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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介面介面介面介面、、、、套件與修飾字套件與修飾字套件與修飾字套件與修飾字

資訊科技系

林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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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單一繼承的優缺點單一繼承的優缺點單一繼承的優缺點單一繼承的優缺點

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會讓問題變得複雜，也容易出錯。

在許多時候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的性質是相當有用。

在Java，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的性質交給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貓 鳥

貓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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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

介面中定義的方法就像是飲料販賣機上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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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

定義介面的語法：
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 interface 介面名稱介面名稱介面名稱介面名稱 {

//靜態常數定義靜態常數定義靜態常數定義靜態常數定義
//抽象方法宣告抽象方法宣告抽象方法宣告抽象方法宣告

}

介面定義的例子：
interface MyInterface {//SCJP 13, 39

int i=2; //已預設使用已預設使用已預設使用已預設使用 public、、、、final、、、、static

void m(); //已預設使用已預設使用已預設使用已預設使用 public、、、、abs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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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介面的定義與實作

實作介面的類別定義語法：

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 class 類別名稱類別名稱類別名稱類別名稱 implements 介面名稱介面名稱介面名稱介面名稱1,介面名稱介面名稱介面名稱介面名稱2,… {

//包含實作方法的敘述包含實作方法的敘述包含實作方法的敘述包含實作方法的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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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也是物件的型別介面也是物件的型別介面也是物件的型別介面也是物件的型別

當物件所屬之類別在定義時實作某個介面，則此物
件也屬於該介面型別的物件。介面也是物件的型介面也是物件的型介面也是物件的型介面也是物件的型
別別別別。所以可以用 instanceof()方法
物件名稱物件名稱物件名稱物件名稱 instanceof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若某個物件，其所屬之類別沒有實作介面，卻定義
了介面宣告的方法時，該物件還是不屬於介面型別

介面是物件的型別，所以介面也可以為陣列的基底
型別，而形成異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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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

Java 的類別只有單一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多重繼承的特性由的特性由的特性由的特性由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來實現來實現來實現來實現。

MyDog的物件同屬於Animal和Pet型別

Animal

MyDog

<<interface>>

Pet

繼承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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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多重繼承的語法：

interface 子介面子介面子介面子介面 extends父介面一父介面一父介面一父介面一, 父介面二父介面二父介面二父介面二, ... {

//新增的靜態常數及抽象方法新增的靜態常數及抽象方法新增的靜態常數及抽象方法新增的靜態常數及抽象方法
}

類別實作多個介面的語法：
class 類別名稱類別名稱類別名稱類別名稱 implements介面一介面一介面一介面一, 介面二介面二介面二介面二, ... {

//類別主體敘述類別主體敘述類別主體敘述類別主體敘述
}

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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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

• 子介面可以繼承多個父介面，但要特別注
意不要有靜態常數的重複繼承，否則在使
用該靜態常數會發生錯誤。

• 介面中方法只宣告方法，沒有實作方法主
體，因此介面繼承中不會發生不知要繼承
哪個方法的問題�public、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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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9_5：類別實作多個介面

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介面的多重繼承

CCE

CCF

<<interface>>

IIA

<<interface>>

IIB

<<interface>>

IIC

<<interface>>

I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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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和抽象類別的相似之處相似之處相似之處相似之處：

介面與抽象類別介面與抽象類別介面與抽象類別介面與抽象類別

不能直接使用介面或抽象類別建立物件。

介面與抽象類別都可以宣告抽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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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和抽象類別的相異之處相異之處相異之處相異之處：

介面與抽象類別介面與抽象類別介面與抽象類別介面與抽象類別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內的方法皆為 public 和 abstract 方法。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的抽象
方法存取修飾字不限為 public。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內的屬性皆預設為public、static及final宣告，且必須指
定其值。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中的屬性則沒有限定。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之間可以有多重繼承。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和其它類別之間只能
有單一繼承。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的目的是制訂整組訊息接收器的規格，模擬類別的多
重繼承。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抽象類別的目的則是制訂部份物件的規格，並制
訂部份訊息接收器的規格，為多型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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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A extends B implements C, D {

E e;

F f;

A(){

e = new E();

f = new F();

}

}

類屬類屬類屬類屬(is a)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為物件和類別(或介面)之間的關係。
A型別的物件可以類屬類屬類屬類屬於類別A、類別B、介面C和
介面D。(SCJP 107)

擁有擁有擁有擁有(has a)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為物件和物件之間的關係。A型別
的物件擁有E型別的物件及F型別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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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讓讓讓同名的類別屬於不同的套件同名的類別屬於不同的套件同名的類別屬於不同的套件同名的類別屬於不同的套件

套件基本上就是套件基本上就是套件基本上就是套件基本上就是使用目錄使用目錄使用目錄使用目錄。因此，儘管有許
多同名的類別檔，只要類別檔是位於不同的
目錄，就不會發生衝突。

不一定要擁有某種物件才能使用它的方法，
可以在實作方法時，建立臨時物件，將工作
交付給該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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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K說明文件(http://java.sun.com/j2se/1.5.0/docs/api/java/lang/package-summary.html)

16

兩個Timer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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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K的的的的API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

JDK-API的原始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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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K的的的的API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

「套件架構」就是「目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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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K的的的的API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

使用UltraEdit查看System.java原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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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K的的的的API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套件架構

rt.jar內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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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引用引用引用JDK套件套件套件套件

引入單一類別的語法：

引入單一介面的語法：

引入套件內所有類別的語法：

import 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 …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import 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 … .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import 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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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引用引用引用JDK套件套件套件套件

引入某套件的所有類別及介面時，並不包含下
一層的類別或介面。

並不包含下式引入的任何類別或介面。

import java.awt.*;

import java.awt.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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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引用引用引用JDK套件套件套件套件

JDK常用套件的簡單說明

新一代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元件。javax.swing

網路通訊類別。java.net

建立可重用軟體元件之類別及介面。java.beans

抽象視窗工具套組，包含繪圖、視窗程式元件等。java.awt

含工具類別及介面，如日期、時間、亂數相關類別等。java.util

含建立applet相關的類別及介面。java.applet

程式的輸入和輸出資料功能。java.io

一般常用的功能，此套件會自動被編譯器引入程式。java.lang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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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path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

使用–classpath參數指出引入之類別檔的位置

執行程式時

javac –classpath <路徑一路徑一路徑一路徑一>;<路徑二路徑二路徑二路徑二>;…程式程式程式程式.java

java –classpath <路徑一路徑一路徑一路徑一>;<路徑二路徑二路徑二路徑二>;…程式程式程式程式

package ���� import���� class

程式中宣告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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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數設定環境變數設定環境變數設定環境變數設定classpath

• classpath是用來告訴SDK工具與java應用程
式要到哪裡尋找third-party或使用者自行定
義的class、jar或zip等資源

• classpath=.;% JAVA_HOME%\lib\tools.jar; 

% JAVA_HOME%\lib\rt.jar

• 也可java –cp % JAVA_HOME%\lib\tools.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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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path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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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path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設定套件所在位置

解壓縮my.jar至套件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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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套件自訂套件自訂套件自訂套件

自訂套件語法：

package 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

// 引入類別或介面引入類別或介面引入類別或介面引入類別或介面
// 類別或介面定義類別或介面定義類別或介面定義類別或介面定義

套件在命名時，第一層名稱為組織的類型，如：公
司為com，非營利性組織為org等。第二層名稱為組
織名稱，第三層以下則是依據功能分類。

com.riarock.tools



15

29

都都都都是是是是為了為了為了為了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程式碼的的的的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

定義方法定義方法定義方法定義方法時，方法內的變數不可以重複宣告，表示
方法內為一個名稱空間(Name Space)。

定義類別定義類別定義類別定義類別時，方法被類別所包裹，類別內的屬性或
方法不可以重複宣告，表示類別內為另一個名稱空
間。

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可以區隔同名的類別，又是另一個名稱空間。

三層的名稱空間可以讓程式碼的再利用發揮到最佳
的情況，也有益於程式碼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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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靜態引入靜態引入靜態引入靜態引入（（（（Static Import））））

靜態引入可以引入類別的靜態成員靜態引入可以引入類別的靜態成員

靜態引入發生靜態引入發生同名衝突同名衝突時，時，類別本身定義的方法或類別本身定義的方法或
屬性屬性優先取用。優先取用。

import static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 …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靜態屬性靜態屬性靜態屬性靜態屬性;

import static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 …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靜態方法靜態方法靜態方法靜態方法;

import static套件套件套件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子套件. …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區域變數區域變數也會也會遮蔽遮蔽靜態引入的靜態屬性。靜態引入的靜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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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存取存取存取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

存取權限修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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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存取存取存取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

被修飾者可用的存取權限修飾字

����private

�����(default)

����protected

�����public 

內部類別內部類別內部類別內部類別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建構子建構子建構子建構子屬性屬性屬性屬性類別類別類別類別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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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存取存取存取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權限修飾字

被修飾者可用的修飾字

�volatile

�transient

�synchronized

���strictfp

���static

�native

����final

���abstract

內部類別內部類別內部類別內部類別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建構子建構子建構子建構子屬性屬性屬性屬性類別類別類別類別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修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