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新章節  1

來吧！泡水的感覺太棒了！我

們會直接跳到水裡，寫一些程式，

看一下基本的 Kotlin 語法。你

很快就會寫程式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1

試試水溫

Kotl in  正掀起浪潮
從第一版開始，Kot l in  就以親切的語法、簡潔、靈活和強大的功能，讓程式員

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書將教你建立自己的  Kot l in  應用程式，我們會先讓你建

構一個基本的應用程式，並執行它。在過程中，你會學到  Kot l in  的基本語法，

例如陳述式、迴圈與條件分支。你的旅程就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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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in 簡介

歡迎光臨 Kotlin 小鎮
Kotlin 已經在程式設計領域掀起一場風暴了，儘管它是最
年輕的程式語言之一，但現在已經有許多開發人員將它視

為首選語言了，為何 Kotlin 如此特別？

Kotlin 有許多現代語言的特性，對開發人員造成很大的吸
引力。接下來會詳細地介紹這些特性，但是在那之前，我

們要先展示一些它的亮點。

清晰、簡潔，容易閱讀

與某些語言不同，Kotlin 程式非常簡潔，只要一行程式就可
以執行強大的任務。它可讓你不需要編寫大量重複的程式碼，

就可以快速地執行常見的動作。它也有豐富的函數庫可用。

因為需要費力閱讀的程式碼更少了，你的讀、寫和理解的速

度更快，讓你有更多時間做其他事情。

你可以用物件導向與泛函風格來編寫程式

尚未決定該採取物件導向還是泛函（functional）編程嗎？何
不兩者兼顧？ Kotlin 可讓你像 Java 那樣使用類別、繼承和多
型，撰寫物件導向程式，但它也支援泛函編程，讓你同時得

到兩者的優勢。

編譯器保證你的安全

沒有人喜歡不安全、有 bug 的程式，Kotlin 編譯器盡可能地
確保程式碼是乾淨的，從而避免其他程式語言經常出現的錯

誤。例如，Kotlin 是靜態型態的，因此你無法對型態錯誤的
變數執行不適當的操作，進而導致程式崩潰。而且在大部分

的情況下，你根本不必明確地指定型態，因為編譯器可以幫

你判斷。

所以 Kotlin 是一種現代的、強大的、靈活的程式語言，有
許多好處。但故事還沒有結束。

Kotlin 幾乎消除其

他程式語言經常出現

的錯誤，這意味著它

的程式碼更安全、更

可 靠， 你 追 蹤 bug 

的時間也更少。

同時為電腦和人類設計

的語言？猴腮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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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你幾乎可以在所有地方使用 Kotlin

原生  app
如果你希望在功能沒那麼強大的設備上快速執行程式，也可

以將 Kotlin 程式碼直接編譯成原生機器碼，例如，你可以
撰寫在 iOS 或 Linux 上執行的程式碼。

用戶端與伺服器端  JavaScr ipt
你 可 以 將 Kotlin 程 式 碼 轉 譯（ 或 轉 換 並 編 譯 ） 成 
JavaScript，在瀏覽器裡面執行；也可以同時使用 Kotlin 與
用戶端和伺服器端技術，例如 WebGL 或 Node.js。

Java 虛擬機器（JVM）

Kotlin 程式碼可以編譯成 JVM（Java 虛擬機器）bytecode，
所以可以使用 Java 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Kotlin。Kotlin 
與 Java 是 100% 可以交互運作的，所以你可以使用既有的 
Java 程式庫。當你處理一個含有大量舊 Java 程式的應用程
式時，你不需要丟掉所有的舊程式，新的 Kotlin 程式碼可
以和它們一起運作。你也可以輕鬆地在 Java 裡面使用已經
寫好的 Kotlin 程式。

Android
除了 Java 等其他語言之外，Kotlin 也對 Android 提供首級
支援。Android Studio 為 Kotlin 提供全面的支援，讓你在
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時，可以充分利用 Kotlin 的許多優
勢。

本書的重點是介紹如何編寫在 JVM 上運行的 Kotlin 應用
程式，因為這是最容易讓你掌握這種語言的方法，學會之

後，你就可以將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其他平台上了。

我們開始吧！

雖然我們即將建構在 Java 虛擬機器執

行的應用程式，但是在絕大部分的內

容中，你不需要知道 Java 相關知識。

我們假設你只要有一些撰寫一般程式

的經驗就可以了。

能夠選擇編譯的目標平
台，代表 Kotlin 程式可
以在伺服器、雲端、瀏
覽器、行動設備等平台
上運行。

Kotlin 既強大且靈活，你可以把它當成通用語言，在許多
不同的背景下使用，這是因為當你編譯 Kotlin 程式碼時，
可以選擇想要針對哪個平台進行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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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這一章要做什麼？
這一章要介紹如何建構基本的 Kotlin 應用程式，我們將會
經歷這幾個步驟：

在 Kotlin 互動殼層中運行程式碼

最後，我們要瞭解如何在 Kotlin 互動殼層（或 REPL）運行程式碼。

在安裝 IDE 之前，先做一下接下來的練習吧！

這是我們要在 IDE 裡面

建立的專案。

建立新的 Kotlin 專案。

我們要安裝 IntelliJ IDEA（社群版本），這是一種支援 Kotlin 應
用程式開發的免費 IDE。接著，我們要用這個 IDE 來建立新的 
Kotlin 專案：

1

加入一個函式，來顯示一些文字

在專案中加入一個新的 Kotlin 檔案，接著寫一個簡單的 main 函式，
用它來輸出文字“Pow!”

2

修改函式，讓它做更多事情

Kotlin 有一些基本的語言結構，例如陳述式、迴圈與條件分支，我
們要修改函式，來使用它們做更多事情。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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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雖然你還沒有學到任何 Kotlin 程式，請先試試能不能猜到下面的

每一行程式在做什麼。為了幫你起個頭，我們已經完成第一行了。

val name = "Misty"

val height = 9

println("Hello")

println("My cat is called $name")

println("My cat is $height inches tall")

val a = 6

val b = 7

val c = a + b + 10

val str = c.toString()

val numList = arrayOf(1, 2, 3)

var x = 0

while (x < 3) {

    println("Item $x is ${numList[x]}")

    x = x + 1

}

val myCat = Cat(name, height)

val y = height - 3

if (y < 5) myCat.miaow(4)

while (y < 8) {

    myCat.play()

    y = y + 1

}

宣告一個名為 ‘name’ 的變數，並將它的值設成 “M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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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鉛筆解答

雖然你還沒有學到任何 Kotlin 程式，請先試試能不能猜到下面的

每一行程式在做什麼。為了幫你起個頭，我們完成第一行了。

val name = "Misty"

val height = 9

println("Hello")

println("My cat is called $name")

println("My cat is $height inches tall")

val a = 6

val b = 7

val c = a + b + 10

val str = c.toString()

val numList = arrayOf(1, 2, 3)

var x = 0

while (x < 3) {

    println("Item $x is ${numList[x]}")

    x = x + 1

}

val myCat = Cat(name, height)

val y = height - 3

if (y < 5) myCat.miaow(4)

while (y < 8) {

    myCat.play()

    y = y + 1

}

宣告一個名為 ‘name’ 的變數，並將它的值設成 “Misty”。

印出 “My cat is 9 inches tall”。

宣告一個名為 ‘height’ 的變數，並將它設為 9。

將 “Hello” 印到標準輸出。

印出 “My cat is called Misty”。

宣告一個名為 ‘a’ 的變數，並將它設為 6。

宣告一個名為 ‘b’ 的變數，並將它設為 7。

宣告一個名為 ‘c’ 的變數，並將它設為 23。

宣告一個名為 ‘str’ 的變數，並將它設為文字值 “23”。

建立含有值 1、2 與 3 的陣列。

宣告一個名為 ‘x’ 的變數，並將它設為 0。

只要 x 小於 3，就持續執行迴圈。

印出每個陣列項目的索引與值。

將 x 加 1。

迴圈結束。

宣告一個名為 ‘myCat’ 的變數，並建立一個 Cat 物件。

宣告一個名為 ‘y’ 的變數，並將它設為 6。

如果 y 小於 5，Cat 應該 miaow（喵）4 次。

只要 y 小於 8，就持續執行迴圈。

讓 Cat 執行 play。

將 y 加 1。

迴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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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安裝 IntelliJ IDEA（社群版本）
編寫和執行 Kotlin 程式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使用 IntelliJ IDEA 
（社群版本），它是 Kotlin 的發明者 JetBrains 提供的免費 
IDE，內建開發 Kotlin 所需的每一項功能，包括：

你必須安裝 IntelliJ IDEA（社群版本）才能跟著操作，在這
裡下載 IDE：

https://www.jetbrains.com/idea/download/index.html

安裝 IDE 之後，打開它，你會看到 IntelliJ IDEA 歡迎畫面，
接下來就可以建構你的第一個 Kotlin 應用程式了。

務必選擇並下載 IntelliJ IDEA 的社群

（Community）版本。

IntelliJ IDEA
組建工具

你可以用快速且方便的快捷方式

來編譯和執行程式碼。

Kotlin REPL

Kotlin REPL 可以讓你在主要的
程式碼之外，試著執行一段程式。

程式編輯器

程式編輯器有程式碼自動完成功能，

可協助你編寫 Kotlin 程式，它也有格
式化和顏色凸顯功能，可讓程式更容

易閱讀。它也會顯示如何改善程式的

提示訊息。

版本控制

IntelliJ IDEA 可以連接流行的版
本 控 制 系 統， 例 如 Git、SVN、
CVS 等。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功能，它們都可以

讓你更輕鬆地編寫程式。

這是 IntelliJ IDEA 
的歡迎畫面。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你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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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專案

設定開發環境之後，你就可以建立第一個 Kotlin 應用程式
了。我們要建立一個非常簡單的應用程式，用它在 IDE 顯
示文字“Pow!”。 

當你在 IntelliJ IDEA 建立新的應用程式時，必須為它建立
新專案，請打開 IDE 跟著操作。

1. 建立新專案

IntelliJ IDEA 歡迎畫面有一些選項可供選擇，我們想要建
立一個新專案，所以按下 “Create New Project” 選項。

按下這個選項來建立

新專案。

你建立的每一個

專案都會在這裡

顯示。因為我們

還沒有建立過專

案，所以現在這

個區域是空的。

我們來建立一個基本的應用程式吧！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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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建立基本的應用程式（續）

2. 指定專案類型

接下來要讓 IntelliJ IDEA 知道，你想要建立哪一種專案。

IntelliJ IDEA 可以為各種語言及平台建立專案，例如 Java 和 
Android，我們要建立 Kotlin 專案，所以選擇“Kotlin”。 

你也要指定 Kotlin 專案的目標平台，因為我們要建立 JVM 的 
Kotlin 應用程式，所以選擇 Kotlin/JVM，完成後按下 Next 按鈕。

我們要建立 Kotlin 專

案，所以選擇 Kotlin。

我們要在 JVM 裡面執行 Kotlin 應用
程式，所以選擇 Kotlin/JVM。

按下 Next 按鈕，

進入下一個步驟。

此外還有其他選項，但我

們接下來會把重心放在建

立 JVM 應用程式上。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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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專案

建立基本的應用程式（續）

3. 設置專案

接下來要設置專案，指定它的名稱、檔案的存放位置，以及專案

使用哪些檔案。其中也包括 JVM 應該使用哪一版的 Java，以及 
Kotlin runtime 使用的程式庫。

將專案的名稱設為 “MyFirstApp”，並接受其餘的細節。

按下 Finish 按鈕之後，IntelliJ IDEA 就會建立你的專案了。

按下 Finish 按鈕，

IDE 就會建立專案。

將專案命名為 “MyFirstApp”。

接受預設值。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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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你已經建立第一個 Kotlin 專案了
按照上述的步驟來建立新專案之後，IntelliJ IDEA 會幫你
設定專案，接著顯示它。這就是 IDE 為我們建立的專案：

你可以看到，這個專案有一個瀏覽器，可以用來

瀏覽專案的檔案與資料夾。IntelliJ IDEA 會在你
建立專案之後，為你建立這個資料夾結構。

這個資料夾結構包含 IDE 使用的組態檔，以及應
用程式即將使用的外部程式庫。它也有一個 src 資
料夾，用來保存你的原始碼。在 Kotlin 小鎮裡面，
你會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使用 src 資料夾上。

現在 src 資料夾是空的，因為我們還沒有加入任何 
Kotlin 檔案，接下來就會做這件事。

你建立的每一個 
Kotlin 原始檔案
都必須放在 src 
資料夾裡面。

這是資料夾瀏覽器，

可以用來瀏覽專案的

檔案與資料夾。

這裡會顯示被打開的 
Kotlin 檔案的內容。

我們已經完成這個步驟了，將它打勾。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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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檔案

將新的  Kotl in 檔案加入專案
你必須先建立一個 Kotlin 檔案，並將它放入專案，才可以開
始編寫 Kotlin 程式。

要將新的 Kotlin 檔案加入專案，請在 IntelliJ IDEA 瀏覽器
中點選 src 資料夾，按下 File 選單並選擇 New → Kotlin 
File/Class，你會看到一個彈出視窗要求你輸入想要建立的 
Kotlin 檔案的名稱與類型，將檔案命名為“App”，並且在 
Kind 選項選擇 File：

按下 OK 按鈕後，IntelliJ IDEA 會建立一個名為 App.kt 的 
Kotlin 檔案，並將它加入專案的 src 資料夾：

接下來，我們要在 App.kt 裡面加入程式，用它來做一些事
情。

新檔案 App.kt 已經被加入 
src 資料夾了。

將檔案命名為 “App”。

選擇 “File” 檔案類型。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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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剖析 main 函式
為了讓 Kotlin 程式在 IDE 的輸出視窗中顯示“Pow!”，我們要在 App.kt 
裡面加入一個函式。

當你編寫 Kotlin 應用程式時，必須加入一個名為 main 的函式，用它來
啟動應用程式。當你執行程式時，JVM 會尋找這個函式，並執行它。

main 函式長這樣：

這個函式的開頭是 fun 這個字，它的用途是告訴 Kotlin 編譯
器：這是個函式。每一個新建立的 Kotlin 函式都要使用 fun 
關鍵字。

在 fun 關鍵字後面的是函式的名稱，在這個例子中是 main。
將函式的名稱取為 main 代表它會在你執行這個應用程式時自
動執行。

函式名稱後面的括號 () 告訴編譯器這個函式接收哪些引數
（有的話）。這裡的 args: Array<String> 指出，這個函式
接收一個 String 陣列，且陣列的名稱是 args。

你必須把想要執行的程式都寫在 main 函式的大括號 {} 裡面。
我們想要在 IDE 印出“Pow!”，所以可以使用這段程式碼：

println("Pow!") 會在標準輸出上印出字元字串或 
String。當我們在 IDE 裡面執行程式時，它會在 IDE 的
輸出面板印出“Pow!”。

知道函式的長相之後，我們將它加入專案。

fun main (args: Array<String>) {

    

    //Your code goes here

    

}

“fun” 代表它是個
函式（function）。

函式的名稱。

括號裡面有函式的參數，這個函式
接收一個 String 陣列，該陣列的名
稱是 “args”。

函式的結束括號。

函式的開始括號。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println ("Pow!")

}

指示印到
標準輸出。

你想要列印的文字。

“//” 代表註解。將註解
換成你想要讓這個函式
執行的程式碼。

無參數的 
main 函式

如果你使用 Kotlin 1.2 或更早

的版本，main 函式必須具備
下列格式才能啟動應用程式：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這是你的程式碼

}

但是，從 Kotlin1.3 開始，你可以忽略 
main 的參數，因此函式的長相是：

fun main() {

    //這是你的程式碼

}

本書大部分的內容使用長版的 main 函

式，因為它可以在所有的 Kotlin 版本中

使用。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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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函式

將 main 函式加入 App.kt
要將 main 函式加入專案，在 IntelliJ IDEA 的瀏覽器裡面
按兩下 App.kt，以開啟程式碼編輯器，即可在裡面查看與
編輯檔案：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println("Pow!")

}

我們來執行一下程式，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接著，將你的 App.kt 改成這些內容：

你可以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找到 App.kt。src

App.kt

MyFirstApp

這是 IntelliJ IDEA 的程式碼

編輯器面板。它目前是空的，

因為我們的 App.kt 還沒有任

何程式。

這是你正在編輯的檔
案—此時是 App.kt。

問：我要在每一個 Kotlin 檔案裡面編寫 main 函式嗎？ 答：不用。一個 Kotlin 應用程式可能有數十個（甚至
數百個）檔案，但只有一個檔案需要 main 函式，也
就是啟動應用程式的那個檔案。

建構應用程式
加入函式
更改函式
使用 R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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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測試
為了在 IntelliJ IDEA 裡面執行程式，前往 Run 選單選擇 Run 命令，
看到提示畫面時，選擇 AppKt 即可組建專案，並執行程式碼。

稍微等待一下，你就可以在 IDE 最下面的輸出視窗看到“Pow!”了。 

Run 命令在做什麼事？

執行 Run 命令之後，IntelliJ IDEA 會先執行一些步驟，再
顯示程式碼的輸出：

IDE 將 Kotlin 原始碼編輯成 JVM bytecode。

如果程式沒有錯誤，編譯程式碼會建立一或多個可在 JVM 裡面執行的 
class 檔。在我們的例子中，編輯 App.kt 會建立名為 AppKt.class 的 class 
檔。

IDE 啟動 JVM 並執行 AppKt.class。

JVM 將 AppKt.class bytecode 轉換成底層平台瞭解的東西，接著執行它，
在 IDE 的輸出視窗顯示 String “Pow!”。

App.kt AppKt.class

Kotlin 編譯器

AppKt.class

Pow!

這是在 IDE 裡面
輸出的文字。

確認函式可以動作之後，我們來看看如何修改它，讓它做

更多事情。

因為我們在建立專

案時選擇 JVM 選項，

所以會將原始碼編譯

成 JVM bytecode。如

果當時我們選擇另一

種環境，編譯器就改

成編譯那個環境可用

的程式碼。

建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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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式、迴圈、分支

你可以在 mian 函式裡面做哪些事？
進入 main 函式（或任何其他函式）之後，你就可以做許多有趣的事
情了。你可以像使用多數其他程式語言一樣，讓應用程式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讓程式：

    var x = 3

    val name = "Cormoran"

    x = x * 10

    print("x is $x.")

    //這是註解

    while (x > 20) {

        x = x - 1

        print(" x is now $x.")

    }

    for (i in 1..10) {

        x = x + 1

        print(" x is now $x.")

    }

    if (x == 20) {

        println(" x must be 20.")

    } else {

        println(" x isn't 20.")

    }

    if (name.equals("Cormoran")) {

        println("$name Strike")

    }

接下來幾頁會更仔細地介紹它們。

語法探究

這些通用的語法提示和小技巧可以

幫助你適應 Kotlin 小鎮的環境：

¥ 用兩個斜線來開始編寫單行的註解

//這是註解

¥ 大部分的空格都是沒有效果的：

x          =          3

¥ 定義變數的方式，是在變數名稱的

前面加上 var 或 val。你可以用 var 

來定義值可以改變的變數，用 val 來

定義值維持不變的變數。第 2 章會詳

細介紹變數：

var x = 100

val serialNo = "AS498HG"

在符合某個條件時，做某件事（分支）¥

做某件事（陳述式）¥

不斷做某件事（迴圈）¥

建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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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迴圈與迴圈與迴圈…
Kotlin 有三種標準的迴圈結構：while、do-while 與 for。我們先把
注意力放在 while 上面。

while 迴圈的語法比較簡單，只要條件為真，你就可以做迴圈區塊內的
任何事情。迴圈區塊的範圍是用一對大括號來指定的，你要將想要重複

執行的程式放入區塊。

條件測試式對 while 迴圈而言非常重要。條件測試式就是產生一個布
林（Boolean）值（非真（true）即偽（ f alse）的值）的運算式。例如，“當 
isIceCreamInTub（桶子裡還有冰淇淋）為 true 時，繼續挖”就是一個
明顯的布林測試，因為桶子裡可能有冰淇淋，也可能沒有了。但是“當 
Fred  時，繼續挖”就不是測試式，你必須將它改成“當 Fred  很餓時，
繼續挖”才合理。

簡單的布林測試

你可以用比較運算子來檢查變數的值，並且做簡單的布林測試。比較運

算子有：

 <（小於）

 >（大於）

 ==（相等）

 <=（小於或等於）

 >=（大於或等於）

注意賦值運算子（一個等號）與相等運算子（兩個等號）之間的差異。

這是使用布林測試的範例程式：

如果迴圈區塊內只

有一行程式，你可

以省略大括號。

用兩個等號來測試是否相等，而不是一個等號。

var x = 4 //將 x 設為 4
while (x > 3) {
    //因為 x 大於 3，迴圈程式會執行
    println(x)
    x = x - 1
}
var z = 27
while (z == 10) {
    //因為 z 是 27，迴圈程式不會執行
    println(z)
    z = z + 6
}

建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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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迴圈

迴圈範例
我們將 App.kt 裡面的程式改成新版的 main 函式，
讓它在執行迴圈前、每次執行迴圈時、迴圈結束時

顯示一個訊息。

按照下面的內容來修改你的 App.kt（粗體是更改的
地方）：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println("Pow!")

    var x = 1

    println("Before the loop. x = $x.")

    while (x < 4) {

        println("In the loop. x = $x.")

        x = x + 1

    }

    println("After the loop. x = $x.")

}

這一行用不到了，刪除它。

我們試著執行程式。

測試
前往 Run 選單並選擇 Run ‘AppKt’ 命令來執行程式，你

可以在 IDE 底下的輸出視窗看到這些文字：

Before the loop. x = 1.

In the loop. x = 1.

In the loop. x = 2.

In the loop. x = 3.

After the loop. x = 4.

學會 while 迴圈與布林測試式如何運作之後，我們來
瞭解 if 陳述式。

src

App.kt

MyFirstApp

print vs. println
你可能已經發現，我們有時使用 
print，有時使用 println，

它們有什麼不同？

println 會插入新的一行（將 println 
想成 print new line），而 print 會持續

印到同一行。如果你想要把每一個東西

印 到 屬 於 它 自 己 的 一 行， 就 使 用 
println，如果你想要把所有東西印到

同一行，則使用 print。

這會印出 x 的值。

建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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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條件分支
if 測試很像 while 迴圈的布林測試，只不過它的意思不是 ‟while 
there’s still ice cream...”，而是 ‟i f  there’s still ice cream...”。

這段程式會在一個數字大於另一個時，印出一個 String，你可以從中
看出它如何運作：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val x = 3

    val y = 1

    if (x > y) {

        println("x is greater than y")

    }

    println("This line runs no matter what")

}

上面的程式只在條件（x 大於 y）為 true 時，執行列印 ‟x is greater 
than y” 的程式。但無論它是不是 true，都執行 ‟This line runs no matter 
what”。所以這段程式會根據 x 與 y 的值，讓一或兩個陳述式執行列印。

我們也可以在條件中加入一個 else，所以可以這樣說 ‟i f  there’s still 
ice cream, keep scooping, else (otherwise) eat the ice cream then buy 
some more（如果還有冰淇淋，就繼續挖，否則吃掉冰淇淋，再去買更
多冰淇淋）”。

下面這段程式改自上面的程式，加入一個 else：

fun main(args: Array<String>) {

    val x = 3

    val y = 1

    if (x > y) {

        println("x is greater than y")

    } else {

        println("x is not greater than y")

    }

    println("This line runs no matter what")

}

如果我們討論的是其他語言的 if，現在已經到了尾聲了；如果（i f）條
件符合，就用它來執行一段程式碼。但是對 Kotlin 而言，故事還沒結束。

這一行只會在 x 大於 

y 時執行。

這一行只會在不符合 x > y 

條件時執行。

如果 if 區塊裡
面只有一行程
式，你可以省
略大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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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運算式

用 if  來回傳一個值

println(if (x > y) "x is greater than y" else "x is not greater than y")

Kotlin 的 if 可以當成運算式來使用，它可以回傳一個值。這就像
是說 ‟i f  there’s ice cream in the tub, return one value, else return a 
different value（如果桶子裡還有冰淇淋，就回傳某個值，否則回
傳另一個值）”。你可以用這種形式的 if 來寫出更簡明的程式。

我們來修改上一頁的程式，看看它是如何運作的。我們當時用這段

程式來印出 String：

if (x > y) {

    println("x is greater than y")

} else {

    println("x is not greater than y")

}

我們可以改用 if 運算式：

所以如果 x 大於 y，‟x is greater than y” 就會被印出。若非
如此，則改為印出 ‟x is not greater than y”。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使用 if 運算式的效果與上一頁一樣，但
比較簡明。

下一頁將展示整個函式的程式碼。

這段程式：

if (x > y) "x is greater than y" else "x is not greater than y"

是 if 運算式，它先檢查 if 的條件：x > y，如果條件為 
true， 運 算 式 回 傳 String ‟x is greater than y”， 否 則
（else）， 條 件 為 f alse， 運 算 式 回 傳 String ‟x is not 
greater than y”。

程式接著用 println 印出 if 運算式的值：

println(if (x > y) "x is greater than y" else "x is not greater than y")

如果 x 大於 y，程式會印出 

“x is greater than y”。如果 x 

不大於 y，程式會改成印出 

“x is not greater than y”。

當你將 if 當成運算式來

使用時，必須使用一個 

else 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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