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本書的讚譽

『《深入淺出 iPhone 與 iPad 開發》是 iOS 開發的絕佳入門書，它不會教導你所有一切（那需要
數千頁的篇幅），但會努力將你引進門，讓你充滿熱情，而且想要瞭解更多。在前面幾章中，你

就會完成相當不錯的 app。這本書提供非常棒的視覺化教學方式，完全沒有教科書式的冗長贅述
與枯燥理論。』

— Rene Janssen，多媒體設計師暨 Ducklord Studios 的所有人

『這是深入淺出系列的另一本絕妙好書，運用其特有的幽默感，妥善地解釋了  Core  Da ta  或 
Localization 等諸多深奧概念。從  app 的發想到上架，這本書都是值得開始為  iOS 生態系進行 
app 開發之程式人員參考的必備好書。』

— Roberto Luis，電腦工程師，馬德里自治大學，西班牙

『本書的一大優點是它採取了循序漸進的單純教學方式，它不試圖教導所有一切 — 而只是以親切
的對話引導你全心建構 iOS 應用程式。對於已經知道如何撰寫程式並且想要直接深入 iOS 應用程
式開發之實質內涵的人們來說，這絕對是一本很棒很棒的書籍。』

— Eric Shephard，Syndicomm 的所有人

『《深入淺出 iPhone 與 iPad 開發》係特別針對你的需求而撰寫的，讓你無需擁有大量 Macintosh 
開發工具的背景知識就能夠輕輕鬆鬆地建立、使用及學習 iOS 技術。』

— Joe Heck，Seattle Xcoders 創始人

『這本書看了真的讓人一肚子火！我們當初為什麼要那麼痛苦地忍受及學習 iOS 開發，這本書早
就該出版了嘛！』

— Mike Morrison，Stalefish Labs 創始人

『《深入淺出 iPhone 與 iPad 開發》延續深入淺出系列的優良傳統 — 處理複雜的技術主題，同時
提升學習者的接受度，並且無損於探討內容的深度與廣度。iOS 開發是一條陡峭的學習曲線，需
要克服種種困難才能夠往上攀爬，但藉由《深入淺出 iPhone 與 iPad 開發》的幫助，在這條曲線
上，作者們已經幫你預先安排好種種工具、繩索、安全設施及最有經驗嚮導！我強烈推薦這本書

給需要迅速提升並理解此充滿挑戰且令人激動之平台的任何人。』

— Chris Pelsor，snogbogg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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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章節  245

一定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讓

我們找到想看的影集…

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7

尋找資訊 

只是能看到資料是不夠的。 

龐大資料的時代已經來臨，只是能夠觀看並不夠。現在，你的手機上可能不會

有  20  億兆位元組的資料，但很可能有龐大的資訊需要進行排序及篩選，好讓你

的使用者覺得有用。Core Data 隨附一些能夠劃分資料堆疊的內建功能，我們即

將告訴你該如何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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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第七章

app 運作中，但功能有限…
第一個 Beta 版已經交給 HFN，但是並不具備他們想要的所有功能。你已經
讓  app 可以存放及展示影集資訊，而且使用者也能夠自行增加。然而，一
旦有了一大堆資料，可用性（usability）的問題便隨之出現。 

想像一下你具有一個龐大的電視節目清單，而你正試圖找出其中一個節目⋯ 

  我們即將開始解釋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我們知道我們在上一章末端實作了

很多「現成可用」的 FetchedResults 
程式碼，我們保證會加以說明！

嗨！ 

謝謝你完成
了一些工作

 — 看起來很不錯
，但是功能

有點不足，

我們希望使
用者能夠做

一些資料處
理的事情：

 

 根據時間或標
題排序資料

 根據關鍵字搜
索資料

現在，一旦
有了很多節

目資訊，尋
找特定影集

或相關資訊
就會

變得很困難
。增加搜尋

和排序功能
會有很大的

幫助。 

謝謝！

Head First Network
HFN

功能有限…

Fun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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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

Jim：我們將需要某種 UI，好讓使用者能夠操作那些功能。

Frank：聽起來是個好主意。我們需要根據什麼進行排序？ 

Joe：時間與標題。 

Frank：所以，只有兩種選項？分段控制項（segmented 
control）如何？很合理呀。 

Jim：OK，要是我們使用一個分段（segment）根據時間進
行排序，使用另一個分段根據標題進行排序呢？ 

Frank：你也必須針對每個分段為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建立一個新的排序描述子（sort descriptor），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標題。 

Joe：接著，我們可以在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編輯擷取
請求（fetch request），叫它再次擷取，並且重載表格。

Frank：聽起來蠻不錯的⋯ 

讓我們進入 Xcode，安排一個分段控制項，並且讓它處理排序。實際上相當容易⋯ 

建立 Jim、Frank 與 Joe 談到的分段控制項。

在 main storyboard 檔案中，你必須添加分段控制項， 
並且將標題更新為  “Show Time”與“Tit le”。在 
MasterViewController.m 中為分段控制項增加 Action 
與 Outlet。

1

更新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並且在 MainViewController.m 中實作 
segmentControlValueChanged 方法。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排序鍵（sort key）必須根據分段控制項的選擇來進
行更新，接著表格也會重新整理過。

2

Jim

Frank

Joe

分段控制項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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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第七章

v 準備分段控制項並處理排序。一旦深入了解，就會明白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真的很擅長排序。

拖放分段控制項到 Master 

View Controller Navigation 

Item。 

將兩個分段 ( segment 0 

與 segment 1 ) 分別編輯成 

Show Time 與 Title。

將 Referencing Outlet 連結到名為 

segmentedControl 的新 IBOutlet，並

將 Value Changed Event 連結到名為 

segmentedControlValueChanged 的 IBAction。

如果你以右鍵

點擊分段控制

項，就會帶出

事件清單。

習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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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

v

 

-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

…

 // Edit the sort key as appropriate.

 NSString *sortKey = [self.segmentedControl selectedSegmentIndex] == 0 ? 
@”showTime” : @”title”;

 NSSortDescriptor *sortDescriptor = [[NSSortDescriptor alloc] 
initWithKey:sortKey ascending:YES];
 NSArray *sortDescriptors = @[sortDescriptor];

 

 [fetchRequest setSortDescriptors:sortDescriptors]; 

…

}

MasterlViewController.m

在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的程

式碼中修改排序鍵的生成，根據

分段控制項，使用 Core Data 實

體的 showTime 或 title 屬性。

- (IBAction)segmentedControlValueChanged:(id)sender

{

 self.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 nil; 

 [self.tableView reloadData];

}

MasterlViewController.m

實作分段控制項的動作，簡單地丟

棄舊有的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迫使表格重載。這會讓我們

使用適當的排序鍵建立新的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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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第七章

等一下，你答應過要向我解釋這一切

關於擷取的東西…

確實，我們有承諾過。 

說實在的，這並不是很複雜。 

表 格 像 我 們 使 用 過 的 其 他

表 格 那 樣 被 填 值 ， 我 們 的 
cellForRowAtIndexPath 方法會被呼
叫而尋找 UITableViewCell，我們抓
取一個並且開始組態它。那是我們使

用 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的地
方。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被設計來支援 UITableView，我們只
需要告訴它如何尋找它所需要的資

料⋯ 

解釋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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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

使用  NSFetchRequest 來
描述你的搜尋
為了告訴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我們在尋找什麼，
我們必須建立 NSFetchRequest。NSFetchRequest 描述我
們想要擷取何種物件，擷取時想要的任何條件（像是早上 
10 點之前的節目），以及 Core Data 在回傳結果時應該如何
排序。是的，它為我們做這一切。

NSFetchRequest Predicate

Entity Info

Sort Descriptor

NSFetchRequest 描述我們想要 Core Data 為我們執行的搜尋。

透過從你的管理物件模型

挑選實體，你告訴擷取請

求要尋找什麼類型的資料。

你能夠提供述語 ( predicate ) 

描述實體必須符合的條件，例

如，你只想要以字母 B 開頭的

實體。目前為止，我們全部都

想要，所以沒有設定述語…

排序描述子 ( sort descriptor )

告訴 Core Data，在資料傳送

回來之前你想要它們如何被排

序。我們剛才所增加的程式碼

根據新的分段控制項來設定排

列順序。

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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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第七章

測試版 

Head First Network 的

那封信…

順利運作！執行 app，輸入一些影集資訊。輕敲“Show Time”
或“Title”，改變排序描述子，表格據以更新。做得好！

嗨！ 

謝謝你完成
了一些工作

 — 看起來很不錯
，但是功能

有點不足，

我們希望使
用者能夠做

一些資料處
理的事情：

 

 根據時間或標
題排序資料

 根據關鍵字搜
索資料

現在，一旦
有了很多節

目資訊，尋
找特定影集

或相關資訊
就會

變得很困難
。增加搜尋

和排序功能
會有很大的

幫助。 

謝謝！

Head First Network
HFN

測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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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

可以使用不同的搜尋述語嗎？就像我們使

用不同的排序描述子。

沒錯！

搜尋控制項隨附它自己的表格

視圖，所以我們會提供它自己

的  FetchedResul tsControl ler，
但是這一次，我們將根據使用

者的輸入修改述語。

hfiphoneipadv3_ch07.indd   253 2014/7/7   下午 11:39:26



254  第七章

iOS 7 有  Core Data 與  UIKit  支援搜尋
因為應用程式搜尋資料是如此常見的使用案例，以致於 iOS 7 和 Core Data 幫我們準
備好讓它運作所需要的一切。幾乎就像我們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樣，我們可以將資訊的

視覺化呈現（UIKit）與實際的資料搜尋 (Core Data) 劃分開來。讓我們從 UIKit 的部
分開始。

SearchDisplayControl ler  差不多

處理一切 
iOS 7 包含 SearchBar 與 SearchDisplayController，為我
們提供所需要的一切 UIComponent 類別。我們可以直接將該
控制器添加到 storyboard，那會提供我們搜尋列，並且提供我
們填滿結果之模態表格視圖（modal table view）的控制器，我
們只需將它連結起來，就像一般的表格視圖。

那麼，這個搜尋控制器也會神奇地搜尋

我們的資料？

不，但我們的結果控制器能夠！

結果控制器不僅支援排序描述子，我們也能夠使用 Core Data 的
進階搜尋與過濾能力搭配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限制
我們要取回什麼資料，那正是 UISearchDisplayController 所
做的事。

iOS 7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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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

使用述語過濾資料
在所有的資料庫語言中，述語（predicate）被用來限
制搜尋動作僅尋找符合特定標準的資料。還記得本章

稍早所談到的  NSFetchRequest  嗎？針對它，我們使
用了 Entity Information（實體資訊）與 Sort Descriptor 
（排序描述子），但是，直到現在，我們才需要用到 

Predicate（述語）支援。

SELECT * FROM SHOWS WHERE title LIKE “Gil%” ORDER BY title ASC

這是 SQL 命令的排序子句 ( clause )。

NSFetchRequest Predicate

Entity Info

Sort Descriptor

NSFetchRequest 描述我們希望 Core Data 幫我們執行的搜尋。 

Entity Information ( 實體資

訊 ) 告訴 Core Data 我們要

搜尋的資料類型，亦即本案

例的 Show。 

這是我們先前未使用的部分，

述語 ( predicate ) 包含資料必

須匹配的條件，如果不匹配，

就不會返回。 

我們使用 Sort Descriptor 

( 排序描述子 ) 排序搜尋結

果裡的資料。

這是 SQL 的述語… 這類似於我們的 Entity 
Info，不完全一樣，但
是很接近。

NSFetchRequest  概念跟  SQL 
差不多相同 
NSFetchRequest 裡的三個主要概念跟標準 SQL 
的表達方式幾乎相同，下面是它的模樣︰

你將搜尋限制包裹在 NSPredicate 裡，並且把它交給 NSFetchRequest。
在將這一切連結起來之前，讓我們稍微深入談論一下述語。

SQL 是一種用來管理

資料庫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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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第七章

NSFetchRequest 述語控制回傳什麼資料
NSPredicate 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的類別，讓我們在 NSFetchRequest 上表
示邏輯限制。你運用實體與屬性名稱，搭配比較運算子，表示你的限制條件。你可

以使用類似 NSString 的字串格式（string format）語法建立基本的 NSPredicate，
就像這樣︰

fetchRequest.predicate = [NSPredicate 
predicateWithFormat:@”title contains[cd] %@”, searchText];

然而，NSPredicate  不限於簡單的屬性比較，Apple 還提供一些子類別，像是  
NSComparisonPredicate 、NSCompoundPredicate  和 NSExpression ，以及複雜
的萬用字元比對文法，物件圖遍歷（object graph traversal）等等。你甚至可以在 
Xcode 裡以圖形化的方式建立複雜的擷取請求。Apple 的 iOS 文件說明裡有提供完
整的述語編寫指南，滿足你所有的搜尋需求。

Search Bar 透過  delegate 讓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旦為 storyboard 添加 searchDisplayController ，Xcode 會自動將我們的控制器掛
鉤到 SearchDisplayController 內容特性，就像幾乎所有其他 iOS 控制項，Search 
Display 可被賦予 delegate，並且讓該 delegate 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必須在搜尋列改變時做出回應。當搜尋文字改變時，搜尋控制器將透過呼叫  
shouldReloadTableForSearchString ，詢問我們它應該做什麼，如果我們從這裡回

傳 YES，搜尋控制器將重新整理它的結果。問題是，它實際上如何做搜尋？ 

你覺得我們下一步必須做什麼？好好試一試。我們需要什麼才能讓 

SearchDisplayController 實際搜尋我們的 Show 資料庫？

答案見第 258 頁

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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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

動手做！

把 Search Bar 和 SearchDisplayController 放進我們的 
storyboard 

在 storyboard 裡的 MasterView scene 中，你應該增加“Search Bar 
and Search Display Controller”，將它增加到 Prototype Cells 區段
的上方，這會將 Search Bar 固定在我們的表格視圖頂端，並且將顯
示控制器增加到 scene 底端的控制器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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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第七章

這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Search Controller 不需要實際為我們執行搜尋！Search Bar 與 searchDisplayController 
包裹了很不錯的文字欄位（我們能夠用來搜尋）以及模態控制器（顯示表格視圖）。

還記得我們目前的表格視圖是如何運作的嗎？每當表格視圖需要用資料填寫資料列時，

它為該資料列要求資料格，我們抓取資料格，用正確的資訊為它填值，並且送回它。

我們在哪裡得到該資料列的資訊呢？ 從我們的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表格
視圖本身跟我們如何得到資料，或者我們正在檢視哪些資料並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在這裡使用相同的模式︰

我們可以使用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來執行基於 Search Bar 裡的文字的合適搜尋，

下面是我們想到的一些後續步驟，讓 SearchDisplayController 

可以實際執行搜尋。

只不過它不能是相同的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當搜尋列改變時，SearchDisplayController 將詢問我們它是否應該
重新整理它的表格視圖。我們可以回答 YES，確保它重載表格裡的
資料。

 當它試圖重新整理表格時，它的表格視圖將開始要求資料列，我們
可以使用自訂的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抓取與當前搜尋
列內容相匹配的結果。

削尖你的鉛筆解答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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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ore Data 實作搜尋

既然有了要怎麼做的想法，請檢視下列清單，挑

選出連結  SearchDisplayControl ler  需要做些什
麼。答案有多個，別只挑一個！ 

實作 —“BOOL”searchDisplayController:(UISearchDisplayController *) 

controller shouldReloadTableForSearchString:(NSString *)searchString 

方法，告訴搜尋控制器應該總是重新整理表格。

新增根據搜尋條件進行組態的 NSFetchedResultsController。

添加新的 tableview，以顯示結果。

建立新的實體，存放 Search Matches（搜尋匹配項）。

記錄哪個 tableview 是可見的，所以我們知道在其他方法中該怎
麼做。

建立新的細節視圖控制器，來顯示選擇搜尋結果項的細節。 

為搜尋結果 tableview 建立內容特性。

為新的 searchResultsFetchedController 建立內容特性。

遵循 UISearchDisplayDelegate 協定。

腦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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