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個App
HELLO	WORLD



一、打開Xcode
開始Xcode後會顯示一個歡迎的對話
視窗，右邊會顯示可以快速開啟的
Project左邊有三個選項。

• Get	Started	with	a	playground
• 直接開啟一個互動式開發環
境，可即時知道結果。

• Create	a	new	Xcode project
• 創造一個新的完整的專案。

• Check	out	an	existing	project
• 使用一個現成的專案

現在選擇第二個選項
Create	a	new	Xcode project



二、專案模板選擇
在這邊有很多個不同類型的專案提
供選擇。

Single	View	Application

常用來建立一個iOS	APP的模板

選取後再按下右下角的「Next」



三、專案資訊建立
這個畫面是用來填寫專案必要的相關資訊

Product	 Name：Hello	World—你的App的名稱

Team：這個可以先略過，這邊會使用到Apple	
ID的設定

Organization	 Name：nkfust—組織名稱

Organization	 Identifer：只是一個網域名稱倒
過來的寫法，也可以作為App的識別

Bundle	 Identifier：App在送審時所使用的唯一
識別碼。不需要輸入，Xcode會自動產生。

Language：Swift—Xcode支援Objective-C與
Swift開發

Devidces：iPhone—這邊選擇使用的裝置。

Use	Core	 Data：儲存資料的框架，暫時用不到

Include	 Unit	Tests：單元測試，在Class測試動
作是否獨立

Include	UI	Tests：整合測試，測試App運行時，
每個動作都能與預期相同



四、選擇專案位置
填寫完專案資訊之後選擇右下角的
「Next」，會出現這個視窗，請選
擇專案儲存的位置。



五、專案建立完成
前面動作完成後，就會出現這個畫
面，代表專案已經建立完成了。



六、熟悉Xcode環境
(Swift)
在寫程式碼之前，先瞭解一下Xcode
的環境。

中間的部分是

編輯區(Edit	Area)

• 編輯專案設定

• 編寫原始碼

• 介面設定



七、熟悉Xcode環境
(Storyboard)
這個畫面是編輯使用者介面的畫面
編輯區一樣在中間的部分

右邊的是工作區(Utility	Srea)

這邊除了可以設定、顯示檔案的屬
性外，也可以使用「Quick	Help」功
能。



八、工作區按鈕認
識
在工作區的右上角可以看到這六個
按鈕

有工作區域佈局的三種模式

還有開啟左邊專案瀏覽

下面除錯區Debug	Area

右邊屬性區塊的按鈕

Debug	Area

Project
Navigator

Utilities這三個是工作區域的模式

可依需求切換



九、執行App
在畫面的左上有有一排的按鈕

左邊的三角箭頭是Run App

按下去之後就能夠執行App

右邊的正方形是Stop	App

在執行App的時候按下去就能夠停止
App的運作

右邊的是專案名稱箭頭代表要「安
裝到」什麼位置

iPhone7	Plus的位置點下去就能夠選
擇其他iOS的行動裝置，如果有連結
自己的裝置也會出現在上面

Run	App Project	Name

Stop	App

Device
App運行的地方

(模擬器/行動裝置)

按下去iPhone	7	Plus之後
會顯示這個選單



十、按鈕Button
在畫面的右下角有Xcode的元件庫
(Object	Library)，從中找到按鈕
(Button)並將它拖曳到視圖中。

接下來，我們重新命名這個按鈕，
只要用左鍵點擊兩下就可以編輯他
上面的文字，編輯完成後，如下圖。



Run	App	again
重新執行App之後，你會看到按鈕出
現在模擬器上了



替Button加上程
式碼
選取左邊的ViewController.swift

中間會立即顯示原始碼

在ViewController的類別(Class)	中加
入右邊的程式碼。

showMessage()	是一個動作，當它被
呼叫的時候，iOS會讓程式碼在畫面
上顯示一個「Hello	World」訊息。



建立使用者界面與
程式碼間的連結
輸入完程式碼之後，選擇
Main.storyboard來切換回介面建構的
畫面，按著鍵盤上的Ctrl鍵不放，點
選「Hello	World」按鈕，並拖曳至視
圖控制器(View	Controller)圖示，會
有一條藍色的線從Button延伸。

會彈出一個選單，在Sent	Events區塊
會出現「showMessage」選取之後就
可以將這個按鈕跟「showMessage」
做連結。



十一、
測試你的App
重新運行模擬器，點擊中間的
「Hello	World」按鈕，就會彈出中間
的通知視窗。



十二、
延伸-
自訂UI	Control
選取你的「Hello	World」按鈕，並在
右邊的工具區(Utility	Area)找到屬性
檢閱器(Attributes	Inspector)．

你可以在右邊找到很多按鈕的屬性
並且變更。

Font（字型）

Text	Color（文字顏色）

Background（背景顏色）

等等可以自行摸索



十三、
動作原理
如右圖所示，在App中，當使用者的
手指從按鈕內提起後，「Touch	Up	
Inside」事件被觸發．結果，它呼叫
了showMessage()方法來顯示「Hello	
World」訊息。我們使用「Touch	Up	
Inside」事件取代「Touch	Down」，
是因為我們要避免意外偶發狀況或
誤觸。

1.點擊按鈕
iOS

2.偵測觸控觸發事件

3.當手指離開，觸發
「Touch	 UP	Inside」
事件。

View	Controller

4.呼叫關聯此事件的
「ShowMessage()」方法

5.以UIAlertCrotroller
在畫面上呈現。



十四、
「Run」按鈕
當按下「Run」按鈕時，Xcode運行
模擬器或是將App安裝到裝置中，背
後可拆成三個階段。

1. 編譯（Compile）：iOS只會讀取
機器碼（Machine	Code），Swift
只是提供開發者撰寫與閱讀，為
了讓iOS也看懂，必須經過編譯。

2. 封裝（Package）：除原始碼外，
一個App通常會包含資源檔（像
是圖片、聲音等），所有的資源
將會封裝成 終的App，我們通
常把這兩個程序稱為「Build」。

3. 執行（Run）：啟動模擬器並載
入App。



Auto	Layout



ㄧ、介紹
Auto	Layout是一個以約束條件為基
礎的佈局系統(constraint-based	layout	
system)，可以讓開發者開發一個自
適應ＵＩ，依照使用者裝置螢幕的
尺寸及方向來變換調整。



二、即時檢視
藉由點選中間下方的設定列，能夠
即時檢視使用者介面。

點選View	as:	iPhone	 7來顯示/隱藏設定列

iPhone	4s
iPhone	SE
iPhone	7
iPhone	7	Plus
iPad	Pro	9.7”
iPad	Pro	10.5”
iPad	Pro	12.9”

直向/橫向



三、Auto	
Layout選單
Xcode有兩種Auto	Layout的方式

1. Auto	Layout選單

2. Ctrl鍵加「上拖曳」

Auto	Layout選單有四個按鈕，分
別是：

Align：建立對齊的約束條件。

Pin/Add	New	Constrains：建立間距
的約束條件。

Issue：解決佈局問題。

Stack：視圖嵌入至推疊視圖(Stack	
View)。

Stack

Align

Pin/Add	New	Constrains

Issue



四、Align	置中
先點擊欲設置對齊約束條件的物件，
點擊下方選單中的「Align」按鈕，
會出現一個選單。

最下面的兩個分別是

垂直置中

Horizontally	in	Container

水平置中

Vertically	in	Container

當設定（勾選）好約束條件之後，
點選最下面的「Add	Constrains」增
加約束條件。



對齊約束條件
當設置完成之後，再度點選該物件，
則會出現一組原本沒有的約束線。

現在點選「Run」按鈕之後即可完美
的放在正中間。



五、解決佈局
約束問題
當遇到模糊不清或有衝突的約束條
件，Xcode會偵測出約束條件的問題。

現在試著將按鈕拉到畫面的左下角。

畫面左邊的物件瀏覽器就會出現一
個黃色箭頭，顯示偵測到約束條件
的問題，點擊即可處理偵測到的問
題。

下一個步驟則是選取有約束條件問
題的物件。



佈局問題選項
點擊物件旁邊的黃色三角形會出現
建議修復問題的選項。

Update	frames
以設定好的約束條件調整物件至指
定位置。

Update	constrains
以View重新設置約束條件。

Reset	to	suggested	constrains
移除所有約束條件並依照建議方式
新增約束條件

Apply	to	all	views	in	container
適用所有容器的View



預覽Storyboard
的其他方式
照著畫面上的方式先按著Option鍵再
點擊Preview下的
Main.storyboard(Preview)就會新增像
右半邊畫面的預覽窗口。

之後可以使用底下的＋來新增你想
要瀏覽的裝置。

按住Option鍵再點選



六、增加標籤
來測試
現在在視圖中加上一個“Welcome	to	
Auto	Layout”的Label來測試。當你加
上去之後，右邊的預覽試圖位置皆不
一，那是因為還沒有加上任何的約束
條件。

接著要加上他的約束條件。

先試著用文字來敘述：

「這個標籤應該要置於視圖的右下
角。」

但可以更細緻一點：

「這個標籤位於距離視圖右側邊距0點，
距離底部20點。」



約束條件設定
像圖中這樣按住Ctrl鍵再拖曳到空白
處放下會出現選單。

往下拖曳至底部選擇「Vertical	
Spacing	to	Bottom	Layout	Guide」可
以設定標籤至底部的約束條件。

往右拖曳至空白處可以設定
「Trailing	Space	to	Container	Margin」
來設定到右側邊距的距離。



約束條件設定
在點擊右側跟底部約束條件設定後，
Label的旁邊會有兩條線，當指標放
在上頭變粗時，雙擊就可以設定他
的數值。

接著照剛剛所形容的「距離右側0點，
底部20點」。



約束條件完成
接著你就會看到右邊的預覽視圖向
向右邊這樣，Label不在跑版而是在
規定好的位置。



三、堆疊視圖



介紹
堆疊視圖提供一個簡化的介面，以
行或列來佈局視圖的集合。就像是
Keynote或是Powerpoint裡頭的群組，
你可以將多個物件群組起來，一起
移動或調整大小，在複雜的App裡頭
可以在堆疊視圖裡頭再放入堆疊視
圖來做到比較複雜的介面。並且，
堆疊式圖只要定義基本的約束條件
即可一起完成約束。

水平堆疊

垂直堆疊



素材目錄
每一個Xcode專案中，都會有一個素
材目錄，也就是Assets.xcassets。這
是用來管理所有App中會用到的圖示
以及圖片。

現在將欲使用的圖片加入素材目錄
中，就會呈現下面圖片那樣，點選
個別圖案就可以管理該圖片

在開發App時，建議準備三種版本的圖片：
@3x表示擁有較高的解析度，如iPhone	6/7	Plus；
@2x則是給iPhone4/4s/5/5s/6/7使用的
若是無@則是提供給不是Retina顯示器的舊裝置。



開新的專案
專案模板選擇
在這邊有很多個不同類型的專案提
供選擇。

Single	View	Application

常用來建立一個iOS	APP的模板

選取後再按下右下角的「Next」



專案資訊建立
這個畫面是用來填寫專案必要的相關資訊

Product	 Name：Hello	World—你的App的名稱

Team：這個可以先略過，這邊會使用到Apple	
ID的設定

Organization	 Name：nkfust—組織名稱

Organization	 Identifer：只是一個網域名稱倒
過來的寫法，也可以作為App的識別

Bundle	 Identifier：App在送審時所使用的唯一
識別碼。不需要輸入，Xcode會自動產生。

Language：Swift—Xcode支援Objective-C與
Swift開發

Devidces：iPhone—這邊選擇使用的裝置。

Use	Core	 Data：儲存資料的框架，暫時用不到

Include	 Unit	Tests：單元測試，在Class測試動
作是否獨立

Include	UI	Tests：整合測試，測試App運行時，
每個動作都能與預期相同



選擇專案位置
填寫完專案資訊之後選擇右下角的
「Next」，會出現這個視窗，請選
擇專案儲存的位置。



專案建立完成
前面動作完成後，就會出現這個畫
面，代表專案已經建立完成了。



兩個標籤
從右下角的元件庫中拖曳一個垂直
堆疊視圖(Vertical	Stack	View)勿建至
Storyboard中。

垂直堆疊視圖(Vertical	 Stack	View



堆疊兩個標籤
接著從元件庫拖曳一個標籤並改為
「Instant	Developer」
屬性設定如下
Font	Size 40點
Font	Style	Medium

接著再拖曳一個標籤至「Instant
Developer」底下(如圖所示)，再放開。

設定如下
內容：
Get	help	from	experts	in	15	minutes.



小撇步Tip!
如果你選取不到堆疊視圖，你可以
用兩種方式。

一、直接選取物件中的堆疊視圖

二、按著Shift在堆疊視圖上按右鍵



堆疊對齊屬性
接著應該會看到下面那排文字靠左
對齊並不好看，為了使其好看一些，
必須對堆疊視圖的屬性做一些設定。

垂直/水平
控制排列視圖如何對齊

定義排列視圖的尺寸與位置

排列視圖間的間距



堆疊對齊屬性
Axis：直接更改視圖的堆疊方向。

Alignment：
Leading對齊視圖前緣
Center	對齊視圖中間
Trailing對齊視圖末緣

Distribution：
Fill	可用空間相容所有的子視圖
Fill	Equally	平均分佈

垂直/水平
控制排列視圖如何對齊

定義排列視圖的尺寸與位置

排列視圖間的間距



設定堆疊
在這邊要將Alignment設定為Center

並在View這邊將Ｘ設定為28，Ｙ設
定為70。



四、圖片推疊
接下來試著加上圖片，從右下的元
件庫將圖片視圖(Image	View)拉出來，
並在上面的Image輸入素材(Asset)裡
面圖片的名稱。

在範例中用的分別是Banana、Lemon、
Watermelon。

圖片視圖(Image	View)



將圖片都放進
來後
當你把所有圖片都拉進來後，將他
們全部選取，點選下面的堆疊(Stack)

Stack



完成圖片堆疊
圖片堆疊完成之後，如左圖這樣，
超出去沒關係，之後會修回來。



將文字跟圖片
進行堆疊
從左邊的物件列表選取剛剛製作的
兩個堆疊，再按下剛剛使用的堆疊
按鈕。



文字與圖片堆
疊完成
選取完堆疊之後，會向左邊一樣，
變成一層一層的樣子。此時圖片還
是有可能超出去，那就需要為這個
堆疊設定約束條件。



設定堆疊約束
條件
從左邊的目錄選取 外層的堆疊，
在下面的四個按鈕選取佈局約束條
件，並設定距離頂部70點，左右邊
界都是0，設定完成後，按下下方的
Add	3	ConStraints。



設定圖片平等
地填滿
從左邊目錄，選取圖片的StackView，
在右邊的ImageView的Distribution選
擇Fill	Equally。

如果設定完發現，上面的文字沒有
在中間，那是因為 外圍的Stack沒
有設定置中，再從 外圍的Stack設
定ImageView裡的Alignment為Center
就可以解決了。



新增標籤
從元件庫拖曳Label至中間的Stack，
會發現底下多了一條線，這是代表
他是加入到這個Stack裡面，並且放
在 下面。

新增完後，替標籤設定

Need	help	your	coding	problems?	
We’ll	find	you	the	right	developer	who	
can	help	your	in	15	minutes.



標籤屬性設定
選取標籤後在右邊的屬性檢閱器設
定

Alignment	Center

Lines	為0表示為多行



堆疊間距
設定完文字後會覺得文字跟圖片之
間非常的靠近，選擇 外圍的堆疊
Stack並設定間距Spacing為10，如此
一來文字跟圖片就會拉開一些距離。



按鈕堆疊佈局
接著從元件庫拉出兩個按鈕出來，
替這兩個按鈕設定以下屬性

寬度200

字體顏色White

背景顏色Red

內容分別是

Sign	in

Sign	in	with	Facebook



設定按鈕堆疊
的佈局條件
接著像剛剛一樣，選取兩個按鈕，
按下堆疊的按鈕，然後在屬性檢閱
器設定Spacing為10，並且在下面的
約束條件中設定對齊視圖正中間。



設定按鈕堆疊
的佈局條件
接著設定底部的約束條件為下方20，
點選Add	1	Constraint。



記得一開始加入按鈕的時候，有設
定寬度200，但是按下堆疊就自動縮
小了，是因為堆疊的緣故，你必須
為它加上一個寬度的約束條件。從
Stack按住Ctrl鍵往自己拖曳，放開後，
選取Width。

在按鈕下方就會出現一條線，點擊
並設定200的寬度。



成品
完成後會像是這樣，但因為圖片大
家選擇的都不同，所以會略有差異。



表格App
TableView



介紹
Table View是iOSＡPP中 常用的UI
元件，大部分的App或多或少都會使
用到。 常見的就是電話簿，聯絡
人也是用表格視圖來呈現。此外，
像是郵件、Ted、Google+等等都是。

左邊就是範例，雖然樣貌不太一樣，
但都是用TableView完成的。



建立專案
首先創建一個新的專案，選擇Single	
View	App。



設定Project
如左圖設定你的Project

Product	Name	：App名稱

Team：這裡暫時不用設定

Organization	Name：組織、單位名稱

Organization	Identifier：網域名稱倒過
來的寫法

Bundle	Identifier：由Xcode自動產生

Language：這邊使用Swift

設定完後選擇Next至下一頁。



介面設計
首先從右下角的元件庫拖曳出一個
Table	View的物件。並把它拖曳到佈
滿整個視圖。



在右邊的屬性檢閱器中，設定
Prototype	Cell從0改為1，視圖中的
TableView就會多出一行。

你可以將這個想像為模板，重複使
用在所有的表格Cell中。



設定
PrototypeCell
從左邊的目錄選取新增出來的
Prototype Cell，並在右邊屬性檢閱中，
上面的Style設定為Basic。

並在下面一點的Identifier裡面輸入
Cell，這是Prototype	Cell的識別碼，
會在程式碼中使用到。



執行App
接下來用模擬器執行你的App，會向
左圖一樣有很多條線



替TableView佈
局
在下面的佈局條件中，替TableView
設定上下左右的間距皆為0，在這邊
設定的時候，下面的Constrain	to	
margins不能勾選，這是因為要對齊
至視圖的邊緣，而不是邊界。



UITableView協
定
選取你的ViewController.Swift

Class	ViewController後面以逗點加上

UITableViewDataSource

UITableViewDelegate兩項

這是為了用來定義TableView內容的
協定，



參考圖，UITableView可以供使用者
自由開發，但使用者想要放上去的
物件則需要透過兩個協定來定義。

UITableViewDataSource協定是關於資
料與表格視圖間的連結，裡頭定義
了需要實施的方法，而必須實作的
方法有：
tableView(_:numberOfRowsInSection:)
tableView(_:cellForRowAtIndexPath:)

UITableViewDelegate協定則是用來處
理UITableView的外觀。可用來處理
列的高度、區塊標題、註腳、調整
表格順序等等。

UITableView

UITableViewDataSource UITableViewDelegage

非常彈性，自由設計，但
是需要提供資訊

UITableView需要的資訊是透過協定所定義

ViewController

ViewController是採用這些協定的委
派物件並提供實作



宣告變數
首先宣告一個變數來儲存即表格資
料，在這邊是宣告陣列將表格儲存
起來，在這邊跟Objective-C是一樣的，
不同的值以逗號隔開， 後再以方
括號框起來。



陣列
陣列是一個基礎的資料結構，對於
上面的例子來說，他就是一個字串
的陣列結合。

每一個陣列的元素都會有一個索引
值，像左邊有5個值，索引值即是0
至4的索引值。

Apple CandyBanana Basketball Cake



第一個方法是用來通知表格視圖的
一個區塊的總列數，只需要呼叫
Count來取得thingS陣列中的項目數。

第二個方法則是在每次表格劣藥顯
示時會被呼叫，從indexPath物件，
可以取得目前正在顯示的列
(indexPath.row)

因此作法就是從thingS陣列中取得索
引項目，再指定文字標籤
(cell.textLabel?.text)要顯示的文字



其中，第二個方法有使用到一個
dequeueReusableCell方法，這是為了
用指定的Cell識別碼(identifier)來取得
佇列(queue)終可重複使用的表格Cell，
此識別碼就是在Prototype	Cell中設定
的identifier。



因為實機螢幕顯示有限制，假如App
需要顯示1000筆資料，畫面 多能
容納10個表格Cell，何不建立10個
Cell然後重複使用，取代分配1000個
Cell，這樣就可以省下大量的記憶體，
並且使表格視圖的運作更有效率。

Apple

Banana

Basketball

Cake

Banana

Basketball

Cake

Candy

Banana

Basketball

Cake

Candy

iPhone的畫面

1.向上滑動

2.UITableView
檢查佇列是
否有可重複
使用的Cell而
不是建立新
Cell

Cell	#1

Cell	#2

Cell	#3

Cell	#4

Cell	#2

Cell	#3

Cell	#4

Cell	#5

Cell	#3

Cell	#4

Cell	#5

Cell	#1

4.向上滑動

3.有一個 Cell#5在佇列中，
UITableView使用這個Cell
來顯示新內容，Cell#1退
回佇列。

5.這邊換成Cell#1在佇列
中供重複使用。



連結DataSource
&	DeleGate
回到視圖控制器，選擇TableView並
且按著Ctrl鍵並拖曳至ViewController
的視圖控制器，放開後選取
dataSource，並重複上面步驟選取
delegate。



完成後，即可在工具的連結檢閱器
中檢視連結後的狀況，或者直接在
表格視圖上使用右鍵。



測試、執行
再來測試一下目前的狀況，執行到
模擬器後，是否呈現如左圖的畫面
呢？



表格視圖中加
入縮圖
UITableView可以輕易地為每一列加
上縮圖，在ViewController.swift中的

tableView(_:cellForRowAtIndexPath:)
新增程式碼。

Ｐ．Ｓ．程式碼一定要加在

Return	cell的前面

因為這一行是把設定好的Cell傳入視
圖控制器中。



縮圖完成
由於剛剛把所有的縮圖都設定為
apple，因此每一個縮圖都是一樣的。



不同的縮圖
因此只要用陣列的索引碼，就能夠
將縮圖替換成對應的圖片，當然圖
片檔名跟內容要一致。



隱藏狀態列
如果不想在某些視圖控制器上顯示
狀態列，只要加上一段程式碼，就
能夠隱藏。



PhototypeCell	自訂表格視圖



開新專案 首先創造一個新的專案。



專案設定
如同右圖，App名稱請設定為FoodPin

Product	Name	：App名稱

Team：這裡暫時不用設定

Organization	Name：組織、單位名稱

Organization	Identifier：網域名稱倒
過來的寫法

Bundle	Identifier：由Xcode自動產生

Language：這邊使用Swift

設定完後選擇Next至下一頁。



介面設計
這次我們不使用預設的視圖控制器，
所以先從左邊的視圖控制器中選取
預設的View	Controller，然後按一下
Delete鍵。



那麼就會看到像右邊這樣完全空白
的畫面，再從右下角的元件庫中找
到我們要使用的Table	View	Controller，
並將他拖曳到畫面中間。



設定初始控制器
但我們拖曳出來的控制器並不是預
設的視圖控制器，如果執行App的話，
並不會立即套用。就必須要設定初
始點，從右邊的屬性檢閱器中，找
到Is	Initial	View	Controller的選項並
把他打勾。



設定完初始點後會發現多了兩個地
方，一個是箭頭指向控制器，再來
就是目錄的地方多了一行Storyboard	
Entry	Point，這兩個都表示這個控制
器已經被指定為初始點。



新增控制類別
從左邊找到FoodPin的專案資料夾，
點選右鍵並點選New	File…



選擇 常用的Cocoa	Touch



如右圖所設定，記得Subclass	of	的欄
位要選擇UITableViewController。



設定視圖關聯
接著回到Storyboard選取剛剛拖曳出
來的新控制器，並且在右邊的屬性
檢閱中設定新的視圖類別。在
Custom	Class處填入剛剛所新增的
Controller名稱。



Prototype	Cell
接著如上一章一樣設定TableViewCell，
將Identifier設定為Cell。

如此一來，使用者介面就準備完成
了。

接著回到程式碼的部分。



宣告陣列
首先先宣告一串陣列，由於教材這
邊使用的是一樣的，因此還是用食
物名稱來介紹。



設定TableView方法
比較有趣的是這邊。

因為這次不是從View	Controller開始
寫，而是新增一個Controller並且繼
承UITableViewController，所以
TableView所會使用到的方法這邊都
替開發者寫出來了，只是他們還是
註解中的狀態，只要將會使用到的
方法解除註解並寫上自己的內容，
就變成自己的TableView了。



Cell
接著找到cellForRowAt的方法，

在裡頭輸入右邊這段。



Section	&	Row
接下來設定區塊的數目，並且設定
列數。



執行
接著試著執行App，你會看到像右邊
這樣的畫面出現在虛擬機上面。



不同縮圖
首先，宣告一個陣列，裡面要記錄
所有的圖檔，以及他們的副檔名。

並在Cell的方法中，將放入圖片的語
法改成這樣。



執行
那麼就會看到所有的圖片都不一樣
了。



自訂Cell
到目前為止都跟上面差不多，接著
就要自訂Cell了。



Cell	Style
首先將右上角Cell的Style設定為
Custom。



Table	Row	
Height
選取Table	View，並設定右上角的
Row	Height	為80點。



Image	View	set
接著從元件庫中，拖曳一個圖片視
圖出來，並設定長寬各為60。



Label	set
接著再拉出幾個Label物件，依照你
使用的素材可以設定不一樣的內容，
而我這邊剛好是幾個單字，就用他
的英文跟中文來呈現。



接著設定第一個字型的樣式，

在Font裡面將Text	Styles設定為
Headline。



第二個可以設定成14點大小、Light
樣式、Dark	Gray	Color的顏色。



Stack
接著按著Cmd鍵，將兩個Label選取，
並按下堆疊按鈕。



接著你可以照自己的喜好將Spacing
（間距）設定一些數值，好將兩個
Label拉開，有點空間。



接著選取剛剛完成的推疊(Stack	
View)，在選取圖片視圖，再一次按
下堆疊按鈕進行水平堆疊。



Stack	Constraint
接著替推疊完的物件設定約束的條
件，並不是在Cell就不需要約束條件，
而是為了控制它們顯示在Cell的可視
區域。

首先將ImageView設定長寬60的約束
條件。



替StackView設定上下左2,2,6的約束
條件，右邊則不需要。



自訂Cell建立類別
照著剛剛的條件，對專案資料夾按
右鍵，選取New	File…



這邊也是選取Cocoa	Touch。



跟剛剛不同的是這邊名稱多一個Cell
（方便識別），以及Subclass	of要改
成UITableViewCell，這代表的是繼承
至UITableViewCell的類別。



宣告Outlet
在Cell的類別中宣告這三樣物件



建立Cell類別與視圖的連結
在左邊選取Cell，在右邊的屬性檢閱
器中輸入剛剛新增的Cell類別名稱。



建立連結
對著Cell按右鍵，在選項中找到剛剛
宣告的ImageView物件，並拖曳至
ImageView，並重複剛剛的步驟將
Label也完成。



完成之後就會像這樣，出現連結起
來的樣子。



Cell	Code
將原本RestaurantTableViewController
中關於cell的宣告改成 as!	Restaurant

as!	&	as?

向下轉型(Downcasting)，可以轉換一
個類別的值至其衍生的的類別。



剛剛改過了Cell的宣告方式，這邊也
要修正成符合目前方式的狀態。

原本

新的



完成之後就會像這樣。



UIKit
透過Uikit的視圖（例如：UIView、UIImageView）的背後都是CALayer類別的實例，這些層
物件，主要設計作為視圖背後的管理以及處理視圖相關動畫。這些物件提供各種可以控制
視圖視覺內容的屬性，例如：

背景顏色 Background	Color

編框或邊框寬度 Border	Width

陰影顏色 Shadow	Color

透明度 Opacity

圓角半徑 Corner	Radius



縮圖變為圓形
在程式碼中，再加入這兩行。

CornerRadius就是控制圓角半徑的屬
性。



另外一種方法
直接用視圖控制器至屬性這邊的

User	Defined	Runtime	Attributes

點擊下面的＋

新增想要的屬性



接著則是到右邊的選項

勾選Clip	to	Bounds



編譯執行看看
就會看到每個圖片都變成圓形的邊
框。



將剛剛的另外一個標籤也加上去



UIAlertController



UITableViewDelegate
我們曾經在SimpleTable的App中，RestaurantTableViewController類別中採用了兩個委派:	
UITableViewDelegate以及UITableViewDataSource。

委派模式在iOS的程式開發中很常見。每一個委派負責特定的角色或工作，如此一來，可
以讓系統保持簡潔。當一個物件需要執行某項工作，它仰賴另一個物件來幫忙處理。在軟
體設計，通常稱為「關注點分離」(separation	of	concern)。

UITableView類別應用了這樣的設計觀念，這兩個協定是為了不同目的來設計，
UITableViewDataSource協定定義了處理表格資料的方法，它依靠委派來提供表格資料，另
外UITableViewDelegate協定則負責設定表格視圖的區塊標題及註腳，還有像是表格列的選
擇及Cell的排序。



實作協定以處理列的選取動作

FoodPin專案中開啟
RestaurantTableViewController.swift

實作tableView(_:didSelectRowAt:)方
法



執行
執行後點擊每一項，應該會呼叫這
個方法。



加上動作
除了顯示訊息，也可以指定一些動
作給提示控制器。

Call動作

Check-in動作



閉包
含有自我功能、可以在程式中作傳遞的程式碼區塊，類似Objective-C的blocks。

如同上述的範例，使用動作閉包的其中一種方式是將其程式碼區塊當作值，以常數或變數
來宣告它。這個程式碼的第一個部分的處理器參數一樣是定義為UIAlertAction型態。而in
關鍵字表示閉包的參數與回傳型態的定義已經完成，然後開始閉包的本體程式。

閉包程式通常被包覆在一對大括號內。

閉包的參數與回傳型態 In關鍵字只是閉包本體的開始位置

閉包本體



Check-in	Action
照圖形上，在Call的下方，輸入
Check-in	Action的方法。



Swift中的Optional
程式中的問號作用？這個Cell是Swift中的一個Optional。Optional是Swift導入的新型態，
Optional只是表示「是否有值」，由tableView.cellForRow(at:)回傳的Cell是一個Optional。要
存取Cell的accessoryType屬性，需要使用問號。在這個例子中，Swift會檢查Cell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可以允許設定accessoryType的值。在大多數的情況下，Xcode的自動補齊功
能可在你要存取一個Optional的屬性時會幫你加上問號。



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時候，就會出現剛剛
所設定的Call跟Check-in。



執行
點選兩個功能則分別會出現打勾或
是提示視窗。



取消灰底
當選取的時候會把那列變成灰底，
並且停在選取狀態。



在tableView(_:didSelectRowAt:)方法
的底部加上這一行程式碼，就能取
消選取的狀態。



取消勾選
首先宣告一個陣列儲存所有選項勾
選的狀態。



改變狀態
當它被打勾的時候，根據索引值改
變該選項的狀態值為「True」。



判斷
新增這段在tableView(_:cellForRowAt:)
方法中 return	cell的前面幾行。用來
判斷該行cell是否處於勾選的狀態。



判斷勾選狀態
假如他是勾選的狀態的話，就要給
取消的方法；換言之，如果沒有勾
選的話，就要給勾選的方法。



模型-視圖-控制器
(MVC,Model-View-Controller)
這是使用者介面程式最常被引用的設計模式。

模型（Model）
◦ 負責資料保存或者操作。可以簡單地如一個陣列物件一樣，用來儲存各式的表格資料。增加、更
新或刪除就是操作的範例。

視圖（View）
◦ 管理資訊的視覺呈現。例如UITableView以清單格式來呈現資訊。

控制器（Controller）
◦ 模型和視圖之間的橋樑。它將使用者在視圖上互動轉譯成模型要去執行的動作。舉例來說，使用
者在視圖上點擊「Delete」按鈕後，接下來控制器就會觸發模型中的刪除動作，然後它會要求刷
新視圖來反映資料的更新。



MVC
控制器（Controller）
UITableViewController

模型（Model）
Array

Apple

Banana

Basketball

Cake

視圖（View）
UITableView

從模型載入資料 要求視圖顯示資料



刪除列
iOS的App，使用者通常是在表格用
手指水平滑動，讓Delete按鈕出現。

tableView(_:commit:forRowAt:)的方
法是用來處理特定列的刪除（或插
入）



在我們新增的
RestaurantTableViewController.swift中，
已經有了這個方法，首先將這個方
法解除註解，還不需要輸入任何實
作，此時執行的話。



執行
就會看到App中的選項，只要向左邊
滑動，就會出現Delete的按鈕。

但因為還沒有加上任何功能，此時
如果按下去，那麼App救會直接崩壞。



從資料模型中刪除
remove(at:)方法就是用來刪除的，此
時將我們宣告過的陣列，都使用
remove(at:)的方法，套用
indexPath.row來刪除該索引值。



執行看看？
這時候執行完成後，點擊Delete按鈕
並不會崩壞，好像什麼都沒改變？



用Console偵測
換個方式看看，將發生的情況Print
出至Console來偵測。

在commit的方法結束前，輸入這些
程式碼，透過計算數目來確定有沒
有改變，並且將所有項目Print出來
看看有沒有成功刪除。



執行看看
這時候執行的結果會發現，我已經
成功刪除了一個，而缺少的那個正
是我按下Delete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是因為我們並沒有重新更新視圖，
讓我們的視圖也刪除那一個選項。



重新載入
UITableView
這時候要用到的方法是reloadData的
方法，這時候只要將這段插入
commit的方法即可。



執行
執行之後就能夠成功的把選項刪除



從UITableView
刪除一列
將程式碼改成使用

deleteRow的方法，可以只刪除一列，
而不需要整個tableView重新更新及
讀取。



UITableViewRowAction滑動
如圖所示，拉出來的功能可以不僅
只有Delete，有很多的選項可以自訂。

其中有三個點的就是More

還有回覆、旗標等等。



edifActionForRowAt方法
插入這個方法至
RestaurantTableViewController.swift中



社群分享按鈕
並在裡頭實作兩個按鈕



刪除按鈕



完整的程式碼
實作完兩個按鈕後

記得將這兩個按鈕return回去。

否則程式碼運行錯誤會提醒你



執行的情況
這時候向左拉就會出現兩個按鈕，

分別是Share跟Delete



分享
分享按鈕就會出現一個分享的選單，

刪除則是像剛剛一樣消除一行。



分享夾帶圖片
在裡頭新增一個if判斷式來判斷圖片
的情況。



UITableViewRowAction客製化
預設的動作按鈕為紅色，而
UITableViewRowAction提供選項給開
發者透過backgroundColor來自定背
景顏色。



執行
顏色是用RGB下去配色，執行後就像
右邊一樣改變了顏色。



導覽控制器與Segue



介紹
Storyboard能做到的不僅是在Storyboard中佈局視圖控制器。可以在Stroyboard中加入更多
的視圖控制器，然後互相串連，並定義這些控制器間的轉場(Transition)，這些都不需要撰
寫程式碼。

場景 Scene

一個場景對應一個在畫面上的內容（如一個視圖控制器）

Segue

位於兩個場景間，表示從一個場景轉場至另一個場景
◦ 推送(Push)
◦ 強制回應(Modal)



建立導覽控制器
回到我們建立的FoodPin App專案，
選取RestaurantTableViewController的
視圖控制器，從上方的選單中

Editor	＞ Embed	in	＞Navigation	
Controller



設定標題
系統會自動將視圖控制器加入導覽
控制器。替這個導覽列加上標題。
選取表格視圖控制器的導覽列，並
設定Title。



執行
現在重新執行這個App，大致上跟原
本一樣，只是多了標題。



細節視圖控制器
現在這個App少了點選內容進入的細
節視圖控制器(Detail	View	Controller)，
然後呈現內容。

在介面建構器中，從元件庫中拖曳
一個View	Controller來建立細節視圖
控制器。



圖片視圖
接著從元件庫拖曳一個ImageView
（圖片視圖）出來，並放大佈滿至
整個View	Controller，設定其約束條
件為四個邊界為0，以貼齊整個控制
器。

至屬性檢閱器中，設定Content	
Mode為Aspect	Fill，讓圖片照正確比
例縮放。



Cell	Segue
當使用者點擊表格視圖上的Cell時，
表格視圖控制器會將畫面轉過來。
因此我們需要加上一個Segue來連結
Prototype	Cell與細節。

只要用Ctrl鍵點選Prototype並拉至細
節視圖控制器。



放開之後就會出現這個選單，選擇
「Show」即可。



也可以這樣
如果覺得直接從視圖控制器上很難
點選Cell，也可以從左邊的目錄直接
拖曳。



Segue型態
選單中出現了很多選擇，其中

Show當使用這個樣式，內容會被堆到
目前視圖控制器堆疊的上方。而導覽
列上放會顯示返回按鈕，用來導覽回
原來的視圖控制器。

Show	Detail和Show樣式類似，不過細
節（或者是目標）視圖控制器內的內
容成為目前視圖堆疊的 上方。在細
節視圖中便不會有導覽列與返回。

Present	Modally以強制回應型態呈現。
使用這個型態，細節視圖控制器將以
動畫方式從底部出現並佈滿整個螢幕。

Present	as	popover 將內容以固定點彈
跳框來呈現內容至目前視圖中。



調整原程式碼
因為現在要改變程式碼將內容傳至
下一張視圖，需要把原本
tableView(_:didSelectRowAt:)的內容
給取消掉，可以直接刪除，也可以
向右邊這樣把這個方法給註解掉。
只需要用/*	以及 */把註解的內容給
框起來即可。



建立新類別
接著，要替細節視圖控制器設定內
容，便需要新的Controller。

新增新的檔案，一樣使用Cocoa	
Touch	Class。



新增自訂類別
替新增的視圖控制器新增類別，一
樣在右上角輸入剛剛新增的控制器。



加入變數
• 建立foodImage變數，當使用者
選取表格中的圖片時，需要有個
傳遞圖片名稱至細節視圖的方式。
這個變數將用來作為資料傳遞用。

• 建立foodImageView的Outlet給圖
片視圖。我們需要一個參照來更
新細節視圖控制器中的圖片視圖，
因此需要建立一個Outlet。



建立連結
回到Storyboard，對
RestaruantDetailViewController點選
右鍵，將foodImageView與控制器中
的圖片視圖做連結。



將圖片視圖的圖片設定為所選擇的
圖片。



Segue傳遞
首先要為Segue設定一個識別碼
(Identifier)，點擊Segue的線，並在右
邊的屬性檢閱器中設定identifier。



Prepare(for:sender:)
找到RestaurantTableViewController的
這個方法，取消註解後輸入這些程
式碼。



執行



Xcode &	Gitlab
版本控制



Xcode update
Terminal	key	in

xcode-select	--install



New	Project	(Gitlab)



內容因人而異，在terminal輸入 (PS.	這是兩行)



點選然後選擇HTTPS



複製這個方框裡面的網址

Command	+	C



New	Project	(Xcode)



Source	Control這個要打勾Ｖ



選取Source	Control	->	helloworld(project	name)	->	Configure	helloworld(project	name)



1.選取Remotes

2.選取”+”	->	Add	Remote



貼上前面在Gitlab複製的網址
Command	+	V



Source	Control	->	Push





按下ＰＵＳＨ後會彈出一個視窗

請輸入你Gitlab的帳號密碼

如果沒有出現就到

Xcode ->	Preferences	->	Accounts	管理



按下“＋”->	Add	Repository	
填入如右邊的資料（帳密為Gitlab之帳密）





在此輸入內容並按下Commit



打勾代表前面那個動作 與變更過的檔案一併Push	並增加Commit



下次上課時使用 Check	Out
下載Gitlab上已有的檔案





ＰＳ請在Gitlab中設定與老師及助教分享你的lab	code

ymingchu@gmail.com

zhg0121@gmail.com

u0324051@mis.nkfust.edu.tw





輸入助教的信箱 上一頁有



選取Reporter



選取Add	to	project



這樣就完成了，請把老師及兩個助教都加進去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