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大約在一年前，我注意到 Apple過去幾年都未曾大幅更新 Objective-C，我就有預感他們
正在發展用於 iOS程式開發的新語言或框架，我甚至將這件事告知了我工作上的朋友。
他們笑著說：「那你的書就得全部重寫了」，他們是對的，這一版幾乎可算是一本全新的

書。

本書前一版的撰寫工作就已經是一件非常龐大的任務了，因為我新增了許多的訣竅，並且

將所有的 Objective-C程式碼更新到了 iOS 7。但那與這次改版工作比起來，可說是小巫見
大巫了，這一版全部的程式碼，都得以 Swift程式語言重新寫過。此外，這版有太多新的
訣竅，連我也數不清了。我可以保證，從本書第一版以來，這一版的改寫工作可以說是我

耗費了最大心力的一次。全部的程式碼都以 Swift來編寫，並且不單是逐行翻譯成 Swift
語言，而是好好地運用了 Swift語言出色的特點，例如擴充功能（extensions）。

我們都沒料到 Swift會在 Apple 2014年的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WWDC）上
出現。我們都以為那會是個普通的WWDC，只是發表大量的新 API以及 Objective-C的一
些增補功能，就像前幾年一樣。但我們都被嚇到了，至少我是如此。

我認為 Swift是一個很棒的程式語言，也是 iOS開發工作一直以來所需的新工具。像我們
這些與初代 iOS SDK（當時叫做 iPhone SDK）一起走過來的開發者都知道，手動進行參
考計數（reference counting）是多麼痛苦的事情。在本書早期版本介紹那些概念時，我就
覺得它們有時候是多餘的，是開發 iOS app的一種「阻礙」。它使得我們無法專注於如何
寫出優良的 app，反而迫使我們必須把精力放在撰寫不會當掉的 app，就只為了記憶體管
理上的問題。Swift解決了其中很多的問題，讓我們能夠聚焦於其他更複雜的必要問題。

Swift給人的印象不像是個只能用於 iOS開發的程式語言，因為它的很多特色在基本的應
用程式中都是非必要的，比較適合用於複雜且要求高的領域，例如遊戲。談到 iOS開發工
作，框架（frameworks）似乎會比語言還要來得重要，而框架也是我們最常遭遇困難的地
方。這個困難點也因為 API缺乏說明文件而顯得更加嚴重。許多開發商，包括 Apple，似
乎都認為他們只要列出個別 API的說明文件就行了，他們不了解程式設計師得使用一系列
的 API才能夠達成想要的結果。Apple只會告訴你：這是條胡蘿蔔，它的卡路里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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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重量有多少、它的顏色是橘色，還有它的產地在哪裡。而這本書會告訴你：這裡有條

胡蘿蔔，我們來看看如何用它煮出蘿蔔湯。

Apple並沒有提供基本的說明，指示該如何使用它們的 API，但也不是只有他們這樣。為
API撰寫說明文件是非常大的任務，他們已經算是做得很好了。我會協助你使用那些 API
來為你的顧客提供好用的 app。

我希望你會喜歡閱讀這本書，如果我有什麼遺漏之處沒有好好解釋，你可以透過 Facebook
或 Twitter來聯繫我，寄封 email給我也行。我很樂意幫助我的開發者同伴們。

讀者群

我假設你知道如何使用 Xcode，並且曾經寫過幾行 Swift程式碼。本書並不提供撰寫
Swift程式的入門指南，不過我會教你如何使用 Swift寫出有趣且強大的 iOS app。這之
間有很大的差異，我不會在本書中解說 Swift語言的細節，因為 Apple已經在 The Swift 
Programming Language指南中把這個工作做得很詳盡了，那可是一本 500多頁的書呢！我
們不需要另一本書來重新說明 Apple已經介紹過的東西。所以如果你對 Swift還不是很熟
悉，我建議你去讀讀前面提到的指南，它是由 Apple所出版並在網路上免費提供，你只要
搜尋一下就有了。

這本書也不會教你 iOS開發工作最基本的知識。我預期你懂得一些軟體工程和演算法的
知識。如果你抱持著「這本書會把我變成軟體工程師」這種期望，請不要購買本書，因為

那不是本書的目的。如果你已經知道什麼是函式、堆疊、陣列、字典或雜湊表等等概念，

那本書就很適合你。不然的話，我建議你先試著成為某個領域的軟體工程師（即便你的程

式語言不是 Swift也沒關係），然後再拿起本書來學習如何寫出很棒的 iOS app。

本書的組織架構

以下簡略描述每章所涵蓋的內容：

第 1章，基礎知識

本章介紹 iOS開發的建構組件，例如訊息、標籤、滑桿（sliders）、按鈕、文字欄位，
以及視圖（views）、導覽列（navigation bars）等。我建議你在嘗試更進階的主題之
前，先閱讀本章的訣竅（recipes）並動手試試。

第 2章，擴充功能（Extensions）

終於！ Apple終於肯讓我們用這些與我們的 app一起提供的小型二元檔（binaries）
來擴充 iOS了，它們被整合到 iOS中，可獨立運作，不需我們的 app在背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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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我們現在能夠建立可安裝在使用者裝置上的自訂鍵盤，即便我們的 app沒
有在運行，使用者仍然可使用這些鍵盤。Android差不多從一開始就有這種功能了，
所以當 Apple允許這種功能在 iOS上使用時，我說的不是「喔，太好了」而是「終於
啊」。讀讀這一章，自行決定這種功能對你有多少價值吧。

第 3章，使用 HealthKit管理健康資料

HealthKit框架讓 iOS app能夠運用儲存在使用者裝置上的健康資訊。這些資訊屬於該
裝置目前的使用者所有，而且可以包含非常詳盡的資訊，例如該使用者上次跑步時所

燃燒的脂肪總量。這一章教你如何把你的 app與 HealthKit整合在一起，並且讀寫這個
健康資料庫。

第 4章，使用 HomeKit管理家用電器

HomeKit是新 SDK中另一個很棒的框架。簡單來說，它讓 iOS app能夠與支援
HomeKit的配件（accessories）溝通。你會學到如何找出這些配件、設置它們，並與
它們互動。

第 5章，建立動態的互動式使用者介面

要建立生動的使用者介面，可不能只仰賴表格視圖（table view）和放置在導覽列上的
標籤啊！你得模擬出真實世界的物理動作才行。本章教你如何模擬重力（gravity）和
其他的動態行為，以及如何將它們接附到你的 UI元件上。

第 6章，表格視圖與群集視圖

我們想要顯示給使用者的資訊有很多都是階層式的（hierarchichal），它們可被劃分到
螢幕上特定的儲存格中，最後一起呈現給使用者。表格視圖與群集視圖（collection 
views）在 iOS中可說是隨處可見。從 Photos（照片）app到 Settings（設定），你都能
看到群集視圖和表格視圖運作起來的樣子。使用 SDK中的這些元件建立好用功能的
所有訣竅，本章都會教你。

第 7章，共時與多工

你的 app運行的時候，預設是在你 app delegate（app代理者）的主執行緒（main 
thread）中執行，如此你才能進行 UI相關的任務。但你不會想在這個 UI執行緒上進
行繁重的下載任務或是繁複的計算工作，因為那會讓你的使用者體驗大打折扣。事實

上，如果你阻斷（block）了 UI執行緒超過五秒鐘，iOS就會殺掉你的 app。我們會在
本章中教你如何達到共時性（concurrency）以及多緒運行（multithreading），讓你能
夠建立出運作流暢的 app，有辦法順利完成它們所有的工作，並且不會太常阻礙 UI執
行緒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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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安全性

你會用 NSUserDefaults來儲存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迫切
需要閱讀本章。我們會談論 Touch ID的認證，以及許多與鑰匙圈（Keychain）相關的
功能。你也會學會如何使你的使用者介面更加安全。

第 9章，Core Location、iBeacon與地圖

當你試著找出前往超市的路線，或是要找出你目前位在建築物的第幾樓（這是認真

的，iOS幾乎總是知道這項資訊）時，iOS裝置裡所有的感應器都能幫上忙。你能在
本章中學到如何使用 iBeacon、地圖及 Core Location的功能。

第 10章，手勢識別器（Gesture Recognizers）

Steve Jobs初次向世界展示 iPhone的時候，他示範了如何用手指上下滑動頁面來瀏覽
iPod的音樂資料庫。我仍然記得人們大聲鼓掌並發出「哇！」聲讚嘆的那個場面。
Apple的工程師在那個視圖（view）上放置了一個 swipe（滑動）手勢識別器，讓 Jobs
先生能夠流暢地上下捲動頁面。本章教你所有與手勢相關的知識。

第 11章，網路與分享

沒有網際網路（Internet）連線的 iOS裝置會是什麼呢？不過就是一支手機或平板電
腦。網路連線的能力確實為智慧型手機開創了另一個新的世界。本章教你如何使用

SDK中各式各樣的類別透過網路在背景（background）或前景（foreground）下載資
料或上傳檔案。

第 12章，多媒體

在一個 iOS app中，如果有使用者的許可，你就能存取他們的音訊及影片檔案，並為
使用者播放那些檔案，或是取出那些檔案的資料進行任何你想要的處理工作。舉例來

說，如果你正在製作一個遊戲，你可能會想要播放一些背景音樂給使用者聽，增加遊

戲的刺激感。本章教你如何載入並播放音訊和影片檔案。

第 13章，通訊錄

Address Book（通訊錄）框架仍然由 C API所構成。有些人說這是為了效能考量，但
我相信這只是因為這個框架在 Apple的優先順序中排名很後面，他們才沒用 SDK中
最新的技術來更新這個框架。本章會教你如何使用 Swift來將 Address Book框架整合
到你的 app，以在得到使用者的許可後，取用使用者的聯絡資訊。

第 14章，檔案與檔案夾管理

你可以輕易寫出不需要用到檔案和檔案夾的 iOS app。不過當你有需要將資訊儲存在
檔案中，並以檔案夾來加以分類時，你就可以開始閱讀本章。我會教你如何寫入檔

案、讀取檔案、列舉它們等等的技巧。



前言 | xv 

第 15章，相機與照片圖庫

iOS為使用者裝置上所有的影片與照片準備了一個資料庫。能讓使用者看到這些照片
和影片的 app就叫做 Photos（很明顯！）。在本章中，我們會學到如何取得裝置上這
些照片和影片的原始資料，讓你將這些功能整合到你的 app中，而無須透過 Photos
（照片）app。

第 16章，通知

iOS的各個部分之間是透過通知（notifications）來與彼此互動的。舉例來說，當 app
跑到背景去時，iOS會送出一個通知到你應用程式的記憶體空間。你可以在你 app內
的任何物件中捕捉這個通知，來得知 app已經跑到背景的消息，藉以做出你想要的反
應。本章教你與本地（local）、推播（push）及 app通知有關的所有知識。

第 17章，Core Data

Core Data是 Apple的資料庫（database）技術。你可以透過它進行儲存資料、讀回資
料、排序資料、顯示資料、在資料的各部分間創建關係等等的動作。很棒不是嗎？

Core Data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技術，但使用前得先對它底層的架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們會在本章中介紹它的架構。

第 18章，日期、行事曆與事件

日期是很重要的東西，不管我們說的是可編輯的日期，或是與未來伴侶的約會，或只

是行事曆上普通的日期，都是一樣。雖然我不會教你約會時該注意什麼，你還是能在

本章中學到如何運用行事曆中的日期。你會學到如何建構日期物件、從使用者的行事

曆讀取事件等等。

第 19章，圖形與動畫

有時你可能會想要使用一些很酷的圖形或動畫來讓你的使用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一

章講的就是這個。你可以在螢幕上繪製影像、使它們動起來，旋轉它們等等，讓你的

使用者目眩神迷。

第 20章，Core Motion

計步器（pedometer）是一種非常棒的裝置，它能夠計算使用者所走過的步數。只要你
有使用者的步數資料，而且你知道他們的年齡與其他簡單的資訊，你就能夠累計他們

燃燒的卡路里數、顯示訊息鼓舞他們或進行其他的動作。在本章中，你會學到有關計

步器、加速度感應器（accelerometer）和陀螺儀（gyroscope）的知識，現在市面上的
iOS裝置幾乎都有內建這些很好用的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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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章，雲端作業

想像一下，如果在雲端儲存資料就像是在 Core Data中儲存資料那樣地簡單，會有多
棒。CloudKit所做的正是那樣。它是建構在 iCloud之上的另一個邏輯層。你也會在本
章中學到 iCloud相關的知識。

額外的資源

Swift是一個相對新的程式語言，如果你注重 iOS開發的品質，你就會想要去熟悉它。
如同我前面提過的，我推薦你閱讀 Apple的官方指南，也就是 The Swift Programming 
Language這個說明文件。你不會失望的。

我不時會參考 Apple官方的說明文件。Apple的有些說明切中要點，沒有必要再次複述。
在本書的各個地方，我都有列出 Apple官方說明文件中最重要的幾份文件和指南，那些是
每個專業的 iOS開發人員都應該閱讀的資訊。

對於初學者，我建議你閱讀適用於所有 iOS裝置的 iOS 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s（http://

bit.ly/QbdY0B）。這份文件會告訴你如何為所有的 iOS裝置開發引人入勝且直覺化的使用
者介面。每一位 iOS程式設計師都應該閱讀這份文件。實際上，我相信這應該列為任何開
發 iOS應用程式的公司的產品設計與開發團隊之必要讀物。

我 也 推 薦 你 快 速 讀 過 iOS Developer Library（http://bit.ly/Qi7JaZ） 中 的「iOS App 
Programming Guide」，以找出製作良好 iOS應用程式的技巧與建議。

本書的印刷體裁

本書使用下列格式體裁：

斜體字（Italic）

代表新出現的術語、URL、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以及延伸檔名。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於程式碼列表，或是在字裡行間參考到程式組成元素的地方，例如變數或函式名

稱、資料庫、資料型別、環境變數、述句與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用於應該逐字由讀者鍵入的命令或文字。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顯示應以使用者所提供的值來取代或是由上下文所決定的文字。



第一章

基礎知識

1.0　簡介
為了寫出 iOS的 app，你得知道一些我們會在本書中使用的 Swift程式語言基礎知識。
Swift是 Apple在 Xcode 6和 iOS 8 SDK中引進的新程式語言。在 Swift、Objective-C、 
Java、C++等其他許多物件導向程式設計（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OOP）語言中，
物件（objects）與類別（classes）都是最基本的概念。

基本上所有的 iOS應用程式都使用 MVC（model-view-controller，模型 -視圖 -控制器）
架構。從架構的角度來看，model、view與 controller是一個 iOS應用程式最主要的三個
組成部分。

model（模型）是應用程式的腦部。它負責進行計算，並為自己建立一個虛擬世界，讓它

即便沒有 view或 controller也能獨立存在。換句話說，你可以把 model想成是你應用程式
的虛擬複製體，只是它並沒有外貌！

view（視圖）是你的使用者與你應用程式互動的窗口。大部分時間它負責顯示 model裡面
的東西，不過除此之外，它也接受使用者的互動。使用者與你應用程式的任何互動都會

被送到一個 view，這些互動可被一個 view controller（視圖控制器）所捕捉，然後轉送給
model。

iOS程式設計中，controller（控制器）通常指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view controller。你可
以把一個 view controller想成是 model與你的 view之間的橋梁。這個 controller負責詮釋
其中一邊所發生的事情，並在需要的時候，使用這個資訊來更動另外一邊的狀態。舉例來

說，如果使用者在一個 view上變更了一個欄位，controller就得確保 model也有對此做出
反應。而若是 model取得了新的資料，controller也得告訴 view要反映出新的狀態。

在本章中，你會學到如何建立一個 iOS應用程式的結構，以及如何使用 view與 view 
controller來建立出直覺好用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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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要教你 Swift程式語言的幾個基本概念，但在那之前，我想要清楚地表明，本書的
目的不是教你如何用 Swift寫程式。關於這個主題，Apple已經釋出了一本超過 500頁的
書來教你怎麼使用 Swift。不過你也有可能用這本書搭配其他的資源來學習 Swift，所以我
還是會先講述一些基礎知識。

在 Swift中定義常數與變數
我們會像這樣使用 let關鍵字來定義常數（constants）：

let integerValue = 10
let stringValue = "Swift"
let doubleValue = 10.0

指定（assign）給一個常數（或是變數）的值定義了它的型別（type）。在我給出的例子
中，我們完全都不用定義那些常數的資料型別，因為 Swift編譯器（compiler）能從我們
所指定的值推算出適當的型別。然而，如果你想要手動定義型別，你也可以使用下列語

法：

let integerFromDouble = 10.7 as Int
/*這個常數的值為 10，
因為編譯器會把這個值截斷（truncated），變成一個整數（integer）*/

當一個常數被定義，有一個值指定給它之後，它就無法再被變更。如果你需要更動一個

值，就得改用 var關鍵字來定義一個變數（variable）：

var myString = "Swi"
myString += "ft"
/* myString現在是 "Swift" */

變數能夠是可變的（mutable）或不可變的（immutable）。一個不可變的變數無法被變
更，也不能被其他的值附加（appended to）上去。可變變數則可以被變更。

用 Swift來建立並使用陣列
[DataType]語法可用來創建一個陣列（array）。這裡有建立不可變陣列的例子：

let allStrings = ["Swift", "Objective-C"]

如果你想要建立一個可變的陣列，就初始化一個空的可變陣列，然後將其他的值附加上

去。這裡要用 var，你的 allStrings陣列才會是可變的，而非常數：

var allStrings = [String]()
allStrings.append("Swift")
allStrings.append("Objective-C")
/*我們的陣列現在是 ["Swift", "Objectiv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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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存取陣列中的值，就用 []語法來附標（subscript）：

var allStrings = [String]()
allStrings.append("Swift")
allStrings.append("Objective-C")

println(allStrings[0]) /*印出 "Swift" */

allStrings.insert("C++", atIndex: 0)

println(allStrings[0]) /*印出 "C++" */

使用 Swift定義並存取字典
一個字典（dictionary）就是一個雜湊表（hash table）。一個字典中的每個條目（entry）
都指定了一個物件作為鍵值（key）以及另一個物件作為它的值（value）。Swift中的字
典是動態定型的（dynamically typed），依據我們所餵入的值來決定型別，並且是使用 
[key: value]語法來創建的，如這裡所示：

let allFullNames = [
  "Vandad"  : "Nahavandipoor",
  "Andy"    : "Oram",
  "Molly"   : "Lindstedt"
]

要存取一個鍵值的值，就像這樣使用附標（subscripting）語法：

println(allFullNames["Vandad"]) /*印出 "Nahavandipoor" */

我們所建立的字典是不可變的，因為我們用了 let關鍵字。要建立相同字典的可變版本，
就這樣用 var關鍵字：

var allFullNames = [
  "Vandad"  : "Nahavandipoor",
  "Andy"    : "Oram",
  "Molly"   : "Lindstedt"
]

allFullNames["Rachel"] = "Roumeliotis"

這個字典的型別是 [String: String]，因為我們提供的值就是那樣。你可以加入任意型別
的值或鍵值到字典中，看看它的資料型別會如何變化：

let personInformation = [
  "numberOfChildren"  : 2,
  "age"               : 32,
  "name"              : "Random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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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 "Something cool",
] as [String : AnyObject]

AnyObject型別，如其名稱所示，代表任何類別型別（class type）的實體（instance）都
行。在這個例子中，我們指出我們字典之鍵值是字串（string），而它們的值則可以是任
何的類別型別。Swift中的字典與陣列可以輕易地橋接到 Cocoa Touch中它們所對應的
NSDictionary與 NSArray。

在 Swift中使用類別與結構來將功能分組
結構（structures）是值型別（value type）。舉例來說，這代表當它們從一個函式
（function）被傳到另一個函式時，就會有它們的新實體被建立出來，然後傳入目的函
式。類別（classes）是參考型別（reference type），所以它們可以被到處傳來傳去，而無
須複製。

想像你有下列這個結構：

struct Person{
  var firstName, lastName: String

  mutating func setFirstNameTo(firstName: String){
    self.firstName = firstName
  }

}

這個結構有一個方法（method）會使該結構產生變更（mutate）。所以它的前面綴有關鍵
字 mutating。現在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函式，它能夠將任何 Person實體的值變更為任何給
定的字串：

@UIApplicationMain
class AppDelegate: UIResponder, UIApplicationDelegate {

  var window: UIWindow?

  func changeFirstNameOf(var person: Person, to: String){
    person.setFirstNameTo(to)
    /* person.firstName現在變成 VANDAD，而且只有在這個函式中會這樣 */
  }

  func application(application: UI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launchOptions: [NSObject : AnyObject]?) -> Bool {

      var vandad = Person(firstName: "Vandad", lastName: "Nahavandi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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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FirstNameOf(vandad, to: "VANDAD")
      /* vandad.FirstName仍然是 Vandad */

    return true
  }

}

注意到這個 Person實體 firstName特性的值只有在該函式的情境（context）中才會改變，
在函式之外就不會。那表示這個 Person結構被傳給該函式，要將其名字（first name）改
為給定的字串時，此結構會整個被複製到堆疊（stack）中，然後傳入那個函式。因此，即
便我們呼叫了其上的變更函式（mutating function），vandad變數的名字仍然沒有改變。

現在我們繼續討論類別。類別是參考型別，當它們被傳給函式時，傳過去的只是它們在記

憶體中的單一實體之參考（references）。請看看以下範例：

class Person{
  var (firstName, lastName) = ("", "")
  init (firstName: String, lastName: String){
    self.firstName = firstName
    self.lastName = lastName
  }
}

@UIApplicationMain
class AppDelegate: UIResponder, UIApplicationDelegate {

  var window: UIWindow?

  func changeFirstNameOf(person: Person, to: String){
    person.firstName = to
  }

  func application(application: UI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launchOptions: [NSObject : AnyObject]?) -> Bool {

      var vandad = Person(firstName: "Vandad", lastName: "Nahavandipoor")
      changeFirstNameOf(vandad, to: "VANDAD")
      /* vandad.firstName現在是 VANDAD */

      return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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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看到 vandad變數被傳到負責變更其名字（first name）的一個函式後，它在其原本
情境中的名字也改變了。類別還能夠有繼承（inheritance）功能，但結構沒有繼承。

認識 Swift的運算子
Swift有許多有效的運算子（operators）。這裡列出幾個例子：

typealias byte = UInt8

@UIApplicationMain
class AppDelegate: UIResponder, UIApplicationDelegate {

  var window: UIWindow?

  func application(application: UI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launchOptions: [NSObject : AnyObject]?) -> Bool {

      /*位元 OR運算子 */
      let byte3 = 0b01010101 | 0b10101010 /* = 0b11111111 */

      /*加號運算子（plus operator） */
      let plus = 10 + 20 /* = 30 */

      /*減號運算子（minus operator） */
      let minus = 20 - 10 /* = 10 */

      /*乘號運算子（multiplication operator） */
      let multiplied = 10 * 20 /* = 200 */

      /*除號運算子（division operator） */
      let division = 10.0 / 3.0 /* = 3.33333333333333 */

      return true
  }

}

你也能夠覆寫（override）運算子的功能。如同我們前面看到的，我們有一個叫做 Person
的類別。雙字元的 ==運算子檢查兩個東西的值是否相等，而三字元的 ===運算子檢查是
否為同一個實體（instance equality）。這代表前一個運算子檢查兩個實體是否相等（任何
相等性皆可，只要在你 app的情境下是合理的就行）。===則嚴格的多：它確保你所傳遞
的兩個東西在記憶體中占據了相同的位置。

讓我們先探討第一種的相等性。對我們的 Person類別而言，如果該類別的兩個實體擁有
相同的名字（first name）及姓氏（last name），那我們就可以說它們兩個相等，這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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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透過 ==運算子的運算子覆寫器（operator overloader），我們就能定義出這種 
功能：

func == (left: Person, right: Person) -> Bool{
  if left.firstName == right.firstName &&
    left.lastName == right.lastNam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現在，如果我們定義了兩個同名同姓的人，並檢查它們是否相等，那麼即便它們並非同一

個實體（instance），它們也會被視為是相等的：

let andy = Person(firstName: "Andy", lastName: "Oram")
let someoneElse = Person(firstName: "Andy", lastName: "Oram")

if andy == someoneElse{
  /*這會被印出 */
  println("They are the same")
} else {
  /*在此我們不會跑到這來 */
  println("They are not the same")
}

三字元的 ===運算子會說它們是不同的，因為它們是個別的變數，你可以變更其中一個，
不會影響到另一個。

現在假設我們想要新增一個後綴的（postfix）++運算子到我們的 Person類別中。為了建
立該運算子能夠作用的數值資料，我們會加入一個型別為 Int的 age特性到該類別：

class Person{
  var age: Int
  var fullName: String
  init(fullName: String, age: Int){
    self.fullName = fullName
    self.age = age
  }
}

我們的目標是讓程式設計師能夠在我們的 person實體上使用前綴型（prefix）與後綴型的
++運算子，就像他們在 C中對整數值使用 ++前綴、後綴運算子那樣：

postfix func ++ (inout person: Person) -> Person{
  let newPerson = Person(fullName: person.fullName, age: person.age)
  person.age++
  return new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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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ix func ++ (inout person: Person) -> Person{
  person.age++
  let newPerson = Person(fullName: person.fullName, age: person.age)
  return newPerson
}

而現在我們就可以像這樣來使用它們：

var vandad = Person(fullName: "Vandad Nahavandipoor", age: 29)
var sameAgeVandad = vandad++
/*
  vandad.age = 30
  sameAgeVandad.age = 29
*/

let olderVandad = ++sameAgeVandad

/*
  vandad.age = 30
  sameAgeVandad.age = 30
  olderVandad.age = 30
*/

透過相同的方式，你也能夠為任何你想要的類別或結構定義前綴與後綴運算子。你只需確

保你的運算子覆寫器是公開的函式（public functions），而且不是定義在任何特定的類別
或結構之內。

用 Swift定義並使用列舉
Swift的列舉（enumerations）的確是相當的精巧。它們可以是任何給定的型別。舉例來
說，它們可以是字串：

enum CarClassification: String{
  case Estate = "Estate"
  case Hatchback = "Hatchback"
  case Saloon = "Saloon"
}

struct Car{
  let classification: CarClassification
}

然後我們不必指出該列舉型別，就能使用它們。只要使用它們的值即可：

let volvoV50 = Car(classification: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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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你就可以使用 switch述句（statement）來辨別一個列舉的不同案例（case）：

let volvoV50 = Car(classification: .Estate)

switch volvoV50.classification{
case .Estate:
  println("This is a good family car")
case .Hatchback:
  println("Nice car, but not big enough for a family")
default:
  println("I don't understand this classification")
}

你也能夠使用一個列舉項目的 rawValue特性來取得它原始的值（raw value）：

let volvoV50 = Car(classification: .Estate)
println(volvoV50.classification.rawValue) /*印出 "Estate" */

此外，你也可以使用初始器（initializer）來建構一個型別為特定結構的值：

if let classification = CarClassification(rawValue: "Estate"){
  let volvoV50 = Car(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

你可以在一個 switch述句中使用 where子句（clause）來為各個案例述句（case 
statements）新增處理邏輯。舉例來說，如果我們 Car型別的定義如下：

enum CarClassification: String{
  case Estate = "Estate"
  case Hatchback = "Hatchback"
  case Saloon = "Saloon"
}

struct Car{
  let classification: CarClassification
  let year: Int
}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函式來分類（classifies）我們的車子（car），並在每個分類中，依據車
子的車齡，來決定車子的車況：

func classifyCar(car: Car){
  switch car.classification{
  case .Estate where car.year >= 2013:
    println("This is a good and usable estate car")
  case .Hatchback where car.year >= 2010:
    println("This is an okay hatchback car")
  default:
    println("Unhandled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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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而我們可以像這樣來使用此函式：

let oldEstate = Car(classification: .Estate, year: 1980)
let estate = Car(classification: .Estate, year: 2010)
let newEstate = Car(classification: .Estate, year: 2015)
let hatchback = Car(classification: .Hatchback, year: 2013)
let newSaloon = Car(classification: .Saloon, year: 2015)

classifyCar(oldEstate)  /*會跑到 default case */
classifyCar(estate)     /*會跑到 default case */
classifyCar(newEstate)  /*會被函式挑出處理 */
classifyCar(hatchback)  /*會被函式挑出處理 */
classifyCar(newSaloon)  /*會跑到 default case */

1.1　為你的視圖新增模糊效果

問題

你想要為你應用程式上的各個 UI元件新增模糊（blur）效果。

解法

使用下列兩個類別：

UIBlurEffect

這是代表模糊效果的類別。你可以使用它的指定建構器（designated constructor）來初
始化該類別的一個實體，並傳入一個型別為 UIBlurEffectStyle的值給它。這個值決定
你想要建立的 blur效果的類型。

UIVisualEffectView

這是 UIView的一個簡單子類別，它可以接受並套用一個型別為 UIVisualEffect的視覺
效果（visual effect）。因為 UIBlurEffect是 UIVisualEffect的一個子類別，你可以單
純建立一個模糊效果，並將它傳給你的視覺效果視圖（visual effect view）。準備好視
覺效果之後，你就可以將它加到現有的任何視圖上，不管是在螢幕上的或是不在螢幕

上的皆可。

圖 1-1展示 Safari的圖像以一個包含 blur效果的視覺效果視圖描繪（render）出來的樣
子，模糊位置在圖像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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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套用 blur效果到一個 view上

討論

為了方便討論，我已經在我的 view controller（視圖控制器）上加入了一個 image view
（影像視圖）。這個影像就是 Safari.app的圖像（icon）。我有在訣竅 19.2說明取出這個圖
像的程序，如果你很好奇，而手邊也沒有其他圖像可用在你的 view controller上，你可以
翻到後面先看一下那個訣竅，來學習如何取出 Safari的圖像（或者其他 app的圖像）。我
的 view controller目前看起來就像圖 1-2中所顯示的那樣。

圖 1-2　上面有 Safari圖像的 view contro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