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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 Objective-C 程式設計（第六版） 

當 iPhone 在 2007 年發佈時，開發者為這革命性設備的應用軟體開發有所爭吵，剛

開始，Apple 電腦並不歡迎第三方（third party）來開發應用軟體，但公司為了安撫

那些想要成為 iPhone 開發者，使其可以開發 web-based 的應用軟體。而 web-based

應用軟體的執行方式，是利用在 iPhone裡內建的 Safari網頁瀏覽器，並且要求使用

者必須連線到應用程式網站的主機，才能執行這些應用程式，導致開發者極不滿意

有這麼多限制的 web-based 應用軟體。最後，Apple 宣布，開發者將可以開發

iPhone所謂的原始應用軟體。 

原始應用程式是常駐在 iPhone 裡，並運作於 iPhone 的作業系統中，換句話說，

iPhone 內建應用程式（如：通訊錄、股市及天氣等）是在該設備上運作的。iPhone

的作業系統事實上就是 Mac OS X，這意味著可以在 Macbook Pro 上進行開發與除

錯應用程式。不久前，Apple 提供了一個功能強大的軟體開發工具（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可快速開發與除錯的應用軟體。Apple 也提供 iPhone 手

機模擬器（simulator），幫助開發者可以直接在此進行應用程式除錯，無需下載至

真實的 iPhone或 iPod Touch設備上進行程式測試。 

隨著 2010年 iPad問世，Apple開始將用於作業系統和 SDK的術語通用化，現已可

以支援多種不同螢幕大小的裝置。iOS SDK允許使用者為任何 iOS裝置開發應用程

式，iOS 5是目前的作業系統版本。 

從本書可以學習到什麼？ 
當我寫 Objective-C 的教科書時，假設您已會撰寫 C 程式語言。本書內容有基本觀

念的介紹，以及如何使用 Foundation 與 UIKit frameworks所提供豐富的函式庫，且

教您如何使用一些開發工具，例如：Mac 的 Xcode 與用來設計 UI 的 Interface 

Builder。 

對於採取這種方法有幾項問題要加以說明。首先，學習 Objective-C 之前要先學習

完整的 C 語言，此觀念是錯誤的，C 語言是一個程序式語言（ procedural 

language），包含了許多的功能，但某些功能在撰寫 Objective-C 程式中卻不是必

要的，尤其是在初學者的水平。事實上，憑藉這些功能就以為可以學到良好的物件

導向程式的撰寫方法，這並不是一個好方法。學習物件導向之前先學習程序語言的

所有細節，這開始給程式設計師一個錯誤的方向，並給予培養撰寫良好的物件導向

程式的風格，有錯誤的定位與思維模式。只因為 Objective-C 是 C 語言的延伸，但

不代表就一定要先學會 C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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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決定既不先教 C 語言，也不假設事先已有程式語言的知識。相反地，以非傳統

的方式教導 Objective-C 及 C 語言，從物件導向程式語言觀點出發，教導這一整合

性語言。本書的目的，顧名思義：是教導如何撰寫 Objective-C 程式，但不詳細教

導您如何使用，如輸入與除錯程式的開發工具，或提供有關如何開發交談式圖形應

用的深入說明。當學會如何撰寫 Objective-C 程式後，您可以在其他地方學得更詳

細。事實上，若已具備撰寫基礎的 Objective-C 程式語言，則掌握這些工具將會更

容易。此書並不假設讀者有任何撰寫程式語言的經驗，事實上，如果是位新手，應

該能夠學會您的第一種程式語言—Objective-C。在本書前幾個版本的讀者回饋中，

有許多的成功案例。 

本書利用範例做 Objective-C 的教學，以呈現此程式語言的每一個新的功能，通常

會先提供一個小的完整範例程式加以說明其功能，正如同圖形勝過千言萬語，所以

這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以此種方式鼓勵讀者執行每個程式（全部程式皆可從網站下

載），能夠比較系統所呈現出來的文字與獲得結果。以這樣的方式，不僅可以學到

此語言及語法，也能更熟悉要如何編譯與執行 Objective-C的程式。 

本書架構 
本書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Objective-C 語言」，介紹此語言的基礎概念。

第二部分「 Foundation framework」，教導如何使用從基礎框架（ Foundation 

framework）中使用這豐富的開發基礎類別。第三部分「Cocoa、Cocoa Touch 及

iOS的 SDK」，給予讀者 Cocoa與 Cocoa Touch應用工具框架的概要，然後引導讀

者使用 iOS SDK，開發一個簡單的 iOS應用軟體。 

框架（framework）為一組類別（class）與函式，且已經組合在一起，使得開發程

式更加容易，Objective-C語言的優勢在於有廣泛的可使用框架。 

第 2章「Objective-C程式設計」，開始教導您如何撰寫第一個 Objective-C程式。 

因為這不是一本關於 Cocoa或 iOS程式設計的書，所以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GUIs）沒有被延伸的教導，甚至很少被提到，直到本書的第三部

分。這樣的方式需要撰寫程式，以及輸出結果，大多數的範例，從鍵盤輸入文字，

並在視窗產生輸出。假設使用命令列，則會出現一個終端機視窗（ terminal 

window），或是使用 Xcode，則會出現一個除錯輸出視窗（debug output pane）。 

第 3 章「類別、物件及方法」，涵蓋了物件導向撰寫程式的基礎。本章節介紹了一

些專業術語，但沒有廣泛討論，還介紹了定義類別的機制，以及傳送訊息給實體

（instance）或物件（object）的使用工具。經驗豐富的 Objective-C 程式設計師應有

注意到，本書經常使用靜態型式宣告物件，這是讓學生開始學習的最佳方式，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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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就可以開始撰寫第一個程式。在左邊上方窗格選擇檔案 main.m（您可能需要按

下專案名稱旁邊的三角形，以便揭露這些檔案），將會出現如圖 2.7的畫面。 

 

圖 2.7  main.m 檔案與編輯視窗 

Objective-C 的程式是以 .m 做為延伸檔名。表 2.1 列出一些常用的延伸檔名及其所

代表之意義。 

表 2.1  常用延伸檔名 

延伸檔名 代表之意義 

.c C程式的副檔名 

.cc、.cpp C++ 程式的副檔名 

.h 標頭檔名（header file） 

.m Objective-C程式的副檔名 

.mm Objective-C++ 程式的副檔名 

.p1 Perl程式的副檔名 

.o 目的檔名（已編譯過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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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code 專案視窗右邊的窗格，顯示 main.m 檔案的內容，它是 Xcode 自動產生的

樣版檔案，其程式碼如下所示： 

// 
//  main.m 
//  prog1 
// 
//  Created by Steve Kochan on 10/16/13. 
//  Copyright (c) 2013 ClassroomM. All rights reserved. 
//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 insert code here... 
      NSLog (@"Hello World!"); 
   } 
   return 0; 
} 

您可以在此視窗中編輯自己的檔案。於 Edit 視窗修改程式內容，以符合範例程式

2.1的內容。程式開頭出現的『//』 符號，表示此為註解敘述，等一下會詳加介紹。 

在編輯視窗中的程式碼，經過修改後如下所示（若註解敘述沒吻合，也沒有關

係）： 

範例程式 2.1 

// First program example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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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無須擔心在編輯視窗中，文字所出現的顏色，Xcode 將針對數值、保留字

（reserved word）給予不同的顏色。當您撰寫越多的程式時，將會更顯得有

價值，因為它能指出潛在的錯誤。 
 

完成程式的編輯後，便可開始編譯與執行程式。在 Xcode 用來執行與編譯程式的名

稱為「building and running」。在進行之前，我們需要開啟呈現結果（輸出）的視

窗。您可以簡單在工具列的 View 下選擇中間的圖示。當您將滑鼠移到該圖示時，

它會顯示「Hide or show the Debug area」。此時的視窗將如圖 2.8所示。注意，當

任何資料寫入時，Xcode 將會自動地揭開 Debug 區域。 

 

圖 2.8  揭開 Xcode Debug Area 

現在，如果您按下在工具列左上方的 Play 按鈕，或者從 Product 選單中選擇 Run，

Xcode 將處理建置（building）的前兩個步驟程序，並且執行（run）您的程式。後

者只在程式沒有產生任何錯誤時才會處理。 

 
注意 

第一次按 Run 按鈕時，Xcode 會顯示 Enable Developer Mode 在您的 Mac

上，此時您可按 Enable按鈕並輸入管理者密碼加以進行之。  

 

若程式中有錯誤，將會出現錯誤訊息。您會看到含有驚嘆號的紅色停止標記，稱為

致命錯誤（fatal errors），此時您的程式將會停止。警告（warning）是含有驚嘆號

的黃色三角形的標記，但程式仍可以執行，不過您仍須找出錯誤，並加以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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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錯誤並成功執行程式之後，右下方的視窗將會顯示輸出結果，如圖 2.9 所

示。不需要擔心其中冗長的訊息，圖中的粗體是我們所想要看到的內容。 

 

圖 2.9  Xcode 的除錯控制台視窗 

到目前為止，您已經會使用 Xcode 編譯與執行第一個 Objective-C 程式。以下是使

用 Xcode的基本步驟，摘要如下： 

1. 啟動 Xcode。 

2. 假設是建立新的專案，請在 File 選單底下，選擇 New、New Project、…或者

從一開始的畫面中選擇「Create a New Xcode Project」。 

3. 對 Application 類型，請選擇「Application」。接著選擇「Command Line 

Tool」，然後按下「Next」按鈕。 

4. 選取專案名稱且型態設為 Foundation，接著按下「Next」按鈕。 

5. 選擇專案資料夾的名稱與儲存專案檔案的目錄位置，然後按下「Create」按鈕。 

6. 在左邊的窗格中，您會看到 main.m 檔案（您可能需要在 Product 的資料夾揭

開它），選擇該檔案，並在最右邊的編輯窗格中撰寫程式。 

7. 在工具列中，選擇 View 底下中間的圖示。這將會開啟除錯區塊，也是您得到

輸出結果的地方。 

8. 編譯與執行程式可透過在工具列中的「Play」按鈕，或者從 Product 選單中選

擇 Run。 
 

注意  

Xcode 有一個強大內建的靜態分析器（static analyzer）工具。它能分析您的

程式碼並且找出邏輯錯誤。您可以透過 Product 選單，或者從工具列的 Play

按鈕選擇 Analyze使用。 
 

9. 若有任何編譯上的錯誤或產生不是預期的輸出結果，則需更正程式，之後再
編譯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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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erminal  

有些使用者在開始學撰寫 Objective-C 程式語言時，可能會避開使用 Xcode。若您

已熟悉 UNIX shell 和命令列工具，則可能會使用 Terminal 應用程式進行編輯

（edit）、編譯（compile）及執行程式。  

試圖在命令列編譯您的程式時，請先確定一下是否已將 XCode’s Command Line 

Tools 安裝於您的系統了。在 Xcode 內選取 Preference -> Downloads -> 

Component，您將看到如圖 2.10。此圖指出尚未安裝於您的系統上。請按下 install

按鈕安裝。 

 

圖 2.10  安裝 Command Line Tools 

一旦 Command Line Tools 已安裝，下一步驟是在 Mac 電腦上開啟 Terminal 

application，而 Terminal application 位於 Utilities 之下的 Applications 資料夾中。

圖 2.11為 Terminal的圖示（icon）。 

 

圖 2.11  終端機圖示 

開啟 Terminal application，將會出現一視窗，如圖 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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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fdef DEBUG 
  ... 
#endif 

下列的敘述出現在 NSObjcRuntime.h 標頭檔，此敘述會根據使用不同的編譯器，加

以定義 NS_INLINE（若在之前未被定義）： 

#if !defined(NS_INLINE) 
    #if defined(__GNUC__) 
        #define NS_INLINE static __inline_attribute_((always_inline)) 
    #elif defined(__MWERKS__) || defined(__cplusplus) 
        #define NS_INLINE static inline 
    #elif defined(_MSC_VER) 
        #define NS_INLINE static __inline 
    #elif defined(__WIN32__) 
        #define NS_INLINE static __inline__ 
    #endif 
#endif 

還有其他常見的 #if用法，像是： 

#if defined (DEBUG) && DEBUG 
... 
#endif 

若 DEBUG被定義且值為非零，其後一直到 #endif的敘述將會被執行。 

因為運算式可以被使用，且 0 永遠為假，程式設計師（包括我自己）往往會註解掉

包含 #if 0…#endif 等前端處理程式敘述的程式碼區塊。 

#undef 敘述 

有時需要將已定義的符號名稱變成未定義，可以使用 #undef敘述達到這個目的。要

移除某個符號名稱的定義，可以撰寫如下的敘述： 

#undef name 

因此，以下的敘述將移除 IPAD的符號名稱的定義： 

#undef IPAD 

接著，#ifdef IPAD或 #if defined(IPAD) 敘述結果將皆為 FALSE。 

本章對前端處理程式的討論在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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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 
1. 在您的機器上找出系統的標頭檔 limits.h 與 float.h，看看檔案裡是放甚麼資

料，若這些檔案有引入其他標頭檔，也一併找到這些檔案，並查看它們的內

容。 

2. 定義一個巨集指令 MIN，找出兩個數值的最小值，接著撰寫一個程式測試這

個巨集定義。 

3. 定義一個巨集指令 MAX3，找出三個數值中的最大值，接著撰寫一個程式測

試這個巨集定義。 

4. 撰寫一個巨集指令 IS_UPPER_CASE，若一個字元為大寫，則給予一個非零

值。 

5. 撰寫一個巨集指令 IS_ALPHABETIC，若一個字元為字母，則給予一個非零

值。請使用本章的 IS_LOWER_CASE與習題 4的 IS_UPPER_CASE 巨集。 

6. 撰寫一個巨集指令 IS_DIGIT，若一個字元為 0 到 9 的數字，則給予一個非零

值。使用另一個巨集指令  IS_SPECIAL 的定義，當一個字元為特殊字元時

（也就是非字母也非數字的字元），給予一個非零值。請記得使用習題 5 的

IS_ALPHABETIC 巨集指令。 

7. 撰寫一個巨集指令 ABSOLUTE_VALUE，計算一個參數的值，請確定這個巨

集指令能正確的計算一個運算式，如下： 

ABSOLUTE_VALUE (x +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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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語言的基本特性 
 

 

本章節主要介紹 Objective-C 承襲 C 語言的部分，如：函式（functions）、結構

（structures）、指標（pointers）、聯合（unions）及陣列（array）等，所以您不必

有 Objective-C知識的背景。由於 C是屬於程序式語言（procedural language），所

以有些特性違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的理念，在 Foundation framework 實作策略上也

有一些衝突，如記憶體配置的方法論（methodology）或操作多位元的字串。 

 
注意 

C 語言有一些方式用以操作多位元的字元（multibyte characters），但

Foundation framework以 NSString類別提供更好的解決方式。 

 

然而，有些應用程式需要使用較低階的方法，是為了最佳化的緣故。若處理巨大陣

列的資料，則會以 C內建的陣列資料結構，取代 Foundation所提供的陣列物件（在

第 15 章「數值、字串與集合」將會詳述）；函式若在程式中使用得當，也可以將

程式模組化，以提高執行效能。 

您可以先略過本章，待閱讀完本書第二部分「Foundation Framework」之後，再回

頭閱讀本章也可以，甚至可忽略本章節，直接跳到第二部分。有一些 Foundation 的

資料型態，如 NSRange、NSPoint與 NSRect，需對結構有一點了解才行。但無論如

何，熟讀本章對您是有加分效果的，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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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列 
Objective-C 透過陣列（array）的資料結構，讓您能夠定義具有排序的資料項目，本

節重點在於如何定義陣列，並加以運用。下一節則介紹如何將陣列與函式、結構、

字元字串及指標一起運作。 

假設有一程式需要讀入班級的學生成績，然後計算其平均、由小至大排序及找出其

中位數。在進行這些計算時，您必須輸入全部成績，否則無法進行資料處理。 

在 Objective-C，您可以定義一名為 grades 的變數，以表示成績的集合，不是僅代

表一變數而已，透過索引（index）或是下標（subscript）引用陣列中的每一元素。

若要存取 x 陣列索引為 i 的元素，表示如下： 

x[i] 

運算式 

grades[5] 

可讀作 “grades sub 5” ，意即指 grades 陣列的索引為 5 的元素。Objective-C 中陣列

起始值從 0 開始，所以陣列的第 1 個元素為 

grades[0] 

您可以在程式中使用陣列個別元素當作是一變數，例如：可將一陣列值指定給某一

變數，如下敘述所示： 

g = grades[50]; 

表示將 grades 陣列的第 51 個元素值指定給 g 變數。更一般化是，假使 i 是一整數變

數，則敘述 

g = grades[i]; 

表示將 grades 陣列第 i+1 個元素值，指定給 g 變數。 

也可將某一數值指定給等號左邊的所指定的陣列元素，如下所示：  

grades[99] = 95; 

表示將 95 指定給陣列第 100 個元素值。 

若陣列的元素很多，則可利用迴圈，設定一變數表示陣列的註標，範例如下： 

for ( i = 0; i < 100; ++i ) 
   sum += grad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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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迴圈將陣列的 100 個元素值取出（從元素 0~99），並加總至變數 sum 中。假設

sum 變數設定為 0，當迴圈敘述執完後，sum 為陣列所有元素值的總和。 

與其他型態變數相同，在使用陣列前必須加以宣告，先宣告陣列每一元素的資料型

態，如 int、float 或物件，再加上陣列元素的個數。 

定義如下： 

Fraction *fracts [100]; 

表示 fracts 為包含 100 元素的分數陣列，若要對其個別元素加以存取，則可透過

0~99 的索引值。 

例如： 

fracts[2] = [fracts[0] add: fracts[1]]; 

呼叫 Fraction 的 add: 加法，將 fracts 的第 1 個與第 2 個分數相加後，存入第 3 個元

素 fracts[2] 中。 

範例程式 13.1 產生一個費氏數列的前 15 個數字，請您預測其輸出結果，並找出數

字之間的關係。 

範例程式 13.1 

// Program to generate the first 15 Fibonacci numbers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int Fibonacci[15], i; 
 
      Fibonacci[0] = 0;  /* by definition */ 
      Fibonacci[1] = 1;  /*   ditto   */ 
 
      for ( i = 2; i < 15; ++i ) 
         Fibonacci[i] = Fibonacci[i-2] + Fibonacci[i-1]; 
 
      for ( i = 0; i < 15; ++i ) 
         NSLog (@"%i", Fibonacci[i]); 
   }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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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結果 

0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233 
377 

 

首先將 F0 與 F1 值分別定義為 0 與 1，接著將 Fi定義為 F[i-2]+F[i-1]，也就是將前兩個

數相加，以得到第三個數。所以，F2 為 F0 與 F1 相加後的結果。相當於程式

Fibonacci[2] = Fibonacci[0] + Fibonacci[1]。第一個 for 迴圈是在計算 F2 到 F14 之值

（相當於 Fibonacci[2] 到 Fibonacci[14]）。 

陣列初始化 

定義變數時，可直接指定某數值給該變數。同樣的，陣列在定義過程亦可直接指定

初始值給陣列的每一元素，方法是將初始值寫入 {} 內，並用『逗號』隔開。有一

敘述如下： 

int integers[5] = {  0, 1, 2, 3, 4 } ; 

表示將 0 指定給 integers[0]；1 指定給 intergers[1]；2 指定給 integers[2]，依此類推。 

同樣的，字元陣列的初始化方式亦相同，因此，下列敘述 

char letters[5] = {  'a', 'b', 'c', 'd', 'e' } ; 

定義 letters 為字元陣列，並加以初始化，將 'a'、'b'、'c'、'd'、'e' 指定給 letters 陣列

中的前五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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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無須初始化所有陣列的每一元素。若只初始化陣列中少數幾項元素值，則其餘的

元素值將會初始化為 0，如下列敘述： 

float sample_data[500] = {  100.0, 300.0, 500.5 } ; 

定義 sample_data 為 500 個元素皆為 float 資料型態的陣列，並將 100.0、300.0、

500.5 指定給前三項元素 sample_data[0]、sample_data[1]、sample_data[2]，剩餘

497 項元素值皆設為 0。 

另一項特殊陣列初始化方式，是將 {} 內以特定的運算式來指定陣列內元素值，其

範例如下： 

int x = 1233; 
int a[] = {  [9] = x + 1, [2] = 3, [1] = 2, [0] = 1 } ; 

將 a[] 定義為內含 10 項元素的大小（陣列大小以 {} 內元素最大索引值為其陣列最

大空間），a[9] 元素值為 1234，同時也初始化 a[0]、a[1]、a[2] 等三項元素，分別

為 1、2、3。  

字元陣列 

範例程式 13.2說明如何使用字元陣列，其中僅有一項主題值得討論，您可以指出來嗎？ 

範例程式 13.2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char word[] = {  'H', 'e', 'l', 'l', 'o', '!' } ; 
      int  i; 
 
      for ( i = 0; i < 6; ++i ) 
         NSLog (@"%c", word[i]); 
   } 
   return 0; 
} 

 

輸出結果 

H 
e 
l 
l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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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程式陣列大小由 {} 內的初始值元素個數決定。範例程式 13.2 的 {} 內共有六個字

元，因此得知 word 是一個大小為 6 的字元陣列。 

此方式是在有初始化陣列時使用的，若無初始化，則必須明確將陣列大小事先加以

定義。 

若在字元陣列初始化元素後面加上  '\0' （空字元），則表示建立了一字串

（character string）。若將範例程式 13.2 的 word 陣列改為： 

char word[] = {  'H', 'e', 'l', 'l', 'o', '!', '\0' } ; 

則可利用下一行 NSLog 函式，將字串輸出。 

NSLog (@"%s", word); 

由於 %s 格式告訴 NSLog 執行輸出時，將持續印出字元，直到 '\0' 為止，也就是加

在 word 陣列的最後元素值。 

多維陣列 

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陣列都是線性陣列（linear array），當然，Objective-C 也有提

供多維陣列（multidimensional array）。這是此節討論的重點。 

一般以二維陣列表示矩陣（matrix），以下是 4×5 的矩陣。 

 

數學表示二維陣列的方式，使用雙下標（double subscript），以上述的矩陣為例，

稱之為 M，則 Mi,j 代表該陣列中的元素編號， i 代表列（ row）， j 代表行

（column），i 的範圍從 1~4，j 的範圍從 1~5。M3,2 其值為 20，表示第三列第二行

的數值，同樣的 M4,5 亦可以推算其為第四列第五行，其值為 6。 

在 Objective-C 中，二維陣列以同樣的方式來標記，然而與數學表示方法不同之處

為，維度起始值從 0 開始，第一列起始值為 0，第一行起始值亦為 0，上述二維陣

列在 Objective-C 中表示法以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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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學表示法中，以 Mi,j 表示陣列中數值，在 Objective-C 中以同樣方式表示陣列 

元素： 

M[i][j] 

切記，第一個索引值代表列，第二個索引值表示行，舉例說明： 

sum = M[0][2] + M[2][4]; 

表示將第 1 列第 3 行數值（–3）加上第 3 列第 5 行（14），並將其計算結果 11，指

定給變數 sum。 

二維陣列定義方式與一維陣列相同，範例如下： 

int M[4][5]; 

定義 M 為 4 列 5 行的二維陣列，共有 20 個元素，每項元素皆為整數型態。 

二維陣列初始化方式與一維陣列相同，將二維陣列初始化時以『列』為排序主軸，

並用『{}』將列與列之間分開，若將先前定義的陣列 M 初始化，其定義方式如下： 

int M[4][5] = { 
              {  10, 5, -3, 17, 82 } , 
              {  9, 0, 0, 8, -7 } , 
              {  32, 20, 1, 0, 14 } , 
              {  0, 0, 8, 7, 6 } 
    } ; 

必須注意的是，在列與列之間使用的大括號，必須以逗號隔開，除了最後一列的大

括號不用加『,』外，其餘間隔都要使用逗號。另一種定義二維陣列的初始化，亦可

選擇不使用大括號，但其陣列值仍須依照列的順序加以排列之。先前的定義亦可寫

成： 

int M[4][5] = {  10, 5, -3, 17, 82, 9, 0, 0, 8, -7, 32, 
                20, 1, 0, 14, 0, 0, 8, 7,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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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維陣列相似之處還有另一項，可不必完全初始陣列內的所有值，亦即可針對部

分元素設定初始值即可，範例如下： 

int M[4][5] = { 
        {  10, 5, -3 } , 
        {  9, 0, 0 } , 
        {  32, 20, 1 } , 
        {  0, 0, 8 } 
    } ; 

其餘值設定為 0，必須注意在此範例中，陣列之間大括號是必要的，否則陣列初始

值將會錯亂，也就是說第二列的值將會遞補到第一列剩餘兩個空間，所有陣列元素

位置都會被改變，讀者不訪試試。 

函式 
到目前為止 NSLog 就是函式（Function）的一種，所有的程式都會包含 main 函

式。現在回到第 2 章所撰寫的程式（範例程式 2.1），程式的輸出結果為 

“Programming is fun”。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 
    return 0; 
} 

在下列 printMessage 函式，亦可輸出相同的結果。 

void printMessage (void) 
{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 

第一行敘述告訴編譯器四件事情： 

 誰呼叫此函式 

 回傳值的型態 

 函式名稱 

 接收參數個數與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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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Message 函式的第一行定義，告訴編譯器它不具有回傳值（使用 void 表示函式

沒有回傳值），與方法（method）不同處在於，函式的回傳值型態不必加上

『( )』，否則將會造成編譯錯誤。 

第一個 void 表示 printMessage 函式不回傳值，而第二個 void 表示該函式不接收任

何參數。 

在 Objective-C 中的 main 函式為程式執行的起始點，所以每一程式皆必須有 main 

函式。因此，可在先前的 printMessage 函式後加上 main 函式，以完成整個程式，

如範例程式 13.3。 

範例程式 13.3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void printMessage (void) 
{ 
   NSLog (@"Programming is fun.");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printMessage (); 
   } 
   return 0; 
} 

 

輸出結果 

Programming is fun. 

 

範例程式 13.3 包含兩個函式，分別為 printMessage 與 main。由於 printMessage 函

式不接收參數，因此，呼叫方式只是在函式名稱加上小括號『( )』而已。 

參數與區域變數 

在第 5 章「迴圈」曾撰寫一個程式計算三角形在某一階層的彈珠數，此處將重新撰

寫一個函式 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透過參數以指定三角形階層數。在 main 函

式中呼叫 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 函式，計算此階層的彈珠數並加以輸出。如範

例程式 1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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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程式 13.4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 Function to calculate the nth triangular number 
 
void 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 (int n) 
{ 
   int i, triangularNumber = 0; 
 
    for ( i = 1; i <= n; ++i ) 
        triangularNumber += i; 
 
    NSLog (@"Triangular number %i is %i", n, triangularNumber); 
} 
 
int main (int argc, char * argv[]) 
{ 
    @autoreleasepool { 
       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 (10); 
       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 (20); 
       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 (50); 
    } 
    return 0; 
} 

 

輸出結果 

Triangular number 10 is 55 
Triangular number 20 is 210 
Triangular number 50 is 1275 

 

程式 13.4 中計算三角形數的函式定義為： 

void 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 (int n) 

在第一行定義中告訴編譯器，calculateTriangularNumber 為一個函式，且無回傳

值，僅接收一個整數參數 n（在此處特別強調，撰寫方法時不要將參數寫入『( )』

內）。 

左大括號  { 是函式起始點，由於要計算產生幾階層的三角形，必須先定義變數

triangularNumber，以儲存要計算的階層數，同時也須定義 for 迴圈的索引值，基於

這樣的需求，將 triangularNumber 與 i 設定為整數型態，然而在 main 函式亦可用同

樣方式定義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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