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是針對 iOS 有興趣的程式開發者，由淺到深，將 iOS 程式語言用
淺而易懂的文字來解說，並加入 APP 的實例及全程影音教學，是為最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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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蘋果電腦的開發者，提供一個全新的進入點，將從基本的 iOS 基礎語言
Objective-C 開始，針對這特殊於 C 的獨特語言開始入手，並且實做 cocoa
的 iPhone 畫面 UI 設計，以及針對程式的 API 及 iOS 的頂尖技術進行詳細講
解，結合大量的實際案例與經驗，最終整合在 iPhone、iPad 上受歡迎的商業
軟體，讓讀者能夠成為真正能在 iOS APP 馳騁的高手。
本書是筆者於 2009 年起在全球各大城市教授 iOS 的課程內容匯集大
全，書中提供很多 APP 範例給對開發 APP 有興趣者的開發者。內容經歷過
業界頂尖工程師多次的考驗才逐一完成，也謝謝學員們的鼓勵，才能讓這本
書問世，最重要的是要感謝購買此書的讀者的你們，讓筆者有更實質的動
力，繼續寫作。在此書中要特別感謝編輯，在透過近百篇的郵件、多次的會
議中，逐字校對盡心盡力，用最專業的角度建議寫作的方式，就是為了要把
最好的呈現獻給讀者，相信你在閱讀時，也可以感受得到這本書的專業度與
大家的用心。
筆者才疏學淺且在美國矽谷居住大半輩子，使用中文撰寫於書中的遣
詞內容難免不妥與疏忽錯字，還請各位多指教和見諒。這本書不單單只是書
籍，期許能成為你工作與學習上的參考寶典。如果你在閱讀的時候，有任何
問題，歡迎到柯博文老師的網站上 www.powenko.com 或者微博上一同討
論、一同交流，讓學習也可以互動，並且結交更多朋友。
祝大家在 iOS APP 無往不利、順心。

柯博文
LoopTek 公司技術長
於美國矽谷 San 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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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將介紹如何修改 icon、啟動畫面和動畫效果，讓程式
看起來更加專業。

圖 0 本章完成後 APP

CHAPTER

APP 啟動畫面
圖示設定與動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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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修改 APP 的 icon

目的
在這一章節中，將會介紹如何實際在手機上做測試。

步驟
STEP 1：延續上一個專案

本章延續上一個專案，或者各位可以挑選任何一個 APP 來修改。
STEP 2：請準備圖片

請事先準備三張 png 圖片，它的大小分別是：

9958x58 像素。
9980x80 像素。
99120x120 像素。
並在專案上建立文件夾，使用滑鼠將檔案拖拉到專案的文件夾中。

圖 1 複製圖片到專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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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設定

icon

接下來請在專案上點選「Assets.xcassets」，再點選「AppIcon」
，就會看到設
定圖片的選項。

圖 2 設定 icon 的選項

接下來，請用滑鼠分別把圖片由左欄拖曳到右欄 :
1.

58x58 像素的圖。

2.

58x58 像素的圖。

3.

80x80 像素的圖。

4.

80x80 像素的圖。

5.

120x120 像素的圖。

6.

120x120 像素的圖。

在這邊要特別說明，icon 的圖片大小要依照不同的 iPhone 、iPad 設備和版本
量身定做，不同的機器都會有不同的尺寸。下圖中，三種機器分別為 29pt、
40pt、60pt，2x、3x 的意思是二倍和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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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iPhone

-iOS 5,6 的設備是 29pt，需要 2x 和 3x 的圖，所以就是 29x2 和

29x3 的像素，實際圖片要 58x58 和 87x87 像素的圖。

99以 iPhone

Spotlight 7-9 的 設 備 是 40pt， 需 要 2x 和 3x 的 圖， 所 以 就 是

40x2 和 40x3 的像素，實際圖片要 80x80 和 120x120 像素的圖。

99以 iPhone

App 7-9 的設備是 60pt，需要 2x 和 3x 的圖，所以就是 60x2

和 60x3 的像素，實際圖片要 120x120 和 180x180 像素的圖。
其他的設備請依此類推。

圖 3 換 icon 圖片
STEP 4：設定

APP 顯示的名稱

如果需要修改 APP 的顯示名稱，可以透過以下步驟修改：

99點選專案的名稱。
99點選「info」選項。
99修改「Bundle Name」為要顯示的名字，此處修改為「My App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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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設定 APP 顯示的名稱

執行結果
設定完成之後，直接執行程式就可以看到 APP
實際在 IPhone 和 iPad 的機器上執行，或者在模擬
器上都可以看到該效果。

圖 5 設定 APP icon 和名稱

教學影片
完整的教學影片可以觀看 10-1-App-icon.mp4，裡面有詳細的過程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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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設定啟動畫面 - Launch Storyboard

目的
本節將介紹如何修改 Launch Storyboard 啟動時的畫面。

步驟
STEP 1：延續上一個專案

延續上一個專案，進行修改並執行，於啟動後直接進入 APP。
STEP 2：修改現有的啟動畫面

延續上一個專案，並且進行修改。
1.

點選專案的「LaunchScreen.xib」來調整啟動畫面。

2.

點選「TextView」元件後，透過右邊「Attributes 屬性設定」調整參數。

3.

如果沒有看到右邊的屬性設定，就可以透過右上角的開關選項開啟屬性。

4.

請透過 Label 屬性「Text」的文字，就可以調整上面的文字。

5.

也可以透過其調整屬性「Color」顏色。

圖 6 修改現有的啟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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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可以看到，當你調整 LaunchScreen.
xib 畫面上的元件和設定之後，下回再次啟動
APP 時，啟動畫面就會變得不一樣，如下圖
所示。

圖 7 修改後的啟動畫面

教學影片
完整的教學影片請觀看 10-2-APP-Launch_storyboard.mp4，裡面有詳細的過
程和教學。

10.3

設定啟動畫面 - xcassets

目的
本節將會介紹如何修改 xcassets 啟動時的畫面。

步驟
STEP 1：請準備啟動用的圖片

很多人會希望啟動的畫面不要用文字顯示，可以像其他的軟體一樣使用圖片來
顯示啟動畫面。如果是這樣的需求，請事先準備 6 張 png 圖片，它的大小分
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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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iPhone 用 Default@2x.png (640x960px)"iOS 7,8 直立的畫面。
99iPhone 用 Default-retina@2x.png (750x1334px)"iOS 7,8 直立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Portrait~ipad.png (768x1024px)iPad 直立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Portrait@2x~ipad.png (1536x2048px)iPad 直立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Landscape@2x~ipad.png (2048x1536px)iPad 水平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Landscape~ipad.png (1024x768px)iPad 水平的畫面。
STEP 2：加入圖片

在專案上建立文件夾，使用滑鼠將檔案拖拉
到專案的文件夾中。

圖 8 複製圖片到專案上
STEP 3：調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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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專案。

2.

點選「General」選項。

3.

刪除「Launch Screen File」的內容。

4.

在「Launch Images Source」選取「BrandAsset」
。

5.

完成後點選右邊的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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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設定 APP 啟動時的圖片
STEP 4：設定啟動圖片

在專案上點選「Assets.xcassets」後再點選「BrandAsset」，就會看到設定圖
片的選項。

圖 10 設定 icon 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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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請用滑鼠分別把圖片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拖拉到 :

99iPhone 用 Default@2x.png (640x960px)"iOS 7,8 直立的畫面。
99iPhone 用 Default-retina@2x.png (750x1334px)"iOS 7,8 直立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Portrait~ipad.png (768x1024px)iPad 直立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Portrait@2x~ipad.png (1536x2048px)iPad 直立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Landscape@2x~ipad.png(2048x1536px)iPad 水平的畫面。
99iPad 用 Default-Landscape~ipad.png (1024x768px)iPad 水平的畫面。
STEP 5：為了上架所設定的啟動圖片

分享一下筆者的經驗，如果要將遊戲放到 App Store 上，很多人會碰到 App
Store 常出現的幾個啟動畫面圖片問題，請依照以下的方法設定。

圖 11 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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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上圖所示處理設定：
1.

請在專案上點選「Assets.xcassets」。

2.

點選「BrandAsset」就會看到設定圖片的選項。

3.

把啟動畫面的圖片加入到專案中。

4.

進入設定選項。

5.

如圖所示調整啟動畫面的設定。

6.

點選左邊圖片候，右邊的數字會顯示正確的圖形大小要多少像素。請依照
所看到的數字，實際調整圖片的大小。

接下來，請用滑鼠分別把圖片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拖拉到：
1-1) iPhone 用 Default@2x.png (640x960px)"iOS 7,8 直立的畫面。
1-2) iPhone 用 Default-retina@2x.png (640x1136px)"iOS 7,8 直立的畫面。
2-1) iPad 用 Default-Landscape~ipad.png (1024x768px)iPad 水平的畫面。
2-2) iPad 用 Default-Landscape@2x~ipad.png (2048x1536px)iPad 水平的畫面。
4-1) iPhone 用 Default.png (320x480px) 直立的畫面。
4-2) iPhone 用 Default@2x.png (640x960px) 直立的畫面。
4-3) iPhone 用 Default-568h@2x.png (640x1136px)。
5-1) Default-Landscape-ipad-1.png (1024x768px)–"iPad iOS 5,6 水平的畫面 "
5-2) Default-Landscape-ipad@2x.png (2048x1536px) –"iPad iOS 5,6 水平的畫面 "

TIPS

請務必要設定 iOS 6.0 and prior 的選項，如圖所示，不

然上架時會被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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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設定完成後，直接執行程式就可以看到 APP 實際
在 IPhone 和 iPad 的執行效果。

圖 12 執行效果

教學影片
完整的教學影片可以觀看 10-3-APP-Launch_xcassets.mp4，裡面有詳細的過
程和教學。

10.4

動畫移動 - animateWithDuration
設定動畫時間

說明
接下來的幾個範例，將介紹如何在 iOS 的 APP 中處理動畫效果。透過此範例
就能看出為何 iOS 的 APP 看起來比其他手機更華麗，而這些動畫效果，只要透過
以下的動作就能完成。
animateWithDuration 設定動畫的時間

使用 animateWithDuration 來指定時間之後，該物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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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值
CGRectMake(x,y,width,height)
x：位置 x
y：位置 y
width：物件的寬度
height：物件的高度
使用範例
設定 1.0 秒後，由現在的位置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self.view.frame = CGRectMake(x,y,width,height);
}];

執行結果
在這範例中，我們將自行設計一組下拉式選單，當使用者點選時，視窗便會由
上至下移動，並且在此點選時，便會收回去。
範例程式的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透過「UIView 選擇元件」控制此元件的位
置，就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圖 13 範例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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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配置
請打開「Main.storyboard」把介面和元件修改如下，相關的圖片可以在 DVD
中的範例檔案中取得。
1. 「UIImageView 圖片元件」放到 APP 最大，當成背景。
屬性「Background」指定一張背景圖片。
2. 「UIButton 按鈕元件」
屬性「Text」移除掉文字。
屬性「Background」指定按鈕的圖片。
指派「on Touch Up Inside」到 ViewController.m 的 (IBAction) mUIButton1_
TouchUpInside 事件函數。
3. 「UIView 視圖元件」用來放置 4、5、6 的元件。
4.

在 ViewController.h 指定變數名稱 mUIView1。

5. 「UIImageView 圖片元件」放在 3「UIView 視圖元件」之中。
屬性「Background」指定一張背景圖片。
6. 「UIButton 按鈕元件」
屬性「Text」移除掉文字。
屬性「Background」指定按鈕的圖片。
7. 「UIButton 按鈕元件」
屬性「Text」移除掉文字。
屬性「Background」指定按鈕的圖片
8. 「UIButton 按鈕元件」
屬性「Text」移除掉文字。
屬性「Background」指定按鈕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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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介面配置

範例程式
範例程式 sample\ch10\10-4-ani-move\Ani-effects\ViewController.h
1.

#import <UIKit/UIKit.h>

2.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UIViewController{

// 繼承 UIViewController

3.

CGRect mUIView1_frame_Original;

// 記錄 UIView 視圖元件位置

4.

CGRect mUIView1_frame_New;

// 記錄視圖元件位置

5.

Boolean mUIView1_OnOff;

// 開關的判斷

__weak IBOutlet UIView *mUIView1;

// 指向 UIView 元件

6.
7.

}

8.

@end

範例程式 sample\ch10\10-4-ani-move\Ani-effects\ViewController.m
1.

#import "ViewController.h"

2.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3.

@end

4.

@implementation ViewController

5.

- (void)viewDidLoad {

6.

[super viewDidLoad];

7.

mUIView1_OnOff=NO;

// 記錄現在開關的情況

8.

mUIView1_frame_Original=mUIView1.frame;

// 記錄視圖元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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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0. - (IBAction)mUIButton1_TouchUpInside:(id)sender {

// 按下按鈕

11.

// 打開開關

if(mUIView1_OnOff==NO){

12.

CGRect t_myCGRect=mUIView1_frame_Original;

13.

t_myCGRect.origin.y-=150;

14.

mUIView1.frame=t_myCGRect;

15.

mUIView1_frame_New=mUIView1_frame_Original;

16.

// 設定新位置

mUIView1_OnOff=YES;

17.

}else{

// 打開開關

18.

CGRect t_myCGRect=mUIView1_frame_Original;

19.

t_myCGRect.origin.y-=150;

20.

mUIView1_frame_New=t_myCGRect;

21.

mUIView1.frame=mUIView1_frame_Original;

22.

mUIView1_OnOff=NO;

23.

}

24.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25.

mUIView1.frame = mUIView1_frame_New;

26.

// 設定新位置

// 指定 1.0 秒的動畫
// 動畫的目的位置

}];

27. }
28. @end

教學影片
整個過程的詳細教學內容，請看教學影片 10-4-Ani-Move.mp4。

10.5

旋轉動畫 - CGAffineTransformMakeRotation
設定旋轉角度

說明
在此範例，將介紹如何在 iOS 的 APP 中旋轉元件，並且只需修改一下，就能
很快的看到這些動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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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GAffineTransformMakeRotation 來指定旋轉該物件的位置。
CGAfﬁneTransform CGAfﬁneTransformMakeRotation (CGFloat angle );

參數值
angle：角度，如果要旋轉 90 度，請設定 3.1415/2。如果要旋轉 180 度，請
設定 3.1415。
使用範例
設定 1.0 秒後，元件旋轉 90 度。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CGAfﬁneTransform transform =

CGAfﬁneTransformMakeRotation(M_PI/2);

mUIView1.transform= transform;
}];

animateWithDuration 執行動畫，動畫完成後將會透過 completion 設定動畫執
行結束後，APP 會呼叫的觸發事件：
(void)animateWithDuration:(NSTimeInterval)duration
animations:(void (^ _Nonnull)(void))animations
completion:(void (^ _Nullable)(BOOL ﬁnished))completion

參數值
^：就是透過 ^ {…..} 的語法來接收該觸發事件。

使用範例
設定 1.0 秒後本身的頁面旋轉 90 度，完成後，透過 NSLog 顯示現在角度。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CGAfﬁneTransform transform =
CGAfﬁneTransformMakeRotation(M_PI/2);

// 旋轉

self.view.transform= transform;
} completion:^(BOOL ﬁnished) {
NSLog(@"%f",mUIView1_frame_transform);

// 完成的觸發事件
// 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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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在這範例中，我們將自行設計一組下拉式選單，當使用者點選時，圓形的視窗
便會旋轉 90 度，這樣就能做出一個選取式的視窗。

圖 15 範例執行結果

介面配置
同「10.4 節 動畫移動 - animateWithDuration 設定動畫時間」。

範例程式
範例程式 sample\ch10\10-5-ani-rotation\Ani-effects\ViewController.h
1.

#import <UIKit/UIKit.h>

2.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UIViewController{

// 繼承 UIViewController

3.

CGRect mUIView1_frame_Original;

// 記錄 UIView 視圖元件位置

4.

CGRect mUIView1_frame_New;

// 記錄視圖元件位置

5.

Boolean mUIView1_OnOff;

// 開關的判斷

6.

__weak IBOutlet UIView *mUIView1;

// 指向 UIView 元件

7.

ﬂoat mUIView1_frame_transform;

8.

}

9.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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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 sample\ch10\10-5-ani-rotation\Ani-effects\ViewController.m
1.

#import "ViewController.h"

2.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3.

@end

4.

@implementation ViewController

5.
6.

- (void)viewDidLoad {

7.

[super viewDidLoad];

8.

mUIView1_OnOff=NO;

9.

mUIView1_frame_Original=mUIView1.frame;

// 記錄視圖元件位置

10.

mUIView1_frame_transform=0;

// 旋轉角度初始化

11. }
12. - (IBAction)mUIButton1_TouchUpInside:(id)sender {
13.

[self Ani_Rotation];

14. }
15. -(void) Ani_Rotation{
16.

mUIView1_frame_transform+=M_PI/2;

17.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18.

// 改變旋轉角度

CGAfﬁneTransform transform = CGAfﬁneTransformMakeRotation(mUIView1_
frame_transform);

19.

mUIView1.transform= transform;

20.

} completion:nil

21.

];

// 旋轉

22. }
23. -(void) Ani_Move{
24.

….

25. }
26. @end

教學影片
這整個過程的詳細教學內容，請看教學影片 10-4-Ani-Mov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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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縮放動畫 - 縮小視窗

說明
在此範例，將介紹如何在 iOS 的 APP 中縮小元件，並且只需修改一下就能看
到動畫效果。
CGAffineTransformMakeScale 縮放：
CGAfﬁneTransform CGAfﬁneTransformMakeScale ( CGFloat sx, CGFloat sy );

縮放指定的元件。
參數值
CGFloat sx：縮放的寬度，1 為原本大小。
CGFloat sy：縮放的高度，1 為原本大小。
使用範例
設定 1.0 秒後，此頁的畫面寬度放大一倍。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CGAfﬁneTransform tt = CGAfﬁneTransformMakeScale(2,1);
self.view .transform = tt;
}];

執行結果
本範例將設計一組下拉式選單，當使用者點選時，圓形的視窗便會縮小到不
見，再點選一次，就會回到原本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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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範例執行結果

介面配置
同「10.4 節 動畫移動 - animateWithDuration 設定動畫時間」。

範例程式
範例程式 sample\ch10\10-6-ani-scale\Ani-effects\ViewController.m
1.

#import "ViewController.h"

2.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3.

@end

4.

@implementation ViewController

5.

- (void)viewDidLoad {

6.

[super viewDidLoad];

7.

mUIView1_OnOff=NO;

8.

mUIView1_frame_Original=mUIView1.frame;

// 記錄視圖元件位置

9.

mUIView1_frame_transform=0;

// 旋轉角度初始化

10.

[self Ani_Scale:0.1f];

// 縮小到 10%

11. }
12. - (IBAction)mUIButton1_TouchUpInside:(id)sender {
13.

// 按鍵反應

if(mUIView1_OnOff==NO){

14.

[self Ani_Scale:1.0f];

15.

mUIView1_OnOff=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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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lse{

17.

[self Ani_Scale:0.01f];

18.

mUIView1_OnOff=NO;

19.

}

20. }
21. -(void) Ani_Scale:(ﬂoat)i_size{

// 縮放動畫

22.

ﬂoat t_size=i_size;

// 設定縮放比例

23.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24.

CGAfﬁneTransform tt =
CGAfﬁneTransformMakeScale(t_size,t_size);

25.

mUIView1.transform = tt;

26.

} completion:^(BOOL ﬁnished) {

27.

// 縮放比例
// 設定縮放比例
// 動畫完成的觸發事件

NSLog(@"%f",t_size);

28.

}];

29. }
30. @end

教學影片
整個過程的詳細教學內容，請看教學影片 10-5-Ani-Rotation.mp4。

10.7

縮放並加上旋轉動畫

說明
在此範例，將介紹如何在 iOS 的 APP 中使用 2 個動畫效果。
CGAffineTransformRotate 旋轉：
CGAfﬁneTransform CGAfﬁneTransformRotate(CGAfﬁneTransform t,CGFloat angle);

縮放指定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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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值
CGAffineTransform t：指定的元件原始狀態。
CGFloat angle：角度。

執行結果
在這範例中，我們將設計一組下拉式選單，當使用者點選時，圓形視窗會縮放
並加上旋轉，便會縮小到不見。

圖 17 範例執行結果

介面配置
同「10.4 節 動畫移動 - animateWithDuration 設定動畫時間」。

範例程式
範例程式 sample\ch10\10-7-ani-scale-rotation\Ani-effects\ViewController.m
1.

#import "ViewController.h"

2.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3.

@end

4.

@implementation ViewController

5.

- (void)viewDidLoad {

6.

[super viewDid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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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UIView1_OnOff=NO;

8.

mUIView1_frame_Original=mUIView1.frame;

// 記錄視圖元件位置

9.

mUIView1_frame_transform=0;

// 旋轉角度初始化

10.

[self Ani_Scale:0.1f];

// 縮小到 10%

11. }
12. - (IBAction)mUIButton1_TouchUpInside:(id)sender {
13.

// 按鍵反應

[self Ani_Scale_Rptation];

14. }
15.
16. -(void)Ani_Scale_Rptation{
17.

mUIView1_frame_transform+=M_PI/2;

18.
19.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20.

CGAfﬁneTransform tScale =
CGafﬁneTransformMakeScale(0.5f,0.5f);

21.

// 縮放動畫

CGAfﬁneTransform transform = CGAfﬁneTransformRotate
(tScale,mUIView1_frame_transform);

22.

// 旋轉動畫

mUIView1.transform= transform;

23.

} completion:^(BOOL ﬁnished) {

24.

// 動畫完成的觸發事件

NSLog(@"%f",mUIView1_frame_transform);

25.

}];

26. }
27. @end

教學影片
整個過程的詳細教學內容，請看教學影片 10-7-Ani-Scale_Rotation.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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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混合動畫效果

說明
在此範例，將介紹如何在 iOS 的 APP 中，使用 2 個動畫以上的多個動畫效
果。其在設計動畫的時候，可透過以下三個元件做起始設定。

99CGAffineTransformMakeRotation 旋轉
99CGAffineTransformMakeScale 縮放
99CGAffineTransformMakeTranslation 移動
接下來，就能夠透過以下元件做出混合動畫的計算：

99CGAffineTransformTranslate 移動
99CGAffineTransformScale 縮放
99CGAffineTransformRotate 旋轉
99CGAffineTransformInvert 反轉
99CGAffineTransformConcat 矩陣 matrix 計算
其他常用的還有：
alpha 透明

設定元件有透明的效果。
參數值
參數如果為 0 就是完全看不到，1 就是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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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範例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3.0 animations:^(void) {
image1.alpha = 0;

// 透明

image2.alpha = 1;

// 顯示

}];

執行結果
此範例將設計一組下拉式選單，當使用者點選時，圓形視窗會縮放、旋轉、
移動。

圖 18 範例執行結果。

介面配置
同「10.4 節 動畫移動 - animateWithDuration 設定動畫時間」。

範例程式
範例程式 sample\ch10\10-8-ani-all\Ani-effects\ViewController.m
1.

#import "ViewController.h"

2.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3.

@end

4.

@implementation ViewController

5.

- (void)viewDid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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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per viewDidLoad];

7.

mUIView1_OnOff=NO;

8.

mUIView1_frame_Original=mUIView1.frame;

// 記錄視圖元件位置

9.

mUIView1_frame_transform=0;

// 旋轉角度初始化

10.

[self Ani_Scale:0.1f];

// 縮小到 10%

11. }
12. - (IBAction)mUIButton1_TouchUpInside:(id)sender {
13.

// 按鍵反應

[self Ani_AllAni];

14. }
15. -(void)Ani_AllAni{
16.
17.

[UIView animateWithDuration:1.0 animations:^{

18.

CGRect t_myCGRect=mUIView1_frame_Original;

19.

t_myCGRect.origin.y-=150;

20.

mUIView1.frame=t_myCGRect;

21.

mUIView1_frame_New=mUIView1_frame_Original;

22.

CGAfﬁneTransform t = CGAfﬁneTransformMakeTranslation

// 計算移動的位置

(mUIView1_frame_New.origin.x,
mUIView1_frame_New.origin.y);

// 移動

23.

CGAfﬁneTransform t2 = CGAfﬁneTransformScale(t, 0.5f,0.5f);

24.

CGAfﬁneTransform transform =

25.

mUIView1.transform= transform;

CGAfﬁneTransformRotate(t2,M_PI/2);

26.

// mUIView1.alpha = 0;

27.

// 縮小

// 旋轉

// 如果要加上淡出的效果

} completion:^(BOOL ﬁnished) {

28.

NSLog(@"%f",mUIView1_frame_transform);

29.

}];

30. }
31. @end

教學影片
整個過程的詳細教學內容，請看教學影片 10-8-Ani-all.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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