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打從 Mac最初支援 Cocoa框架起，我們就一直在為它進行開發工作。自那以後，我
們見證到 Cocoa與 Objective-C開發的生態系統持續演進中，從程式設計師的小眾市
場一路發展成全世界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開發環境之一。（事實上，根據 TIOBE 
index（http://www.tiobe.com/index.php/content/paperinfo/tpci/index.html）， 至 2012 年 結

束時，Objective-C已經是第三大普遍被使用的程式語言，而在 2011年時，它還排在 
第五名呢！） 

這些年來，我們建造過許多複雜的大型 iOS和 OS X軟體，並且陸陸續續將它們送到
數千萬人手上，我們深深瞭解到，工具組（toolset）、框架（framework）、和程式語言
對建立最佳 iOS與 OS X軟體可謂至關重要，Apple持續創新及蛻變（如近來發表的絕
妙 iPad mini與 iPhone 5所示），但隨心所欲地駕馭那些開發工具、框架和程式語言所
需具備的知識並沒有什麼變化。這本書將賦予你豐富的知識與信心，讓你充分體驗到以

Cocoa、Cocoa Touch及 Objective-C進行 iOS與 OS X開發工作的箇中三昧。 

致讀者

我們設想你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程式人員，但不假設你曾經開發過 iOS或 OS X應用程
式，或者使用過 Objective-C。另外，我們也假設你不是一位對 OS X感到不自在的使用
者，並且知道如何使用 iOS裝置。

本書架構

在這本書中，我們將討論到分別被運用在 OS X與 iOS上的 Cocoa與 Cocoa Touch框
架。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也將說明 Objective-C，包括它的語法和功能。幾乎每一章皆包
含一些能夠讓你跟著做的實作練習。前面幾章涵蓋一般性主題，例如，設定開發環境及

掌握 Objective-C語言，後續章節則包含 Cocoa與 Cocoa Touch的特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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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關於各章主題的簡要說明︰ 

第 1 章，〈Cocoa 開發工具〉

這一章介紹 Cocoa和 Cocoa Touch框架（分別運用在 OS X與 iOS上），並且導入
Xocde。Xocde係針對 OS X與 iOS進行編程時所採用的 IDE（整合開發環境）。這
一章也說明 Apple Developer Programs（Apple開發者計畫），如果你想要在 Mac或
iTunes App Store上發佈軟體，就必須加入它。 

第 2 章，〈Objective-C 物件導向編程〉

這一章說明物件導向編程（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這是 Objective-C所採取
的編程範式（programming paradigm），並且探討 Objective-C如何實作物件導向編
程。本章也涵蓋 Cocoa與 Cocoa Touch的記憶體管理議題，這是針對 Mac與 iOS進
行開發時所必須瞭解的最重要事項之一。 

第 3 章，〈Foundation 框架〉

這一章介紹 Foundation框架，它提供基本的資料型別（data type，如字串、陣列和
字典）。本章也會討論到 Cocoa與 Cocoa Touch的底層主要係奠基於什麼樣的設計模
式（design pattern）而建構起來的。 

第 4 章，〈OS X 與 iOS 應用程式〉

這一章討論應用程式的組成以及在 Mac和 iOS裝置上的運作方式。在這一章中，我
們會探討這兩個平台上的應用程式生命週期，以及沙箱機制（sandboxing）如何影
響應用程式存取資料與資源。 

第 5 章，〈圖形使用者介面〉

這一章闡述使用者介面如何被載入及呈現給使用者。本章介紹 Cocoa所提供的最具
威力的概念之一︰ nib，那是預先設計及預先組態的使用者介面，並且能夠直接被
連結到你的程式碼。本章也探討 Core Animation，OS X與 iOS上所使用的動畫繪製 
系統。

第 6 章，〈Block 與 Operation Queue〉

這一章介紹 Block（區塊），它是由 Objective-C引進 C語言的一項極具彈性且有用
的附加機制。Block是能夠儲存在變數裡並且像值一樣被傳送的函式（function）。
這使得回呼機制（callback）之類的工作非常容易實作。本章也會介紹 Operation 
Queue（操作佇列），那是處理並行工作（concurrency）的簡單方式，而不需要直接
碰觸到執行緒的複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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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在視圖中繪圖〉

在這一章中，你將學到 OS X 與 iOS 上所使用的繪圖系統，以及如何繪製自訂
圖形。另外，視網膜顯示（retina display）也會被涵蓋，還有視圖幾何（view 
geometry）的運作也是。 

第 8 章，〈音頻與視頻〉

這一章說明如何使用 AVFoundation（音頻與視頻引擎）播放音頻與視頻，你也將學
到如何使用 iOS照片程式庫存取使用者的照片。 

第 9 章，〈模型物件與資料儲存〉

這一章說明 OS X 與 iOS 上所提供的多種資料儲存（data storage）選項，Key-
Value Coding（ 鍵 值 編 碼 ） 與 Key-Value Observing（ 鍵 值 觀 察 ）、 偏 好 設 定
（preference）、通知機制（notification），與檔案系統存取通通都有。另外，你也會
學到如何使用 security-scoped bookmark（安全範疇書籤），讓受到沙箱限制的應用
程式能夠存取使用者已經准許使用的位置。

第 10 章，〈Cocoa 繫結〉

這一章說明 Cocoa繫結（Cocoa Bindings），這是一種讓你把應用程式的使用者介面
與資料連結起來的強大機制，完全不需要用到中介的「黏合程式碼」（glue code）。

第 11 章，〈表格視圖與群集視圖〉

這一章說明表格視圖（table view），一種向使用者展示多列資料的有效方法，以及
群集視圖（collection view），讓你向使用者展示一群資料項。 

第 12 章，〈基於文件的應用程式〉

這一章討論 iOS與 OS X上的文件系統，對於建立處理多份文件的應用程式非常有
幫助。在此，我們會討論兩種平台在文件處理上的差異。

第 13 章，〈網路通訊〉

Cocoa與 Cocoa Touch提供非常簡單的工具讓你存取網路資源。這一章示範如何從
網際網路擷取資訊，同時保持應用程式的良好回應性。這一章也涵蓋網路服務發掘

系統（network service discovery system）— Bonjour —的相關知識。

第 14 章，〈與真實世界共舞〉

這一章涵蓋各種用來處理現實世界實務的技術︰ Core Location，用以存取 GPS資
訊；Core Motion，用以探查硬體的運動與定向；以及 iOS與 OS X上的列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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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Event Kit 框架〉

這一章探討 iOS和 OS X上所使用的行事曆系統（calendaring system），並且說明如
何存取使用者的行事曆。另外，我們也會討論到有關使用者隱私上的考量。 

第 16 章，〈效能工具與偵錯器〉

這一章說明 Instruments工具，Mac與 iOS應用程式的側寫器（profiler）與分析工具
（analysis tool）。我們會討論到一個應用程式當掉的例子，當掉的原因則會透過偵
錯工具被診斷出來並且加以修復。另外，本章也會探討 Xcode的內建偵錯器。

第 17 章，〈共用與通知〉

這一章討論應用程式如何利用內建的共用系統（sharing system）與各種其他服務
（如 Twitter與 Facebook）共享文字、圖像和其他內容（不需要應用程式自行處理這
些服務的相關認證問題）。此外，我們也會探討推播通知（push notification）與本地
通知（local notification），讓你的應用程式向非執行中的使用者展示資訊。 

第 18 章，〈非標準應用程式〉

並非你所撰寫的每一支應用程式都是運作在使用者的主螢幕（home screen）上，這
一章告訴你如何撰寫三種不同的非傳統 App︰命令列工具、選單列 App、及偏好設
定方格（preference pane）。 

第 19 章，〈文本操作〉

這一章說明 iOS與 OS X上所提供的字串本地化（string localization）系統，並且探
討如何使用內建的 Data Detector（資料偵測器）從文本中擷取資料。 

第 20 章，〈iCloud〉

這一章討論 iCloud，Apple所提供的雲端資料儲存與同步系統。在此，我們會探討
iCloud的功能與需求，以及針對 OS X與 iOS所撰寫的演示應用程式。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字型、字體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用來表示檔名、副檔名、路徑、網址和電子郵件。對於初次提到或重要的詞彙，中

文以楷體字呈現，其對應的英文則以斜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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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物件與資料儲存

除非你的應用程式很小，否則總需要在某個時刻操作資料，這些資料可能簡單如使用者

的得分排行榜，或者複雜如簡報之類的多媒體文件。

這類資訊必須可以被應用程式的其他部分（如控制器物件）存取，以便完成相關工作。

這樣的資訊需要被儲存在某處—在記憶體中、磁碟上、或網路上。

OS X與 iOS提供工具讓你將資訊儲存在磁碟與網路上，而最近新增給開發者使用的
API之一為 iCloud，這是一組奠基於網路的儲存系統，設計來讓使用者保持其所有裝置

上的資訊一致，而且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工作就能夠達成。

另外，Cocoa 被設計成盡可能在模型、視圖、與控制器之間產生彈性的連結，同時
減少你需要撰寫的程式碼數量。為此，Cocoa使用名為鍵值編程（key-value coding）

的功能，允許你透過名稱，而非寫死（hardcoding）的方法呼叫，來參照物件的特性
（property）。另外，Cocoa還使用鍵值觀察（key-value observing）機制，讓某個物件在

另一個物件改變其特性值之一時獲得通知。

在這一章中，你將學到鍵值編程（key-value coding）與鍵值觀察（key-value observing）

機制如何運作、為什麼有用、以及如何在你的程式碼當中使用它們。你也會學到利用檔

案系統，將你的資訊儲存在磁碟上。你還會學到如何運用 iCloud，將你的檔案儲存在雲

端（cloud）。最後，你會學到沙箱（sandbox）機制在 OS X裡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如何
使用安全範疇書籤（security-scoped bookmark），讓你的應用程式能夠跨多次啟動而存取

沙箱外面的資料。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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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iCloud提供方法讓你把檔案和檔案夾儲存在雲端，但你也必須瞭解

如何將文件呈送給使用者。本章僅說明儲存資料的機制；要更仔細地瞭解

如何在 OS X 和 iOS 上撰寫奠基於文件（document-based）的應用程

式，請參閱第 12章。

鍵值編程

Cocoa提供一種稱作鍵值編程（key-value coding）的功能，讓你透過名稱來設定及擷取
物件的值，而非透過明確地呼叫合適的方法。只要你的類別根據一些簡單的規則來命名

你的特性與方法，你就能夠利用字串來參照類別裡的資料，而不是透過方法呼叫。這項

功能被 Cocoa的其他幾個部分充分運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 Core Data。

讓我們假設一種狀況，你有一支應用程式從某處（如網路）擷取產品相關資訊，這支應

用程式以下面的類別描述每一項產品︰

@interface Product : NSObject

@property (strong) NSString* productName;
@property (assign) float price;
@property (strong) NSString* stockCode;
@property (assign) int numberInStock;

@end

應用程式接受 NSDictionary，接著必須將它轉變成 Product類別的實例，處理方法之一
如下︰

- (Product*) productWithDictionary:(NSDictionary*)dictionary {
    Product* aProduct = [[Product alloc] init];

    aProduct.productName = [dictionary objectForKey:@"productName"];
    aProduct.price = [[dictionary objectForKey:@"price"] floatValue];
    aProduct.stockCode = [dictionary objectForKey:@"stockCode"];
    aProduct.numberInStock = [[dictionary
                             objectForKey:@"numberInStock"] intValue];
    return aProduct;
}

這個方法十分反覆且累贅，如果你想要為類別添加額外特性，就必須增加更多程式碼。

另外，假如傳遞給 productWithDictionary:方法的字典剛好沒包含那些值之一—或許，

stockCode的值未被設定—當 objectForKey:@"stockCode"被呼叫時，應用程式就會 
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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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處理相同工作的方式為︰

+ (Product*) productWithDictionary:(NSDictionary*)dictionary {
    Product* aProduct = [[Product alloc] init];

    for (NSString* key in dictionary) {
        NSObject* theValue = [dictionary objectForKey:key];
        [aProduct setValue:theValue forKey:key];
    }

    return aProduct;
}

透過呼叫 setValue:forKey:，你能夠以名稱（透過字串）設定任何特性的值，這比直
接呼叫 setter和 getter方法更具彈性，因為字串能夠在執行時期（runtime）被建構及 
修改。

鍵值編程陷阱

鍵值編程有幾個地方需要特別注意。

• 如果你試著針對一個不存在於你的類別裡的鍵設定值，鍵值編程系統將丟出例
外，因為執行時期環境（runtime）不知道要將該值儲存在哪裡。

• 鍵值編程不具有存取保護（access protection）的機制，而且你的類別甚至不需
要開放（expose）讓它運作的協定—使用在私有變數上時，它還是能夠運作。

其他物件能夠觸及你的類別內部，並且改變裡頭的資料。注意，這樣對涉及

之物件雙方都是非常不好的，因為它繞過了一般化的編譯時期檢查（compile-
time check）。因此，請審慎使用鍵值編程﹗

為了從物件取得特性值，你可以使用 valueForKey:方法︰

// aProduct是 Product物件
NSString* productName = [aProduct valueForKey:@"productName"];

//這完全一樣︰
NSString* productName = aProduct.productName;

//這也相同︰
NSString* productName = [aProduct productName];

鍵值編程並非設計來取代存取器（accessor）方法，而是提供一種更彈性的方法讓你設
定及擷取物件裡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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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值觀察

考慮下列常見情節，你的螢幕上有視圖—譬如說，裡頭有一個文字欄位，展示從模型擷

取的資訊。在模型—視圖—控制器之設計模式中，控制器負責掌握模型裡的資訊何時改

變，並且指示視圖更新它的展示內容，以便反映這項事實。然而，控制器怎麼知道何時

應該更新視圖呢？

有兩種選項可供選擇︰反覆不斷地檢查模型，看看是否有任何東西被改變，或者等待模

型通知控制器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第一個選項是最容易實作的—建立定期從模型擷取

最新值的定時器。不過，這種技術的問題是太浪費、不經濟—假如模型不常改變，大

部分的更新活動都只是多餘的，這會浪費時間與 CPU資源。在由電池供應電力的裝置
上，不必要地恣意使用 CPU只會浪費電池的電力。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Cocoa提供一種稱作鍵值觀察（key-value observing）的機制。鍵值

觀察允許某個物件事先註冊，以便在另一個物件改變它的某個特性值時接獲通知。在前

述情節中，控制器會要求模型物件在資料產生改變時發出通知；當控制器收到來自模型

的訊息時，視圖隨即被更新。這樣做讓更新次數減到最少。

鍵值觀察機制幫助簡化註冊通知，以及通知任何需要被告知改變發生之物件的流程。任

何物件上的任何特性都可以被觀察，只要該特性的名稱符合鍵值編程的要求即可。

註冊變更通知

當你註冊要在改變發生當下接獲通知時，你告訴該物件你希望觀察三件事︰特性改變時

要被通知的物件、要被觀察的特性名稱、以及改變發生時觀察者應該被告知的相關資

訊。取決於你的需求，你也可以包含在特性值發生改變時要傳送給欲執行之方法的指標

或物件參考。

下面例子說明如何進行註冊，以便在 Product物件改變其產品名稱時接獲通知︰

// aProduct是 Product物件

//讓當前物件（self）在產品改變其
//產品名稱時接獲通知；我們想要一併
//收到舊值與新值
[aProduct addObserver:self
           forKeyPath:@"productName"
              options:(NSKeyValueObservingOptionNew |
               NSKeyValueObservingOptionOld)
              context: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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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物件被註冊成另一個物件的觀察者時，該物件接收 observeValueForKeyPath:ofOb 
ject:change:context:訊息，參數如下︰

• 改變之特性的鍵路徑（key path）

• 其特性發生改變的物件

• 內含改變之相關資訊的 NSDictionary

• 呼叫 addObserver:forKeyPath:options:context:時傳進去的 context變數

取決於增加觀察者時傳進什麼選項，NSDictionary包含不同的資訊。如果選項包含

NSKeyValueObservingOptionNew，該字典包含對應於 NSKeyValueChangeNewKey鍵的值，
其物件是該特性已經被設定成的值。相反地，如果 NSKeyValueObservingOptionOld選項
在註冊觀察者時被設定，該字典包含對應於 NSKeyValueChangeOldKey鍵的值，你可以藉
由它取得該特性先前的值。

能夠存在於 change字典的鍵不只有這些—例如，如果正在觀察的特性是

NSArray或其他群集物件（collection object），你可以在物件被增加或者

從群集中被移除時接獲通知。更多資訊請參考 Xcode 文件說明裡的

〈Key-Value Observing Guide〉（http://bit.ly/SGDWru）。

下面範例說明物件如何處理 Product物件改變其 productName特性的狀況︰

- (void)observeValueForKeyPath:(NSString *)keyPath
                      ofObject:(id)object
                        change:(NSDictionary *)change
                       context:(void *)context
{
    if ([keyPath isEqualToString:@"productName"]) {

        NSString* newName = [change objectForKey:NSKeyValueChangeNewKey];

        //讓視圖根據 newName變數做適當的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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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觀察者改變發生

為了讓鍵值觀察系統順立運作，物件必須在特性發生改變時通知它的觀察者。

如果你正在使用 Objective-C特性（亦即，你使用 @property語法宣告你的特性，並且
讓編譯器合成（synthesize）存取器方法），當 setter方法被呼叫時，Cocoa將自動通知
任何已經註冊的觀察者。

如 果 你 未 使 用 Objective-C 特 性， 或 者 如 果 你 覆 寫（override） 特 性 的 setter 方
法，你必須手動通知系統改變正在發生，為達此目的，你呼叫 self物件上的

willChangeValueForKey:與 didChangeValueForKey:方法，這樣做會讓鍵值觀察系統追
蹤特性的舊值與新值。

例如，下面說明如何覆寫 productName的 setter方法，同時讓鍵值觀察正常運作︰

- (void) setProductName:(NSString*)newProductName {
    [self willChangeValueForKey:@"productName"];
    productName = newProductName;
    [self didChangeValueForKey:@"productName"];
}

以 NSNotification進行通知
除了讓物件在特性發生改變時接獲通知，當有某種關聯性發生時，將通知廣播給任何有

興趣的應用程式知道，往往也是很有用的。

例如，當使用者在 iOS裝置上按下 Home按鈕時，預設上，收到通知的唯一物件就是應
用程式代理（application delegate），它會收到 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訊息，
但應用程式裡的物件可能希望在這類事件發生時接獲通知，雖然應用程式代理有可能做

某種變通，像是維護一個物件陣列，以便在全應用程式範疇（app-wide）的事件發生時
傳送訊息給它們，但那樣做可能很麻煩。

輸入 NSNotification類別。NSNotification物件，或簡稱通知，是由物件傳送給任何

已經註冊要接獲這類通知之其他物件的廣播訊息。通知由 NSNotificationCenter（通知
中心）負責管理，它是主導通知傳遞的單例物件（singleton object）。

NSNotification物件是由想要廣播（或發佈）通知之物件所建立的。NSNotification
物件被交給通知中心，接著，通知中心會將該通知傳送給已經註冊該通知類型

（notification type）的所有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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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物件想要開始接收通知時，它必須先知道它想要被告知的通知名稱。通知類型有數百

種；為延續早先的範例，應用程式進入背景時所發佈的具體通知就是 UIApplicationDid
EnterBackgroundNotification。

因此，要註冊這個通知，物件只需要這麼做︰

[[NSNotificationCenter defaultCenter] addObserver:self
    selector:@selector(applicationEnteredBackground:)
    UI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Notification object:nil];

接著，每當 UIApplicationDidEnterBackgroundNotification被發佈時，已經跟通知中
心註冊的物件將執行它的 applicationEnteredBackground:方法，這個方法必須是該物
件的一部分—假如不存在的話，應用程式將拋出例外。

通 知 處 理 器 方 法（notification handler method） 接 受 一 個 參 數 ︰ 被 發 佈 的
NSNotification物件。這是很有用的，因為 NSNotification物件能夠包含有關它們為什
麼被發佈的額外情境資訊︰

- (void) applicationEnteredBackground:(NSNotification*)notification {
    //應用程式進入背景，所以針對它採取某種措施﹗
}

最後，當物件不想再收到通知時，可以接洽通知中心，移除它自己︰

[[NSNotificationCenter defaultCenter] removeObserver:self]

偏好設定

大多數應用程式都需要儲存一些有關使用者之偏好設定（preferences）的資訊，例
如，打開 Safari瀏覽器，到它的偏好設定（透過按下⌘-,（逗號）或者選擇 Safari → 
Preferences），你會看到使用者能夠修改相當多的設定。因為這些設定必須在應用程式
退出時繼續存在，所以它們需要被儲存在某處。

NSUserDefaults類別讓你以奠基於鍵值的方式儲存設定資訊，你不需要處理載入及讀取
設定檔案的過程，而且偏好設定會自動被儲存下來。

要存取儲存在 NSUserDefaults裡的偏好設定，你需要用到 NSUserDefaults類別的實
例，為了取得一個實例，你可以利用 NSUserDefaults類別的 standardUserDefaults 
方法︰

NSUserDefaults* defaults =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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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可以配置並初始化新的 NSUserDefaults物件，而不是使用標準使用

者預設（standard user defaults）。只有在你想要針對究竟是誰的偏好設

定正在被存取做更多控制時，才需要這麼做。舉例來說，假如你建立應用

程式管理 Mac上的多位使用者，並且存取他們的偏好設定，你可以針對

每個使用者的偏好設定建立 NSUserDefaults物件。

註冊預設偏好設定

當你的應用程式第一次取得偏好設定物件時（亦即，應用程式剛開始啟動），偏好設

定物件是空的。為了建立預設值，你必須提供包含預設值的字典給預設物件（defaults 
object）。

當論及預設系統時，預設（default）這個詞有諸多含混不明之處需要 

澄清：

• 預設物件是 NSUserDefaults類別的實例。

• 預設（default）是預設物件裡的設定。

• 當沒有其他值被設定時，預設值是預設物件所使用的設定（當論及

非 Cocoa環境時，這是預設（default）一詞最常見的意思）。

要在預設物件裡登記預設值，你必須先建立 NSDictionary。這個字典的鍵與偏好設定的
名稱相同，而且，與這些鍵相關聯的值就是這些設定的預設值。

你可以使用第 3章的〈字典〉（第 47頁）所討論的方法，或者從檔案載入字典，來建立
這個字典。一旦有了字典，你利用 registerDefaults:方法將它提供給預設物件。

預設物件裡的所有項目（item）都必須是 NSObject，這表示，數字和其他

非物件值必須用 NSNumber或 NSValue物件包裹起來。

//建立預設值字典
NSDictionary* defaultValues =
  [NSDictionary dictionaryWithObjectsAndKeys:
     @"hello", "greeting", [NSNumber numberWithInt: 1], @"numberOfItems"];

//將字典提供給預設物件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registerDefaults:default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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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完成，你可以向預設物件要求值。

你用 registerDefaults:方法登記的預設值並未被儲存在磁碟上，這表

示，你必須在每次應用程式啟動時呼叫這個方法。然而。你在應用程式中

設定的預設值 [ 參見〈設定偏好設定〉（第 154 頁）] 確實有被儲存下

來。

存取偏好設定

一旦建立，NSUserDefaults物件可以很像字典那樣被處理，但具有一些限制。你可以透
過 objectForKey:方法從預設物件擷取值︰

//使用 "greeting"鍵從預設物件擷取字串
NSString* greeting =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objectForKey:@"greeting"];

不過，與 NSDictionary不同，只有幾種物件可以被儲存在預設物件中。能夠被儲存在預
設物件裡的物件只有特性清單物件（property list object），包括︰

• NSString

• NSArray

• NSDictionary

• NSData

• NSNumber

• NSDate

如果你必須把任何其他種類的物件儲存在預設物件中，應該透過歸檔（archive）將它轉
換成 NSData （參見第 3章的〈序列化與反序列化〉（第 51頁））。

儲存在 NSUserDefaults裡的所有一切都必須是 NSObject，那表示，如果你想要從

NSUserDefaults取得整數，實際上取回的是包含該數字的 NSNumber物件︰

//從設定資料庫取得 NSNumber
NSNumber* integerSetting =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objectForKey:@"integerSetting"];

//從 NSNumber中萃取出數字
int theInteger = [integerSetting in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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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儲 存 在 NSUserDefaults 物 件 內 的 值 經 常 是 數 字 或 布 林 值 之 類 的 東 西，

NSUserDefaults提供許多直接存取非物件值的便捷方法︰

int integerSetting =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integerForKey:@"integerSetting"];
float floatSetting =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floatForKey:@"floatSetting"];
BOOL booleanSetting =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boolForKey:@"booleanSetting"];

還有其他方法可從 NSUserDefaults物件擷取值，更多資訊請參考 Xcode

文件說明裡的〈Preferences and Settings Programming Guide〉（http:// bit.ly/

SQznt7）。

設定偏好設定

除了從預設物件擷取值之外，你也可以設定值。當你在 NSUserDefaults物件裡設定值
時，該值將被保存下來（直到應用程式從系統中被移除）。

要 在 NSUserDefaults 物 件 裡 設 定 物 件， 可 利 用 setObject:forKey: 方 法， 就 像

NSMutableDictionary那樣︰

NSString* greeting = @"hello"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setObject:greeting forKey:@"greeting"];

如 前 所 述， 你 只 能 夠 在 NSUserDefaults 物 件 裡 設 定 NSObject 值。 無 論 如 何，

NSUserDefaults提供許多便捷方法，可用來將非物件值包裹在 NSNumber裡︰

//馬鈴薯數量，儲存為整數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setInteger:32 forKey:@"numberOfYams"];

//馬鈴薯品質指數，儲存為浮點數
[[NSUserDefaults standardUserDefaults] setFloat:0.98 forKey:@"yamQuality"];

操作檔案系統

大多數應用程式利用儲存在磁碟上的資料工作，而且該資料最常被組織成檔案和檔案

夾。藉由 iCloud的引進，增加的資料量也被儲存在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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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Mac和 iOS裝置都能夠存取 iCloud，iCloud是 Apple的資料同步與儲存服務。
iCloud背後的想法是讓使用者在他們所擁有的全部裝置和電腦上都能夠保存相同的資
訊，且完全不需要手動同步或更新任何東西—一切同步或更新工作皆由電腦來完成。

因為 iCloud的關係，操作使用者資料的意思越來越傾向於操作該資料的多項可能副本之
一。這表示，存在於當前機器上的資料副本可能過時或者與其他副本相衝突。iCloud試
圖減少解決此議題所需的工作量，但這些議題是你的程式碼必須知道的因素。

Cocoa提供許多工具，讓你處理檔案系統及儲存在 iCloud裡的檔案。iCloud是一個龐大
的主題，我們將以專章介紹它，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20章。

這一章處理檔案系統裡的檔案，但這只是建立奠基於文件之應用程式的一

半故事。要學習如何建立處理文件的應用程式，請參閱第 12章。

檔案可被儲存在兩個地方之一︰不是在應用程式包（bundle）裡，就是在磁碟裡的某個
其他地方。

儲存在應用程式包裡的檔案被存放在 .app檔案夾內，並且隨著 App一同被發佈（例
如，假如你在 Mac上將它拖曳到其他位置），該資源便會隨著 App移動而移動。

當你在 Xcode裡為專案添加檔案時，它被增加到當前目標（target）（然而你可以選擇
不讓這件事發生）。接著，當應用程式被建置時，該檔案被複製到應用程式包的相關

部分，實際情況取決於 OS —在 OS X上，檔案被複製到應用程式包的 Resources檔案
夾，而在 iOS上，它被複製到應用程式包的根目錄。

被複製到應用程式包的檔案主要是 App在執行時期所使用的資源—聲音、圖像、和執行
App所需的其他事情。使用者的文件並不是儲存在這裡。

如果檔案被儲存在應用程式包當中，它便屬於程式碼簽章（code-

signing）流程的一部分—在程式碼簽章之後企圖改變、移除、或增加檔

案到應用程式包將促使 OS拒絕啟動該 App，這表示，儲存在應用程式包

當中的檔案是唯讀的。

從應用程式包擷取檔案十分簡單，而且我們在〈使用 NSBundle尋找應用程式中的資
源〉（第 61頁）做了更詳細的解釋。本章說明如何操作儲存在其他地方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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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檔案在被複製到應用程式包時經過某種處理，例如，.xib檔案從它們

的 XML原始碼被編譯成可更迅速讀取的二進制格式，還有，在 iOS上，

PNG圖像被處理過，好讓裝置的有限 GPU能夠更容易地載入它們（然

而，這使得它們無法被 Preview之類的應用程式所開啟）。別以為檔案只

是簡單地被複製到應用程式包裡﹗

使用 NSFileManager
應用程式能夠存取系統上幾乎任何地方的檔案，「幾乎任何地方」取決於你的應用程式

位在何種 OS上，以及應用程式是否存在於沙箱（sandbox）內。

如〈應用程式沙箱〉（第 68頁）的討論，沙箱限制你的應用程式的存取範圍。因此，即
使存心不良的程式碼危及你的應用程式，也不能夠存取（例如）使用者不想要它碰觸的

檔案。

預設上，沙箱限制應用程式的私有工作空間，並且令它無法存取任何使用者檔案。要存

取那些檔案，你必須請求系統處理對使用者顯示檔案選取方框的工作，並且在沙箱上開

洞（hole），以便操作使用者想要讓你的應用程式存取的檔案（並且僅限於那些檔案）。

你的檔案系統介面是 NSFileManager物件，它讓你列出檔案夾的內容；建立、重新命
名、以及刪除檔案；修改檔案和檔案夾的屬性；通常可以執行 Finder所做的檔案系統相
關工作。

要存取 NSFileManager類別，你使用共用管理器物件（shared manager object）︰

NSFileManager* fileManager = [NSFileManager defaultManager];

NSFileManager允許你設定代理（delegate），當檔案管理器完成複製或移

動檔案之類的操作時，它便會收到訊息。如果你使用這項功能，你應該建

立自己的 NSFileManager實例，代替使用共用物件︰

NSFileManager* newFileManager = [[NSFileManager alloc] init];
//我們現在可以在這個新的檔案管理器上設定代理，
//在操作完成時接獲通知。
newFileManager.delegate = self;

你可以使用 NSFileManager取得檔案夾的內容，利用下列方法︰ contentsOfDirectoryAt
URL:includingPropertiesForKeys:options:error:。這個方法不僅能夠用來回傳與檔案
夾內容有關的 NSURL，並且可以擷取檔案相關的額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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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URL* folderURL = [NSURL fileURLWithPath:@"/Applications/"];
NSFileManager* fileManager = [NSFileManager defaultManager];
NSError* error = nil;
NSArray* folderContents = [fileManager contentsOfDirectoryAtURL:folderURL
                            includingPropertiesForKeys:nil
                            options:0
                            error:error];

在這個呼叫之後，名為 folderContents的 NSArray變數包含指向目錄裡的每個項目的

NSURL。如果有錯誤，該方法回傳 nil，而且 error變數也會包含確切描述哪裡出錯的

NSError物件。

你也能夠向個別的 NSURL 物件要求關於它所指向之檔案的資訊。你可以透
過 -resourceValuesForKeys:error:方法做這件事，它會回傳一個 NSDictionary，內含
該 URL所指涉之項目的屬性︰

// anURL是 NSURL物件

//傳進內含你想要知道之屬性的 NSArray
NSArray* attributes = [NSArray arrayWithObjects:NSURLFileSizeKey,
    NSURLContentModificationDateKey, nil];

//在此情況下，我們不關心任何可能錯誤，
//所以我們傳遞 'nil'作為 error參數。
NSDictionary* attributesDictionary = [anURL resourceValuesForKeys:attributes
    error:nil];

//我們現在能夠從字典中取得檔案尺寸︰
NSNumber* fileSizeInBytes = [attributesDictionary
    objectForKey:NSURLFileSizeKey];

//以及它最後被修改的日期︰
NSDate* lastModifiedDate = [attributesDictionary
                           objectForKey:NSURLContentModificationDateKey];

檢查每一個屬性相當耗費時間，因此，如果你需要針對大量檔案取得屬

性，比較合理的做法是，指示 NSFileManager在列出目錄內容時預先擷取

屬性︰

NSArray* attributes = [NSArray arrayWithObjects:NSURLFileSizeKey,
    NSURLContentModificationDateKey, nil];
NSArray* folderContents = [fileManager contentsOfDirectoryAtURL:folderURL
                            includingPropertiesForKeys:attributes
                            options:0
                            error: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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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目錄

使用 NSFileManager時，你可以建立並且移除檔案系統上的項目。例如，要建立新目
錄，可以使用︰

[fileManager createDirectoryAtURL:anURL
      withIntermediateDirectories:YES
                       attributes:nil
                            error:nil];

注意，你可以傳遞包含想要之新目錄屬性的 NSDictionary。

假如你為 withIntermediateDirectories參數設定 YES值，系統將產生建

立該目錄所需的額外目錄。例如，如果你具有名為 Foo的目錄，並且想要

擁有名為 Foo/Bar/Bas的目錄，你會建立指向第二個目錄的 NSURL，並且

要求 NSFileManager建立它。系統會建立 Bar檔案夾，然後在裡頭建立

“Bas＂檔案夾。

建立檔案

建立檔案的方式也一樣，你以 NSString提供檔案路徑，以 NSData提供檔案該有的內
容，以及選用的檔案屬性字典︰

[fileManager createFileAtPath:aPath contents:someData attributes:nil];

移除檔案

給定 URL，NSFileManager也能夠刪除檔案和目錄。你只能夠刪除你的 App被允許刪除
的項目，這限制你不致於撰寫出意外刪除掉整個檔案系統的應用程式。

要移除項目，你可以這樣做︰

[fileManager removeItemAtURL:anURL error:nil];

使用 NSFileManager移除檔案或檔案夾的動作並不能夠被取消或回復

（undo），移除的項目不會被移到資源回收筒（Trash） —而是會即刻且

徹底地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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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及複製檔案

要移動檔案，你必須提供原有的 URL與目的地 URL。你也能夠拷貝檔案，這會複製並
且把複製品放到目的地 URL。

要移動項目，你可以這樣做︰

[file moveItemAtURL:sourceURL toURL:destinationURL error:nil];

要拷貝項目，你可以這樣做︰

[file copyItemAtURL:sourceURL toURL:destinationURL error:nil];

就像所有其他的檔案操作方法，這些方法在成功時回傳 YES，並且在有問題時回傳 NO。

檔案儲存位置

有許多既有位置是使用者能夠用來存放檔案的，包括 Documents目錄、Desktop、以及
使用者可能看不到的常見目錄，例如，Caches目錄，這被用來儲存應用程式覺得有用且
必須暫時保存，但在必要時也能夠重新產生的暫時性檔案（如下載的圖像）。

你的程式碼可透過詢問 NSFileManager類別，迅速判斷這些常見目錄的位置。要這
麼做，你可以使用 NSFileManager裡的 URLsForDirectory:inDomains:類別方法，回
傳指向符合你所要求之位置類型的目錄的 NSURL物件。例如，要取得指向使用者之
Documents目錄的 NSURL，你可以這麼做︰

NSArray* URLs = [[NSFileManager defaultManager]
    URLsForDirectory:NSDocumentDirectory inDomains:NSUserDomainMask];

NSURL* documentURL = [URLs lastObject];

接著，你能夠使用這個 URL建立額外的 URL，例如，要產生指向你的 Documents目錄
裡名為 Example.txt之檔案的 URL，可以利用 -URLByAppendingPathComponent:

NSURL* fileURL = [documentURL URLByAppendingPathComponent:@"Example.txt"];

使用沙箱

在沙箱裡執行的應用程式只能夠存取存在於沙箱裡的檔案，而且允許毫無限制地在指定

的沙箱容器裡進行讀寫。另外，如果使用者被准許存取特定的檔案或檔案夾，該沙箱也

將允許你的應用程式讀取和 /或寫入那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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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把應用程式提交到 Mac App Store，就一定得啟用沙箱，否

則，Apple會將你的應用程式拒於門外。所有的 iOS App皆由系統自動啟

用沙箱。

啟用沙箱

要啟用沙箱，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在導覽方格頂端選取你的專案。

 2. 在 Summary（摘要）區段中，向下捲動到 Entitlements（權利）。

 3. 打開 Enable Entitlements（啟用權利）。

 4. 打開 Enable App Sandboxing（啟用應用程式沙箱）。

接著，你的應用程式將以沙箱模式啟動，這表示，它不能夠存取任何系統不允許它存取

的資源。

在沙箱設定畫面裡，你能夠確切指明應用程式能夠存取什麼東西。例如，如果你必須

能夠在使用者的 Music檔案夾中讀寫檔案，你可以將 Music Folder Access設定從 None
（預設）改變成 Read Access或 Read/Write Access。

假如你想要讓使用者選擇哪些檔案和檔案夾是可以存取的，就將 User Selected File 
Access改變成 None以外的任何東西。

開啟與儲存面板

一個能夠讓使用者指明你的 App 允許存取檔案的方法係利用 NSOpenPanel或者

NSSavePanel，它們是你以前看過的開啟與儲存標準視窗；但是，當你的應用程式以沙
箱模式啟動時，顯示的面板實際上並非由你的應用程式所展示，而是透過名為 Powerbox

的內建系統元件而完成的。當你展示開啟或儲存面板時，Powerbox處理選擇檔案的流
程；當使用者選擇檔案或檔案夾時，它准許你的應用程式存取被指定的位置，然後將使

用者選取的相關資訊回傳給你。

下面範例說明你如何存取使用者要求的檔案夾︰

NSOpenPanel* panel         = [NSOpenPanel openPanel];
panel.canChooseFiles       = NO;
panel.canChooseDirectories = YES;
[panel beginWithCompletionHandler:^(NSInteger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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