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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時間 2014年 6月 2日凌晨 1點，蘋果公司發布了最新的 iOS 8。此次最令人震
撼的消息是蘋果新語言 Swift，當演講者展示 Swift的時候，台下先是一片安靜，然
後爆發出陣陣掌聲。由於蘋果的嚴格保密，Swift項目開發了幾年都無人知曉，更
何況我們這些遠在大洋彼岸的開發人員。對於這種新的語言，iOS開發人員先是疑
問 Swift會不會替代 Objective-C，然後是學習它。自從 Swift發布以來，很多翻譯
團隊日夜兼程翻譯了 Swift官方指南，而智捷 iOS課堂也在第一時間推出了我們的
Swift入門學習影片—《蘋果 Swift程式語言開發指南》，網址 http://v.51work6.com/

kecheng/detail_799262，這套影片是 2014年 6月 6日正式上線的，是國內第一套完
整的 Swift影片。

我們應圖靈的邀請，編寫國內第一本 Swift圖書。從 2014年 6月 9日開始到 2014
年 7月 16日，智捷 iOS課堂團隊停止一切假期，停止一切授課和項目開發等工作，
每天工作 20個小時，終於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完成了三個月的工作量。為的是能夠
給廣大讀者最好、最快的 Swift開發指南。

內容和組織結構

本書是我們團隊編寫的 iOS系列圖書之一，目的是使從事 iOS開發的廣大讀者透過
本書的學習掌握蘋果 Swift語言，對於原來有 Objective-C開發經驗的人，能夠快速
轉型到 Swift上來開發 iOS應用。全書共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基礎篇，共 10章內容，介紹了 Swift的一些基礎知識。

第 1章介紹了 Swift的開發背景以及本書編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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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介紹了如何使用 Xcode的 Playground編寫和執行 Swift程式碼，講述了 Swift
程式結構以及 Playground工具的使用。

第 3章介紹了 Swift一些基本的語法，其中包括識別字和關鍵字、常數、變數、運算
式和註解等內容。

第 4章介紹了 Swift一些基本運算子，這些運算子包括算術運算子、關係運算子、邏
輯運算子、位元運算子和其他運算子等。

第 5章介紹了 Swift一些資料型別，例如 UInt8、Int8和 Double等，此外還有值組
（tuple）等類型。

第 6章介紹了 Swift中的字元和字串以及字串可變性和字元的比較等內容。

第 7章介紹了 Swift語言的流程控制指令，其中包括分支指令（if和 switch）、循環
指令（while、do while、for和 for in）和跳躍指令（break、continue、fallthrough
和 return）等。

第 8章介紹了 Swift中提供的兩種資料結構的實作：陣列和字典。

第 9章介紹了 Swift中的函式。Swift中的函式可以獨立存在，即全域函式；也可以
在別的函式中存在，即巢狀函式；也可以在類別、結構和列舉中存在，即方法。

第 10章介紹了 Swift語言中的閉包（closure），其中包括了閉包的概念、閉包運算
式、尾隨閉包和捕獲值等內容。

第二部分為物件導向篇，共 7章，介紹了 Swift語言物件導向的相關知識。

第 11章首先介紹了現代程式語言中物件導向的基本特性，然後介紹了 Swift語言中
物件導向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列舉、結構和類別基本概念及其定義。最後還介紹

了 Swift物件導向巢狀型別、optional型別和可選鏈等基本概念。

第 12章介紹了 Swift中屬性和下標的基本概念及其使用規律，主要包括儲存屬性、
計算屬性、靜態屬性和屬性觀察者等重要的屬性概念。此外，還介紹了下標的概念

及使用。

第 13章介紹了 Swift語言的方法概念、方法的定義以及方法的呼叫等內容，並講述
了使用實體方法和靜態方法宣告和呼叫。

第 14章介紹了 Swift語言的物件型別的建構過程和解構過程，還介紹了建構子和解
構子（finalizer）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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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章討論了 Swift語言的繼承性，介紹了 Swift中繼承只能發生在類別上，而列
舉和結構不能發生繼承，還介紹了 Swift中子類別繼承父類別的方法、屬性、下標等
特徵過程，以及如何覆蓋父類別的方法、屬性、下標等特徵。

第 16章介紹了 Swift中延伸和協議的基本概念及其重要性。具體講述了如何延伸屬
性、延伸方法、延伸建構子和延伸下標。在協議部分，介紹了協議如何規定方法和

屬性，如何把協議當作一種型別使用，以及協議的繼承和合成機制。

第 17 章介紹了 Swift 中的記憶體管理機制，講述了 ARC 記憶體管理的原理，以
及如何解決物件間強參考循環問題和閉包（closure）與參考物件之間強參考循環 
問題。

第三部分為過渡篇，共兩章，主要介紹了如何從 Objective-C過渡到 Swift，以及它
們之間的互相呼叫問題。

第 18章介紹了如何從 Objective-C過渡到 Swift，再從 Swift呼叫 Objective-C。

第 19章介紹了 Foundation 框架，講解了如何透過 Swift語言使用 Foundation 框架，
還詳細介紹了 Foundation 框架中的數字、字串、陣列、字典等。

第四部分為實戰篇，共兩章，介紹了 iOS應用 iPhone 計算機的開發過程。

第 20章介紹了 iOS開發的一些基礎知識，包括開發環境 Xcode、iOS SDK和 iOS 
API等內容。透過一個基於 iPhone的 HelloWorld實體專案，介紹 iOS應用的執行基
本原理。

第 21 章介紹了 iOS 應用開發的一般流程，講述了 Objective-C 語言與 Swift 語
言混合搭配和呼叫以及分層架構設計的重要性，並且使用 4 個（純 Swift、純
Objective-C、Swift呼叫 Objective-C和 Objective-C呼叫 Swift）版本實作了 iPhone
計算機應用程式。

本書的重點是介紹 Swift語言，只有在本書的最後介紹了一些 iOS開發的基礎知識。
有關 iOS的更多知識，請大家關注我們智捷 iOS課堂相關圖書。

本書網站

為了更好地為廣大讀者提供服務，我們專門為本書建立了一個服務平台，網址是

http://51work6.com/swift.php，大家可以查看相關出版進度，並對書中內容發表評論，

提出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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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個 Swift程式

從控制台輸出「Hello World」是我學習 C語言的第一步，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
一步。多年後的今天，我仍希望以 HelloWorld作為第一步，與大家共同開啟一個神
奇、瑰麗的世界—Swift程式設計。

本章以 HelloWorld作為切入點，向大家系統介紹如何使用 Xcode的 Playground編
寫和執行 Swift程式碼。

2.1　使用 Playground編寫
編寫和執行 Swift程式有多種方式，我們可以透過在 Xcode中建立一個 iOS或 Mac 
OS X專案來實作，也可以透過使用 Xcode 6提供的 Playground來實作。在學習階
段，我推薦大家使用 Playground工具編寫和執行 Swift程式。

2.1.1　程式設計利器 Playground
Playground離不開 Xcode 6，它是蘋果在 Xcode 6中添加的新功能。使用 Xcode建
立專案編寫和執行程式，目的是為了使最終的程式編譯和發布，而使用 Playground
的目的是為了學習測試演算法、驗證想法和可視覺化地呈現執行結果。

圖 2-1所示是一個 Playground程式執行介面，其中①區域是程式碼編寫區域，②區

域是執行結果區域，③區域是時間軸（timeline）區域。時間軸可以查看程式從上到
下按照時間執行的結果，不同時間階段執行的結果可以透過文字、圖形和曲線圖表

等方式展示給開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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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Playground介面

2.1.2　編寫 HelloWorld程式
下面我們具體介紹如何使用 Playground編寫 HelloWorld程式。首先，打開 Xcode 6
的歡迎畫面（如圖 2-2所示）。一般第一次啟動 Xcode 6就可以看到這個介面，如果
沒有，可以透過選單Windows→Welcome to Xcode打開。

圖 2-2　Xcode 6歡迎畫面

①

② ③



2.1　使用 Playground編寫 |  19 

在圖 2-2所示的歡迎畫面中，點選「Get started with playground」彈出如圖 2-3所示
的對話框。在這個對話框中，我們可以修改 Playground檔案名稱以及要儲存在哪個
資料夾。完成之後可以點選「Create」按鈕建立 Playground，建立成功後介面如圖
2-4所示。

圖 2-3　儲存 Playground檔案

圖 2-4　新建 Playground介面

我們在圖 2-4所示的介面就可以編輯了，其中模版已經生成了一些程式碼，修改程
式碼如下：

import Cocoa

var str = "Hello World"
printl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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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修改完成後，馬上就會編譯執行，但是我們在右邊只能看到 str變數情況，
不能看到 println輸出結果，如圖 2-5所示。此時可以點選「Hello World」後面的
「Value History」按鈕（圖案），打開時間軸，如圖 2-6所示。

圖 2-5　修改後的 Playground介面

圖 2-6　打開 Playground時間軸介面

從圖 2-6所示的時間軸可以看到輸出的結果。其中，Console Output是 println函式
的輸出結果。

我們還可以透過助手編輯器打開 Playground時間軸介面，具體操作過程如圖 2-7所
示。右鍵點選標題欄，在選單中選擇「Icon and Text」，然後在出現的工具欄中，點
選 打開助手編輯器。在助手編輯器中也有  時間軸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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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透過助手編輯器打開 Playground時間軸介面

2.2　程式碼解釋
Swift實作 HelloWorld的方式比 C和 Objective-C等語言的實作要簡單得多，下面我
們詳細解釋一下程式碼。

 1. import Cocoa指令

  import Cocoa表示引入 Cocoa框架，類似於 Objective-C的 #import和 C語言的
#include。至於後面引入何種 Cocoa框架，就需要我們查詢 API來確定了。就本
例而言，我們根本不需要 Cocoa框架，不過導入也沒關係。

 2. var str = "Hello World"

  宣告 str變數，var表示宣告變數。在 var中並不能看出變數是什麼型別，但
Swift可以透過賦值的型別推斷出變數的型別。由於我們賦值的是 "Hello World"
字串，因此可知 str是字串變數。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指令結束時沒有出現像 C和
Objective-C等語言結束時的分號（;）。

右鍵游標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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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rintln(str)

  println是一個函式，能夠將變數或常數輸出到控制台，類似於 C語言的 println
函式和 Objective-C的 NSLog函式。有關格式化輸出的問題我們會在後面再介紹。

這樣我們透過短短的 3行程式碼實作了一個 HelloWorld輸出的功能，事實上我們還
可以寫得更少。

2.3　本章小結
透過對本章內容的學習，我們可以了解到如何使用 Xcode的 Playground編寫和執行
Swift程式碼，了解 Swift的程式結構，並熟悉 Playground工具的使用。

2.4　同步練習
 1. 介紹說明 Playground介面中各個區域的作用。

 2. 請使用 Xcode的 Playground編寫一個輸出 Hello Swift字串的 Swift程式，並解
釋程式碼的涵義。



23 

第三章

Swift基本語法

本章主要為大家介紹 Swift的一些基本語法，其中包括識別字和關鍵字、常數、變
數、運算式和註解等內容。

3.1　識別字和關鍵字
任何一種程式語言都離不開識別字和關鍵字，下面我們將詳細介紹 Swift識別字和關
鍵字。

3.1.1　識別字
識別字就是給變數、常數、方法、函式、列舉（enum）、結構、類別、協議等指定
的名字。構成識別字的字母均有一定的規範，Swift語言中識別字的命名規則如下：

• 區分大小寫，Myname與 myname是兩個不同的識別字；

• 識別字開頭字元可以是下底線（_）或者字母，但不能是數字；

• 識別字中其他字元可以是下底線（_）、字母或數字。

例如，identifier、userName、User_Name、_sys_val、身高等為合法的識別字，而

2mail、room#和 class為非法的識別字。其中，使用中文「身高」命名的變數是 
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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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中的字母採用的是 Unicode編碼 1。Unicode叫做萬國碼，它包

含了亞洲文字編碼，如中文、日文、韓文等字元，甚至是我們在聊

天工具中使用的表情符號，如 等，這些符號事實上也是

Unicode，而非圖片。這些符號在 Swift中都可以使用。

如果一定要使用關鍵字作為識別字，可以在關鍵字前後添加重音符號（`），例如：

let π = 3.14159

let_Hello = "Hello"

let您好 = "你好世界 "

let `class` = " "

//諾亞方舟
let 

其中 class是關鍵字，事實上重音符號（`）不是識別字的一部分，它也可以用於其
他識別字，如 π和 'π'是等價的。因此使用關鍵字作為識別字是一種很不好的程式
設計習慣。

3.1.2　關鍵字
關鍵字是類似於識別字的保留字元序列，除非用重音符號（`）將其括起來，否則不
能用作識別字。關鍵字是對編譯器具有特殊意義的預定義保留識別字。常見的關鍵

字有以下 4種。

• 與宣告有關的關鍵字：class、deinit、enum、extension、func、import、init、
let、protocol、static、struct、subscript、typealias和 var。

• 與指令有關的關鍵字：break、case、continue、default、do、else、fallthrough、
if、in、for、return、switch、where和 while。

• 運算式和型別關鍵字：as、dynamicType、is、new、super、self、Self、Type、 
__COLUMN__、__FILE__、__FUNCTION__和 __LINE__。

1 Unicode 是國際組織制定的，可以容納世界上所有文字和符號的字元編碼方案。Unicode 用數字
0 － 0x10FFFF 來映射這些字元，最多可以容納 1,114,112 個字元，或者說有 1,114,112 個碼位。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2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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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定上下文中使用的關鍵字：associativity、didSet、get、infix、inout、
left、mutating、none、nonmutating、operator、override、postfix、precedence、
prefix、rightset、unowned、unowned(safe)、unowned(unsafe)、weak和 willSet。

對於上述關鍵字，目前我們沒有必要全部知道它們的含義，但是要記住：在 Swift
中，關鍵字是區分大小寫的，因此 class和 Class是不同的，當然 Class不是 Swift
的關鍵字。

3.2　常數和變數
我們在上一章中介紹了如何使用 Swift編寫一個 HelloWorld小程式，其中就用到了
變數。常數和變數是構成運算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3.2.1　常數
在宣告和初始化變數時，在識別字的前面加上關鍵字 let，就可以把該變數指定為一
個常數。顧名思義，常數是其值在使用過程中不會發生變化的量，實體程式碼如下：

let _Hello = "Hello"

_Hello識別字就是常數，只能在初始化的時候被賦值，如果我們再次給 _Hello賦
值，程式碼如下：

_Hello = "Hello, World"

則程式會回報錯誤，如圖 3-1所示，時間軸中顯示了錯誤訊息。

圖 3-1　時間軸中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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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錯誤訊息可以獲知 _Hello是 let分配的值，不能被賦值。

3.2.2　變數
在 Swift中宣告變數，就是在識別字的前面加上關鍵字 var，實體程式碼如下：

var scoreForStudent = 0.0

該指令宣告 Double型別 scoreForStudent變數，並且初始化為 0.0。如果在一個指令
中宣告和初始化了多個變數，那麼所有的變數都具有相同的資料型別：

var x = 10, y = 20

在多個變數的宣告中，我們也能指定不同的資料型別：

var x = 10, y = true

其中 x為整數，y為布林值。

3.2.3　命名規範
在使用常數和變數的時候，要保證它們的命名符合規範，這樣程式才具有良好的可

讀性。這也是一種良好的程式設計習慣。

 1. 常數名稱

  基本資料型別的常數名稱全為大寫，如果由多個單字構成，則可以用下底線隔開，
例如：

let YEAR = 60
let WEEK_OF_MONTH = 3

 2. 變數名稱

  變數的命名有多種風格，主要以清楚易懂為主。有些程式員為了方便，使用單個
字母來作為變數名稱，如 j和 i等，這會為日後程式維護帶來困難，變數同名的
概率也會增加。單個字母變數一般只用於迴圈變數，因為它們只作用於迴圈內。

  在過去，程式語言對變數名稱的長度會有所限制，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限制了，
因此我們鼓勵用清楚的名稱來表明變數的作用，通常會以小寫字母作為開始，其

餘單字首字母大寫，例如：

var maximumNumberOfLoginAttempts = 10
var currentLoginAttempt = 0

  這樣的名稱可以令變數的作用一目了然。



3.3　註解 |  27 

除了常數和變數的命名要規範之外，其他語言物件的命名也要規範。其中類別名

稱、協議名稱、結構、列舉（enum）等型別的命名規範通常是大寫字母作為開始，
其餘單字首字母大寫，例如類別名稱 HelloWorldApp。

函式和方法名稱往往由多個單字合成，第一個單字通常為動詞，以小寫字母作為開

始，其餘單字開頭字母大寫，例如 balanceAccount和 isButtonPressed。

3.3　註解
Swift程式有兩種註解：單行註解（//）和多行註解（/*...*/）。註解方法與 C、
C++和 Objective-C語言都是類似的，下面詳細介紹一下。

 1. 單行註解

  單行註解可以註解整行或者一行中的一部分，一般不用於連續多行的註解文字。
當然，它也可以用來註解連續多行的程式碼片段。以下是兩種註解風格的例子：

if x > 1 {
    //註解 1
} else {
    return false; //註解 2
}

//if x > 1 {
//    //註解 1
//} else {
//    return false; //註解 2
//}

在 Xcode中對連續多行的註解文字可以使用快捷鍵：選擇多行然後按住

「command+/」鍵進行註解。去掉註解也是按住「command+/」鍵。

 2. 區塊註解

  一般用於連續多行的註解文字，但也可以對單行進行註解。以下是幾種註解風格
的例子：

if x > 1 {
    /*註解 1 */
} else {
    return false; /*註解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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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x > 1 {
    //註解 1
} else {
    return false; //註解 2
}
*/

/*
if x > 1 {
    /*註解 1 */
} else {
    return false; /*註解 2 */
}
*/

Swift多行註解有一個其他語言沒有的優點，就是可以有巢狀形式，

上述範例的最後一種情況便實作了多行註解的巢狀形式。

在程式碼中，對容易引起誤解的程式碼進行註解是必要的，但應避免對已清晰表達

訊息的程式碼進行註解。需要注意的是，頻繁的註解有時反映了程式碼的低質量。

當你覺得被迫要加註解的時候，不妨考慮一下重寫程式碼使其更清晰。

3.4　運算式
運算式是程式碼的重要組成部分，在 Swift中，運算式有 3種形式。

 1. 不指定資料型別

var a1 = 10
let a2 = 20
var a = a1 > a2 ? "a1" : "a2"

  在上述程式碼中，我們直接為變數或常數賦值，並沒有指定資料型別，因為在
Swift中可以自動推斷資料型別。

 2. 指定資料型別

var a1:Int  = 10
let a2:Int = 20
var a = a1 > a2 ? "a1" : "a2"

  在上述程式碼中，:Int是為變數和常數指定資料型別。這種寫法使程式可讀性良
好，我們推薦明確指定變數和常數的資料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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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用分號

var a1:Int = 10; var a2:Int = 20
var a = a1 > a2 ? "a1" : "a2"

  在 Swift語言中，一條指令結束後可以不加分號也可以添加分號，但是有一種情
況必須要用分號，那就是多條指令寫在一行的時候，需要透過分號來區別指令。

例如：

var a1:Int = 10; var a2:Int = 20;

3.5　本章小結
透過對本章內容的學習，我們可以了解到 Swift語言的基本語法，其中包括識別字和
關鍵字、常數、變數、運算式和註解等內容。

3.6　同步練習
 1. 下列是 Swift合法識別字的是（　　）。

A. 2variable B. variable2 C. _whatavariable D. _3_

E. $anothervar F. #myvar G. 體重 H.

I. 'class'

 2. 下列不是 Swift關鍵字的是（　　）。

A. if B. then C. goto D. while

E. case F. __COLUMN__ G. where H. Class

 3. 描述下列程式碼的執行結果。

let _Hello1 = "Hello"     ①

_Hello1 = "Hello, World"     ②

println(_Hello1)         ③

var _Hello2 = "Hello"     ④

_Hello2 = "Hello, World"     ⑤

println(_Hello2)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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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列有關 Swift註解使用正確的是（　　）。

A. if x > 1 {
      //註解 1
} else {
      return false; //註解 2
}

B. //let _Hello1 = "Hello"
//_Hello1 = "Hello, World"
//println(_Hello1)

C. /*
let _Hello1 = "Hello"
_Hello1 = "Hello, World"
println(_Hello1)
*/

D. /**
let _Hello1 = "Hello"
_Hello1 = "Hello, World"
println(_Hello1)
*/

 5. 下列運算式不正確的是（　　）。

A. var n1:Int = 10;

B. var n1:Int = 10

C. var n1 = 10

D. var n1:Int = 10; var str:String = 20

E. var n1:Int = 10; var str:String = "20"

F. var n1:Int = 10; var str:String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