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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C 是冗贅的，Objective-C 是沉重的，Objective-C 是醜陋的，我

聽過這一切關於 Objective-C 的評論。然而，切身經驗告訴我，它其實是相

當優雅、彈性、且美麗的。不過，為了讓它達成這般境界，你不僅得理解

Objective-C 的基礎知識，更要弄清楚有關它的怪癖、陷阱和複雜之處︰也

就是這本書的主題。

關於本書

這本書不教導 Objective-C 語法，我們假設你已經弄清楚那些東西，相反地，

這本書教導你如何發揮該語言的最大潛能，撰寫出絕佳程式碼。因為根源於

Smalltalk 的關係，Objective-C 的行為非常動態化。在其他語言中，許多通

常由編譯器完成的工作最後都由 Objective-C 的 Runtime（執行時期環境）

來完成，這造成程式碼在測試期間運作得很好，稍後卻在產品環境中出現奇

怪的錯誤，或許是在處理無效資料等狀況下。當然，從一開始就撰寫出良好

程式碼，就是避免這些問題發生的最佳解決辦法。

嚴格來說，許多主題與核心 Objective-C 並無任何關係，你會參照到一些系

統程式庫的內容，像是 Grand Central Dispatch（這屬於 libdispatch 的一部

分）。同樣地，你也會參照到許多來自 Foundation 框架的類別（至少不是根

類別 NSObject），因為使用現代化 Objective-C 進行開發工作正意味著發展

Mac OS X 或 iOS 程式，毫無疑問地，在開發這兩種程式時，分別會用到被

統稱為 Cocoa 與 Cocoa Touch 的系統框架。

自 iOS 崛起，開發者持續聚集並且加入 Objective-C 的開發行列，當中有些

是編程新手，有些具有 Java 或 C++ 的背景，另一些則從事過 Web 開發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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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作，無論何種情況，所有開發者都應該騰出時間，好好學習如何有效地

運用這種語言。

這麼做將產生更有效率、更容易維護，而且可能比較不會包含臭蟲的程式碼。

雖然我只花了大約 6 個月的時間撰寫這本書，但它卻是我經年累月所累積

的體驗與成果。當初，我一時興起買了 iPod Touch；接著，在它的第一版

SDK 被釋出時，我決定嘗試看看相關的開發工作，那促使我打造出我的第

一支「App」，我以 Subnet Calc 的名稱發佈它，立刻引起多方下載，遠遠超

出我的想像。這樣的結果讓我胸有成竹，我的未來勢必奠基在我已經接觸到

的這一個美麗的程式語言。從那時起，我持續研究 Objective-C，並且經常

在我的網站（www.galloway.me.uk/）上針對它發表一些文章，我對其內部運

轉機制最感興趣，例如，區塊（block）的本質以及 ARC 的運作方式。當有

機會撰寫一本關於這個語言的書籍時，我馬上義不容辭，欣然接受這個挑戰。

為了從這本書中獲取最大的潛在效能，我鼓勵你四處翻閱，找到你最感興趣

或者與當前工作最有關係的主題，好好加以研讀。每個主題皆可獨立被探

討，你也可以交叉參考相關題目。每一章都彙集了一些相關的主題，所以你

可以利用各章標題迅速找到與特定語言功能相關的題目。

本書讀者

這本書係針對希望增進其 Objective-C 智能，並且想要知道如何撰寫出好維

護、有效率，且比較不會包含某些臭蟲之程式碼的開發者而撰寫的。即使你

過去並非 Objective-C 開發者，但確實來自於其他物件導向語言的領域，如

Java 或 C++ 等，應該還是能夠暢行無阻地學習本書所提供的知識，在此情

況下，先熟悉一下 Objective-C 語法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本書內容

這本書的目標並不是為了教導你有關 Objective-C 的基礎知識，事實上，你

能夠從許多其他資源及書籍中學到那些東西。相反地，這本書主要說明如何

有效運用這個語言。這本書由一些主題構成，每一個題目都是一小段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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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另外，這些主題以合乎邏輯的方式被歸類到不同的領域，並且安排 
如下︰

 � 第 1 章︰融入 Objective-C

這一章特別說明與程式語言有關的一般核心概念。

 � 第 2 章︰物件、訊息傳送與執行時期環境

任何物件導向語言的重要功能就是物件之間如何彼此關聯及互動，這一章

闡述這些功能，並且深入探索 Runtime（執行時期環境）的各個部分。

 � 第 3 章︰介面與 API 設計

程式碼很少被撰寫一次然後未曾被重利用（reuse），即使未釋出給較寬廣

的社群，你也可能將你的程式碼運用在多個專案上。這一章解釋如何使用

Objective-C 撰寫出屬於自己的類別。

 � 第 4 章︰協定與類目

協定（protocol）與類目（category）是一定得充分掌握的兩大語言特點，

有效運用它們能夠讓你的程式碼更容易閱讀、更好維護，並且比較不會有

臭蟲。這一章幫助你精通這項能力。

 � 第 5 章︰記憶體管理 

Objective-C 的記憶體管理模型利用參考計數（reference counting），這

一直是讓初學者感到很棘手的大重點，尤其是在他們來自於某種使用垃

圾收集機制（garbage collector）的語言背景時。自動參考計數（ARC，
Automatic Reference Counting）的引進讓程式人員的編程生活更為輕鬆愜

意，但是，你必須瞭解許多重要的事情，確保你擁有正確的物件模型，而

不致於飽受記憶體滲漏（memory leak）之苦。這一章幫助你培養對於常

見記憶體管理陷阱的深刻洞察力。

 � 第 6 章︰區塊與 Grand Central Dispatch

區塊（block）是 C 語言的語彙閉包（lexical closure），由 Apple 引進。

在 Objective-C 中，區塊通常被用來實現過去經常涉及諸多照本宣科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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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碼（boilerplate code）的工作，並且引進程式碼分離（code separation）
的機制。Grand Central Dispatch（GCD）為執行緒機制提供簡單介面，而

區塊被視為可被執行的 GCD 任務，或許是以並行的方式，取決於系統資

源。這一章讓你能夠從這二項核心技術中發揮出最大的功效。

 � 第 7 章︰系統框架

你通常會針對 Mac OS X 或 iOS 撰寫 Objective-C 程式碼，在那些情況

下，你的手邊會有完整的系統框架堆疊供你差遣及使用︰分別是 Cocoa 和

Cocoa Touch。這一章針對框架提供簡短概述，並且深入探討當中的一些

重要類別。

關於這本書，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意見或批評，歡迎與我聯繫，你可以在這

本書的網站上找到完整的聯絡資訊：www.effectiveobjectiv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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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建立應用程式，你可能會想要在未來的專案中重利用其中一部分程式

碼，甚至可能想要發佈一些程式碼供他人使用。即使你不認為自己即將做這

些事情之一，仍可能在將來某個時點這麼做，當你那樣做時，以某種適合的

方式撰寫你的介面會有一定的幫助，這表示，使用 Objective-C 經常搭配的

範式（paradigm）並且瞭解各種陷阱是有其必要性的。

近年來，在你的應用程式中使用其他人的程式碼是相當常見的事情，特別是

開源碼社群以及隨 iOS 而風行的元件。同樣地，其他人最後可能也會使用你

的程式碼，因此，以清楚明瞭的方式編程會讓他人能夠快速且輕鬆地整合你

的程式碼。而且，天曉得，你最終可能撰寫出在未來供數千支應用程式使用

的下一個火紅程式庫（library）！

15主題 使用前綴名稱避免名稱空間衝突 
與其他語言不同，Objective-C 並沒有內建名稱空間（namespace）的功能，

因此，很容易發生名稱衝突，除非可以採取某種機制，以避免衝突發生的可

能性。名稱衝突可能造成應用程式因為重複符號（duplicate symbols）的錯

誤而無法進行連結（link）：

duplicate symbol _OBJC_METACLASS_$_EOCTheClass in:
    build/something.o
    build/something_else.o
duplicate symbol _OBJC_CLASS_$_EOCTheClass in:
    build/something.o
    build/something_else.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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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錯誤源自於名為 EOCTheClass 類別的類別符號與中介類別符號（參見主

題 14）已經被定義過兩次，可能在應用程式的兩段獨立 EOCTheClass 實作程

式碼中，或者在你包含進來的兩個獨立程式庫中。

比不連結還更糟糕的是，如果包含重複符號之一的某個程式庫是在執行時期

被載入的，那樣的話，動態載入器會遭遇重複符號的錯誤，並且很可能讓整

個應用程式停擺。

避免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粗略形式的名稱空間：在你的所有名稱

前面冠上某個前綴字（prefix）。選擇的前綴字應該與你的公司、應用程式，

或兩者皆有關。例如，如果你的公司叫作 Effective Widgets，你可能決定將 
EWS 前綴字用在你所有的應用程式的共用程式碼上，而將 EWB 前綴字用

在名為 Effective Browser 的應用程式上。採用前綴字之後，仍有可能發生名

稱衝突，但是可能性會降低很多。

如果你正在使用 Cocoa 建立應用程式，務必注意 Apple 已經指明它保留一

切兩字元之前綴字的使用權利，因此你一定得用三字元的前綴字。例如，不

遵循上述指示，而硬要使用 TW 前綴字，可能會引發某種爭議。在 iOS 5.0 
SDK 面世時，它隨附了 Twitter 框架，該框架也使用 TW 前綴字，並且具有

名為 TWRequest 的類別，可向 Twitter API 發出 HTTP 請求。舉例來說，假

設你的公司名為 Tiny Widgets，如果你擁有自己的 API，你可能非常容易就

會擁有一個稱作 TWRequest 的類別。

前綴字的機制不應該僅限於類別名稱，而應該運用於你應用程式裡的所有名

稱。主題 25 解釋，假如類目在既有類別上，為類目與裡頭的方法加上前綴

字會有多重要。另一個重要但經常被忽略的潛在衝突為純 C 函式，或者你

在你的類別實作檔中所使用的全域變數。往往很容易忘記這些東西將在編譯

後的目的檔中呈現為頂層的符號，例如，iOS SDK 裡的 AudioToolbox 框架

擁有播放聲音檔的函式，你可以提供它要在播放完畢時呼叫的回呼，你可能

決定撰寫類別，將這些東西包裹成 Objective-C 類別，在聲音檔播放結束時

呼叫 delegate（受託者）：

// EOCSoundPlayer.h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class EOCSoundPlayer;
@protocol EOCSoundPlayerDelegate <NS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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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soundPlayerDidFinish:(EOCSoundPlayer*)player;
@end

@interface EOCSoundPlayer : NSObject
@property (nonatomic, weak) id <EOCSoundPlayerDelegate> delegate;
- (id)initWithURL:(NSURL*)url;
- (void)playSound;
@end

// EOCSoundPlayer.m
#import "EOCSoundPlayer.h"
#import <AudioToolbox/AudioToolbox.h>

void completion(SystemSoundID ssID, void *clientData) {
    EOCSoundPlayer *player =
        (__bridge EOCSoundPlayer*)clientData;
    if ([player.delegate
            respondsToSelector:@selector(soundPlayerDidFinish:)])
    {
        [player.delegate soundPlayerDidFinish:player];
    }
}

@implementation EOCSoundPlayer {
    SystemSoundID _systemSoundID;
}

- (id)initWithURL:(NSURL*)url {
    if ((self = [super init])) {
        AudioServicesCreateSystemSoundID((__bridge CFURLRef)url,
                                         &_systemSoundID);
    }
    return self;
}

- (void)dealloc {
    AudioServicesDisposeSystemSoundID(_systemSoundID);
}

- (void)playSound {
    AudioServicesAddSystemSoundCompletion(
        _systemSoundID,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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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
        completion,
        (__bridge void*)self);
    AudioServicesPlaySystemSound(_systemSoundID);
}

@end

這看起來完全無害，但檢視從該類別建立之目的檔的符號表（symbol table）， 
我們發現：

00000230 t -[EOCSoundPlayer .cxx_destruct]
0000014c t -[EOCSoundPlayer dealloc]
000001e0 t -[EOCSoundPlayer delegate]
0000009c t -[EOCSoundPlayer initWithURL:]
00000198 t -[EOCSoundPlayer playSound]
00000208 t -[EOCSoundPlayer setDelegate:]
00000b88 S _OBJC_CLASS_$_EOCSoundPlayer
00000bb8 S _OBJC_IVAR_$_EOCSoundPlayer._delegate
00000bb4 S _OBJC_IVAR_$_EOCSoundPlayer._systemSoundID
00000b9c S _OBJC_METACLASS_$_EOCSoundPlayer
00000000 T _completion
00000bf8 s l_OBJC_$_INSTANCE_METHODS_EOCSoundPlayer
00000c48 s l_OBJC_$_INSTANCE_VARIABLES_EOCSoundPlayer
00000c78 s l_OBJC_$_PROP_LIST_EOCSoundPlayer
00000c88 s l_OBJC_CLASS_RO_$_EOCSoundPlayer
00000bd0 s l_OBJC_METACLASS_RO_$_EOCSoundPlayer

注意到中間名為 _completion 的符號，這是被建立來要在聲音檔完成播放

時處理的 completion 函式。即使它被定義在你的實作檔中，而且未宣告在

標頭檔裡，它仍然像這樣呈現為頂層的符號。因此，假如有另一個名為 
completion 的函式在某處被建立，最後在進行連結時，你就會碰到重複符號

的錯誤，如下所示： 

duplicate symbol _completion in:
    build/EOCSoundPlayer.o
    build/EOCAnotherClass.o

假如你以程式庫的形式將你的程式碼交付他人使用，事情甚至會更糟。假如

你像這樣開放稱作 _completion 的符號，使用你的程式庫的任何人就不能夠

建立名為 completion 的函式，這可是你弄出來的一件麻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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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也應該像這樣幫 C 函式加上前綴字。例如，在先前範例中，你可

以把完成處理器稱作 EOCSoundPlayerCompletion，而且，這還有其他的作用，

如果該符號出現在 backtrace（回溯記錄）中，很容易就可以判斷出問題來

自什麼程式碼。

使用第三方程式庫並且以程式庫的形式將你的程式碼交由他人插入其應用程

式時，應該特別小心。如果你使用的第三方程式庫亦將為該應用程式所使

用，很容易就會出現重複符號的錯誤。那樣的話，通常要編輯你所使用之程

式庫的全部程式碼，為它們添加你自己的前綴字。例如，如果你的程式庫稱

作 EOCLibrary，並且包含名為 XYZLibrary 的程式庫，你會檢視一切，並且幫 
XYZLibrary 裡的所有名稱加上 EOC 前綴字，那麼，該應用程式就可以放心

地使用 XYZLibrary 本身，而不會發生名稱衝突，如圖 3.1 所示。

檢視一切並且改變所有名稱看起來可能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但假如你想要

避免名稱衝突，這樣才是嚴謹的做法。你可能會問為什麼非這麼做不可，

以及應用程式為何不能乾脆不包含 XYZLibrary 本身，而改用你針對它所準

備的實作。那樣做也未嘗不可，但是考慮到應用程式包含第三方程式庫 
ABCLibrary，而 ABCLibrary 也決定使用 XYZLibrary 的使用情節，在此情況下，

如果你和 ABCLibrary 的作者並未加上前綴字，該應用程式仍然會得到重複符

號的錯誤。或者，如果你使用 XYZLibrary 的版本 X，但是該應用程式使用版

本 Y 的功能，無論如何，它會想要使用它自己的副本。如果你曾經使用廣

受歡迎的第三方程式庫來進行 iOS 開發，就經常會看見這類前綴字。

 

圖 3.1　避免名稱衝突，第三方程式庫被包含兩次：一次透過應用程式本身，另一次
透過其他程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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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在心

 ► 選擇適合你的公司、應用程式，或兩者的前綴字，然後完全遵循它。

 ► 如果你使用第三方程式庫作為你自己的程式庫的依存物（dependency），

請考慮在它的名稱前面冠上你自己的前綴字。

16主題 指定初始化器

所有的物件都必須被初始化，在初始化物件時，你有時候不需要提供它任

何資訊，但是你經常會提供，假如該物件不知道這些資訊就無法執行它的

動作，這通常就是實際會發生的狀況。一個來自 UIKit（iOS UI 框架）的範

例是 UITableViewCell，它需要被告知它的樣式（style），以及把不同類型之 
cell 整合在一起的識別符，讓建構代價很昂貴的 cell 物件能夠有效率地被重

利用。賦予該物件執行其任務所需之必要資訊量的初始化器有個專用的術

語，稱作「指定初始化器」（designated initializer）。

如果有多種方法可以建立類別實例，該類別可能有多個初始化器，這樣完全

沒問題，但應該還是只有一個指定初始化器，所有其他初始化器則透過呼叫

它來完成工作。關於這一點有個範例是 NSDate，它具有下列幾個初始化器：

- (id)init
- (id)initWithString:(NSString*)string
- (id)initWithTimeIntervalSinceNow:(NSTimeInterval)seconds
- (id)initWithTimeInterval:(NSTimeInterval)seconds
                 sinceDate:(NSDate*)refDate
- (id)initWithTimeIntervalSinceReferenceDate:
                               (NSTimeInterval)seconds
- (id)initWithTimeIntervalSince1970:(NSTimeInterval)seconds

這個案例裡的指定初始化器為 initWithTimeIntervalSinceReferenceDate:，如

該類別的文件說明所述。這表示，所有其他初始化器皆呼叫這個初始化器，

因此，指定初始化器是內部資料被儲存的唯一地方。如果基礎的資料儲存因

任何原因而發生改變，就只有一個地方需要修改。

例如，考慮代表矩形的類別，介面看起來會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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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erface EOCRectangle : NSObject
@property (nonatomic, assign, readonly) float width;
@property (nonatomic, assign, readonly) float height;
@end

注意，這些特性是唯讀的，那表示，Rectangle 物件無法讓它的特性從外部

被設定。因此，你可能導入初始化器：

- (id)initWithWidth:(float)width
          andHeight:(float)height
{
    if ((self = [super init])) {
        _width = width;
        _height = height;
    }
    return self;
}

但萬一某人決定透過呼叫 [[EOCRectangle alloc] init] 來建立矩形呢？這麼

做是合法的，因為 EOCRectangle 的父類別，NSObject，實作名為 init 的方

法，它簡單地將所有實例變數都設定成 0（或者，其資料型別的 0 等價物）。

如果該方法被調用，寬度和高度都會被設為 0，當 EOCRectangle 實例被配置

時（在 alloc 呼叫中），全部實例變數被設成 0，雖然這可能是你想要的，但

是你可能更想要自行設定預設值，或者丟出例外，指明實例只能夠透過指定

初始化器來初始化。就 EOCRectangle 而言，這表示覆寫 init 方法：

// 使用預設值
- (id)init {
    return [self initWithWidth:5.0f andHeight:10.0f];
}

// 丟出例外
- (id)init {
    @throw [NSException
            exceptionWithName:NSInternalInconsistencyException
             reason:@"Must use initWithWidth:andHeight: instead."
            userInfo:n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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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設定預設值的版本如何直接呼叫指定初始化器，這個版本可透過直接

設定 _width 與 _height 實例變數而被實作。

然而，如果支援該類別的儲存機制已經改變 — 例如，使用結構一起存放寬

度與高度 — 設定資料的相關邏輯就必須在兩個初始化器裡被改變，在這個

簡單的範例中，這樣做還不會太糟糕，但是，想像一下具有更多初始化器與

更複雜之資料的類別，你很容易就會忘記要改變某個初始化器，最後得到不

一致的結果。

現在，想像一下你想要繼承 EOCRectangle，並且建立名為 EOCSquare 的類別。

很清楚地，這個階層結構很合理，但初始化器應該是什麼？很明顯地，寬度

和高度應該強制相等，因為那是正方形！所以，你可能決定建立像這樣的初

始化器：

#import "EOCRectangle.h"

@interface EOCSquare : EOCRectangle
- (id)initWithDimension:(float)dimension;
@end

@implementation EOCSquare

- (id)initWithDimension:(float)dimension {
    return [super initWithWidth:dimension andHeight:dimension];
}

@end

這會變成 EOCSquare 的指定初始化器，注意它如何呼叫其父類別的指定初始

化器。如果回頭檢視 EOCRectangle 的實作，你會看到它也呼叫其父類別的指

定初始化器。這一連串的指定初始化器都必須維護。不過，仍有可能讓它的

呼叫者透過 initWithWidth:andHeight: 或 init 方法來初始化 EOCSquare 物件。

你不會真的想要這樣，因為某人最後可能建立一個長寬不等的正方形。這說

明了繼承的一個要點，如果你擁有具有不同名稱的指定初始化器，總是應該

覆寫你的父類別的指定初始化器。在 EOCSquare 的例子裡，你可能會這樣覆

寫指定初始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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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initWithWidth:(float)width andHeight:(float)height {
    float dimension = MAX(width, height);
    return [self initWithDimension:dimension];
}

注意 EOCSquare 的指定初始化器是如何被呼叫的，在實作這個類別時，名為 
init 的方法也神奇地有效運作。回想一下，在 EOCRectangle 裡，它是如何被

實作來以預設值呼叫 EOCRectangle 的指定初始化器，它仍然會這樣做，但因

為 initWithWidth:andHeight: 方法已經被覆寫，EOCSquare 的實作將被呼叫，

那會接著呼叫它的指定初始化器。因此，一切照常運作，而且不可能使用不

相等的邊長建立 EOCSquare。

有時候，你不想要覆寫父類別的指定初始化器，因為那樣做並不合理。例

如，你可能判斷，使用 initWithWidth:andHeight: 方法建立的 EOCSquare 物件

讓它的邊長被設定成兩個傳入值之大者並不是好做法，而改為決定這是一種

使用者錯誤。這樣的話，常見的設計態樣是覆寫指定初始化器，並且丟出 
例外：

- (id)initWithWidth:(float)width andHeight:(float)height {
    @throw [NSException
        exceptionWithName:NSInternalInconsistencyException
                   reason:@"Must use initWithDimension: instead."
                 userInfo:nil];
}

這似乎蠻嚴格的，但有時候是必要的，否則它會任憑物件以不一致的內部資

料被建立，就 EOCRectangle 和 EOCSquare 而言，它意味著，呼叫 init 也會引

起例外被丟出，因為 init 呼叫 initWithWidth:andHeight:，那樣的話，你可

以決定覆寫 init，並且以合理的預設值呼叫 initWithDimension:： 

- (id)init {
    return [self initWithDimension:5.0f];
}

然而，在 Objective-C 中，丟出例外表示該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參見主題 
21），所以，從初始化器丟出例外應該是實例不能夠被初始化時的最後手段。

在某些情況下，你可能必須擁有多個指定初始化器，這類狀況出現在物件

實例能夠以兩種不同的方式被建立，而且必須分開被處理時。一個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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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是 NSCoding 協定，這是一種序列化機制，讓物件指明它們應該如何編

碼（encoded）及解碼（decoded）。這個機制廣泛地被運用在整個 AppKit 和 
UIKit，這些是來自 Mac OS X 和 iOS 的兩個 UI 框架，它們利用稱作 NIB 
的 XML 格式，提供物件被序列化的能力，這些 NIB 通常被用來存放視圖控

制器（view controller）的視圖配置。從 NIB 被載入時，視圖控制器會經歷

一個解壓縮（unarchiving）的過程。

NSCoding 協定定義了下列的初始化器方法必須被實作：

- (id)initWithCoder:(NSCoder*)decoder;

這個方法通常無法呼叫你的主要的指定初始化器，因為它必須透過解碼器進

行不同的工作，才能解壓縮該物件。此外，如果父類別也實作 NSCoding，它

的 initWithCoder: 方法必須被呼叫，你最後會得到兩個用語嚴格的指定初始

化器，因為會有多個初始化器呼叫父類別的初始化器。

把這個機制應用於 EOCRectangle 會得到如下內容：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erface EOCRectangle : NSObject <NSCoding>
@property (nonatomic, assign, readonly) float width;
@property (nonatomic, assign, readonly) float height;
- (id)initWithWidth:(float)width
          andHeight:(float)height;
@end

@implementation EOCRectangle

// 指定初始化器
- (id)initWithWidth:(float)width
          andHeight:(float)height
{
    if ((self = [super init])) {
        _width = width;
        _height = height;
    }
    return se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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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類別的指定初始化器
- (id)init {
    return [self initWithWidth:5.0f andHeight:10.0f];
}

// 來自 NSCoding 的初始化器
- (id)initWithCoder:(NSCoder*)decoder {
    // 呼叫父類別的指定初始化器 
    if ((self = [super init])) {
        _width = [decoder decodeFloatForKey:@"width"];
        _height = [decoder decodeFloatForKey:@"height"];
    }
    return self;
}

@end

注意 NSCoding 初始化器如何呼叫父類別的指定初始化器，而不是它自己的

指定初始化器。不過，如果父類別也實作 NSCoding，它會改為呼叫該初始化

器。例如，考慮 EOCSquare：

#import "EOCRectangle.h"

@interface EOCSquare : EOCRectangle
- (id)initWithDimension:(float)dimension;
@end

@implementation EOCSquare

// 指定初始化器 
- (id)initWithDimension:(float)dimension {
    return [super initWithWidth:dimension andHeight:dimension];
}

// 父類別指定初始化器
- (id)initWithWidth:(float)width andHeight:(float)height {
    float dimension = MAX(width, height);
    return [self initWithDimension:dimension];
}

// NSCoding 指定初始化器
- (id)initWithCoder:(NSCoder*)deco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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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self = [super initWithCoder:decoder])) {
        // EOCSquare 的特定初始化器
    }
    return self;
}

@end

以相同於任何初始化器被串連到父類別實作的方式，initWithCoder: 在繼續

做它必須做的任何特定事項之前先呼叫它，依此方式，EOCSquare 也完全是 
NSCoding 兼容的。如果你在此呼叫你自己的初始化器，或者呼叫不同的父類

別初始化器，EOCRectangle 的 initWithCoder: 絕不會因為 EOCSquare 實例而被

呼叫，因此，_width 與 _height 實例變數不會被解碼。

謹記在心

 ► 在你的類別裡實作指定初始化器（designated initializer），並且在文件

說明裡指明是哪一個，所有其他初始化器都應該呼叫這一個。

 ► 如果指定初始化器不同於父類別，確認它的指定初始化器有被覆寫。

 ► 從父類別覆寫的初始化器必須丟出例外，避免在子類別中被使用。

17主題 實作 description 方法
在偵錯時，你經常會發現它用於列印物件以便檢視是很有用的。一種方式是

撰寫記錄程式碼（logging code），列印出物件的全部特性，但最常見的做法

是這樣：

NSLog(@"object = %@", object);

當要記錄的字串被建立時，描述訊息（description message）將被傳送給物

件，並且替換格式字串裡的 %@。因此，譬如說，如果物件是陣列，輸出結

果看起來可能像這樣：

NSArray *object = @[@"A string", @(123)];
NSLog(@"object = %@", o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