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C#是針對微軟 .NET平台的開發人員而設計的程式語言。微軟描繪 C#為一個針對 .NET
開發之現代與創新的程式語言，並持續改版到 C# 6.0，其中具備的功能可以協助支援動
態程式設計、平行程式設計以及撰寫更少的程式碼而達成所需。C#仍然允許宣告式與
功能式兩種程式設計樣式，而且還包含強大的物件導向功能。總之，C#讓讀者可以對
適合解決特定問題的程式設計樣式運用自如。

筆者會開始合作撰寫本書起因於我們首次學習 C#當時遭遇的程式設計問題，並且針對
這個語言的新挑戰和新功能持續的進行內容的擴充。在本書的第四版中，我們已經重新

設計許多方案的做法以善用 C#中最新的功能，譬如：新的運算式層級（nameof、字串插
值、null條件、索引鍵初始設定式）、成員宣告（自動屬性初始設定式、唯讀（getter-
only）自動屬性、運算式主體函式成員），以及陳述式層級（例外狀況篩選條件）等功
能。筆者還納入動態程式設計（C# 4.0）和非同步程式設計（C# 5.0）的新用法於現有
的與新的錦囊妙計之中，進而協助讀者了解如何使用這些語言功能。

筆者希望這些新增的內容能夠幫助讀者在首次學習 C#、探索語言的新功能或在開發期間
運用隨之而來的稍微不尋常項目時，得以順利處理每個人會遇到的一些常見（和特別）

的缺陷與問題。其中有些錦囊妙計是處理筆者發現 .NET Framework類別庫（FCL）遺漏
的項目，儘管微軟已經提供許多功能來避免技術人員另起爐灶，還是難免有遺珠之憾。

讀者可能會立即使用本書提供的方案，然而有些方案可能永遠不會吸引讀者來運用，但

我們希望本書可以讓讀者的收穫遠遠超出 C#和 .NET Framework所能給予的內容。

本書展現的是讀者身為 C#程式設計師的生涯所要解決的問題範疇。我們將這些方案稱
為錦囊妙計（recipes）；每個錦囊妙計是由單一的問題、方案、討論以及其它相關資訊

所組成，而錦囊的結尾通常還會有資源清單，譬如：可以在 FCL的某處找到所使用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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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更多相關資訊、其它書籍描述的類似主題、相關文章和具有關聯的其它錦囊妙計。

這種問與答的格式會針對問題來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進而讓讀者更容易閱讀與使用本

書。幾乎每一個錦囊中都包含完整文字描述的範例程式，說明如何解決特定的問題，與

探討基礎技術運作的方式以及列出替代方案、限制條件與其它適宜的考量。

誰適合閱讀本書

本書的讀者不需要是經驗豐富的 C#或 .NET開發人員─這是適合各層級經驗人員閱讀

的一本書。本書針對開發人員每天所面對的問題以及可能屬於比較特別的問題，而提供

相關的解決方案。書中的錦囊妙計鎖定於真實世界中開發人員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而

不用事先學習很多的理論。雖然參考書或教學手冊可以教導一般的概念，但它們通常不

會提供讀者解決真實世界問題所需的協助。筆者選擇以範例來做教學，這是大多數人學

習時所採用的自然方式。

本書所定位的大部分內容是 C#開發人員經常要面對解決的問題，而某些較進階的問題
需要結合許多技術的更複雜方案。每個錦囊旨在幫助讀者快速了解問題、學會如何解決

問題以及找出任何潛在的得失或不良後果，進而協助讀者快速、有效與最少負擔的解決

相關問題。

為了降低讀者輸入方案範例程式的負擔，筆者於 O՚Reilly網站上提供本書的範例程式，
以促進開發的「編輯器繼承」模式（複製和貼上），以及協助經驗較少的開發人員可以

立即接觸到良好的程式設計慣例。範例程式提供一個可運作的測試工具來試驗每個方

案，而本書的每個方案小節內容包含足夠的程式碼描述，讓讀者在不需要取用範例程式

就能夠實作對應的解決方案。範例程式可從相關的書籍網頁中取得（https://github.com/

oreillymedia/c_sharp_6_cookbook）。

本書所需的軟體資源

需要使用 Windows 7以上版本的電腦來執行本書的範例程式。書中的一些網路與 XML
方案內容需要使用微軟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7.5以上的版本，而第九章
的 FTP錦囊妙計需要本機組態設定的 FTP伺服器。

另外需要使用 Visual Studio 2015來開啟與編譯書中的範例。倘若讀者熟悉可下載版本
的 Framework SDK與其命令列編譯器，則對於書中內容與範例程式的運用應該不會有
任何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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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開發平台的注意事項

本書的方案是使用 Visual Studio 2015的開發平台，由於 C# 6.0與 C# 3.0之間有明顯的
差異，筆者已針對這些差異而修改本書第三版的範例程式。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最新的 C#是 6.0版，而 .NET Framework的版本為 4.6；C#會持續
配合 .NET Framework的每個版本來進行更新改版，其中 C# 6.0有許多語言功能，得以
讓讀者撰寫任意樣式的程式而最佳的套用於手頭的工作上。

本書內容簡介

本書共有十三章，其中每個章節會聚焦於 C#方案中某個特定的主題。接下來描述每一
章的內容摘要與簡介，進而讓讀者對於本書內容有概觀的了解：

第一章　類別與泛型

本章屬於大篇幅的章節，其內的錦囊妙計主要在處理類別與結構資料類型，以及

泛型的運用能夠以一致的程式碼運作於不同類型的值。本章探討的內容廣泛，從

closures到類別轉換為成熟命令列引數處理系統的類別設計主體皆有包含，其中也有
泛型的加強理解、泛型適用時機、Framework中提供的泛型相關支援以及如何建立
集合的自訂實作內容等等的錦囊妙計。

第二章　集合、列舉元與迭代器

本章探討集合、列舉元與迭代器的運用。其中集合的錦囊妙計會利用─以及擴充

─（一維、多維以及不規則）陣列、List<T>與其它集合類別的功能，也會討論泛
型式集合與各種方式建立的自訂強類型集合。另外會說明如何建立自訂列舉元、如

何針對泛型與非泛型類型實作迭代器、使用迭代器實作 foreach功能以及實作自訂迭
代器。

第三章　資料類型

本章涵蓋字串、數字與列舉類型內容。其中的錦囊妙計會討論如何完成像是字串編

碼 /解碼、執行數字類型轉換以及測試字串是否包含有效數值等項目；也會提到如
何顯示、轉換與測試列舉類型以及如何使用由位元旗標組成的列舉類型。

第四章　Language Integrated Query（LINQ）與 Lambda 運算式
本章會介紹 Language Integrated Query（LINQ）與其使用方式，還有包含平行 LINQ
（PLINQ）範例。其中的錦囊會使用許多的標準查詢運算子，以及呈現如何使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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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非屬於此語言關鍵字的查詢運算子，而依然讓它們表現出相當的能力；本章也會

有錦囊來探討 Lambda運算式以及說明它們在舊式委派中的使用方式。

第五章　偵錯與例外狀況處理

本章定位於偵錯與例外狀況處理方面。其中的錦囊會使用位於 System.Diagnostics命
名空間中的資料類型，譬如：事件記錄、處理序、效能計數器以及針對類型自訂偵

錯器的呈現。另外會聚焦於應用程式中實作例外狀況處理的最佳方式。也會包含避

免未處理的例外狀況、讀取與顯示堆疊追蹤以及擲回 /重新擲回例外狀況等主題。
本章尾聲會有錦囊說明如何克服某些棘手的情況，譬如：來自晚期繫結呼叫方法的

例外狀況與非同步例外狀況處理。

第六章　反映與動態程式設計

本章說明由 .NET Framework提供的內建組件檢查系統的用法，得以判斷實作於某個
組件內的類型、介面與方法為何，以及描述如何以晚期繫結方式來存取它們。另外

還會討論如何使用 dynamic、ExpandoObject與 DynamicObject來完成應用程式中的動
態程式設計。

第七章　規則運算式

本章涵蓋一組實用的類別用來針對字串執行規則運算式。其中的錦囊內容包含規則

運算式比對、將字串切割成數個語彙基元、找尋 /替換字元以及驗證規則運算式的
語法等項目。另外也有個錦囊是含有多個通用規則運算式模式的內容。

第八章　檔案系統 I/O

本章會以三種不同的方式來存取檔案系統：第一種是典型的檔案存取；第二種是目

錄型式或資料夾型式存取；而第三種聚焦於進階的檔案系統 I/O主題。

第九章　網路與 Web

本章探討由 .NET Framework提供的網路連接項目，以及說明程式化存取網路資源與
Web內容的方式。其中的錦囊包含直接使用 TCP/IP、使用具名管道通訊、建立自訂
連接埠掃描程式、程式化判斷網站組態等等項目。

第十章　XML

運用 .NET時，很可能或多或少會處理到 XML內容，而本章就會討論 XML相關
的某些應用，以及如何針對 XML 而使用 LINQ to XML、XmlReader/XmlWriter與
XmlDocument來進行程式設計。其中涵蓋 XPath與 XSLT的使用範例，譬如：驗證
XML與將 XML轉換成 HTML的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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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安全性

我們很容易撰寫出 unsafe程式碼，而只有少數幾種方式可以撰寫出安全的程式碼。
本章會探討安全相關方面的內容，譬如：類型的存取控制、加密與解密、安全的儲

存資料以及使用程式化與宣告式的安全性。

第十二章　執行緒、同步與並行

本章定位的主題是 .NET程式中執行的多執行緒運用，而其中的相關議題譬如：在應
用程式中實作執行緒、避免與允許安全的並行存取資源、儲存每個執行緒的資料、

依序執行工作以及在 .NET中使用同步處理原始物件撰寫安全執行緒的程式碼。

第十三章　工具箱

本章的內容是針對開發人員時常碰到的那些任意種類的作業來做論述，譬如：判斷

系統資源的位置、傳送郵件以及運用服務。其中也涵蓋某些較少處理但實用的應用

程式片段，譬如：佇列訊息、在獨立的 AppDomain中執行程式，以及在全域組件快
取（GAC）中找尋組件的版本。

本書的某些錦囊彼此會有關聯，讀者可以從這些錦囊的參閱小節以及討論小節的部分內

容描述來得知彼此之間的關係。

本書之外的參考資源

本書不是 C#入門書或參考書，然而 O՚Reilly有出版一些優良的 C#入門書與參考書，
其中包含：Joseph Albahari 與 Ben Albahari 合著的 C# 6.0 in a Nutshell、C# 6.0 Pocket 

Reference 兩本書以及 Stephen Cleary 撰寫的 Concurency in C# Cookbook；另外 MSDN 
Library也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源，它包含在 Visual Studio 2015中，並可於 http://

msdn.microsoft.com線上使用。

本書編排習慣

本書使用的編排習慣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用來表示 URLs、目錄或檔案名稱、選項以及偶爾會作為內容項目的強調之用。



第一章

類別與泛型

1.0　簡介
本章涵蓋 C# 程式語言的基礎內容，其中討論的主題包含類別（classes）與結構
（structures）的相關用法、兩者之間的差異以及各別的使用時機。於此，我們會建構
具有繼承功能的類別，譬如：具備可排序、可搜尋、可處置及有複製能力的類別。另

外，這一章也會探討 union（等位）類型、欄位初始化、lambdas、部分方法（partial 
methods）、單一委派與多點傳送委派（single and multicast delegates）、closures、
functors（函式物件）等項目。本章還有一個受歡迎的錦囊妙計是：剖析命令列參數
（command-line parameters）的範例。

在進入第一章的錦囊妙計內容之前，讓我們先來複習類別、結構以及泛型（generics）
中與物件導向相關的功能重點。類別比結構更具有彈性，雖然結構與類別都能夠實作介

面，然而結構與類別的主要差異是：結構無法繼承自某個類別或某個結構，如此限制能

夠杜絕建構出像是類別階層的結構階層；此外，結構也禁止類似抽象基底類別（abstract 
base class）實作出多型（Polymorphism）的行為，因為結構無法繼承自另一個類別（除
了 boxing成 Object、ValueType或 Enum的情況之外）。

結構與其它的實值類型（value type）相同，皆隱含繼承自 System.ValueType。乍看之
下，結構與類別相似，但實際上兩者迥然不同；分辨兩者各自的適用時機，如此有助於應

用程式的設計運用；倘若不正確的使用結構，可能導致產出低劣效能與難以修改的程式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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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有兩項效能優於參考類型（reference types）：第一、如果結構配置在堆疊（stack）
上（即：並非包含在某個參考類型中），存取這個結構與其內容的速度會比存取堆積

（heap）上的參考類型要來得快一些。

參考類型物件必須依循堆積上所對應的參考，進而取得其中的資料；然而，這項效能優

點跟結構的第二項效能優勢比起來則顯得遜色—即：清除堆疊上某個結構的記憶體配

置只需要簡單的變更堆疊指標所指的位址，而這個動作在某個方法的呼叫傳回中即可完

成，如此的呼叫處理相當的快速，比起利用記憶體回收行程（garbage collector）自動清
除 managed堆積中的參考類型更有效率；然而，記憶體回收行程的效能成本有遞延的特
性，因此上述的這項差異不會立即顯現。

對於傳值（passed by value）給其它方法而言，結構處理的效能比類別差，因為結構置
於堆疊上，所以結構與其內容必須複製到一個新的區域變數中（用於接收此結構內容的

方法參數），然後將這個變數以傳值方式傳給對應的方法。比起傳遞某個物件的單一參

考給方法而言，除非結構的長度小於或等於機器的指標長度，否則複製內容的作法會耗

費較多的時間；因此，長度 32位元的結構傳遞成本剛好等同於 32位元機器上傳參考
（pass as a reference）的成本（即一個指標的長度大小）。所以要考慮上述的特性來做
為類別或結構運用的取捨依據。雖然建立、存取以及終結類別的物件可能會耗費較長的

時間，但也可能在以傳值方式將結構傳遞給一個或多個方法非常多次時而造成不平衡的

效能降低，因此將結構的長度維持短小進而讓以值傳遞結構的效能降低程度達到最小。

類別的適用時機：

• 著重識別（identity）時。然而結構在以傳值方式傳給方法時會隱含的執行複製內容
的作業。

• 具有大量記憶體資源需求時。

• 欄位需要初始設定式時。

• 需要繼承自基底類別時。

• 需要多型的行為時。也就是說：需要實作某個抽象基底類別，其中建立的一些相似
類別是繼承自這個抽象的基底類別。（注意：多型也可以透過介面來實作，但在一個

實值類型上放置某個介面，通常不是很好的作法，因為，將結構轉換成這個介面類

型時，將會導致此 boxing作業的效能降低。）

結構的適用時機：

• 做為基本類型時（例如：int、long、byte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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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少量的記憶體資源時。

• 呼叫某個 P/Invoke方法，而需要以傳值方式傳遞結構給此方法時。P/Invoke是平台

叫用（Platform Invoke）的簡稱，它讓 managed的程式碼可以呼叫外部某個 DLL公
開的 unmanaged方法。需要多次將結構傳入某個 DLL的 unmanaged方法，並且是
以傳值的方式來傳遞這個結構，則採用結構是有效的做法而且是唯一的處理方式。

• 需要針對應用程式的效能來降低記憶體回收的影響時。

• 欄位僅需要被初始化為預設值時。這個值對於數字類型是 0、對於 Boolean類型則為
false而對於參考類型是 null。注意：C# 6.0的 structs可以具備預設建構函式來將
struct的欄位初始化為非預設值。

• 不需要繼承自某個基底類別（所有 structs繼承的 ValueType類別除外）時。

• 不需要多型的行為時。

將結構傳入需要某個物件的方法時，譬如：在 Framework類別庫（FCL）裡的任何非
泛型集合類型（nongeneric collection types），採用結構可能也會造成效能低落，將結
構（就此而言，或是任何簡單的類型）傳入某個需要物件的方法會導致 boxed結構的作
業，在此的 Boxing是將實值類型包裝成物件的作業，而這項作業費時並且可能會降低 
效能。

最後，與泛型加以結合，進而可以撰寫出類型安全（type-safe）以及有效的集合型
（collection-based）和模式型（pattern-based）的程式。泛型會增添相當多的能量，然而
伴隨這個能量所承擔的責任是：正確的運用其中的相關內容。如果要考慮將 ArrayList、
Queue、Stack以及 Hashtable物件轉用其對應的泛型項目，則可以參考錦囊 1.9與 1.10
的作法，這些錦囊描述的程式慣例並非都是簡單與容易的內容，而且基於某些原因可能

根本不會想要使用這樣的慣例。

1.1　建立 Union類型結構

問題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類似 C++語言的 union資料類型，其中 union類型主要用於 interop
（互通）情況中，讓 unmanaged程式碼接受或傳回某個 union類型；筆者建議不要在其
它情況下使用 union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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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採用結構來實現，並以 StructLayout屬性標記這個結構（而在建構函式中指定此結構的
排列方式（layout kind）為 LayoutKind.Explicit），此外，用 FieldOffset屬性標記此結
構中的每個欄位；下列的結構會定義出一個 union，其內儲存單一的帶正負號（signed）
數值：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StructLayoutAttribute(LayoutKind.Explicit)]
struct SignedNumber
{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sbyte Num1;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short Num2;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int Num3;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long Num4;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float Num5;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double Num6;
}

下一個結構與上述的 SignedNumber結構類似，其內除了原本有的帶正負號數值之外，還
新增一個 String類型的欄位：

[StructLayoutAttribute(LayoutKind.Explicit)]
struct SignedNumberWithText
{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sbyte Num1;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short Num2;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int Num3;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long Num4;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float Num5;
   [FieldOffsetAttribute(0)]
   public double Num6;
   [FieldOffsetAttribute(16)]
   public string Tex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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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Unions通常是出現在 C++程式碼中的一種結構；然而，可以使用 C#結構資料類型的方
式來複製出這種結構類型。union是一種結構，其中可以針對此種結構內容，在記憶體

的某個特定位置上接納一種以上的類型。例如：SignedNumber是使用 C#結構建置的一
種 union類型結構，這個結構可接納任何種類的帶正負號數字類型（sbyte、int、long
等等），而其接納的數字類型可位於結構內的某個固定位置。

由於結構和類別都能夠使用 StructLayoutAttribute，因此也可以運用類別

來建立 union資料類型。

注意：在此以 0值傳遞給 FieldOffsetAttribute的建構函式，其中表示這個欄位在結構
起始位置位移零位元組的地方，這個屬性與 StructLayoutAttribute搭配運作，用來強制
設定此欄位在這個結構中的起始位置（即：每個欄位所在的記憶體位置是以從這個結構

開始的位移值來表示）；當 StructLayoutAttribute設為 LayoutKind.Explicit時，才能搭
配使用 FieldOffsetAttribute，此外，這個屬性不能應用於結構內的靜態成員。

Unions可能會造成問題，因為許多類型會確實的佔用另一個類型，最大的問題是從
union結構取出正確的資料類型時發生。假設要將 long類型數值 long.MaxValue儲存在
SignedNumber結構中，之後試圖從相同的結構中取出 byte資料類型的值，此時只會取回
這個 long數值的第一個位元組。

另一個問題發生在正確的結構位移位置的起始欄位。SignedNumberWithText union在位移
零的位置佔用多個帶正負號數字資料類型，這個結構的最後一個欄位安排在記憶體中此

結構起始之處位移 16個位元組的位置。如果不小心將字串欄位 Text1佔用任何其它的帶
正負號數字資料類型，則在執行階段會產生一個例外狀況。避免上述問題發生的基本規

則是：可以將某個實值類型佔用另一個實值類型，但不能將一個參考類型覆蓋在一個實

值類型之上。假如 Text1欄位用下列的屬性標記：

[FieldOffsetAttribute(14)]

在執行階段會擲回下列的例外狀況（注意，編譯器並不會攔截這個問題）：

System.TypeLoadException: 因為類型於位移 '14'處包含不正確對齊或被非物件欄位覆蓋的
物件欄位，無法從組件 'CSharpRecipes,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fe85c3941fbcc4c5'載入類型 'SignedNumberWithText'。

在 C#中使用複雜的 unions時，正確的取得欄位所在的位移值是極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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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若 要 獲 得 更 多 的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閱 MSDN 的「StructLayoutAttribute Class
（StructLayoutAttribute類別）」文件說明。

1.2　製作具有排序功能的類型

問題

有個資料類型會成為 List<T>或 SortedList<K,V>裡的一個項目。我們想要使用 List<T>.
Sort方法或 SortedList<K,V>內部的排序機制來自訂陣列裡資料類型的排序動作，此外
可能需要在某個 SortedList集合中使用這個類型。

方案

範例 1-1說明實作 IComparable<T>介面的方式，其中所示的 Square類別是以 List<T>與
SortedList<K,V>集合而對 Square物件作排序與搜尋作業的方式來實作此介面。

範例 1-1　實作 IComparable<T>介面來製作具有排序功能的類型
public class Square : IComparable<Square>
{
    public Square(){}

    public Square(int height, int width)
    {
        this.Height = height;
        this.Width = width;
    }

    public int Height { get; set; }

    public int Width { get; set; }

    public int CompareTo(object obj)
    {
        Square square = obj as Square;
        if (square != null)
            return CompareTo(square);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
              "Both objects being compared must be of type Squ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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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override string ToString()=>
                           ($"Height: {this.Height}     Width: {this.Width}");

    public override bool Equals(object obj)
    {
        if (obj == null)
            return false;

        Square square = obj as Square;
        if(square != null)
           return this.Height == square.Height;
        return false;
    }

    public override int GetHashCode()
    {
        return this.Height.GetHashCode() | this.Width.GetHashCode();
    }

    public static bool operator ==(Square x, Square y) => x.Equals(y);
    public static bool operator !=(Square x, Square y) => !(x == y);
    public static bool operator <(Square x, Square y) => (x.CompareTo(y) < 0);
    public static bool operator >(Square x, Square y) => (x.CompareTo(y) > 0);

    public int CompareTo(Square other)
    {
        long area1 = this.Height * this.Width;
        long area2 = other.Height * other.Width;

        if (area1 == area2)
            return 0;
        else if (area1 > area2)
            return 1;
        else if (area1 < area2)
            return -1;
        else
            return -1;
    }
}

討論

在 類 別（ 或 結 構 ） 上 實 作 IComparable<T> 介 面， 因 而 可 以 善 用 List<T> 與
SortedList<K,V>類別的排序常式（routines）。這些類別內建排序作業的演算法；只要對
著 IComparable<T>.CompareTo方法中實作的程式碼告知如何排序類別內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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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呼叫 List<Square>.Sort方法來排序某個 Square物件清單時，其中是透過 Square物件
的 IComparable<Square>介面來對這個清單作排序。

IComparer<T>會根據不同內容（contexts）的準則來處理物件排序的問題，這個介面也可
以針對非我們實作的類型作排序。如果還想要以方形的高度值對 Square物件作排序，
可以建立新類別 CompareHeight，如範例 1-2所示，這個類別會實作 IComparer<Square> 
介面。

範例 1-2　實作 IComparer介面來製作具有排序功能的類型
public class CompareHeight : IComparer<Square>
{
    public int Compare(object firstSquare, object secondSquare)
    {
        Square square1 = firstSquare as Square;
        Square square2 = secondSquare as Square;
        if (square1 == null || square2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Both parameters must be of type Square."));
        else
           return Compare(firstSquare,secondSquare);
    }

    #region IComparer<Square> Members

    public int Compare(Square x, Square y)
    {
        if (x.Height == y.Height)
            return 0;
        else if (x.Height > y.Height)
            return 1;
        else if (x.Height < y.Height)
            return -1;
        else
            return -1;
    }

    #endregion
}

接著將這個類別作為 IComparer參數傳入 Sort常式，此時可以指定不同的方式來對
Square物件作排序，上述比較子（comparer）中實作的方式必定是一致性的比較而且會
應用到 total ordering（全序）的做法，使得這個比較函式表明兩個項目相等時，其結

果絕對是完全相等，而非一個項目不大於另一個項目或一個項目不小於另一個項目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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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實現最佳效能，則盡量將 CompareTo方法的內容保持簡短且實用，因

為 Sort方法會多次呼叫它；例如：對內含四個項目的陣列作排序時，處

理過程中 Compare方法會被呼叫十次。

範例 1-3所示的 TestSort方法將說明如何以 List<Square>與 SortedList<int,Square>執
行個體（instances）來使用 Square與 CompareHeight類別。

範例 1-3　TestSort方法
public static void TestSort()
{
    List<Square> listOfSquares = new List<Square>(){
                                new Square(1,3),
                                new Square(4,3),
                                new Square(2,1),
                                new Square(6,1)};
    // 測試 List<String>
    Console.WriteLine("List<String>");
    Console.WriteLine("Original list");
    foreach (Square square in listOfSquares)
    {
        Console.WriteLine(square.ToString());
    }

    Console.WriteLine();
    IComparer<Square> heightCompare = new CompareHeight();
    listOfSquares.Sort(heightCompare);
    Console.WriteLine("Sorted list using IComparer<Square>=heightCompare");
    foreach (Square square in listOfSquares)
    {
        Console.WriteLine(square.ToString());
    }

    Console.WriteLine();
    Console.WriteLine("Sorted list using IComparable<Square>");
    listOfSquares.Sort();
    foreach (Square square in listOfSquares)
    {
        Console.WriteLine(square.ToString());
    }

    //測試 SORTEDLIST
    var sortedListOfSquares = new SortedList<int,Square>(){
                            { 0, new Square(1,3)},
                            { 2, new Squar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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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new Square(2,1)},
                            { 3, new Square(6,1)}};

    Console.WriteLine();
    Console.WriteLine();
    Console.WriteLine("SortedList<Square>");
    foreach (KeyValuePair<int,Square> kvp in sortedListOfSquares)
    {
        Console.WriteLine ($"{kvp.Key} : {kvp.Value}");
    }
}

範例 1-3的程式會顯示下列的輸出內容：

List<String>
Original list
Height:1 Width:3
Height:4 Width:3
Height:2 Width:1
Height:6 Width:1

Sorted list using IComparer<Square>=heightCompare
Height:1 Width:3
Height:2 Width:1
Height:4 Width:3
Height:6 Width:1

Sorted list using IComparable<Square>
Height:2 Width:1
Height:1 Width:3
Height:6 Width:1
Height:4 Width:3

SortedList<Square>
0 : Height:1 Width:3
1 : Height:2 Width:1
2 : Height:3 Width:3
3 : Height:6 Width:1

參閱

若要獲得更多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錦囊 1.3以及 MSDN的「IComparable<T> Interface
（IComparable<T>介面）」文件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