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歡迎使用 Apple推出的新語言 Swift，也歡迎閱讀本書。本書把最尖端的開發技術提供
給軟體開發人員。本書的讀者群主要有三大類開發人員，且這些開發人員對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都有所了解，也打算使用 Swift：

● 使用 Objective-C開發全新的 iOS與 OS X App的程式設計師，且他們也希望
很快地把 Swift運用在 App中。

● 使用 Objective-C增加現有的 iOS與 OS X App之功能的程式設計師，且他們
也希望很快地把 Swift運用在 App中。

● 完全沒接觸過 iOS與 OS X開發的 Java、C++或 C#程式設計師，且他們也希
望使用 Swift來開發 iOS與 OS X App。

前 12章的焦點在於 Swift程式設計，第 13∼ 14章會簡短介紹 iOS 8的 App開發，這
兩章也是《iOS ® 8 for Programmers: An App-Driven Approach with Swift ™》一書中第 2∼ 3
章的濃縮版本，非濃縮版本的焦點在於建立許多完整的 iPhone ®與 iPad ® App1。

我們著重軟體工程的最佳實務。本書的核心，也是 Deitel的辨識標誌，稱為「live-
code」，其內涵為不是只用程式片段，而是透過在 OS X ®（最後兩章則是 iOS 8 ®）上

完整且可運作的 Swift程式，來說明大多數觀念。每個完整的程式範例都還會有一個
以上的執行樣本可供參考。使用程式片段的例子是少數，且這類範例都是來自「已編

譯、正確地執行，且符合 live-code內涵」的範例。本書的所有範例程式碼來源如下：

http://www.deitel.com/books/SwiftFP

有些完整的 live-code程式，也可能會以程式片段的形式出現－這是因為在 Swift中
刪去了許多 C-based語言的常見項目，比如 main方法。比方說，下一行就是完整的

Swift程式：

println("Welcome to Swift Programming!")

1 Swift 是個新語言，且演進的很快。我們打算在重要的新功能出現時額外把相關內容刊載出來，詳見

http://www.deitel.com/books/Swif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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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程式語言
Swift 是 Apple 在 2014 年 6 月 的 全 球 軟 體 開 發 人 員 大 會（Worldwide Developer 
Conference, WWDC）上的驚人宣布。因為這個語言很新，所以接下來幾年的演進速
度可能會很快。下面會提到 Swift的一些重要層面：

 ● Apple在未來使用的語言－ Apple公司的市值目前是全球最高，而該公司宣稱
Swift會是未來其設計 App與系統時使用的語言。

 ● 常見的語言功能－ Swift有著比 Objective-C更為簡化的語法。因為 Swift是新
語言，其設計者希望加入一些如 Objective-C、Java、C#、Ruby、Python⋯⋯
等語言中常見的功能。這些功能（見圖 1.1）有型別推論、值組、閉包
（lambda）、泛型、運算子多載、有多個回傳值的函式、optional、String代

換、加強型 switch程式敘述加強⋯⋯等。我們發現使用 Swift開發 iOS與 OS 
X App，會比使用 Objective-C開發來的容易。

 ● 效能－ Swift的設計會使其效能比 Objective-C更好。在 Apple評測下，Swift
程式在多核心系統上運作時，其速度是 Objective-C程式的 1.5倍。

 ● 預防錯誤－ Swift能減少許多常犯的程式錯誤，使得程式碼更為強固與安全。
這些預防錯誤的功能（見圖 1.2）當中，有自動記憶體管理、沒有指標的功
能、要求使用一對大括弧包圍控制用程式敘述的主體、不回傳值的指定運算

子、所有變數與常數在使用前都要設定初始值、陣列邊界檢查、整數計算的

溢位檢查⋯⋯等。

 ● 與 Objective-C之間的互通性－在相同 App裡可以結合 Swift與 Objective-C。
能夠增加現存 Objective-C App 的功能，且不必重新撰寫所有程式碼。App
很容易就能跟 Cocoa 與 Cocoa Touch 這兩個框架互動，這兩個框架大多以
Objective-C撰寫。

 ● Playground － playground 屬於 Xcode 的視窗，在該視窗中鍵入 Swift 程式碼
時，對程式碼的編譯與執行也會同時進行。這讓開發人員能夠在撰寫程式的

同時閱聽執行結果、快速地發現並修正錯誤，以及實驗一些 Swift與 Cocoa /
Cocoa Touch框架的功能。

本書用到的軟體

要能執行書中的 Swift範例，且自行撰寫 Swift程式，就必須安裝 Xcode 6，該軟體能
從 Mac的 App Store下載。若是初次開啟 Xcode，它會下載與安裝開發所需的額外功
能。關於 Xcode的最新資訊，可參考網址如下：

https://developer.apple.com/x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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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類別、物件、 
方法及函式

學習目標
本章會討論：

 ■ 定義類別，並建立其物件。
 ■ 把類別的屬性實作成 property。

 ■ 詳述 private 層級的 property 設定器，它只能在該

property所屬的類別中使用。

 ■ 把類別的行為實作成方法。
 ■ 建立物件時，在初始化程序中設定物件的 property。

 ■ 呼叫物件的方法，讓它們執行任務。
 ■ 了解在方法中的區域變數與區域常數，這兩者與 property

之間的差異。

 ■ 了解值型別與參考型別之間的差異。
 ■ 使用來自 Cocoa / Cocoa Touch Foundation框架的

NSDecimalFormatter，把數值格式化為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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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簡介
第 2章有用到 Swift的內建型別（Int和 String）與函式（print和 println）。整本

書會使用更多 Swift型別與函式，以及 Cocoa / Cocoa Touch函式庫。本章會討論自建
類別，這樣的類別會是新型別，能用來定義變數，還能建立物件。到後面幾章，還會

建立 struct與 enum等新型別。

本章會建立並使用簡易的銀行帳戶類別，名為 Account。該類別的屬性是帳戶持有

者的姓名與餘額，並提供查詢餘額、存款（增加餘額），以及提款（減少餘額）等功

能。另外，本章還會討論值型別與參考型別的差異。

浮點數

第 2章使用 Int表示整數。本章會用 Double型別表示 Account的 balance，其值可

以有小數點（point）－這類數字就稱為浮點數（floating-point number），比如 43.95
與 -129.8873。

Swift提供兩種內建的型別，分別是 Float與 Double，以便在記憶體中存放浮點數。

Float型別的變數，表示的是單精度浮點數（sing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number），

且至少有六個有效數字（six significant digits）。Double型別的變數，表示的是倍精度

浮點數（doub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number），需要的記憶體是 Float變數的兩倍

（twice），且至少有十五個有效數字（15 significant digits）。

大多數程式設計師會以 Double型別表示浮點數。事實上，Swift預設的作法是把原始
碼中所有的浮點數常量（如 7.33與 0.0975）視為 Double型別。

 3.1 簡介
 3.2 Account類別

3.2.1 定義類別
3.2.2 把類別屬性定義成已存的 property
3.2.3 用 private的設定程序來定義

public的存放用 property
3.2.4 用 init來設定類別 property的初

始值
3.2.5 把類別的行為定義成方法

 3.3 建立並使用 Account物件

3.3.1 匯入 Foundation Framework
3.3.2 建立並設定

NSNumberFormatter，進而設定
貨幣值的格式

3.3.3 定義 formatAccountString函式
3.3.4 建立物件並呼叫初始化程序
3.3.5 呼叫在物件上的方法－支付至

Account物件
3.3.6 呼叫在物件上的方法－從

Account物件提取款項

 3.4 值型別 vs. 參考型別
 3.5 搭配存取修飾字的軟體工程
 3.6 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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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DecimalNumber類別

在後面幾章，我們會用 Cocoa / Cocoa Touch Foundation框架的 NSDecimalNumber類

別，來精確地表示貨幣數量－這跟在撰寫處理貨幣數量的重要商務程式時的處理方式

相同。在 8.10節會示範 NSDecimalNumber的用法。

3.2 Account類別
圖 3.1∼ 3.5的內容是 Account類別的程式碼。3.3節會提到一個簡單的程式，其功
能是建立 Account物件，並用該物件示範 Account的功能。這個作為範例的專案中

有兩個 Swift 檔案，分別是 Account.swift與 main.swift（3.3 節），前者的內容是
Account的定義，而後者的內容是使用 Account類別的 App。其實在 main.swift中定

義 Account類別也是可行的作法，但一般會把類別另行定義在其他檔案中，以便程式

再利用與維護。要把新的 Swift檔案添加到專案，就要依序點選 File > New > File...，

再從 Source這個分類中選擇 Swift File。

要執行最後的專案，點擊 Xcode工具列上的 Run按鈕（ ），或是鍵盤按下  + R。

執行結果會在 Xcode視窗底部的 Debug區域（圖 1.9）中顯示。

3.2.1 定義類別

第 4 行（圖 3.1）是 Account類別的定義（class definition）。類別定義的開頭會是

class關鍵字（class keyword），緊接著再提出類別名稱（Account）。

  1 // fig03-01-11: Account.swift
  2 // Account class with name and balance properties,
  3 // an initializer and deposit and withdraw methods
  4 public class Account {

圖 3.1｜ Account類別定義。

類別名稱屬於識別字

類別名稱屬於識別字（identifier），其命名方式為第 2章討論的駝峰式大小寫（camel-

case），但差別在於習慣上開頭字母要大寫。

類別主體

第 4行末尾的左大括弧（left brace，{），是每個類別定義之主體的開頭。圖 3.5的行
號 39，是對應的右大括弧（right brace，}），則是每個類別定義的結尾。習慣上，類

別主體的內容都應該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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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錯誤的小技巧 3.1
類別在使用前就必須定義完畢，反之則會出錯，而錯誤訊息為「使用某個未宣告型

別」。在 Xcode專案中，若另外在其他的 .swift檔案中定義類別，則 IDE能在隸屬該
專案的所有原始碼檔案中使用該類別。

public、internal，以及 private等存取修飾字

Account類別定義的開頭是 public關鍵字（行號 4），這是 Swift 的三種存取修飾
字（access modifier） 之 一（public、internal， 以 及 private）。 宣 告 為 public

的類別，也可以在其他的 App中使用－比方說，Swift標準函式庫的功能都宣告為
public，所以可以在 App中使用它們。宣告為 internal的類別，只可以在同一個

專案（same project）中使用－若類別沒有存取修飾字，則該類別的存取層級便會是

internal。宣告為 private的類別，只能夠在定義該類別的檔案（file）中使用。雖

然不會在本章以外的範例用到 Account類別，但還是把它宣告為 public，保留其再利

用的空間。

軟體工程觀點 3.1
若類別可能會在其他 App中使用，便宣告該類別為 public。若類別只會在所屬專案

中使用，便宣告為 internal。若類別只會在所屬檔案中使用，便宣告為 private。

軟體工程觀點 3.2
public、internal，以及 private等存取修飾字，其實跟其他物件導向語言（如

Java、C#，以及 C++）的存取修飾字不同。3.5節會討論 Swift的存取修飾字。

3.2.2 把類別屬性定義成已存的 property

不同戶頭通常其名稱和餘額會不同。因此，Account類別會有 name（圖 3.2）與
balance（圖 3.3）這兩種 property。圖 3.2 定義了 name這類屬於存放用 property

（stored property）－這類 property能存放或擷取某個類別之物件的值。若是類別的存
放用 property，那麼每個物件都有自己的（own）副本。Swift的存放用 property，跟
C#的 property很相似，也跟 Java與 C++中有設定（set）與取得（get）方法的實體變

數（instance variable）相似。

  5     public var name: String = "" // properties must be initialized
  6 

圖 3.2｜存有 name這個 property的 Account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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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存放用 property

類別的 property可以定義成像其他常數與變數，但是在類別的主體中。圖 3.2中的
property是一個變數（var），存放 String型別的 property，並設定其初始值為空白
的 String。可變的 property 為讀取 /寫入（read / write）－也就是允許取得物件的

property值，還有把值存放到物件。

使用物件的識別字與一個點（.）－稱為點語法（dot syntax）－去存取 property。思考
名為 account1的 Account物件。參考下例：

account1.name = "Jane Green" // uses the setter to set the name

運算式 account1.name，會使用 property 的 setter，把 String "Jane Green"存放到
account1物件。參考下例：

println(account1.name) // uses the getter to get the name

運算式 account1.name，會使用 property 的 getter，從 account1 物件擷取 String 
"Jane Green"，使它可以用 println顯示在畫面。

你也可以用 let，在類別中定義 property常數。property常數是唯讀（read only）－只

需要提供它們 getter去擷取值，且用在設定初始值後就不會改變的值。

防止錯誤的小技巧 3.2
若打算使用未設定初始值的常數或變數，那麼 Swift編譯器會發出編譯錯誤。這有助
於避免不安全的執行時期邏輯錯誤。

類別的 public property，可以在整個類別存取，也可以由類別的 client存
取

name property 定義為 public（行號 5）。類別的 public property（與其他的 public

成員）都是開放存取（publicly accessible）。它們在整個類別定義中都可以存取，且

（and）也可以從使用類別物件的任意程式碼存取－類別所謂的客戶端程式碼（client 

code），如 3.3節會看到的 main.swift。類別的 internal成員，可以從該類別所隸屬

之 App中的任何位置，藉由該類別的物件存取。類別的 private成員只可以在該類別

所隸屬之檔案中使用。

軟體工程觀點 3.3
若類別是 private，那麼其成員不用特別說明，也一定是 private。若類別是 public

或 internal，那麼其成員至少也會是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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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用的 property

Swift也會提供計算的 property（computed property）－這種 property不是用來存放
資料，而是要操作其他 property。比方說，Circle類別可能有個存放用的 property名
為 radius，還有三個計算的 property 名為 diameter、circumference，以及 area，

它們各自是用來計算直徑、圓周長，以及面積，且在計算過程中都有用到存放用的

property radius。我們在 6.9.1節會定義計算的 property，且在第 8章中深入討論。

3.2.3 用 private的設定程序來定義 public的存放用 property

3.2.2 節曾看過，可變動的 property 都有一個 getter 與 setter。若可變動的 property 為
public，那麼客戶端程式碼可以使用 getter 取得 property 的值，或使用 setter 修改

property 的值。雖然客戶端程式碼應該（should）要能檢查 balance，但 balance應

該只（only）能在 Account類別中修改，所以便可以確保客戶端程式碼不會以錯誤

的方式修改 balance。在這個情境下，可以把 property 的 setter 宣告為 private。行

號 8（圖 3.3）定義的 public變數，是名為 balance的存放用 property，其型別為
Double，而初始值為 0.0。在 public與 var關鍵字之間的 private(set)標記，指出

balance的 setter是 private，且因此只能在 Account類別所隸屬的檔案中使用。

  7     // balance is public, but its setter can be used only in class Account
  8     public private(set) var balance: Double = 0.0
  9 

圖 3.3｜ Account類別的存放用 property。

3.2.4 用 init來設定類別 property的初始值

Swift不會對類別的 property提供預設值－你必須（must）在使用前就設定初始值。行

號 5與行號 8（圖 3.2∼ 3.3）具體設定了 Account的兩個 property的初始值。但若想
在建立（create）Account物件時，提供給 name與 balance不同的值，又該如何？你

定義的每個類別，也可以選擇性地提供搭配參數的初始化程序（initializer），藉以設

定類別新物件的初始值。事實上，Swift要求建立的每個（every）物件都要呼叫初始化

程序，所以這是初始化物件 property的最理想作法。若類別未明確定義任何初始化程
序，則編譯器會定義沒有參數的預設的初始化程序（default initializer），該程序會把

類別 property的初始值，設定為該 property在類別定義中所指定的值。初始化程序的
角色，就像大多數物件導向語言中的建構子。

防止錯誤的小技巧 3.3
跟其他物件導向語言的不同，就是 Swift類別的 property若沒有初始值，也不會接收預
設值。對每個 property都必須提供初始值，初始化動作可能會在 property的定義位置，
又或是在類別的初始化程序中。若未提供初始值，則會發生編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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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程序的定義

行號 11∼ 19（圖 3.4）定義了 Account類別的 public初始化程序－若類別要在其所

屬專案以外使用，那麼就只有該類別的 public成員能使用。每個初始化程序的名稱

都是 init關鍵字，後面會緊接著一組括弧，且括弧中可能會有一個參數列，之後在

緊接著一組大括弧（{與 }），大括弧中便是初始化程序的主體。如果有參數列，那

麼其結構是一串用逗號分隔、且標註有型別的參數。傳遞到初始化程序參數的引數

值，會設定類別的某個特定物件的 property初始值。到第 8章會看到，類別可以有多
個初始化程序－這稱為多載（overloading），且讓物件能以不同方式初始化。Account

類別的初始化程序，提供的參數名稱為 name與 balance，其型別分別是 String與

Double，且各自代表帳戶持有人姓名以及起始餘額。

 10     // initializer
 11     public init(name: String, balance: Double) {
 12         self.name = name
 13 
 14         // validate that balance is greater than 0.0; if not,
 15         // property balance keeps its initial value of 0.0
 16         if balance > 0.0 {
 17             self.balance = balance
 18         }
 19     }
 20 

圖 3.4｜ Account類別的初始化程序。

每個參數在宣告時都必須標註型別，以指出對引數型別的期待。若建立了新的

Account物件（3.3節會看到），你會把帳戶持有人姓名（String型別）與起始餘額

（Double型別）作為引數傳遞－初始化程序會分別以參數 name與 balance來容納這

些值。初始化程序會把參數 name指定給 property name（行號 12），且確認 balance

參數的值，只有在對應的引數比 0.0大時，才將參數值指定給 property balance（行
號 17）－反之，property balance會維持其定義時指定的預設值 0.0（圖 3.3 行號
8）。

在初始化程序、方法，或是函式中定義的參數，便是這三者的區域參數

在初始化程序、方法，或是函式中定義的參數，便是這三者的區域參數。在初始化

程序、方法，或是函式主體中定義的變數與常數，也會是這三者的區域變數與區域

常數。若區域變數或區域常數跟 property的名稱相同，那麼在主體中使用這些變數
或常數時，指的就是區域變數或常數，而不會是指 property －區域的識別字會隱
藏（shadow）property。使用 self（就像在其他主流的物件導向語言中的 this）關

鍵字，去明確指出遭隱藏的 property，如同行號 12與 17（圖 3.4）中指定運算的左 
運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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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工程觀點 3.4
關於行號 11的參數，我們可能要選擇使用不同的名稱，以避免使用 self關鍵字，但

在行號 12與 17中使用 self關鍵字的作法，在實務上也是廣泛接受的，因為這可以

最大化地降低識別字名稱的數目。

若未在類別中定義初始化程序，那麼該類別便不會有預設的初始化程序

若類別中有定義初始化程序，編譯器便不會（not）為該類別建立預設的初始化程序
（default initializer）。在那個狀況中，你不能使用 Account()運算式來建立 Account物

件－除非自建的初始化程序沒有（no）參數。

軟體工程觀點 3.5
除非類別的 property預設的初始化程序是 acceptable，提供自建的初始化程序以確保在
建立新物件時，property會設定為有意義的值。

軟體工程觀點 3.6
在物件的所有存放用 property都有值之前，不可以在初始化程序中呼叫方法。這會在
「第 10章：繼承、多型及 protocol」解釋。

3.2.5 把類別的行為定義成方法

Account類別定義了兩個 public方法（圖 3.5）來操作 balance：

 ● deposit方法（行號 22∼ 27）確保存款數量為正數，如果是的話，就把它加
進 balance。

 ● withdraw方法（行號 30∼ 38）確保兩點，首先是提款數量為正數，再來是
餘額減去提款數量後也不會使帳戶透支，若這兩者都成立，便會把 balance

減去提款數量。

 21     // deposit (add) a valid amount into the Account
 22     public func deposit(amount: Double) {
 23         // if amount is valid, add it to the balance
 24         if amount > 0.0 {
 25             balance = balance + amount
 26         }
 27     }
 28 
 29     // withdraw (subtract) a valid amount from the Account
 30     public func withdraw(amount: Double) {
 31         // if amount is valid, and the balance will not

圖 3.5｜ Account類別的 deposit與 withdraw方法（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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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become negative, subtract it from the balance
 33         if amount > 0.0 {
 34             if balance - amount >= 0.0 {
 35                 balance = balance - amount
 36             }
 37         }
 38     }
 39 }

圖 3.5｜ Account類別的 deposit與 withdraw方法（第二部分）。

定義一個方法

方法定義的開頭是 func（行號 22與 30）關鍵字，再來是方法名稱與參數列（位於
一組括弧中），再接著位於一組大括弧（{與 }）中的方法主體。跟初始化程序相同

的是，若方法有參數列，那麼其結構也是一串用逗號分隔、且標註有型別的參數。

deposit與 withdraw方法都各自接收一個 Double型別的參數，且參數的含義分別是

存款與提款數量。

方法的回傳型別

方法也會具體指出回傳型別，就是在參數列後接著 ->與回傳值型別。未指定回傳型

別的方法，就沒有回傳值，就像 Account類別的 deposit與 withdraw的方法。有回

傳值的方法，會使用 return指令把結果傳回至方法的呼叫端。之後會看到，Swift方
法與函式可以使用值組（tuple）來一次回傳多個值，這部分會在第 5章看到。

初始化程序不能回傳值

初始化程序與方法之間的重大區別，在於初始化程序不能回傳值（initializers cannot 

return value），所以也不能（cannot）指定回傳型別。

函式就是定義在型別定義以外的方法

若方法的定義位置是在 class（或 struct、enum）以外，那該方法就是函式，有時稱

其為 free function或全域函式（global function）－ println與 print是定義在 Swift標
準函式庫中的眾多函式中的兩個函式。我們會在 3.3.3節中定義函式。

3.3 建立並使用 Account物件
接下來，我們會呈現 main.swift，其中展示了 Account類別的功能。在圖 3.6∼ 3.11
中呈現程式碼，且在適當的情況下，會在每個圖中都顯示由指令敘述產生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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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匯入 Foundation Framework

iOS 8與 OS X Yosemite平台的強大功能，在於它們有預先定義的豐富功能，且這些
功能可以再使用（reuse），而無需「重新發明輪胎」。這些功能都集結分類於各個框

架（framework）。若要使用來自 iOS 8與 OS X Yosemite的框架，就必須把它們匯入
（import）到 Swift程式碼。在整個 App中，我們會針對地區的貨幣格式顯示 Account

的 balance。要這麼做，就要使用 Foundation 框架的 NSNumberFormatter 類別

（NSNumberFormatter class）的物件。在圖 3.6 中，行號 4 是 import宣告（import 
declaration），指出了程式有用到來自 Foundation框架的預先定義功能。import宣告

在檔案中的位置，必須位於原始碼之前（但註解部分除外）。

  1 // fig03-01-11: main.swift
  2 // Using class Account's init method to initialize an Account's
  3 // name property when the Account object is created
  4 import Foundation // use Cocoa/Cocoa Touch Foundation Framework
  5 

圖 3.6｜把框架匯入到 Swift程式碼中使用。

3.3.2 建立並設定 NSNumberFormatter，進而設定貨幣值的格式

行號 7（圖 3.7）建立了 NSNumberFormatter物件。Swift 跟其他物件導向語言的不
同點，在於 Swift沒有 new運算子來建立物件。而是只會在類別名稱後接著括弧。

如果有引數的話，是為了要設定物件的 property 的初始值，而引數會敘述成在括
弧中用逗號分隔的清單。行號 8 會使用 .語法，便可存取 NSNumberFormatter物

件 的 numberStyle property， 並 將 其 設 定 為 enum 的 NSNumberFormatterStyle.

CurrencyStyle常數，這指出 formatter物件產生了特定地區的貨幣 String（在後面

幾章，我們會對 enum有更多著墨）。

  6 // create and configure an NSNumberFormatter for currency values
  7 var formatter = NSNumberFormatter()
  8 formatter.numberStyle = NSNumberFormatterStyle.CurrencyStyle
  9 

圖 3.7｜建立並設定 NSNumberFormatter物件。

Xcode的 Quick Help Inspector

在原始碼（可能是在 playgrouncd，或是在專案的 Editor區域）中放置游標時，可以

使用 Quick Help inspector來取得上下文相關的輔助說明（context-sensitive help）－這

是以游標出現在原始碼的位置為基礎的文件。比方說，點擊類別名稱便會出現該類別

的說明，點擊 property名稱便會出現該 property的說明。Quick Help inspector也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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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為深入之文件的連結，其內容通常還會有 Swift與 Objective-C的程式碼片段，所
以可以看到所選的項目在這些語言裡的用法。Quick Help inspector是位於 Xcode的
Utilities區域，另外也可以從 View > Utilities > Show Quick Help Inspector，找出

Quick Help。你也可以按住 option鍵，再用滑鼠點擊項目，以觀看該項目的彈出式快

速輔助資訊。

在 Xcode編輯區中的 Jump to De�nition選項

在 Xcode 的專案中，按住 control 鍵並點擊原始碼中的項目，再點選 Jump To 

Definition，便能跳至該項目的定義。對於 Swift標準函式庫中的型別與函式來說，這
會顯示一個檔案，且其內容為宣告與用來說明的註解。

3.3.3 定義 formatAccountString函式

圖 3.8中定義了 formatAccountString函式，在 main.swift中我們都是用該函式去建

立出 Account的 name與 balance的格式化 String。在 main.swift中，定義位置是在

函式範圍以外的指令敘述，在程式開始執行後便會依序執行。位於函式內部的指令敘

述，只會在該函式遭呼叫（called）時才執行。

 10 // function to return String representation of an Account's information
 11 func 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 Account) -> String {
 12     return account.name + "'s balance: " +
 13         formatter.stringFromNumber(account.balance)!
 14 }
 15 

圖 3.8｜顯示 Account之資訊的函式。

formatAccountString函式會接收一個 Account物件，並回傳一個 String（行號 11
中指定了回傳型別），其內容會是 Account物件的 name與 balance等 property的值。
行號 13的 formatter物件，會使用 stringFromNumber方法，便能把 balance以特

定地區之貨幣形式表示成字串。在行號 12使用的 +運算子，會把 name這個 String，

跟 "'s balance: "常量，以及行號 13中由 stringFromNumber回傳的 String都串接

在一起。

return指令會把串接起來的 String回傳至函式的呼叫端。比方說，若把值回傳至圖

3.9中行號 21的 println指令中，而該指令會把回傳的 String輸出到畫面。

stringFromNumber可能無法產出格式化的 String。若方法未必都有回傳值，那

Swift便會回傳一個 optional，這代表了指定型別的值，或是其實沒有值的 nil（跟

某些語言中的 null與 NULL很像）。optional 是把型別後面加上 ?來註明－其實

stringFromNumber的回傳型別應該是 String?（一個 optional String）。行號 13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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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的驚嘆號（!），會告知 Swift 應假設 stringFromNumber所回傳的 optional String
內容，確實是 String值（而非 nil），且因此行號 12 ∼ 13 會回傳值。注意，若
optional String的內容是 nil，便會發生執行時期錯誤，且程式會停止執行。在 6.9.5
節會討論 optional，以及怎麼檢查它們是否為 nil。

3.3.4 建立物件並呼叫初始化程序

行號 17∼ 18（圖 3.9）會建立並設定兩個 Account物件的初始值，並將它們指定給

account1與 account2。若不希望被察覺有呼叫類別的初始化程序，就必須在對應的

引數值前面加入參數名稱與冒號（:），如行號 17∼ 18所示。行號 21∼ 22會把呼叫
formatAccountString函式的結果輸出至畫面，便能以 String形式取得 Account物件

在設定初始值後的內容－圖 3.9底下是其對應的輸出。

 16 // create two Account objects
 17 let account1 = Account(name: "Jane Green", balance: 50.00)
 18 let account2 = Account(name: "John Blue", balance: -7.53) 
 19 
 20 // display initial balance of each Account
 21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1))
 22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2))
 23 

Jane Green’s balance: $50.00
John Blue’s balance: $0.00

圖 3.9｜建立與操作 Account物件。

3.3.5 呼叫在物件上的方法－支付至 Account物件

圖 3.10 說明存款至各個 Account（行號 29 與 37），顯示每個 Account維護自身的

balance  property的副本。在呼叫方法時，若只有一個參數，就只要傳遞括弧中的引
數值。若方法有多個參數，那麼從第二個引數起的每個引數，前面都必須指出參數名

稱與冒號（:）－ 5.9節會討論這麼做的原因。在每次存款之後，便會把 Account物

件都輸出到畫面，突顯在每次呼叫 deposit後，只有一個 Account物件的 balance被 
修改。

 24 // test Account's deposit method
 25 var depositAmount = 25.53
 26 
 27 println("\ndepositing " + formatter.stringFromNumber(depositAmount) +
 28     " into account1\n")
 29 account1.deposit(depositAmount)
 30 

圖 3.10｜把款項存入 Account物件（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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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1))
 32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2))
 33 
 34 depositAmount = 123.45
 35 println("\ndepositing " + formatter.stringFromNumber(depositAmount) +
 36     " into account2\n")
 37 account2.deposit(depositAmount)
 38 
 39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1))
 40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2))
 41 

depositing $25.53 into account1

Jane Green’s balance: $75.53
John Blue’s balance: $0.00

depositing $123.45 into account2

Jane Green’s balance: $75.53
John Blue’s balance: $123.45

圖 3.10｜把款項存入 Account物件（第二部分）。

3.3.6 呼叫在物件上的方法－從 Account物件提取款項

圖 3.11會說明從各個 Account（行號 47與 55）提款。再來一次，跟 deposit相似之

處，withdraw方法只有一個參數，所以只要傳遞括弧中的引數值。每次提款後，便會

把 Account物件都輸出至畫面。

 42 // test Account's withdraw method
 43 var withdrawalAmount = 14.27
 44 
 45 println("\nwithdrawing " + formatter.stringFromNumber(withdrawalAmount) +
 46     " from account1\n")
 47 account1.withdraw(withdrawalAmount)
 48 
 49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1))
 50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2))
 51 
 52 withdrawalAmount = 100.00
 53 println("\nwithdrawing " + formatter.stringFromNumber(withdrawalAmount) +
 54     " from account2\n")
 55 account2.withdraw(withdrawalAmount)
 56 
 57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1))
 58 println(formatAccountString(account2))

圖 3.11｜從 Account物件提款（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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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drawing $14.27 from account1

Jane Green’s balance: $61.26
John Blue’s balance: $123.45

withdrawing $100.00 from account2

Jane Green’s balance: $61.26
John Blue’s balance: $23.45

圖 3.11｜從 Account物件提款（第二部分）。

3.4 值型別 vs. 參考型別
Swift的型別只有兩大類，分別是值型別（value type）與參考型別（reference type）。

第 2章曾操作過 Int型別的變數－這是其中一種值型別。Swift的數值型別、Bool型

別，以及 String型別都屬於值型別。另外，struct與 enum（之後幾章會討論到）也

都是值型別。

值型別

若一個屬於值型別的常數值或變數值被傳遞至函式或方法（又或是從函式或方法回

傳）、指定給另一個變數，或是用來設定常數的初始值，就會產生這類常數值與變數

值的副本（copied）。注意，Swift的 String屬於值型別－在大多數其他的物件導向語

言，String是屬於參考型別。

參考型別

所有的類別都屬於參考型別。屬於參考型別（通常稱為參考（reference））的常數與變

數就會參考至物件（refer to an object）。從概念上來說，這意味著常數與變數存放著

物件的位置（location）。然而，跟 Objective-C、C，以及 C++不同的是，該位置並非
物件實際的（actual）記憶體位址，而是一個讓你能定位物件的 handle，以便跟物件互

動。圖 3.7的行號 7：

var formatter = NSNumberFormatter()

建立了 NSNumberFormatter類別的物件，再把它指定給 formatter變數，該變數會參

考（reference）至該 NSNumberFormatter物件。類似的部分出現在圖 3.9的行號 17：

let account1 = Account(name: "Jane Green", balance: 50.00)

建立了 Account類別的物件，再使用對該 Account物件的參考（reference），去設定

account1常數的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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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成常數的物件，不是物件常數

即便圖 3.9 的 account1與 account2都定義為常數（constant），這並不會（not）使

得 Account物件本身成為常數－把物件指定給常數，意思就只是該常數只會參考

至（refer to）相同的（same）物件。你仍然可以使用參考型別的常數去存取讀 /寫
property，並去呼叫修改受參考物件的方法，如同 3.3節中在整個 main.swift中所 
做的。

指定參考

屬於參考型別的物件都不會被複製（not copied）。若你把參考型別的變數指定給

相同型別的另一個變數或常數，那麼它們都會參考至同一個物件（refer to the same 

object）。同樣地，若把屬於參考型別的常數之初始值，設定為另一個相同型別的變數

或常數，也會有相同效果。

全等（===）與不全等（!==）運算子

2.7節介紹過 Swift的比較運算子。值型別與參考型別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是在比較
相等與不相等方面。只有值型別的常數與變數可以用 ==與 !=。

使用 ===（全等）與 !==（不全等）運算子，便可以比較參考型別的常數與變數，以

判定它們是否參考至同一個物件（refer to the same object）。

若 account1與 account2這兩個 Account常數（或變數），參考至同一個 Account物

件，那麼條件式

account1 === account2

回傳 true。若那些內容各自參考至不同的（separate）Account物件（即便它們可能有

相同的內容），則前述條件式會回傳 false。類似的部分，!==會回傳 true的前提是

其運算元都參考至不同的（different）物件，回傳 false則是因為運算元均參考至相

同的（same）物件。

3.5 搭配存取修飾字的軟體工程
如同之前提過的，Swift的 public、internal，以及 private等存取修飾字的運作，

跟 Java、C#，以及 C++ 的存取修飾字不同。在 Swift，它們是 scope based，而不是
type based。在這一節，我們會深入討論 Swift的存取修飾字，並提供其使用原則。

檔案與模組

在 Swift，幾群相關的檔案都被編譯成模組（module）。比方說，實作 App的原始碼檔
案，都會定義在 App專案中，並編譯成單一模組。類似的情況是，你也可以將框架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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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那些檔案中相關再利用的軟體元件所代表的多個檔案，定義為單一模組。模組可

以被匯入（imported）至其他專案以便再利用，就像在 3.3節中我們對 Foundation框

架所做的一樣。

存取修飾字可以用在 Swift的許多程式元素

Swift的存取修飾字讓你能限制對原始碼檔案（source-code file）與模組（module）中定

義的各種程式元素的存取。比方說：

 ● 可以把函式宣告為 private，使得該函式只能（only）在所屬檔案中使用。

 ● 可以把函式宣告為 internal，使得該函式只能在所屬模組中使用－若你未明

確提供存取層級，那麼 internal便是預設的存取修飾字。

 ● 可以把函式宣告為 public，使得該函式只能在所屬模組使用，且（and）在匯

入該模組的其他模組中使用。

可定義在原始碼檔案之頂層的每個語言元素，如變數、常數、類別、函式，以及其他

在之後幾章會看到的語言元素，便能適用這些概念。

類別中的存取修飾字

即使一個類別的成員如先前所述般可存取，若在 Java、C#，或 C++中定義 private

的類別成員，該成員只有（only）在其所屬類別（defining class）中才能使用。但在

Swift，private的類別成員可被所屬類別的其他成員存取，且（and）跟該類別定義

於同一個原始碼檔案（same source-code file）的其他程式碼也可存取。要防止類別以

外的程式碼去存取類別的 private成員－且要取得 private成員在 Java、C#，以及
C++等語言中所提供的用途－必須在檔案中自行（by itself）定義類別。這樣做會讓你

能夠強制封裝（encapsulation）－也就是隱藏（hide）類別的實作細節，讓模組中的

其他原始碼，以及你的模組匯入的其他模組都無法取得其資訊。比方說，對於本章的

Account類別，在其自身的檔案中定義的類別，讓我們能夠確保客戶端程式碼，不能

存取 balance property的 private setter。

軟體工程觀點 3.7
在 Swift文件中，Apple表示存取修飾字主要是讓開發人員建立能再利用的框架，且那
些大多數的 App開發人員可以在 App程式碼的整體中使用預設的 internal存取。儘

管如此，若你希望封裝類別成員，就應該把類別（其他新的型別也相似）定義在自己

的檔案中，並宣告適合的 private類別成員－那就是我們在整本書中所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