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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專案：Spring線上書籤 
在先前的各章節中，著重的介紹 Spring的各個功能，並在一些簡單的應用程式中，

突顯 Spring中各種 API的使用與組態設定方式。 

 

在這個章節中，將組合先前介紹過的 Spring 部份功能，完成一個可以線上管理書

籤Web程式，程式將使用 Spring Web MVC框架、Spring IoC容器、Hibernate以及

Java Mail，在 View層技術上則使用 JSP、Spring標籤與 JSTL，藉由實際完成 Spring

線上書籤，您可以了解到如何實際使用 Spring 來開發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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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程式概觀 

在正式開始設計程式之前，先來花一些時間來設計程式的架構與考慮所採用的技

術，雖然這只是一個簡單的Web程式，但事前一些簡單的紙上作業可以避免程式開發

過程中，架構不清而造成的混亂或不必要的修改。 

 

10.1.1架構規劃 

Spring線上書籤將採用Web MVC的架構來設計程式，基於Web MVC架構的流

程，簡單的規畫出以下的流程架構： 

J088 

圖 10.1 Spring線上書籤流程架構 

 

對於圖中每個流程與圖示的作用，稍微作個說明： 

 前端控制器（Front Controller） 

在 Spring線上書籤中，採用前端控制器來接受使用者的請求，使用者在流程 1中

向前端控制器發送請求，前端控制器將決定該由哪一個控制器來實際處理請求。 

 控制器 

前端控制器決定好控制器後，在流程 2 中將請求交由控制器來處理，控制器將進

行擷取使用者中的請求參數、進行驗證等動作。 

 Data、Mail、DAO等 Model物件 

在請求中有一些業務必須調用業務層中的 Model物件來處理，控制器在請求 3中

調用像是資料存取物件（DAO）、Mail 業務物件等來處理這些請求，如果需要的

話，進一步將一些訊息封裝為資料（Data）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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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庫 

Spring線上書籤儲存書籤的媒介將採用資料庫，在流程 4中資料存取物件將負責

與資料庫進行儲存、查詢、更新等動作。 

 網頁 

在處理流程返回控制器之後，控制器中收集必要的訊息並設定為網頁所可以存取

到的資料物件，接著在流程 5 中查詢並轉發給負責呈現畫面的網頁，網頁擷取必

要的資料物件並繪製畫面，在流程 6中將結果傳回給使用者。 

 

 

10.1.2採用技術 

在了解大致的程式架構之後，來考慮每一個環節將實際採用的技術。 

 前端控制器（Front Controller） 

在 Spring線上書籤中，將使用 Spring Web MVC框架來實現Web MVC架構，其

中所採用的前端控制器為 Spring的 DispatcherServlet 類別。 

 控制器 

由於採用 Spring Web MVC框架，配合 Spring的 DispatcherServlet 類別，將用

用 Spring 的 Controller 繼 承 架 構 上 的 一 些 類 別 ， 例 如

AbstractCommandController、SimpleFormController、MultiActionController 等

類別。 

 Data、Mail、DAO等 Model物件 

資料物件方面為自訂的 User 類別與 Bookmark 類別，在 DAO物件的實現上，將

採用 Hibernate 來自動進行物件/關係映射（Object/Relational Mapping），在資料

存取的過程中，將會使用到 User、Bookmark 類別，而程式中會有發送郵件的需

求，這個部份使用到 Java Mail的功能，並使用 Spring的抽象層封裝來運用 Java 

Mail。 

 資料庫 

Spring線上書籤用來儲存使用者資料與書籤的媒介是 MySQL關聯式資料庫。 

 網頁 

在網頁技術的採用上，使用 JSP技術為基礎，運用 Spring的一些綁定標籤，並使

用 JSTL 來處理頁面邏輯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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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功能概述 

在 Spring線上書籤，可以讓您進行線上書籤管理，您可以註冊一個新的使用者，

並擁有自己的書籤管理頁面，您可以在管理頁面中進行書籤的新增與刪除動作，或者是

更動您的密碼，如果忘記密碼的話，您還可以輸入註冊時的郵件位址，讓系統為您發一

封信件，告知您的使用者密碼。 

 

在這邊先不列出程式執行的畫面，程式執行的畫面可以在稍後的小節中設計相關

頁面時看到。 

 

良葛格的話匣子 

請注意到，基於篇幅的限制，這個程式僅示範的是如何組合相關的框架或 API 來

完成一個程式，程式中的一些功能並沒有設計的面面俱到，這個程式主要的目的是教學

之用，如果您打算實際在某些場合使用這個程式，您必須自行修改、完備這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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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Model設計 

在 Spring線上書籤的設計中，業務層的 Model物件主要有負責與資料庫進行存取

的 UserDAO、BookmarkDAO，分別負責存取使用者資料與書籤資料，而在使用者忘

記密碼時，必須使用到郵件 

 

10.2.1UserDAO 

在進行資料庫存取時，程式中設計為可以使用一個封裝有相關資料的 User物件來

進行這個動作，首先看到 User 類別的設計： 

 

SpringBookmark  User.java   

package onlyfun.caterpillar.model; 

 

public class User { 

    private Integer id; 

    private String email; 

    private String username; 

    private String passwd; 

     

    public void setId(Integer id) { 

        this.id = id; 

    } 

     

    public Integer getId() { 

        return id; 

    } 

     

    public void setEmail(String email) { 

        this.email = email; 

    } 

 

    public void setUsername(String username) { 

        this.username = user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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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setPasswd(String passwd) { 

        this.passwd = passwd; 

    } 

     

    public String getEmail() { 

        return email; 

    } 

 

    public String getUsername() { 

        return username; 

    } 

     

    public String getPasswd() { 

        return passwd; 

    }     

}  

 

可以看到 User 物件中將包括使用者的使用者名稱、密碼與郵件位址，其中"id"屬

性是在運用 Hibernate時所需的唯一識別碼，這個 User 類別將對應於資料庫中的 user

表格，您可以使用以下的 SQL 來建立 user表格： 

 

CREATE TABLE user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 

  username VARCHAR(16), 

  passwd CHAR(16) NOT NULL, 

  email VARCHAR(100) NOT NULL 

); 

 

在 UserDAO的實作上，將使用 Hibernate進行物件關係映射，為了映射 User 類

別與 user表格，您需要撰寫一個 User.hbm.xml，如下所示： 

 

SpringBookmark  User.hbm.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hibernate-mapping  

    PUBLIC "-//Hibernate/Hibernate Mapping DTD 3.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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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bernate.sourceforge.net/hibernate-mapping-3.0.dtd">  

 

<hibernate-mapping>  

    <class name="onlyfun.caterpillar.model.User"  

            table="user">  

        <id name="id" column="id">  

            <generator class="native"/>  

        </id>  

        <property name="username" column="username"/>  

        <property name="passwd" column="passwd"/>  

        <property name="email" column="email"/>  

    </class>  

</hibernate-mapping> 

 

為了不讓應用程式依賴於實際的 DAO實作類別，您可以透過設計一個 IUserDAO

介面，讓應用程式依賴於介面，介面設計如下： 

 

SpringBookmark  IUserDAO.java 

package onlyfun.caterpillar.model; 

 

public interface IUserDAO { 

    public void insert(User user);  

    public User findByName(String username); 

    public User findByEmail(String email); 

    public void update(User user); 

}  

     

在 IUserDAO 中，規範了可以根據 User 物件來進行資料的儲存與更新，並也可

以分別根據使用者的名稱，或是使用者的郵件位址來查詢 User 資料，在 IUserDAO

介面的實作類別 UserDAO的設計上，如下所示： 

 

SpringBookmark  UserDAO.java 

package onlyfun.caterpillar.model;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orm.hibernate3.Hibernat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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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UserDAO implements IUserDAO { 

    private HibernateTemplate hibernateTemplate; 

     

    public void setHibernateTemplate( 

            HibernateTemplate hibernateTemplate) {  

        this.hibernateTemplate = hibernateTemplate; 

    } 

     

    public void insert(User user) {   

        hibernateTemplate.saveOrUpdate(user); 

    } 

     

    public User findByName(String username) { 

        List users = hibernateTemplate.find( 

                "from User user where user.username='"  

                + username + "'"); 

        return (User) users.get(0); 

    } 

 

    public User findByEmail(String email) { 

        List users = hibernateTemplate.find( 

                "from User user where user.email='"  

                + email + "'"); 

        return (User) users.get(0); 

    } 

     

    public void update(User user) { 

        hibernateTemplate.update(user); 

    } 

}  

 

在 Spring 線上書籤中，使用 Spring 對 Hibernate 的封裝來運用 Hibernate，這邊

使用 HibernateTemplate物件來進行各種資存取、查詢、更新操作，HibernateTemplate

物件將使用 Spring 的依賴注入功能來注入實例，稍後可以看到組態檔案中會進行相關

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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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BookmarkDAO 

 

 

 

10.2.3SimpleMail 

 

 

 

 

10.3View設計 

 

 

 

 

 

10.4Controller設計 

 

10.5組態設定 

 

 

 

 

10.6接下來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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