O’Reilly 出版的其他 Java 書籍。另外，你可以在《Learning Java》的首頁，http://
oreilly/Java_4E，找到本書範例的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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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泛型

Java程式語言從導入開始（本書的第一版）已經超過十五年了。在這段時間裡，Java語
言已經成熟。但直到 Java 5.0，也就是 Java的第六個版本，這個核心語言才有了重大的
改變。這幾年來只有些細微的改變。早期加入的內部類別是很重要的。但在 Java 5.0的
泛型型態以前，這些改變都未影響 Java程式碼或 Java程式開發員。[Page-223]

泛型是抽象的。泛型可以讓你建立類別和方法在不同型態的物件中以同樣的方式運行。

泛型（generic）這個詞源起於我們希望可以撰寫普遍的演算法，這演算法可以被廣泛的
使用在各種型態的物件，而不是為了要適應各種不同情況的程式碼。這個概念並不是新

發展出來的，它是物件導向程式中最主要的概念。Java泛型不著重在新增功能，它使得
Java更容易被編寫及讀取。

泛型藉由產生物件的 type來重複使用新的層級，我們可以運行泛型程式碼的明確的參
數。因此，泛型又稱為參數化型態（parameterized types）。在泛型類別中，每當使用泛
型型態時，程式設計師都會指出一個型態做為參數。類別參數化是由程式碼適應的型態

所支援的。

在其它的語言中，泛型有時又被稱為模型（template）。模型就像是中間類別，等待它們
可以用的的型態參數。Java採用了不同的路徑，它優點和缺點，我們將在本章中詳細說
明。

Java的泛型有許多可討論的地方。有些點可能一開始看起來會有點奇怪，但不要氣餒。
大多數你會用到的泛型都是簡單而且直接的。接下來讓我們有點耐心的來看看這個新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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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看最令人深思的泛型例子：容器類別（container classe）和集合（collection）。
接下來，在進入到撰寫泛型類別的細節前，我們先看看泛型是如何運作的。然後，我們

導入泛型方法（generic method），它可以聰明地推斷出它們是如何呼叫參數型態。最
後，我們會提供 Java API中的幾個實際的泛型類別的例子。[Page-224]

容器：建立好捕鼠器

在像是 Java這樣的物件導向程式語言，多型（polymorphism）是指物件總是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互相交換的。物件的任何子型態都可以代替它的超型態（parent type），每個物件
都是 java.lang.Object的子型態，可以說是物件導向的“前身＂。因此，對於大多數普
通型態的容器（container）在 Java中與 Object型態一起運作，這樣它們可以容納任何
東西。經由容器，類別表示可以由其它方式保有其它類別的實體。Java集合架構（Java 
Collections Framework）是容器最好的例子。舉例來說，List持有 Object型態元素的有
序集合。Map保存相關的關鍵值，關鍵值的鍵和值又是使用最常用的型態，Object。包
裹器可以幫助基本型態，這樣的安排一直運作的很好。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型

態的集合＂也就是“無型態的集合＂，並且與 Object一起運作來對許多容器應該有的責
任。

這有點像物件的化妝舞會，其中每個人都穿著同樣的面具並且消失在集合中。一旦物件

被打扮成 Object型態，編譯器就不能看到真正的型態，並且失去它們。它是由使用者
使用型態強制轉型後深入物件的匿名性。你最後正確的強制轉型，否則會得到不受歡迎

的驚喜。

Date date = new Date();
List list = new ArrayList();
list.add( date );
...
Date firstElement = (Date)list.get(0); // 這個例子正確嗎？也許吧。

List介面有 add()方法可以接受任何型態的 Object。這裡我們指定 ArrayList實體，用
來執行簡單的 List介面並且加入物件 Date。若要判斷這個強制轉型的例子是否正確，
要依據“...＂這段程式發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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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可以被修改嗎？

很自然地，我們會問是否有一種方法可以使這種狀況變得更好。當我們只將 Dates放到
清單中，那麼會發生什麼事呢？我們是否能讓我們的清單只接受 Date物件，擺脫強制
轉型，並讓編譯器幫助我們呢？令人驚訝的是答案或許是否定的，或至少，不是一個非

常令人滿意的方法。[Page-225]

我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是試圖「覆寫」ArrayList在子類別中的方法。但是，在子類別中
重寫 add()方法不會真的覆寫任何東西，它會增加新的多載 （overloaded）方法。

public void add( Object o ) { ... }
public void add( Date d ) { ... } // 多載方法

這個物件的結果會接受任何型態的物件，只是會經由呼叫不同的方法來達到最後的結

果。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一個更大的任務。例如，我們可以寫一個不延伸 ArrayList的

dateList類別，而是代表其方法完成 ArrayList。這相當於繁瑣的工作，這將讓我們的
物件做一切 List做的，但可以與 Date一起運行。不過，我們的容器現在已不再是 List
實作，所以我們不能使用它來處理所有集合的功能，像是 Collections.sort()，或者使
用 Collection addAll()方法將其增加到另一個集合。

概括來說，這個問題是否會使物件的行為更加完美，我們真正想要做的是改變與使用者

間的契約。我們要讓它們的 API適應更具體的型態，而多型卻不允許。我們似乎無法擺
脫集合中的 Object，而這正是泛型之所以產生的原因。

泛型導引

泛型是一個增強類別語法並且允許我們為給定的型態或一組型態指定類別。當我們指向

類別型態時並且使用它們，泛型類別需要一個或多個型態參數（type parameter）。

舉例來說，當你看著資源或 Javadoc的 List類別，你會看見定義好的程式如下：

public class List< E > {
    ...
    public void add( E element ) { ... }
    public E get( int 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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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括號（<>）之間的標示符號 E是一個型態變數（type variable）。它指出類別 List是
泛型，需要 Java型態作為參數來使它更完整。符號 E是多變的，但我們也會看到一些
慣例。在這種情況下，型態變數 E表示我們要儲存在列表中的元素型態。List類別指向
型態變數的主體和方法。該型態變數可以被用來宣告實體變數、方法的參數、以及方法

的回傳型態。在這個例子中，E被用來當作我們將藉由 add()方法增加和 get()方法回
傳型態的元件型態。讓我們來看看如何使用它。[Page-226]

當我們想要使用 List型態時，尖括號語法支援型態變數

List<String> listOfStrings;

在這段程式中，我們宣告變數 listOfStrings，使用泛型型態 List加上型態參數

String。String指向 String類別，但我們不能再 Java類別型態中指定 List。例如：

List<Date> dates;
List<java.math.BigDecimal> decimals;
List<Foo> foos;

經由提供型態參數而完成的型態被稱為實體化的型態（instantiating the type）。有時候
它也被稱為呼叫的型態（invoking the type），它是藉由呼叫方法的類比來提供它的參
數。相較於普遍的 Java類別，我們簡單地按照名稱指向型態，當使用泛型型態時，它必
須被參數實體化（註 1）。具體來說，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實體化型態，使得這些型態可以
在任何地方被顯示為宣告過的變數型態（如下面的程式碼所示），這個變數型態可作為

方法參數的型態、方法的回傳型態，或使用關鍵字 new配置物件的運算式。

現在先回來談論 listOfStrings，現在我們有一個 List，類別主體中的型態 String已經
替換成型態變數 E： 

public class List< String > {
    ...
    public void add( String element ) { ... }
    public String get( int i ) { ... }
}

我們有專門的 List類別與 String型態的元件一起運作，以及是型態的唯一（only）元
件。此方法的簽章不能再接受任意物件型態。

1  也就是說，除非你想在非泛型形式中使用泛型型態。我們將在本章的後面談談“原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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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只是一個介面。若要使用變數，我們需要建立 List中的實際實作的實體。正如我
們前面介紹的，要使用 ArrayList。和之前一樣，ArrayList是一個實作 List介面的類
別，但在這個例子中，List和 ArrayList都是泛型類別。因此，當它們被使用的時候，
它們需要型態參數來實體化。當然，我們將建立 ArrayList來保存 String元件，以搭配

String中的 List：[Page-227]

List<String> listOfStrings = new ArrayList<String>
List<String> listOfStrings = new ArrayList<>(); // 或者在 Java7.0或更新的版本中省略

與往常一樣，關鍵字 new取得 Java型態及用括號將類別建構函式的可能參數包起來。
在這個例子中，型態是 ArrayList<String>——String型態實體化後的泛型 ArrayList型
態。

宣告變數就像是在前面的例子中的第一行程式碼那樣，有點麻煩，因為它要求我們要輸

入兩次泛型參數型態（一次在變數型態的左邊，一次在初始化運算式的右邊）。而在更

複雜的例子中，泛型型態可能會非常冗長，一個疊著一個。在 Java7中，編譯器足夠聰
明可以從你指定的變數型態中推斷初始化運算式的型態。這就是所謂的泛型型態推斷 
（generic type inference）並且歸納出一個結果，你可以留一個 <>標示內容在變數宣告
的右側，如例子中所示的第二行。

現在，我們可以使用指定的 List字串。編譯器會阻止我們試圖放除了 String物件（或

String的子型態）以外的東西到列表中，並允許我們只用 get()方法（不需要任何強制
轉型）取得它們：

List<String> listOfStrings = new ArrayList<String>();
listOfStrings.add("eureka! ");
String s = listOfStrings.get(0); // "eureka! "

listOfStrings.add( new Date() ); // 編譯時期的錯誤！

讓我們再從 Collections API舉一個例子。Map介面提供了一個關鍵字物件與值物件的對
照表。關鍵字和值不一定是同型態的。泛型 Map介面需要兩種型態參數：一個是關鍵字
型態（key type），一個是值型態（value type）。在 Javadoc中看起來像這樣：

public class Map< K, V > {
    ...
    public V put( K key, V value ) { ... } // 回傳任何舊的值
    public V get( K key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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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 Map來儲存 Employee物件為 Integer型式的“員工 ID＂號碼。像這樣：

Map< Integer, Employee > employees = new HashMap< Integer, Employee >();
Integer bobsId = ...;
Employee bob = ...;

employees.put( bobsId, bob );
Employee employee = employees.get( bobsId );

這裡我們使用 HashMap，它用泛型類別實作 Map介面，並且實體化兩種型態的型態參
數：Integer和 Employee。現在的 Map只適用於 Integer型態的關鍵字和持有值型態的

Employee。[Page-228]

我們在這裡使用 Integer來保存數字的原因是因為型態參數的泛型類別必須是類別型
態。我們不能用基本型態來參數化泛型類別，如 int或 boolean。幸運的是，如果我們
允許使用基礎型態，Java中的基本 autoboxing（參考第五章）就可以使得它們看起來像
是包裹型態一樣：

employees.put( 42, bob );
Employee bob = employees.get( 42 );

在這裡，autoboxing兩次轉換成整數 42的 Integer包裹器。

在第十一章，我們將看到所有 Java集合類別和介面都是泛型。此外，還有許多其它的
API也使用泛型，你可以適應它們的特定型態。在本書中，我們將討論更多有關泛型的
議題。

型態

在深入討論之前，我們先看看特別的泛型別參數。因為泛型最常見的和令人信服的例子

是類容器（container-like）的物件，依照常理來說，它是一個泛型型態“保有＂參數型
態。在例子裡，我們呼叫 List<String>中的“字串列表＂。同樣地，我們可能會稱員工
對照表為“員工 ID與員工物件的對照表＂。但是，這些敘述多半集中在 do類別，而不
在型態本身。被稱為 Trap< E >的單一物件容器可以在一個 Mouse物件型態或 Bear型態
被實體化；也就是說 Trap<Mouse>或 Trap<Bear>。這裡的直覺是去呼叫新型態 “mouse 
trap＂或“bear trap＂。同樣地，我們可以思考我們地字串列表作為一個新的型態：“string 
list＂或者視員工對照表為一個新的“整數員工物件對照表＂型態。你還可以使用任何你
喜歡的語句，但後者的描述更專注在視泛型為型態的概念，並且這個概念有助於後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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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討論泛型型態是如何在型態系統相關聯的。我們將看到容器專門語原來是有點違背

常理的。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從不同的角度繼續討論 Java中泛型型態。我們已經看到了它
們可以做一些事情；現在我們要談談它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Page-229]

“There Is No Spoon＂
電影 The Matrix（註 2）中，英雄 NEO就有了一個選擇。一個是拿藍色藥丸並留在幻想
的世界裡，另一個選擇是拿紅色藥丸和看到真實的事物。在處理 Java泛型時，我們也面
臨著類似這種兩難的困境。到目前為止，在討論泛型之前，我們要先知道它是如何運行

的。我們幻想的是解是一個由編譯器建立的，可以讓程式碼更容易被接受的。現實生活

（縱使不像電影中那種反烏托邦的惡夢）中是一個險惡的環境，充滿了看不見的危險和

問題。為什麼不使用型態轉換，然後測試泛型是否可正常運作？為什麼不能看看兩個不

同的泛型介面實作在同一個類別中會發生什麼事情？為什麼即使是沒有辦法用 Java來建
立這樣的陣列，我還是可以宣告泛型型態的陣列？！我們將在本章節中回答這些問題。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吧。

Java泛型的設計目標為：添加一個全新的語法，使得導入參數化型態更安全，並且對效
能沒有影響；另外，使它與現有的 Java程式碼成為相容的語言，不以任何方式改變編譯
後的類別。相當令人訝異的是，這些條件滿足了所有要求而且一點也不奇怪。但通常，

這種妥協的需求都互導致一些問題。

要完成這個任務，Java使用的技術稱為清除（erasure），它牽涉到的概念是因為大多數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與泛型靜態地應用在編譯時期，泛型的資訊並不會被帶入編譯後的類

別中。在編譯的類別中，由編譯器強制執行的泛型類別性質可以被“清除＂，它允許我

2  關於本章節中那些你可能會喜歡的內容標題，出處來源是：

　男孩：不要試圖折彎湯匙。這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只能盡量悟出的道理。

　NEO：什麼道理？

　男孩：沒有勺子。

　NEO：沒有勺子？

　男孩：你會看到不是勺子彎曲，是你自己。

　—— Wachowski、Andy 和 Larry。The Matrix。 136 分鐘。華納兄弟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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