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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智慧型手機時，使用者常常需要儲存一些資訊，例如某個應用程式在每次

執行時都需要做登入的動作，此時若能將使用者的帳號與密碼儲存起來，就可免

去每次輸入帳號密碼的手續，在本章中筆者會介紹三種資料儲存方式：

SharedPreferences、檔案儲存與資料庫儲存。 

 

11.1 SharedPreferences 

 

某些應用程式在使用時會需要使用者的一些資訊，例如『今日星座運勢』這個應

用程式可能需要使用者的生日，藉以判斷使用者的星座，並提供該日的星座運勢，

然而使用者的生日是不會改變的，因此實在沒必要天天輸入，如果能將生日資訊

儲存起來，能讓使用者使用得更便利，SharedPreferences介面提供了我們儲存使

用者偏好的功能[1]，接下來我們便開始介紹 SharedPreferences的使用方法。 

 

請讀者先引進光碟中『\範例程式\Chapter11\Horoscope』這個專案，這個專案是

修改第六章的『星座資訊』應用程式而來的，這個應用程式有兩個 Activity，

Horoscope這個 Activity是用來讓使用者輸入生日資訊，如下圖所示，

ShowHoroscope這個 Activity則是根據使用者的生日顯示星座的資訊在這一章中

我們希望使用者輸入的生日能夠被儲存，以下圖為例，若使用者之前有輸入過生

日(2月 23日)，則下次執行本程式時，能夠自動的呈現 2月 23日： 

 

 

首先我們先思考這個自動儲存該加在程式的哪個片段呢？在學習過第六章後，我



們知道使用者於 Horoscope這個 Activity輸入生日並按下『得知星座』的按鈕後，

會呼叫 ShowHoroscope這個 Activity，此時 Horoscope的 onStop方法會被呼叫，

因此我們可於 onStop方法內儲存使用者所輸入的生日資訊， 而當使用者下次執

行程式時，由於 EditText物件的初始化是寫在 Horoscope的 onCreate方法，因此

可於 onCreate方法內讀取上次儲存的生日資訊，並將之顯示於 EditText上，因此

接下來我們便只觀看 Horoscope.java的 onCreate方法與 onStop方法即可，程式

碼如下所示： 

1  @Override 

2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3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4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5  

6      Button button1 = (Button)findViewById(R.id.submit); 

7      button1.setOnClickListener(getHoroscope); 

8  

9      etMonth = (EditText)findViewById(R.id.etMonth); 

10  

11     SharedPreferences pref = 

12         getSharedPreferences("PREF_BIRTH", MODE_PRIVATE); 

13  

14     String pref_month = pref.getString("PREF_MONTH", "1"); 

15     etMonth.setText(pref_month); 

16  

17     etDay = (EditText)findViewById(R.id.etDay); 

18     Integer intDay = pref.getInt("PREF_DAY", 1); 

19     etDay.setText(intDay.toString()); 

20 } 

21  

22 @Override 

23 public void onStop() { 

24     super.onStop(); 

25     SharedPreferences pref = 

26         getSharedPreferences("PREF_BIRTH", MODE_PRIVATE); 

27     SharedPreferences.Editor preEdt = pref.edit(); 

28     preEdt.putString("PREF_MONTH", etMonth.getText().toString()); 

29     int intDay = Integer.parseInt(etDay.getText().toString()); 

30     preEdt.putInt("PREF_DAY", intDay); 

31     preEdt.commit(); 



32 } 

 

首先我們先討論如何儲存生日資訊，程式碼是寫在 onStop 方法，首先第 25行程

式先呼叫 Context類別的 getSharedPreferences取得 SharedPreferences物件實體，

getSharedPreferences需要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是偏好設定檔的檔案名稱，以本

程式為例，此偏好設定檔為 PREF_BIRTH.xml，後面會對這個偏好設定檔做更詳

細的說明，第二個參數是設定此偏好設定檔的讀取模式，MODE_PRIVATE是只

允許本應用程式存取這個檔案，關於 getSharedPreferences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Context類別的說明文件[2]。 

 

要修改偏好設定檔必頇透過一個 SharedPreferences.Editor物件，因此程式在第 27

行呼叫 SharedPreferences物件的 edit方法來取得一個 SharedPreferences.Editor物

件，SharedPreferences.Editor提供了不少Methods讓我們儲存資料[3]，為了示範

其中兩個Methods，程式故意將『月』的資訊儲存成字串，而將『日』的資訊儲

存成整數。『月』的資訊儲存是寫在第 28行，我們呼叫了 SharedPreferences.Editor

物件的 putString方法，需要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是這個偏好的名稱，亦即到

時要讀取這個偏好設定時所使用的名稱，第二個參數則是這個偏好的值，我們從

輸入『月』的 EditText讀取使用者的輸入做為此偏好的值。『日』的資訊儲存是

寫在第 30行，我們呼叫了 SharedPreferences.Editor物件的 putInt方法，一樣需要

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是這個偏好的名稱，亦即到時要讀取這個偏好設定時所使

用的名稱，第二個參數則是這個偏好的值，這個值必頇是一個整數。最後我們一

定要呼叫 SharedPreferences.Editor物件的 commit方法，才能將修改寫入偏好設

定檔內。 

 

瞭解如何將偏好設定寫入之後，我們接著討論程式如何讀取偏好設定檔，相關程

式碼是寫在 onCreate方法內，首先在第 11行，我們一樣呼叫 getSharedPreferences

取得 SharedPreferences物件實體，在呼叫此物件的 getString取 getInt方法即可取

得儲存的偏好設定，getString與 getInt方法需要兩個參數，第一個參數是偏好的

名稱，第二個參數是當無法順利讀取偏好時，所採用的偏好預設值。 

 

至此我們已經瞭解偏好的儲存與讀取方式，然而偏好設定檔到底是儲存在哪裡呢？

以本程式為例，會有一個名為 PREF_BIRTH.xml的檔案儲存於模擬器上

/data/data/lincyu.horoscope/shared_prefs這個資料夾內，其中 lincyu.horoscope為建

立專案時所輸入的 Package name，若想觀看此檔案，可先進入以 DDMS為觀點

所展開的視窗(DDMS Perspective)，並開啟名為 File Explorer的子視窗，如下圖

所示： 



 

 

選擇適當的目錄之後，讀者便可以看到 PREF_BIRTH.xml，點選後，按下右上角

的『Pull a file from the device』便可將該檔案儲存於電腦上。 

 

 

PREF_BIRTH.xml的檔案內容如下所示，PREF_DAY的值是以 16進位來表示，

事實上程式開發者可以完全不用在意這個檔案，只需要弄懂相關類別/方法的使

用即可。 

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 

2 <map> 

3 <int name="PREF_DAY" value="17" /> 

4 <string name="PREF_MONTH">2</string> 

5 </map> 

 

11.2 檔案的儲存與讀取 

 

Android應用程式也可以像一般 Java程式一樣，開啟、關閉與修改檔案，Context

類別提供了 openFileInput和 openFileOutput方法讓我們讀取/寫入檔案，為了示



範相關類別/方法的使用，筆者設計了一個『便條簿』應用程式，這個應用程式

很類似 Android SDK所提供的『NotePad』應用程式，然而『便條簿』是採用『檔

案』的方式來儲存便條與便條目錄，『NotePad』則是採用『檔案』的方式來儲存。 

 

請讀者引進『\範例程式\Chapter11\Notepad1』這個專案，裡面包含了三個 Java

原始檔： 

 Notepad.java： 

Notepad類別繼承了 ListActivity類別，便條的目錄會以列表的方式呈現，當

沒有任何便條時，會出現如下圖左側的畫面，告知使用者『無任何便條』，

若已經有便條存在，則會將便條的標題列出，如下圖右側所示。 

 

 

此外使用者可按下Menu鍵，叫出選單，選單有兩個選項，分別是『新增便

條』與『刪除便條』，按下『新增便條』，會呼叫 NoteEdit這個 Activity，進

入『便條編輯』畫面，按下『刪除便條』前必頇先選擇要刪除的便條(選擇

的便條會以橘色為底色) ，選擇後按下『刪除便條』便可刪除所選的便條。 

 NoteEdit.java： 

Notepad類別繼承了 Activity類別，其主要功能是讓使用者編輯便條， 這個

Activity被呼叫的情況有兩個，第一個情況是使用者按下選單中的『新增便

條』，此時標題和便條內容會是空白的，如下圖左側所示，第二個情況是使

用者於便條標題列表畫面按下該便條，此時會顯示該便條既有的標題與內容，

如下圖右側所示： 



 

 

 FileProcess.java： 

裡面定義了一個 FileProcess類別，FileProcess類別提供了數個用來處理檔案

的方法(Methods)，我們會於稍後做介紹。 

 

接下來我們將詳細解說這三個檔案，而在討論之前，筆者先解說這個應用程式所

產生的檔案其檔案名稱為何，筆者使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假設現在有兩筆便條，

資料如下： 

＜便條一＞標題：Note001 

便條內容：This is my first note. 

＜便條二＞標題：Title 

便條內容：Body 

首先應用程式會固定產生一個檔名為 NoteList.txt的檔案，這個檔案是用來儲存

所有便條的標題，標題與標題之間會以換行符號(„\n‟)相隔，因此以上面的例子

來說，NoteList.txt的內容如下： 

Note001 

Title 

 

便條內容則會儲存在以標題為主檔名的檔案內，以上述例子而言，應用程式會產

生 Note001.txt與 Title.txt，其中 Note001.txt的內容為： 

This is my first note. 

Title.txt的內容為： 

Body 

這些檔案會存放於/data/data/lincyu.notepad1/files資料夾下，其中 lincyu.notepad1

為建立專案時所輸入的 Package name。 



 

接下來便開始細談程式的細節，首先我們先討論 FileProcess.java這個檔案，

FileProcess類別總共提供了四個方法供 Notepad類別與 NoteEdit類別使用： 

 readNoteListFile方法： 

這個方法會讀取 NoteList.txt，並將便條的標題儲存於一個字串動態陣列裡。

由於這個方法只是要『讀取』而沒有要『寫入』NoteList.txt，因此呼叫 Context

類別的 openFileInput方法即可，並利用 FileInputStream類別的 read方法讀

取檔案內容[4]。要注意的是 readNoteListFile方法呼叫了 readOneLine方法，

readOneLine並不是系統提供的，是自行定義於 FileProcess類別內的一個私

有(private)方法，其功能是將換行符號前的字元組成字串並回傳。 

 readFile方法： 

這個方法是用來讀取便條內容用的，當使用者點選已存在的便條時，會進入

便條編輯畫面，此時就會呼叫這個方法，將原本已存在的便條內容讀出來。

其需要一個檔案名稱做為參數，由於只是要『讀取』而沒有要『寫入』檔案，

因此呼叫 Context類別的 openFileInput方法即可。 

 addNote方法： 

這個方法需要做兩件事情，第一是將便條內容寫入<title>.txt，其中<title>為

便條的標題，第二是將標題寫入 NoteList.txt，要注意的是新標題是以添加模

式(MODE_APPEND)寫在檔案後面，而不是覆寫原有檔案。此外，由於我們

是要將資料『寫入』檔案，因此是呼叫 Context類別的 opnFileOutput方法來

開啟檔案，並利用 FileOutputStream類別的write方法將資料寫入檔案內[5]。 

 delNote方法： 

這個方法需要做兩件事情，第一是修改 NoteList.txt，程式中是先讀取

NoteList.txt，將所有便條標題讀入一個字串動態陣列裡，然後將要刪除的便

條的標題從動態陣列中移除，再將新的動態陣列重新寫入 NoteList.txt(覆寫

模式而非添加模式)，第二件事是將便條內容刪除，呼叫 Context類別的

deleteFile方法將檔案刪除即可。 

 

接著簡單地解說一下 Notepad.java，筆者只提醒讀者兩個注意點： 

 Notepad繼承了 ListActivity類別，因此包含了一個列表介面元件(ListView)，

第八章已將提到過：繼承 AdapterView的介面元件其『資料』和『介面元件』

是分離的，『資料』要和『介面元件』結合在一起就必頇透過接合器(Adapter) 。

程式呼叫前面提到的 readNoteListFile取得要顯示於 ListView的『資料』(亦

即便條的標題)後，使用ArrayAdapter產生一個ListAdapter物件給ListView。

而為了能夠即時更新列表內容，只要列表內容有更動(新增或刪除一個便條)，

就應該重新結合一次。 

 啟動 NoteEdit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在使用者按下選單『新增便條』後啟

動，另一處是在使用者點下已存在的便條時啟動。 



 

最後要說明的是 NoteEdit.java，若使用者是點下已存在的便條而啟動編輯畫面的

話，程式會讀取便條標題與內容顯示於 EditText介面元件上。當使用者按下退回

鍵後，NoteEdit的 onPause方法會被呼叫，程式是於此方法內做便條的儲存，要

注意的是，若便條標題已存在，程式會覆寫原有檔案，而不是新增一個便條。 

 

讀者在閱讀本節內容時應配合著程式碼閱讀，經過本節的介紹，讀者應能瞭解

Android應用程式是如何讀取/建立檔案，也能知道檔案被儲存在哪個資料夾。 

 

11.3 SQLite資料庫 

 

在 Android內，我們也可以使用資料庫來儲存資料，Android內使用的是 SQLite

資料庫，而 Android也提供了許多 API讓我們可以建立/使用資料庫，在開始學

習如何使用那些 API之前，我們先來學習 SQLite資料庫的使用與基本的 SQL語

法。 

 

11.3.1 SQLite資料庫的使用與基本的 SQL語法 

 

SQLite是一個關聯式式資料庫系統，關聯式資料庫系統最基本的觀念便是表格

(Table)，因此在介紹 SQLite的使用方法之前，我們先初步地瞭解何謂表格，表

格是由欄(Column)跟列(Row)所組成的，『欄』代表著不同性質的資料項目，而『列』

代表一筆記錄，以通訊錄為例，一個表格的範例如下：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王小明 0912345678 wang@fake.asia.edu.tw 

張大虎 0987654321 chang@fake.asia.edu.tw 

這個表格有三欄：姓名、手機號碼與 E-mail，分別代表三個不同的資料項目，而

這個表格有兩列，分別是王小明的記錄與張大虎的記錄。 

 

瞭解表格的概念後，我們便可以開始來使用 SQLite資料庫了，首先請開啟模擬

器並進入命令列模式執行： 

adb shell 

執行完畢後，讀可應該會看到『#』提示字元，這代表我們已經連接上模擬器了。

SQLite是以單一檔案的形式將資料庫存於磁碟中，為了練習，我們可先在虛擬

SD卡內建立一個目錄，並於該目錄下建立資料庫檔案，執行的方式如下： 

# cd sdcard 

# mkdir DBTest 

# cd DBTest 

接著我們便開始要在/sdcard/DBTest資料夾下建立一個資料庫檔案了，建立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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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下： 

# sqlite3 mydb.db 

其中 mydb.db便是資料庫的檔案名稱，讀者可取自己喜歡的名稱。執行後會看到

如下的訊息，且提示字串改成『sqlite>』： 

SQLite version 3.5.9 

Enter ".help" for instructions 

sqlite> 

在新的提示字元下，使用者可以輸入一些 SQL語法，下面的範例中，筆者將建

立一個表格，並於表格內加上一些記錄，建立表格的基本語法為： 

create table <表格名稱>(<欄位一名稱>,<欄位二名稱>,…); 

例如我們若想建立上述的通訊錄，可執行下面指令(記得最後要輸入『;』)： 

sqlite> create table addressbook(name,mobilephone,email); 

讀者可於『sqlite>』提示字串下輸入『.tables』來確認表格確實被建立了，接著

我們要輸入兩筆資料，插入資料的基本語法為： 

insert into <表格名稱> values(<欄位一的值>,<欄位二名稱>,…); 

我們執行下面的指令來增加兩筆記錄： 

sqlite> insert into addressbook values('王小明', 0912345678, 

'wang@fake.asia.edu’); 

sqlite> insert into addressbook values('張大虎', 0987654321, 

'chang@fake.asia.edu’); 

輸入記錄之後，我們可以使用 select指令來查詢表格的內容，select的基本語法

為： 

select <欄位名稱> from <表格名稱>; 

如果想要查詢所有欄位，可於欄位名稱打上『*』，執行結果如下所示： 

sqlite> select * from addressbook; 

王小明|912345678|wang@fake.asia.edu.tw 

張大虎|987654321|chang@fake.asia.edu.tw 

如果我們想修改某筆資料，可以使用 update指令，update的基本語法為： 

update <表格名稱> set <欄位名稱>=[新值] where {條件}; 

例如我們想把王小明的手機號碼換成 0900112233，可執行如下的指令： 

sqlite> update addressbook set mobilephone=0900112233 where name='王小

明'; 

可以使用 select來驗證修改結果： 

sqlite> select * from addressbook; 

王小明|900112233|wang@fake.asia.edu.tw 

張大虎|987654321|chang@fake.asia.edu.tw 

刪除一筆記錄則使用 delete指令，delete的基本語法為： 

delete from <表格名稱> where {條件}; 



例如我們想把張大虎的記錄刪除，可執行如下的指令： 

sqlite> delete from addressbook where name='張大虎'; 

可以使用 select來驗證修改結果： 

sqlite> select * from addressbook; 

select * from addressbook; 

王小明|900112233|wang@fake.asia.edu.tw 

如果想放棄整個表格，可執行如下的指令： 

sqlite> drop table if exists <表格名稱> 

最後想要離開 SQLite時輸入『.exit』即可。 

 

我們先只要學會上述那幾個指令就可以看懂接下來的程式範例了，至於進階的

SQL語法請讀者自行閱讀資料庫相關書籍。 

 

11.3.2 SQLite相關 API的使用 

 

Android提供了許多 API讓我們可以建立/使用資料庫，這一節我們便是要學習如

何使用那些 API，首先請讀者引進『\範例程式\Chapter11\SQLiteDemo』這個專

案，專案裡只有一個 Java原始檔 SQLiteDemo.java，程式碼內容如下： 

1 public class SQLiteDemo extends Activity { 

 2  

 3     SQLiteDatabase db; 

 4     DatabaseHelper dbHelper; 

 5  

 6     @Override 

 7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8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9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10  

11         dbHelper = new DatabaseHelper(this); 

12         db = dbHelper.getWritableDatabase(); 

13  

14         ContentValues cv = new ContentValues(); 

15         cv.put("no", 1); 

16         cv.put("title", "abc"); 

17         cv.put("body", "Hello abc!"); 

18         db.insert(DATABASE_TABLE, null, cv); 

19  

20         String sym = "'"; 



21         db.execSQL("insert into " + DATABASE_TABLE + 

22             " values(2," + sym + "xyz" + sym + "," 

23             + sym + "Hello xyz!" + sym + ");"); 

24  

25         Cursor c = db.rawQuery("select * from "+DATABASE_TABLE,null); 

26  

27         String [] names = c.getColumnNames(); 

28  

29         for (int i = 0; i < names.length; i++) 

30             Log.d("LINCYU", "ColumnNames (" + 

31                 c.getColumnIndex(names[i]) + "): " + 

32                 names[i]); 

33  

34         c.moveToFirst(); 

35         for (int i = 0; i < c.getCount(); i++) { 

36             Log.d("LINCYU", "Title" + i + ": " + 

37                 c.getString(c.getColumnIndex(names[1]))); 

38             c.moveToNext(); 

39         } 

40  

41         cv = new ContentValues(); 

42         cv.put("title", "def"); 

43         db.update(DATABASE_TABLE, cv, "title=" + sym + "xyz" + 

44             sym, null); 

45  

46         c = db.rawQuery("select * from " + DATABASE_TABLE, null); 

47  

48         c.moveToFirst(); 

49         for (int i = 0; i < c.getCount(); i++) { 

50             Log.d("LINCYU", "Title(New)" + i + ": " + 

51                 c.getString(c.getColumnIndex(names[1]))); 

52             c.moveToNext(); 

53         } 

54  

55         c = db.rawQuery("select * from " + DATABASE_TABLE, null); 

56  

57         db.execSQL("update " + DATABASE_TABLE + " set body=" + sym + 

58             "Hello def!" + sym + "where title=" + sym + "def" + sym + 



59             ";"); 

60  

61         c.moveToFirst(); 

62         for (int i = 0; i < c.getCount(); i++) { 

63             Log.d("LINCYU", "Title(New)" + i + ": " + 

64                 c.getString(c.getColumnIndex(names[2]))); 

65             c.moveToNext(); 

66         } 

67  

68         db.delete(DATABASE_TABLE, "title=" + sym + "abc" + sym, null); 

69     } 

70  

71     @Override 

72     public void onStop() { 

73         super.onStop(); 

74         db.execSQL("drop table if exists " + DATABASE_TABLE ); 

75         db.execSQL(DATABASE_CREATE); 

76         dbHelper.close(); 

77     } 

78  

79     String DATABASE_TABLE = "demotable"; 

80     String DATABASE_CREATE = "create table " + 

81      DATABASE_TABLE + "(no, title, body);"; 

82  

83     class DatabaseHelper extends SQLiteOpenHelper { 

84         public DatabaseHelper(Context context) { 

85             super(context, "demo.db", null, 1); 

86         } 

87         @Override 

88         public void onCreate(SQLiteDatabase db) { 

89             db.execSQL(DATABASE_CREATE); 

90         } 

91         @Override 

92         public void onUpgrade(SQLiteDatabase db, int oldV, int newV){ 

93         } 

94     } 

95 } 

 



Android提供了SQLiteOpenHelper這個抽象類別方便我們建立與管理資料庫[6]，

程式碼在 83~94行的地方定義了一個內部類別 DatabaseHelper，其繼承了

SQLiteOpenHelder並實作了必頇實作的抽象方法，其中要注意的地方有兩處，首

先在第 85行，SQLiteOpenHelper的建構子需要四個參數，其中第二個參數是資

料庫的檔案名稱(demo.db)，上一節已經提過 SQLite是以單一檔案的形式將資料

庫存於磁碟中，以本程式為例，當資料庫成功建立後，資料庫是位於

/data/data/lincyu.demo.sqlite/databases/demo.db (lincyu.demo.sqlite是建立專案時所

輸入的 Package name)。第二個要注意的是 onCreate方法，db是外部類別所定義

的一個 SQLiteDatabase物件[7]，SQLiteDatabased類別有一個 execSQL方法能讓

我們直接輸入 SQL敘述，請讀者參閱程式碼第 89行，我們建立一個名為

demotable的表格，這個表格有三個欄位，分別是 no, title與 body(請參考 79~81

行的程式碼)。 

 

現在讓我們回到 SQLiteDemo這個 Activity的 onCreate方法，首先在第 11行，

程式產生了一個 DatabaseHelper物件，並利用 getWritableDatabase方法取得一個

SQLiteDatabase物件 db，現在我們只要呼叫 db提供的方法(Methods)便可進行資

料庫的操作。首先我們來看如何新增記錄(亦即新增『列』)，程式示範了兩個新

增記錄的方法，第一個方法是呼叫 SQLiteDatabase類別的 insert方法，如程式第

18行，insert方法需要三個參數，第一個參數是表格名稱，第二個參數不必在意

它，第三個參數則需要一個 ContentValues物件[8]，ContentValues類別可讓我們

將值放入適當的欄位名稱裡，請讀者自行閱讀 14~17行的程式碼。第二個新增記

錄的方法是呼叫 execSQL方法，只要能理解上一節提到 insert into指令，便能瞭

解程式碼 21~23行的部份。 

 

上一節已經提過查詢表格可使用 select命令，然而我們不能呼叫 execSQL方法來

執行 select命令，所幸我們能使用 rawQuery方法，rawQuery方法的第一個參數

就是查詢的 SQL敘述，第二個參數不需特別在意。查詢完成後會回傳一個 Cursor

物件[9]，Cursor介面有很多方法(Methods)，有一些方法是用來存取『欄』，有一

些方法是用來存取『列』，例如 getCount方法是回傳符合查詢結果的列的數目，

亦即記錄的數目，若想要得知表格有多少欄位，則需呼叫 getColumnCount方法，

moveToFirst方法與 moveToNext是用來在列之間移動的，亦即在記錄之間移動，

若想要取出某筆記錄的某個欄位的值，可根據值的資料型別呼叫 getString, getInt, 

getDouble等方法，以本程式為例，no欄位是存放整數資料，因此利用 moveToNext

方法移動到適當的記錄後，再呼叫 getInt(getColumnIndex(“no”))即可取出該筆記

錄的 no欄位的值，title欄位是存放字串資料，因此利用 moveToNext方法移動到

適當的記錄後，再呼叫 getString(getColumnIndex(“title”))即可取出該筆記錄的 title

欄位的值。 

 



接著我們來看如何更新記錄的值，本程式同樣示範了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呼

叫 SQLiteDatabase類別的 insert方法，請參考程式碼 41~44行的範例，程式把原

本標題為 xyz的那筆記錄換標題，新標題為 def。第二個方法是於 execSQL方法

內執行 update命令，讀者可自行參閱程式碼 57~59行，程式對標題為 def的那筆

記錄做修改，將其 body欄位的值換成 Hello def!。最後程式也示範了如何使用

SQLiteDatabase類別的 delete方法來刪除記錄。 

 

事實上 SQLiteDatabase類別還提供了許多本範例沒提到的方法(Methods)，讀者

若想完整的瞭解，必頇去閱讀 Android開發者網頁上的說明文件[7]。 

 

11.3.3 使用資料庫的便條簿 

 

筆者使用資料庫相關 API改寫了 11.2節的便條簿，請讀者引進光碟中『\範例程

式\Chapter11\Notepad2』專案，其中 NoteDB類別提供了四個方法，這四個方法

類似於 FileProcess類別所提供的方法，說明如下： 

 getTitleList方法： 

類似於 FileProcess類別的 readNoteListFile方法，會回傳一個字串動態陣列。 

 readBody方法： 

類似於 FileProcess類別的 readFile方法，會讀去指定的便條，並將便條內容

回傳。 

 addNote方法： 

類似於 FileProcess類別的 addNote方法，可新增一個便條。 

 delNote方法： 

 

本專案所產生的資料庫檔案是位於/data/data/lincyu.notepad1/databases/notes.db，

讀者可執行 sqlite3 notes.db去驗證表格內容。這個專案的程式碼細節留給讀者自

行閱讀，如此讀者可對資料庫 API的使用方式更加瞭解。 

 

11.4 摘要 

 

本章介紹了 Android上儲存資料的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使用

SharedPreferences，第二種是使用檔案方式來儲存，第三種則是使用 SQLite資料

庫，然而不管是哪一種方式，資料都是以檔案的型式儲存於應用程式的專屬資料

夾內，別的應用程式無法使用那些檔案，下一章我們便會學習如何分享資料，讓

一個應用程式能使用其它應用程式的檔案。 

 

11.5 作業 

 



1. 修改『\範例程式\Chapter11\Horoscope』這個專案，讓『月』和『日』都儲存

成整數型態。 

 

2. 撰寫一個需要讀檔/寫檔的應用程式。 

 

3. 閱讀 Android SDK所提供的 NotePad範例。以 Android-1.5平台為例，範例位

於『\android-sdk-windows\platforms\android-1.5\samples\Note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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