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chapter

02
03

地圖

04
05
06
07
08
09

定位是行動裝置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也
就是讓 iPhone 或 iPad 知道自己目前所在的

10

位置。然而，只有定位是不夠的，配合定位

11
地圖

的功能，行動裝置還會再搭載一套地圖來顯
示周邊的資訊。於是，一個圖資豐富的地圖
加上知道目前所在的位置，就可衍生出很多
很生活化的 App，例如當知道自己在哪裡
後，透過地圖就可以得知周邊有什麼好吃好
玩的景點以及想要去的地方該怎麼走。
想要使用地圖服務有兩種選擇，一種是
在 App 中插入一個地圖元件（Map Kit View
元件），然後透過程式碼來操作這個元件，
另一種就是直接呼叫系統的地圖服務。地圖
元件所使用的類別為 MKMapView，該類別實作了一個地圖頁面供使用者
操作，地圖類型有標準，衛星、與混合、3D 衛星與 3D 混合這五種模式。
標準是以街道、建築物為主的地圖，不具自然景觀，一切以符號、線條來
呈現；衛星則是衛星空照圖；混合則是將標準地圖與衛星空照圖疊在一起
顯示；3D 則是有些城市可以 3D 顯示。地圖元件本身就具備了捲軸功能，
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捲動的方式看到原本在螢幕範圍之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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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必須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
標示特定位置。例如當我們查詢某個餐廳的時
候，如果地圖只是顯示一個範圍而沒有標示出
該餐廳在哪裡，這樣只是增加使用者看地圖時
的困擾，因此，好的設計應該要在地圖上準確
的標示出餐廳所在的位置，這樣才能讓使用者
一看就知道「餐廳就在這裡」。在地圖上標示
出特定的符號或是區域，使用的是 annotation
與 overlay 功能。Annotation 與 overlay 的差異
在於 annotation 是針對單一座標點進行標記，
例如使用者現在的位置、特定的地址或某個經
緯度座標，預設圖形為大頭針。而 overlay 是針
對一個連續或不連續的範圍進行標示，例如標
示國家或是湖泊的範圍、道路交通狀況或是導航路線等。
iOS 內建的地圖在某些區域提供了 3D 城市，切換到 3D 地圖後，畫面
極其驚艷非常地漂亮，只是目前還不是全世界的都市都有 3D 地圖，有興
趣的讀者可以搜尋巴黎並切換到衛星畫面看看。新版地圖也提供了導航功
能，我們很容易的可以寫一個車用導航系統，唯一的缺點就是地圖是線上
地圖，手機必須一直連線在網路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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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01

在地圖上顯示目前位置

02

先備知識：無

03

Map Kit View 元件可以設定顯示目前所在位置，預設值是不顯示。如果想要顯

04

示的話，必須讓使用者授權這個 App 可以取得目前的經緯度座標。授權方式

05

請參考「全球定位」一節。

06
07

步驟與說明

08

建立 iOS App 專案。

09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到 View Controller

10

上。在 Attributies（屬性）面板中將 User Location 勾選起來。

11
地圖

開啟 Info.plist，新增 Privacy - Location When In Use Usage Description
鍵，值的部分輸入「是否允許此 App 取得您所在的位置」，也可以留空不
輸入。
開啟 AppDelegate.swift，宣告並初始化一個型態為 CLLocationManager
的全域常數（注意此常數一定要全域），並且匯入 CoreLocation 框架。
import UIKit
import CoreLocation
@UIApplicationMain
class AppDelegate: UIResponder, UIApplicationDelegate {
let lm = CLLocationManager()

補充說明

匯入 CoreLocation 框架的目的是為了讓 Map Kit View 取得 GPS 座

標來顯示使用者目前所在位置。如果不需要顯示使用者所在位置，
CoreLocation 框架就不需要匯入了。

 281 

在 application(_: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中，跳出詢問使用者
是否同意取得經緯度座標的授權畫面。
func application(_ application: UI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
launchOptions: [UIApplicationLaunchOptionsKey: Any]?) -> Bool {
// Override point for customization after application launch.
lm.requestWhenInUseAuthorization()
return true
}

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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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01

在地圖上釘一根大頭針

02

先備知識：無

03

如果我們想要在地圖上明確的標示出一個位置，我們可以在那個位置釘上一根

04

大頭針，透過大頭針來明確地告訴使用者：就是這裡。

05
06

步驟與說明

07

建立 iOS App 專案。

08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到 View Controller

09

上。

10

將 Xcode 畫面切換成輔助編輯模式 ，用藍線拉出 Map Kit View 元件在

11
地圖

ViewController.swift 中的 IBOutlet 屬性，並且匯入 MapKit 框架。
import UIKit
import MapKit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
@IBOutlet weak var mapView: MKMapView!

補充說明

匯 入 MapKit 框 架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透 過 程 式 碼 來 控 制 Map Kit

View。

在 viewDidLoad()中新增一個 annotation（大頭針），然後把他加到地
圖上。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typically from a nib.
let ann = MKPointAnnotation()
ann.coordinate = 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4.137426, longitude:
121.275753)
ann.title = "武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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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subtitle = "南投縣仁愛鄉"
mapView.addAnnotation(ann)
// 移動地圖
mapView.setCenter(ann.coordinate, animated: false)
}

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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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01

改變大頭針顏色

02

先備知識：10-2 在地圖上釘一根大頭針

03

在地圖上顯示大頭針這件事情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一個是設定大頭針的屬

04

性，另一個則是將大頭針顯示在地圖上。如果我們希望大頭針的顏色不是紅色

05

的，形狀不是內建的（例如改成一個餐廳的圖片），那我們就必須實作「顯示

06

大頭針」這個方法，然後在這個方法中去改變大頭針的顏色與形狀（形狀部分
請看下一單元）。過去大頭針的顏色只有三種：紅、綠與紫現在大頭針的顏色

07

支援所有顏色。

08
09

步驟與說明

10

根據先備知識建立 iOS App 專案。

11
地圖

開啟 Main.storyboard，將 Map Kit View 元件的 delegate 用藍線拖到
View Controller 上。

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讓這個類別符合 MKMapViewDelegate 協
定的規範，並且匯入 MapKit 框架。
import UIKit
import MapKit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MKMapViewDelegate {
@IBOutlet weak var mapView: MKMap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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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ewDidLoad()中設定兩根大頭針。這裡我們使用陣列的方式來設定
大頭針，當然也可以參考先備知識中的方式，將大頭針一根一根的加到地
圖上。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typically from a nib.
let anns = [MKPointAnnotation(), MKPointAnnotation()]
anns[0].coordinate = 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4.137426, longitude:
121.275753)
anns[0].title = "武嶺"
anns[0].subtitle = "南投縣仁愛鄉（綠色）"
anns[1].coordinate = 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3.510041, longitude:
120.700458)
anns[1].title = "奮起湖"
anns[1].subtitle = "嘉義縣竹崎鄉（澄色）"
mapView.addAnnotations(anns)
// 移動地圖
mapView.setCenter(anns[0].coordinate, animated: false)
}

實作 mapView(_:viewFor:)，這是當大頭針要顯示在地圖上時會被呼叫
的方法，如果沒有實作，大頭針的顏色會是預設的紅色。
func mapView(_ mapView: MKMapView, viewFor annotation: MKAnnotation) ->
MKAnnotationView? {
guard !(annotation is MKUserLocation) else {
// 如果標記是使用者所在位置，不可以做任何處理
return nil
}
var annView = mapView.dequeueReusableAnnotationView(withIdentifier: "pin")
as? MKPinAnnotationView
if annView == nil {
annView = MKPinAnnotationView(annotation: annotation, reuseIdentifier:
"pin")
}
if (annotation.title)! == "武嶺" {
annView!.pinTintColor = UIColor.green
}
else if (annotation.title)! == "奮起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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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View!.pinTintColor = UIColor.orange
}

01

// 點大頭針後顯示標示
annView!.canShowCallout = true

02
03

return annView

04

}

05

補充說明

我們假設地圖上總共要顯示非常多的大頭針，並且散佈範圍非

06

常廣。當地圖出現時假設只會顯示部分大頭針（其他的在地球另外一面
看不到），這時 iOS 就不需要針對看不到的大頭針去配置記憶體來顯示

07

他們。因此，這一個方法會在需要顯示大頭針的時候才會呼叫，並且透

08

過 dequeueReusableAnnotationView 來進行記憶體管理（表格的第三階段
對話也用到同樣的原理）。“pin”就是記憶體管理中的記憶體池名字，

09

這個名字可以任意取。

10

這個方法中一開始的 guard 是用來確保要顯示的是大頭針。如果進來的

11
地圖

是目前位置圖示（藍色圈圈圖示），就不能改變顏色必須 return nil 離
開。

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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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將大頭針改為自訂圖片
先備知識：10-3 改變大頭針顏色

大頭針固然可以明確地在地圖上標出特定的位置，但如果能夠將大頭針換成有
意義的圖示，就可以讓使用者一看就知道這個地方是做什麼的。例如大頭針標
示的地方是間餐廳，那也許顯示一個餐廳的圖示會讓使用者更快速的掌握訊
息。

步驟與說明
建立 iOS App 專案。
將一張要顯示在地圖上的圖片拖放到專案中，建議可以存放到
Assets.xcassets 資源檔。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到 View Controller
上。並且參考先備知識，將 Map Kit View 元件的 delegate 用藍線拖到
View Controller 上。
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匯入 MapKit 框架，然後讓這個類別符合
MKMapViewDelegate 協定的規範。
import UIKit
import MapKit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MKMapViewDelegate {
@IBOutlet weak var mapView: MKMapView!

在 viewDidLoad()中設定一個座標點。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let ann = MKPointAnnotation()
ann.coordinate = 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4.120305, longitude:
120.650916)
mapView.addAnnotation(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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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地圖
mapView?.setCenter(ann.coordinate, animated: false)

01

}

02

實作 mapView(_:viewFor:)方法，在這個方法中顯示自訂的圖片。

03

func mapView(_ mapView: MKMapView, viewFor annotation: MKAnnotation) ->
MKAnnotationView? {
guard !(annotation is MKUserLocation) else {
return nil
}

04
05
06

var annView = mapView.dequeueReusableAnnotationView(withIdentifier: "pin")
if annView == nil {
annView = MKAnnotationView(annotation: annotation, reuseIdentifier: "pin")
}

07
08
09

annView!.image = UIImage(named: "coffee_to_go")

10

return annView
}

11
地圖

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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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拖放與刪除大頭針
先備知識：10-4 將大頭針改為自訂圖片

雖然大頭針可以透過設定座標的方式來移動大頭針，但有時候可以讓使用者用
拖放的方式移動大頭針，過程有點像是把大頭針拔起來然後在新的地方插下
去。

步驟與說明
根據先被知識建立 iOS App 專案。
在 mapView(_:viewFor:) 函數中設定大頭針是可拖放的。
func mapView(_ mapView: MKMapView, viewFor annotation: MKAnnotation) ->
MKAnnotationView? {
guard !(annotation is MKUserLocation) else {
return nil
}
var annView = mapView.dequeueReusableAnnotationView(withIdentifier: "pin")
if annView == nil {
annView = MKAnnotationView(annotation: annotation, reuseIdentifier:
"pin")
}
annView!.image = UIImage(named: "coffee_to_go")
// 允許使用者可以拖放大頭針
annView!.isDraggable = true
return annView
}

mapView(_:didSelect:)是當使用者點選大頭針後會呼叫的函數，在這函
數中我們可以使用 removeAnnotation()刪除地圖上的大頭針。
func mapView(_ mapView: MKMapView, didSelect view: MKAnnotationView) {
mapView.removeAnnotation(view.anno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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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補充說明

這步驟的程式碼會讓使用者一點選大頭針就刪除了，如果要測試

02

移動大頭針的效果，請暫時不要實作此函數。
03
04

執行看看。

05

補充說明

06

如果地圖上的標記是預設的大頭針，則大頭針在移動後會再自動

的「釘」在地圖上，但如果標示是自訂的圖案，則圖案在移動後並不會自

07

動的釘在地圖上而是飄在空中，意思是移動地圖時，自訂的圖案並不會跟
著移動。如果想要讓圖案再釘回地圖上，須實作以下的方法。

08

func mapView(_ mapView: MKMapView, annotationView view:
MKAnnotationView, didChange newState: MKAnnotationViewDragState,
fromOldState oldState: MKAnnotationViewDragState) {
if newState == .ending {
view.dragState = .none
}
}

09
10
11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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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設定 Callout 面板
先備知識：10-3 改變大頭針顏色

Callout 面板是當使用者點選大頭針後，會出現在大頭針上方的一個矩形區
域。Callout 面板分成三個部分，一般來說左邊放一張圖片，右邊放上一個按
鈕，中間則是文字說明。
這個單元我們使用 SafariServices 來開啟 Safari 瀏覽器，並讓瀏覽器載入特定
的網址。

步驟與說明
建立 iOS App 專案。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View 元件到 View Controller
上，將 Map View 的 delegate 用藍線拉到所在的 View Controller 上。
將 Xcode 畫面切換成輔助編輯模式 ，用藍線在 ViewController.swift 中
拉 出 Map Kit View 元 件 的 IBOutlet 名 稱 ， 並 且 匯 入 MapKit 與
SafariServices 框架，最後記得加上 MKMapViewDelegate 這個協定。
import UIKit
import MapKit
import SafariServices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MKMapViewDelegate {
@IBOutlet weak var mapView: MKMapView!

在 ViewController.swift 實作 Callout 面板右邊按鈕按下去後所要呼叫的
方法。
@objc func buttonPress(_ sender: UIButton) {
if sender.tag == 100 {
let url = URL(string: "http://www.taroko.gov.tw")
let safari = SFSafariViewController(url: url!)
show(safari, sender: sel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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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ewDidLoad()中為地圖加上一根大頭針。

01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typically from a nib.
let ann = MKPointAnnotation()
ann.coordinate = 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4.137426, longitude:
121.275753)
ann.title = "武嶺"
mapView.addAnnotation(ann)

02
03
04
05
06

// 移動地圖
mapView.setCenter(ann.coordinate, animated: false)

07

}

08

實作 mapView(_:viewFor:)函數。

09

func mapView(_ mapView: MKMapView, viewFor annotation: MKAnnotation) ->
MKAnnotationView? {
guard !(annotation is MKUserLocation) else {
return nil
}

10
11
地圖

var annView = mapView.dequeueReusableAnnotationView(withIdentifier: "pin")
if (annView == nil) {
annView = MKPinAnnotationView(annotation: annotation, reuseIdentifier:
"pin")
}
if (annotation.title)! == "武嶺" {
// 設定左邊為一張圖片
// 圖片已經使用影像處理軟體調整為適當的長寬
let imageView = UIImageView(image: UIImage(named: "wuling"))
annView?.leftCalloutAccessoryView = imageView
// 設定 title 下方放一個標籤
let label = UILabel()
label.numberOfLines = 2
label.text = "緯度:\(annotation.coordinate.latitude)\n 經度
:\(annotation.coordinate.longitude)"
annView?.detailCalloutAccessoryView = label
// 設定右邊為一個按鈕
let button = UIButton(type: .detailDisclosure)
button.tag = 100
button.addTarget(self, action: #selector(buttonPress), for:
.touchUp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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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View?.rightCalloutAccessoryView = button
}
annView?.canShowCallout = true
return annView
}

執行看看。右邊的按鈕按下去後會呼叫 Safari 瀏覽器並載入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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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01

在地圖上標示區域

02

先備知識：10-3 改變大頭針顏色

03

在地圖上用大頭針標出一個座標點，稱為 annotation。如果要在地圖上標示出

04

一 個 範 圍 ， 則 需 要 使 用 overlay 。iOS 提 供 了 三 種 overlay 形 式 ， 分 別 是 圓

05

（MKCircle）、幾何區域（MKPolygon）與線條（MKPolyline）。這三種形式的
overlay 要在地圖上顯示時，必須使用 MKCircleRenderer、MKPolygonRenderer

06

與 MKPolylineRenderer 這三個類別。

07
08

步驟與說明

09

建立 iOS App 專案。

10
11
地圖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到 View Controller
上。並且參考先備知識，將 Map Kit View 元件的 delegate 用藍線拖到
View Controller 上。
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先匯入 MapKit 框架，設定 Map Kit View 的
IBOutlet 屬性，然後讓這個類別符合 MKMapViewDelegate 協定的規範。
import UIKit
import MapKit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MKMapViewDelegate {
@IBOutlet weak var mapView: MKMapView!

在 viewDidLoad()中設定 4 個座標點。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typically from a nib.
var points = [CLLocationCoordinate2D]()
points.append(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points.append(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points.append(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points.append(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4.2013,
24.2044,
24.1380,
24.1424,

longitude:
longitude:
longitude:
longitude:

120.5810))
120.6559))
120.6401))
120.5783))

let polygon = MKPolygon(coordinates: &points, count: point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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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View.addOverlay(polygon)
// 移動地圖
mapView.setCenter(points[0], animated: false)
}

實作 mapView(_:rendererFor:)函數，在這個函數中讓地圖標示出一個
幾何區域。
func mapView(_ mapView: MKMapView, rendererFor overlay: MKOverlay) ->
MKOverlayRenderer {
let render = MKPolygonRenderer(overlay: overlay)
if overlay is MKPolygon {
// 設定範圍內塗滿的顏色
render.fillColor = UIColor.red.withAlphaComponent(0.2)
// 設定畫筆顏色
render.strokeColor = UIColor.red.withAlphaComponent(0.7)
// 設定線條粗細
render.lineWidth = 3
}
return render
}

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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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01

切換衛星或混合類型地圖

02

先備知識：無

03

地圖顯示類型有三種：標準、混合與衛星。混合的意思是在衛星地圖上標上街

04

道或行政區域。

05
06

步驟與說明

07

建立 iOS App 專案。

08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到 View Controller 上。

09
10

可以透過 Map View 的屬性面板上設定地圖類型。

11
地圖

如果要透過程式設定的話，先將 Xcode 畫面切換成輔助編輯模式，用藍
線拉出 Map Kit View 元件在 ViewController.swift 的 IBOutlet 屬性，並且匯入
MapKit 框架。
import UIKit
import MapKit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
@IBOutlet weak var mapView: MKMapView!

 297 

在適當的地方，例如 Button 的 IBAction 函數中切換地圖類型。
// 標準
mapView.mapType = .standard
// 衛星
mapView.mapType = .satellite
// 混合
mapView.mapType = .hybrid

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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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01

導航

02

先備知識：無

03

導航功能是呼叫 iOS 內建的地圖服務來執行導航功能，因此，在我們開發的

04

App 中並不需要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

05
06

步驟與說明

07

建立 iOS App 專案。

08

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匯入 MapKit 框架。

09
10

import MapKit

11
地圖

在 viewDidLoad()中設定起迄點後呼叫內建的地圖來執行導航功能。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typically from a nib.
// 設定座標
let taipei101 = 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5.033850, longitude:
121.564977)
let airstation = CLLocationCoordinate2D(latitude: 25.068554, longitude:
121.552932)
// 根據座標得到地標
let pA = MKPlacemark(coordinate: taipei101, addressDictionary: nil)
let pB = MKPlacemark(coordinate: airstation, addressDictionary: nil)
// 根據地標建立地圖項目
let miA = MKMapItem(placemark: pA)
let miB = MKMapItem(placemark: pB)
miA.name = "台北 101"
miB.name = "松山機場"
// 將起迄點放到陣列中
let routes = [miA, miB]
// 設定為開車模式
let options = [MKLaunchOptionsDirectionsModeKey:
MKLaunchOptionsDirectionsMode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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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地圖開始導航
MKMapItem.openMaps(with: routes, launchOptions: options)
}

補充說明

這邊設定了從台北 101 到松山機場的導航路線。

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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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01

3D 地圖

02

先備知識：無

03

有些城市在 Apple 地圖中可以以 3D 立體的方式呈現，畫面非常地漂亮。

04
05
06

步驟與說明

07

建立 iOS App 專案。

08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到 View Controller

09

上。

10

將 Xcode 畫面切換成輔助編輯模式 ，用藍線在 ViewController.swift 中

11

拉出 Map Kit View 元件的 IBOutlet 屬性，並且匯入 MapKit 框架。

地圖

import UIKit
import MapKit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
@IBOutlet weak var mapView: MKMapView!

在 viewDidLoad()中設定某個城市以 3D 衛星圖方式呈現。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typically from a nib.
// ground 為巴黎鐵塔的座標
let ground = CLLocationCoordinate2DMake(48.858356, 2.294481)
// eyeFrom 為攝影機的座標
let eyeFrom = CLLocationCoordinate2DMake(48.847, 2.294481)
// 設定攝影機位置與高度
let camera = MKMapCamera(lookingAtCenter: ground, fromEyeCoordinate:
eyeFrom, eyeAltitude: 50)
// 設定以 3D 衛星圖方式呈現
mapView.mapType = .satelliteFly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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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可以從斜的方向觀看地圖，否則都是從正上方
mapView.isPitchEnabled = true
// 在地圖上加上攝影機
mapView.camera = camera
}

執行看看。若模擬器中無法顯示 3D 圖，請改用實體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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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01

將座標轉成地址

02

先備知識：無

03

在知道經緯度座標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將這個座標轉換成地址。

04
05
06

步驟與說明

07

建立 iOS App 專案。

08

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匯入 CoreLocation 框架與 Contacts 框架。

09
import CoreLocation
import Contacts

10
11

在 viewDidLoad()中將 GPS 座標轉成地址。

地圖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 這個位置是台北故宮的座標
let location = CLLocation(latitude: 25.102645, longitude: 121.548506)
let geocoder = CLGeocoder()
// 將座標轉換成地址
geocoder.reverseGeocodeLocation(location) { (placemarks, error) in
guard error == nil, placemarks != nil else {
return
}
for placemark in placemarks! {
print(placemark)
// 名字
print(placemark.name!)
// 國家
print(placemark.country!)
// 位置
print(placemark.locality!)
// 都市
print(placemark.postalAddress!.stre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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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補充說明

其他屬性請讀者自行參考 CLPlacemark 說明文件。

執行看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灣
士林區
至善路二段 2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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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01

將地址轉成座標

02

先備知識：無

03

我們可以透過自然語言搜尋的方式，在地圖的某個區域內搜尋地址、景點或是

04

任何可能的關鍵字，例如：某某餐廳、某某飯店或是某某夜市…等。搜尋的結

05

果並不一定符合實際的狀況，這與地圖本身的資料完整度與搜尋演算法有關。

06
07

步驟與說明

08

建立 iOS App 專案。

09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Map Kit View 元件並且用藍線設定好

10

IBOutlet。

11
地圖

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 在 viewDidLoad()中搜尋我們想要的地點後
在地圖上標示出他的位置。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let request = MKLocalSearch.Request()
// 可輸入地址或是關鍵字
request.naturalLanguageQuery = "台北故宮博物院"
// 這一行必須等地圖出現後才能得到正確的 region 資料
request.region = mapView.region
MKLocalSearch(request: request).start { (response, error) in
guard error == nil, response != nil else {
return
}
for item in response!.mapItems {
self.mapView.addAnnotation(item.placemark)
// 移動地圖
self.mapView.setCenter(item.placemark.coordinate, animated: fal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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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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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hapter

24
25

雲端儲存

26
27
28
29
A

iCloud 是 Apple 提供的雲端服務，透過 iCloud 可以讓資料在不同的裝

B

置間共享。當我們把資料儲存在 iCloud 時，iCloud 會自動的幫我們同步所
有裝置上的檔案。程式設計師不用去煩惱 iCloud 的運作機制，只要將目標

C

放在檔案讀寫上即可。

D
雲端儲存

將資料同步到 iCloud 是很容易的，我們知道每個 App 都有自己的沙盒
（sandbox），放到沙盒中的資料（或檔案）只有自己這個 App 可以讀寫。
但如果開啟 iCloud 功能的 App，則除了沙盒區域外還會擁有一個 iCloud 區
域，稱為 iCloud Container，只要放在 iCloud 區域的資料，作業系統就會
自動幫他同步到雲端。所以程式設計師只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取得 iCloud 區
域的路徑，然後將檔案存檔到那個路徑下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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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使用 iCloud 讀寫 Key-Value
先備知識：無

每一個 App 在 iCloud 上的 key-value 資料的儲存空間總容量為 1MB，而每一
個 App 最多可以使用 1024 個 key。

步驟與說明
建立 iOS App 專案。
在 Signing & Capabilities 頁 面 新 增 iCloud ， 然 後 勾 選 「 Key-value
storage」。

開啟 Main.storyboard，在 View Controller 上放三個 Button，分別對應
save、open 與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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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宣告一個指向 iCloud 儲存點的屬性 store。

23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
let store = NSUbiquitousKeyValueStore()
var n: Int64 = 0

24
25

實作三個 Button 的 IBAction 函數。

26

// 儲存資料
@IBAction func saveButton(_ sender: Any) {
store.set(n, forKey: "MY_KEY")
if store.synchronize() {
print("儲存成功, n = \(n)")
n += 1
} else {
print("儲存失敗")
}
}

27
28
29
A
B
C

// 讀取資料
@IBAction func openButton(_ sender: Any) {
n = store.longLong(forKey: "MY_KEY")
print("儲存的資料為: \(n)")
}

D
雲端儲存

// 刪除資料
@IBAction func deleteButton(_ sender: Any) {
store.removeObject(forKey: "MY_KEY")
if store.synchronize() {
print("刪除成功")
} else {
print("刪除失敗")
}
}

執行看看。可在儲存資料後將 App 刪除再重新安裝，然後點選讀取資
料按鈕，可以看到之前儲存的資料內容。執行前請先在行動裝置上登入
i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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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使用 iCloud 讀寫檔案
先備知識：無

對檔案存取而言，iCloud 可以視為是一個網路儲存空間，只要將存檔或是讀檔路
徑設定為 iCloud 下的 Documents 目錄，其餘的部分就跟一般的檔案存取一樣。

步驟與說明
建立 iOS App 專案。
在 Signing & Capabilities 頁 面 開 啟 iCloud 功 能 ， 並 且 勾 選 「 iCloud
Documents」選項。

開啟 Main.storyboard，在 View Controller 上拖放兩個 Button，分別對
應 save 與 open 功能。
開啟 ViewController.swift，宣告一個指向 iCloud 儲存空間路徑的屬性。
import UIKit
class ViewController: UIViewController {
var fileURL: NS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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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ewDidLoad()中檢查使用者是否登入 iCloud 或是 iCloud Drive 是否

23

開啟，如果開啟則設定 a.txt 在 iCloud 上的路徑。

24

override func viewDidLoad() {
super.viewDidLoad()
// Do any additional setup after loading the view.

25

if FileManager.default.ubiquityIdentityToken == nil {
print("請開啟 iCloud Drive")
} else {
let path = FileManager.default.url(forUbiquityContainerIdentifier: nil)
fileURL = path?.appendingPathComponent("Documents/a.txt")
}
}

26
27
28
29
A

實作 save 與 open 這兩個按鈕的 IBAction 函數。

B

// 存檔
@IBAction func saveButton(_ sender: Any) {
guard let fileURL = fileURL else {
return
}

C
D
雲端儲存

do {
try "嗨您好".write(to: fileURL, atomically: true, encoding: .utf8)
print("成功寫入")
} catch {
print(error)
}
}
// 讀檔
@IBAction func openButton(_ sender: Any) {
guard let fileURL = fileURL else {
return
}
do {
let str = try String(contentsOf: fileURL, encoding: .utf8)
print(str)
} catch {
print(err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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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看看。

補充說明

如 果 想 要 讓 儲 存 在 iCloud 的 檔 案 可 以 在 不 同 的 App 間 共 享

（限同一個開發帳號開發的 App），只要兩個步驟即可：
1. 設定相同的 iCloud container，如下圖：

2. 設 定 urlForUbiquityContainerIdentifier 參 數 改 為 想 要 共 享 資 料 的
container 名字，例如：
fm.urlForUbiquityContainerIdentifier("iCloud.shar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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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3

將 CoreData 儲存到 iCloud

24

先備知識：22-7 設計與規劃 CoreData、22-8 存取 CoreData 資料

25

將 CoreData 資料儲存到 iCloud 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只要在開專案的時候

26

除了勾選 CoreData 外再勾選 CloudKit 就差不多完成了。

27

步驟與說明

28

建立 iOS App 專 案 ， 建 立 時 勾 選 「Use Core Data」 與 「Use Cloud
Kit」。

29
A
B
C
D
雲端儲存

在 專 案 的 Signing & Capabilities 頁 面 新 增 iCloud ， 並 且 勾 選
CloudKit，然後選擇一個適當的 container。
開啟 Main.storyboard，拖放一個 Text Field 與兩個 Button 到 View
Controller 上，這兩個 Button 一個負責新增 Text Field 上的資料，另外一個
負責查詢資料。
根據先被知識存取 Core Data 資料，此時資料就會自動透過 CloudKit
同步到雲端。
執行看看。新增資料後可以將 App 刪除後重裝，再查詢時就可以發現
之前儲存的資料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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