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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章中，筆者將介紹基礎的 Android程式設計原理，讓讀者可以進入 Android

程式設計的大門內。在上一章中，筆者介紹了如何利用版面設計描述檔讓螢幕上

顯示一個按鈕，然而，按鈕卻沒有任何的功用，因此在這一章，首先將介紹按鈕

元件的事件處理方法，接著還會介紹選單(Menu)的設計。筆者會利用一個簡單的

猜數字遊戲程式貫穿這一章會談到的內容。最後，筆者也會說明如何將完成的應

用程式轉成可於實機安裝的 apk檔。 

 

4.1 猜數字遊戲與基礎程式架構 

 

4.1.1 猜數字遊戲 

 

在這一章，我們的目標是設計出一個簡單的猜數字遊戲，先說明這個遊戲的玩法：

首先電腦會產生四個介於 0~9的不重複數字，這些數字會依序排列好。使用者的

目的就是猜出這四個數字及排列順序，使用者每猜一次，電腦會利用 A與 B給

予適當的提示，例如：電腦所產生的數字為 1357，使用者若猜 5267，電腦會提

示 1A1B，其中 A表示猜對了數字且位置也是正確的，B表示猜對了數字但位置

是不正確的，因此 1A1B代表使用者猜對了兩個數字，其中有一個數字位置是正

確的，另一個數字位置是不正確的，在上面的範例中，使用者猜中了 5和 7這兩

個數字，其中 7的位置是正確的，但是 5的位置不正確，故電腦提示 1A1B，當

電腦提示為 4A0B時，代表使用者完全猜出了電腦所產生的數字及排列順序。下

表顯示了更多的範例，讀者應該可從範例更容易地瞭解猜數字遊戲的規則。  

 

程式隨機產生的陣列 使用者猜測的數字 提示 

0532 0167 1A0B 

1786 0269 0A1B 

1362 0269 1A1B 

1753 1573 2A2B 

1230 5678 0A0B 

 

4.1.2 版面設計 

 

由於這個猜數字遊戲是要顯示於模擬器的螢幕上，因此我們先利用第三章學到的

版面設計技巧，幫這個猜數字遊戲設計一個版面，第一步是先思考我們需要哪些

介面元件(View) ： 



 提示使用者可輸入數字的 TextView 

 可讓使用者輸入數字的 EditText 

 待使用者輸入數字後，計算結果用的 Button 

 顯示猜測結果的 TextView 

 

整個版面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有了上面的版面規劃，我們現在可以開啟 Eclipse，建立一個新專案，筆者所建

立的新專案，其資料如下表所示（讀者可自行做適當變更）：  

 

Project name ABGame1 

Target name Android 1.5 

Application name 猜數字遊戲 

Package name lincyu.abgame.v1 

Activity name ABGame 

 

接著，我們使用第三章學到的技巧改寫 main.xml與 strings.xml，由於這是已經學

過的技巧，這裡不將程式碼整個列出，讀者可自行參閱光碟裡的範例程式(\範例

程式\Chapter4\ABGame1\)。然而，我們還是要稍為跟讀者講解一下 EditText介面

元件裡面的一個屬性： 

android:numeric="integer" 

 

這屬性是代表使用者在 EditText只能輸入整數，使用者可於模擬器內嘗詴點選

EditText並輸入非數字的字元，讀者可以發現那些字元都無法順利的輸入。此外

我們幫三個介面元件定義了 id，之後的 Java程式會需要用到這些 id (讀者可依自

己的命名習慣命名，不一定要依照下表)，表列如下： 

 

介面元件 android:id 

EditText et_input 



Button btn_submit 

TextView 

(用來顯示猜測結果) 

tv_result 

 

修改好 main.xml以及 strings.xml之後，可以嘗詴編譯並觀看執行結果，執行結

果如下圖所示： 

 

 

4.1.3 基礎程式架構 

 

現在我們要開始修改 Java程式碼了，首先在 Eclipse開發環境的左側(Package 

Explorer)將專案相關的資料夾打開，接著再打開 src資料夾，裡頭我們應該會看

到 ABGame.java (主檔案名稱會與 Activity name同名)，我們將 ABGame.java打

開後會看到如下的程式碼： 

 

1  package lincyu.abgame.v1; 

2  

3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4  import android.os.Bundle; 

5  

6  public class ABGame extends Activity { 

7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8      @Override 

9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10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11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12     } 

13 } 

 

第 1行是建立套件，我們可以發現套件名稱即為在新建專案時所輸入的 package 

name，第 3與第 4行則是 import系統提供的套件，如此我們便能夠使用那些套

件裡的類別，對 package敘述與 import敘述不甚瞭解的讀者，應重新閱讀 Java

相關書籍，然而您還是可以先繼續閱讀本書。 

 

第 6行定義了一個類別，名為 ABGame，其繼承了 Activity這個類別，Activity

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讀者可以先將一個 Activity想成是一個佔滿整個螢幕的視窗

畫面(事實上一個 Activity不一定會佔滿整個螢幕)，一個應用程式可能有數個

Activity，而一個 Activity則包含了一個或數個介面元件(View)，例如以下圖的校

園導覽系統為例，出現學校校徽的視窗畫面是一個 Activity，此 Activity包含了

兩個介面元件(一個 ImageView與一個 Button)，按下按鈕後會出現第二個Activity，

第二個 Acitivty包含了數個 TextView與數個 Button。也就是說，一個應用程式

可能會在數個 Activity間做切換。 

 

 

 

為了讓讀者能夠循序漸進地學習，在這一章我們只討論一個應用程式只有一個



Activity的情況。在 Activity類別中，有一個方法是幾乎所有繼承 Activity類別的

子類別都會實作的，就是 onCreate，一個 Activity被啟動後，一定會執行此方法

內的敘述，接下來就讓我們集中在 onCreate方法的討論。 

 

在程式第 9行，我們重新定義一個 onCreate方法，我們看到此方法傳入一個

Bundle型別的參數，這個參數是用來保存 Activity先前的狀態，我們並不需要特

別理會它，由於這個 onCreate方法是負載(Override)父類別的 onCreate方法，在

第 10行我們呼叫父類別的 onCreate方法以確保父類別所做的初始化動作皆會在

ABGame類別的 onCreate方法中執行，讀者務必要保留此行。 

 

第 11行呼叫了 setContentView這個由 Activity類別所提供的方法，此方法的功

能是將介面元件(View)顯示於螢幕上，此方法有多重定義(Overloading，若讀者不

太瞭解這個定義，請參閱 Java相關書籍，但仍可繼續閱讀本書)，上面的範例採

用了需輸入一個整數參數的定義，如下所示： 

 

public void setContentView (int layoutResID) 

 

這個 layoutResID是什麼呢？請讀者回憶一下第三章提到的資源檔案的索引

R.java，請再次打開 R.java，讀者可以看到 R類別內有一個叫做 layout的類別，

裡面定義了一個整數型態的成員變數叫 main，這個 main的值會指向

/res/layout/main.xml這個資源檔案，因此第 11行代表的意思是：將

/res/layout/main.xml這個版面設計描述檔顯示於螢幕上，到此，讀者應該可以體

會出來，在上一章我們修改了 main.xml後，程式就能將我們設計的版面顯示於

模擬器上就是因為有這一行程式碼。至此，即使不太會 Java的讀者也應該會靈

活應用了：我們可以將版面設計描述檔更名為自己容易記得的名字，例如 foo.xml，

然後系統會自動更新R.java，接著只要將第11行改成 setContentView(R.layout.foo)，

程式就不會去讀取 main.xml，而是讀取 foo.xml。讀者只要記住 setContentView

裡面的參數跟主檔名名稱要配合。 

 

至此，我們已經初步瞭解Android應用程式的基礎程式架構，事實上，關於Activity，

我們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例如 Activity的狀態、Activity的生命週期等，這

些會在後面的章節再跟讀者做介紹。現在讀者只需要知道，Activity執行前會呼

叫 onCreate方法，因此我們會在 onCreate方法內做初始化的動作。關於 Activity

類別的詳細細節可參考 Android開發者網站。 

 

4.2 按鈕元件的事件處理方法 

 

我們現在要開始修改 Java的程式碼了，在 4.2.1節中，我們會按照正常的解說方



式跟讀者介紹按鈕元件的事件處理方法，解說的過程中會利用到許多 Java程式

語言或者物件導向程式設語的專有名詞，如果讀者無法完全理解也不要放棄，在

4.2.2節，我們會告訴讀者如何透過『模仿』的技巧，去寫出自己的程式。 

 

4.2.1 程式碼及其解說 

 

讀者可先將 ABGame.java修改成如下所示，後面會有詳細的解說。 

1  package lincyu.abgame.v1; 

2  

3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4  import android.os.Bundle; 

5  import android.view.View; 

6  import android.view.View.OnClickListener; 

7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8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9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10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11  

12 public class ABGame extends Activity { 

13  

14  TextView result; 

15  Button submit; 

16  EditText input; 

17  int [] answer = new int[4]; 

18  

19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20  @Override 

21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22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23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24  

25         result = (TextView)findViewById(R.id.tv_result); 

26  

27         submit = (Button)findViewById(R.id.btn_submit); 

28         submit.setOnClickListener(calcResult); 

29  

30         input = (EditText)findViewById(R.id.et_input); 

31  



32         GenerateAnswer(); 

33  

34     } 

35  

36  private OnClickListener calcResult = new OnClickListener() { 

37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38       String input_str = input.getText().toString(); 

39       input.setText(""); 

40  

41       if (input_str.length() != 4) { 

42        Toast.makeText(ABGame.this, 

43          R.string.input_error, 

44    Toast.LENGTH_SHORT).show(); 

45        return; 

46       } 

47       result.setText(Compare(input_str)); 

48      } 

49     };  

50 

51     private void GenerateAnswer() { 

52      for (int i = 0; i < 4; i++) { 

53   boolean breakflag = true; 

54       do { 

55        breakflag = true; 

56        answer[i] = (int)(Math.random()*10); 

57        for (int j = 0; j < i; j++) { 

58         if (answer[i] == answer[j]) { 

59          breakflag = false; 

60          break; 

61         } 

62        } 

63       } while (!breakflag); 

64      } 

65     } 

66  

67     private String Compare(String input_str) { 

68      String result = new String(); 

69      int guess = Integer.parseInt(input_str); 



70      int [] guessarray = new int[4]; 

71      guessarray[0] = guess/1000; 

72      guessarray[1] = (guess%1000)/100; 

73      guessarray[2] = (guess%100)/10; 

74      guessarray[3] = (guess%10); 

75  

76      int counta = 0, countb = 0; 

77      for (int i = 0; i < 4; i++) { 

78       if (guessarray[i] == answer[i]) 

79        counta++; 

80      } 

81      for (int i = 0; i < 4; i++) { 

82       for (int j = 0; j < 4; j++) { 

83        if (i == j) continue; 

84        if (guessarray[i] == answer[j]) 

85         countb++; 

86       } 

87      } 

88      result = (String)getText(R.string.result); 

89      result = result + counta + "A" + countb + "B"; 

90      return result; 

91     } 

92 } 

 

我們先看第 14~17行，我們宣告了四個變數，由於這四個變數是 ABGame類別

的成員變數，ABGame類別的成員方法都可以存取這些變數，此外我們發現前三

個變數的型別分別是TextView, Button與EditText，這些是Android所提供的類別，

我們只需要 import適當的類別便可以使用，至於要 import哪些套件呢？我們只

需要至開發者網站查看類別的說明便能知曉，以 TextView為例[1]，我們需要引

進 android.widget.TextView這個套件。這裡順便告知讀者一個 Eclipse的小技巧，

當我們使用 Eclipse，我們只要按下 Ctrl+Shift+o，Eclipse便會幫我們自動引進適

當的套件。 

 

接著，我們看第 21~34行的 onCreate方法，第 25行 findViewById是 Activity類

別的一個方法，其所需參數以及傳回值如下： 

View findViewById (int id) 

參數 id的設定類似於 4.1.3節提到的 layoutResID，大家是否還記得在 main.xml

中，我們替用來顯示猜測結果的 TextView加了一個 android:id="@+id/tv_result"



屬性，亦即幫那個 TextView設定了一個 id，因此在 R.java中的 id類別會有一個

名為 tv_result的變數，當我們將 R.id.tv_result做為參數丟進 findViewById方法

後，會回傳一個 View物件，TextView是 View的子類別，我們可將 View物件強

至轉型成 TextView，如此變數 result就代表著 mainl.xml裡面用來顯示猜測結果

的 TextView。類似的作法，我們在第 27行設定了 submit變數，如此 submit即代

表main.xml中的那一個 Button介面元件，在第 30行設定了 input變數，如此 input

即代表 main.xml中的那一個 EditText介面元件。 

 

接著我們來看第 28行，在說明此行程式碼之前，筆者先介紹兩個名詞： 

 回呼(callback)方法 

在程式中我們常常會去呼叫(call)方法來達到一些目的，例如先前提到的，

我們呼叫 setContentView方法來設定版面，在此種狀況下，我們是站在主動

的一方，我們控制著程式的進行。然而在互動式的應用程式裡，我們往往無

法主動地去執行程式，因為我們不知道使用者會做些什麼動作，例如一個視

窗程式裡有一個按鈕，我們不能直接執行按鈕按下去的動作，因為我們不確

定使用者會不會按下，因此我們只能被動地等待系統告訴我們按鈕被按下去

了，通常按鈕按下去的動作會寫成一方法，我們無法主動地呼叫(call)這個

方法，我們只能讓系統去呼叫這個方法，這種類型的方法就稱為回呼

(callback)方法。 

 傾聽者(Listener) 

從上面的說明說，我們可以瞭解有一些介面元件是需要等待使用者的互動，

這些介面元件必頇要有個傾聽者(Listener)去傾聽互動的方法，而這些傾聽者

物件通常都會有回呼方法，處理互動事件(例如按下按鈕的事件)。 

 

第 28行就是利用 setOnClickListener方法來設定按鈕的傾聽者，要注意的是，這

是 View類別所提供的方法，因為 Button類別是繼承自 View類別，而 submit是

Button類別的物件實體，因此能夠呼叫 setOnClickListener方法。

setOnClickListener需要一個參數，這個參數即為一個傾聽者物件，程式中，傾聽

者物件是宣告於第 36行，我們透過實作 OnClickListener介面來設計按鈕的傾聽

者。這裡使用了 Java中匿名類別的技巧，亦即原本我們應該定義一個新的類別，

此類別實作了 OnClickListener介面，然後宣告一個新類別的物件，再把那物件

丟進 28行的 setOnClickListener當作參數，我們發現整個程式只有第 28行會需

要用到那個新類別所產生的物件，實在沒必要為此定義一個新類別，因此 Java

提供了匿名類別的技巧，語法如下： 

new 父類別或介面名稱 { 

 //新類別的定義 

} 

讀者可以在第 36行，發現我們並沒有幫實作 OnClickListener介面的新類別取一



個名稱(這也是為何稱為匿名類別的原因)，然而 calcResult 就類似是一個新類別

所產生的物件。最後要注意的是，實作 OnClickListener 介面的類別必頇實作

onClick方法，onClick方法就是一個回呼方法，處理使用者按下按鈕後的動作，

由於我們在第 28行設定了按鈕的傾聽者，因此按鈕按下後就會執行 38~47行的

程式，關於 38~47行的程式則於稍後才做說明。 

 

接著我們進行到第 32行，GenerateAnswer是一個我們自行定義的新方法，實作

於 51~65行，目的是隨機產生一個長度為 4的整數陣列，每個陣列元素的值介於

0～9，且不和其它陣列元素的值重複。GenerateAnswer方法只是單純的 Java程

式，並沒有使用到與 Android相關的類別，請讀者自行閱讀。 

 

現在我們已經將 onCreate方法內的程式碼解說完畢，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 

 將變數 result, submit及 input對應到在 main.xml所定義的介面元件，其中還

幫 submit物件設定了傾聽者，如此，當按鈕按下時，系統就知道該呼叫哪

一個回呼方法。 

 隨機產生一個長度為 4的整數陣列，亦即使用者必頇猜到的答案。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重心放在按鈕按下後的動作了，亦即 onClick方法內的程式

碼，程式碼是位於 38~47行，在猜數字遊戲中，按鈕按下後的動作可分成三項來

說明： 

 讀取使用者的輸入 

先前已經提過，使用者會於 EditText介面元件輸入四個數字，因此讀取使用

者的輸入即代表程式要去讀取 EditText介面元件的內容。還記得我們在 16

行宣告了 input這個型別為 EditText的變數，並於 30行替 input設定了初始

值，現在 input就代表我們在 main.xml所定義的那個 EditText了。在第 38

行中，我們利用 EditText類別的 getText方法取得使用者於 EditText上輸入

的內容，由於 getText回傳的是一個 Editable物件，我們還需要再使用 toString

方法取得字串(String)型別的物件，並將此字串以 input_str這個變數名稱來

表示。如果讀者想詢問，為何筆者知道 EditText類別有 getText這個方法，

又知道它回傳的是 Editable物件，筆者還是只能請讀者勤於去 Android開發

者網站查詢。 

此外，我們可以利用 EditText類別的 setText方法去設定 EditText要顯示的

內容，在第 39行，我們將 EditText的內容設成空字串，這樣使用者按了按

鈕後，EditText的內容便會清空，以方便下次的輸入，筆者可嘗詴拿掉第 39

行的程式碼，便能體會其中的差異。 

 

 檢查使用者的輸入 

一個能與使用者做互動的程式，一定要考慮使用者的輸入可能不符合程式所



要求的格式，例如在猜數字遊戲中，使用者應該輸入四個介於 0~9的數字，

如果使用者輸入非數字字元(例如 X, Y, Z等)、輸入的數字數目不等於四、輸

入的數字有重複(例如 3321中，3重複了)，程式都應該提醒使用者那是非法

的輸入： 

 輸入非數字字元 

由於在 main.xml的 EditText標籤中，我們增加了一個屬性

android:numeric="integer"，因此我們不必擔心使用者輸入的是非數字字

元。 

 輸入的數字數目不等於四 

程式是在 41~46行，在輸入的字串長度不等於 4的情況下，我們利用

Toast介面元件來告知使用者此錯誤，Toast介面元件會彈出一個訊息框，

而此訊息框會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內消失，以下圖為例，讀者故意輸入

12345，程式就彈跳出一個訊息： 

 

 

接下來就開始解說程式 42~44行，查詢 Android開發者網站可以得知

Toast類別有一個 static方法(不清楚何謂 static方發的讀者請先閱讀 Java

相關書籍) 名為 makeText，這個方法能夠設定彈跳訊息框顯示的訊息以

及顯示的時間，其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通是放入 Activity物件，故第 42行填入 ABGame.this。 

 第二個參數是填入欲顯示的訊息，可以填入字元串列或者是字串資

源 id，第 43行我們填入字串資源 id，此處提醒一下尚未熟悉第三

章的讀者，您必頇在/res/values/strings.xml新增一行<string 

name="input_error">您輸入的數字有誤</string> 

 第三個參數是訊息顯示時間，有兩個選擇 Toast. LENGTH_SHORT

與 Toast. LENGTH_LONG。 



 

makeText會傳回一個 Toast物件，我們可利用 Toast類別的 show方法將

訊息彈掉出來，如果無法理解 42~44的寫法，事實上也可採用下面的寫

法，然而為了避免宣告一個只用一次的變數，我們常會將 show()直接寫

在第 44行的後面。 

Toast t = Toast.makeText(ABGame.this, 

R.string.input_error, Toast.LENGTH_SHORT); 

t.show(); 

 

由於這是處理輸入錯誤的程式碼，我們並沒有要顯示計算結果，因此在

45行利用 return來結束按鈕的處理動作。 

   

 輸入的數字有重複 

程式中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會當作作業，讓讀者練習。 

 

 計算結果並將結果顯示於 TextView 

在第 25行我們已經將要用來顯示結果的 TextView設定好了，在第 47行我

們利用 TextView類別的 setText方法將結果字串顯示出來，setText方法有多

重定義，在本程式中，我們是傳入一個字串當作參數，程式會先執行一個自

行定義的 Comapre方法，其會傳回一個字串，此字串即為要顯示的字串，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把重心放在自行定義的 Compare方法。 

 

Compare方法是定義在 67~91行，其中 68~87行是在計算計數器 A與 B的

值，只是單純的 Java程式，我們不贅述。第 88行我們呼叫 Context類別的

getText方法將字串資源 id轉換成 String物件，由於 Activity繼承了 Context

類別，因此 getText前面不必再加任何的識別符號。最後，第 89行將字串合

併起來並於第 90行回傳此字串。 

 

至此，讀者應該已瞭解這個猜數字遊戲程式的所有細節，如果是因為對 Java語

法或物件導向的概念不熟悉，而導致無法瞭解所有程式碼的意義，讀者還是可以

利用下一節的技巧，來設計按鈕的處理。這一節的程式已存放於書本所附的光碟

中，讀者可於 Eclipse中選擇『File』『Import』『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接著於『Select root directory』填入『X:\程式範例\Chapter4\ABGame1』(X表示

光碟機之磁碟代碼)，勾選『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即可開啟專案。若有

出現錯誤訊息，請於 Package Explore點選專案並按右鍵選擇『Android Tools』

『Fix Project Properties』。 

 

4.2.2 透過模仿技巧來設計自己的程式 



 

在這小節中，我們將利用模仿的技巧新增一個『偷看答案』按鈕，目的是希望無

法完全瞭解何謂類別、何謂方法的讀者也可設計一個按鈕，讀者可按照下面的步

驟進行 ： 

 修改 main.xml 

我們總共要增加兩個新的介面元件，一個是名為『偷看答案』的按鈕，另一

個則是用來顯示答案的 TextView。首先新增一個 Button標籤，將 id設為

btn_showAnswer；再來新增一個 TextView標籤，將 id設為 tv_showAnswer。

讀者可參考光碟裡的『\程式範例\Chapter4\ABGame2\res\layout\main.xml』檔

案，對這部份不甚瞭解的讀者請回頭復習第三章。 

 實作按鈕功能 

要完成一個按鈕有三件事：宣告按鈕變數、設定按鈕變數、設定按鈕按下時

動作，以下將一一說明： 

 宣告按鈕變數 

在 4.2.1節的程式中，第 15行宣告了一個按鈕變數，我們就模仿它，在

第 15行的下面加上一行，宣告一個新的按鈕變數 showAnswer： 

Button showAnswer; 

 

 設定按鈕變數 

在 4.2.1節的程式中，設定按鈕變數是在第 27行，我們就模仿此行去設

定 showAnswer變數，要注意的是，小括號內的 id必頇要修正成適當的

值，讀者是否還記得我們在 main.xml新增了一個 Button標籤，並設定

其 id為 btn_showAnswer，此 id就是要填入小括號內的 id，模仿第 27

行來設定 showAnswer的程式碼如下所示： 

showAnswer = (Button)findViewById(R.id.btn_showAnswer); 

 

 設定按鈕按下時動作 

在 4.2.1節的程式中，我們是在第 28行設定按鈕按下時動作，因此我們

先增加一行程式碼如下所示： 

showAnswer.setOnClickListener(showAnswerListener); 

 

使用 Eclipse的讀者會發現，showAnswerListener被畫上紅線，這是因

為我們還沒有定義它，第 28行中的 calcResult是定義在 36~49行，我

們就模仿此段程式去定義 showAnswerListener，如下所示： 

1  private OnClickListener showAnswerListener = 

2   new OnClickListener() { 

     3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4   } 



5 };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實作按下按鈕的程式，程式是寫在上面那個片段程式

的第 3行和第 4行內，顯示正確答案的程式碼如下所示： 

String answer_str = "答案為："; 

      for (int i = 0; i < 4; i++) 

       answer_str += answer[i]; 

     tv_showAnswer.setText(answer_str); 

 

其中 tv_showAnswer的宣告與設定，請模仿 4.2.1節程式中 result的宣

告與設定。此程式已存放於書本所附光碟內，讀者只要引進光碟中『\

程式範例\Chapter4\ABGame2』這個專案即可。 

 

透過這樣的方法，即使讀者不甚瞭解何謂類別，何謂方法仍可產生出自己的按鈕，

設定按鈕按下的動作，這樣的學習方法只是為了要讓讀者能夠快速地看到成果，

並從中引發學習興趣。然而，若想成為專業的開發者，這樣的學習是不夠的，讀

者必頇要全盤瞭解 4.2.1的解說，並更進一步去閱讀進階書籍。 

 

4.3 選單設計 

 

此處的選單是指當使用者按下手機上的Menu鍵後所出現的選單，以模擬器的瀏

覽器為例，按下Menu鍵後會出現『前往』、『前往』等選單，如下圖所示： 

 

 

類似 4.2節的解說方式，我們會先按照正常的解說方式跟讀者介紹選單的設計，

接著則會告訴讀者如何透過『模仿』的技巧，去新增一個選單選項。 

 



首先我們將 4.2.1節的程式做修改，在 Activity類別內新增兩個常數(分別命名為

MENU_ABOUT與MENU_QUIT)及兩個方法(分別為 onCreateOptionsMenu方法

與 onOptionsItemSelected方法)如下所示，新增完後請記得引進適當的套件，或

使用 Eclipse的快速鍵 Ctrl+Shift+o自動引進需要的套件： 

1 protected static final int MENU_ABOUT = Menu.FIRST; 

2 protected static final int MENU_QUIT = Menu.FIRST+1; 

3   

4 @Override 

5 public boolean onCreateOptionsMenu(Menu menu) { 

6  super.onCreateOptionsMenu(menu); 

7  menu.add(Menu.NONE, MENU_ABOUT, 0, R.string.menu_about); 

8  menu.add(Menu.NONE, MENU_QUIT, 0, R.string.menu_quit); 

9  return true; 

10 } 

11   

12 public boolean onOptionsItemSelected(MenuItem item) { 

13  switch(item.getItemId()) { 

14  case MENU_ABOUT: 

15   AlertDialog.Builder ad = new AlertDialog.Builder(this); 

16   ad.setTitle("關於本程式"); 

17   ad.setMessage("作者：林致孙"); 

18   ad.setPositiveButton("確定", 

19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20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21     dialoginterface, int i) { 

22     } 

23    }); 

24   ad.show();  

25   break; 

26  case MENU_QUIT: 

27   finish(); 

28   break; 

29  } 

30  return super.onOptionsItemSelected(item); 

31 } 

 

如果讀者想瀏覽整個程式的全貌，讀者只要引進光碟中『\程式範例

\Chapter4\ABGame3』這個專案即可。接下來我們將開始解說此段程式，在這個



程式中，我們希望使用者按下Menu鍵後會出現『關於本程式』以及『結束程式』

的選項，當使用者按下『關於本程式』會跳出一個對話框，顯示程式的作者資訊，

按下『結束程式』則會關閉程式。 

 

首先第 1~2行定義了兩個常數，第一個常數是MENU_ABOUT，其值設定為

Menu.FIRST，Menu.FIRST是Menu類別裡定義的常數，MENU_ABOUT是用來

代表第一個選項的 id，而另一個常數是MENU_QUIT，其值為Menu.FIRST+1，

代表第二個選項的 id。後面我們會利用這兩個常數來設定選項的 id。 

 

接下來要分別介紹新增的兩個方法，分別是 onCreateOptionsMenu與

onOptionsItemSelected： 

 onCreateOptionsMenu方法 

程式第 5~10行覆寫了 Activity類別的 onCreateOptionsMenu方法，這個方法

是用來建立選單，其會傳入一個Menu物件 menu，這個 menu物件就是之後

要顯示的選單，首先我們先呼叫父類別的 onCreateOptionsMenu方法以確保

初始化的動作有被執行，接著我們利用 menu物件的 add方法來增加選項，

add方法有多重定義，程式中選擇了下面這個定義： 

public abstract MenuItem add (int groupId, int itemId, int order, int titleRes) 

其中 groupId通常不會用到，因此填Menu.NONE即可。itemId則是填入剛

才在第 1行與第 2行設定的常數，每個選項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 id。order

代表選項的順序，當我們不關心順序時，填入Menu.NONE即可，而

Menu.NONE是個整數常數，值為 0，因此直接填 0進去也是可以的。titleRes

則是指定顯示於選項上的字串的資源 id，例如要顯示『關於本程式』這個選

項，必頇先在/res/values/strings.xml增加一行： 

<string name="menu_about">關於本程式</string> 

接著使用 add方法增加此選項時，titleRes就填入 R.string.menu_about，如此

選項就會出現此字串。執行結果如下圖所示： 



 

 

 onOptionsItemSelected 方法 

到此我們已經完成選單的建立，讀者若尚未加入 12~31行的程式碼，可以發

現程式已經可以執行，只是按下選項後並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我們可以透過

覆寫 Acitivity類別的 onOptionsItemSelected方法來設定按下選項的動作，這

個方法會傳入一個MenuItem的物件，這個物件即代表我們所按下的選項，

程式需要先取得這個選項的 id，再依據不同的選項做不同的處理，取得選項

id的方法是透過 item物件的 getItemId方法，當使用者按下『關於本程式』

這個選項時，程式會執行 15~25的程式碼，按下『結束程式』時，程式會執

行 27~28行的程式碼，結束一個 Activity只需要呼叫 Activity類別的 finish

方法即可，因此之後就不再贅述 27~28的程式碼。 

 

總結一下跟選單設計相關的兩個重要方法：onCreateOptionsMenu是用來建立選

單的方法，而 onOptionsItemSelected則是用來設定選單動作的方法。 

 

現在我們把焦點放在按下『關於本程式』後的動作，亦即 15~25行的程式碼，先

前已經提過，我們希望當使用者按下『關於本程式』後，會跳出一個對話框，顯

示程式的作者資訊，首先我們建立一個 AlertDialog.Builder型別的物件 ad，建構

子需要一個 Context物件，把 ABGame物件(即 this)填入即可。ad這個物件有許

多方法可用，下面將一一介紹程式中所用到的方法，而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容易地

理解對話框的組成，下圖先將執行結果秀出來。 



 

 

 setTtitle方法 

此方法可以設定對話框的標題，讀者可對照執行畫面及第 16行的程式，這

個方法有多重定義，讀者也可以將顯示字串寫在/res/values/strings.xml，然後

於 setTitle方法內填入字串資源 id。 

 setMessage方法 

此方法可以設定對話框內的訊息內容，讀者可對照執行畫面及第 17行的程

式，同樣地，此方法也有多重定義，我們也可以填入字串資源 id。 

 setPositiveButton方法 

此方法可以幫對話框加上一個按鈕，第一個參數是填入欲顯示在按鈕上的文

字，可以是字元串列或是字串資源 id，第二個參數則是填入按鈕的傾聽者

(Listener) ，傾聽者是用來處理按鈕按下後的動作，此部份很類似於 4.2.1節

中按鈕的設計，一樣利用了匿名類別的技巧，或許轉成下面的型式，讀者能

夠更容易地理解：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listener = 

  new DialogInterface.OnClickListener() { 

   public void onClick(DialogInterface di, int i) { 

   } 

  }; 

 ad.setPositiveButton("確定", listener); 

 

然而我們發現 onClick方法內什麼都沒有做，這代表當按下按鈕後，什麼事

都不會做，直接結束對話框。 

 

 show方法 



最後記得利用 show方法將對話框彈掉出來。 

 

閱讀完上面的解說，讀者應能設計自己的選單與對話框了，如果仍不甚瞭解，接

下來，筆者會告訴讀者，如何利用模仿的技巧來新增一個選單內的選項。 

 

現在我們要新增一個選項，名為『重新開始』，使用者點選後，會重新產生一個

長度為 4的整數陣列，每個陣列元素的值介於 0～9，且不和其它陣列元素的值

重複。選單的設計主要包含了三個步驟： 

 宣告一個常數作為新選項的 id 

由於程式 1~2已經定義了兩個常數，我們就模仿這兩行，新增一行如下： 

protected static final int MENU_RESET = Menu.FIRST+2; 

 

 新增選項 

之前新增的兩個選項是在程式 7~8行，我們就模仿這兩行，在第 7行與第 8

行插入新的一行如下： 

menu.add(Menu.NONE, MENU_RESET, 0, R.string.menu_reset); 

我們會發現 R.string.menu_reset的底下被標上紅線，這時請打開

/res/values/strings.xml，並增加一行如下： 

<string name="menu_reset">重新開始</string> 

這邊稍為告訴一下為何新的選項要加在原程式的第 7與第 8行中間，這是因

為我們希望『重新開始』這個選項是在『關於本程式』的右邊，而在『結束

程式』的左邊，因此只要在呼叫 add時，適當地安排順序，執行結果就會如

我們所預期的順序排列選項，如下圖所示： 

 

 

 處理按下選項的動作 



這部份我們就仿照 14~28的程式碼，首先讀者是否還記得我們定義了一個新

的常數MENU_RESET，因此我們可以先將下面的框架寫出來： 

case MENU_RESET: 

  break; 

我們只要在這兩行中間寫入選項要處理的動作即可，這個選項是要重新開始

遊戲，因此只要呼叫 GenerateAnswer方法即可產生新的數字，當然我們也

可利用 Toast介面元件告訴使用者，新的數字已經產生，程式如下所示： 

 case MENU_RESET: 

  GenerateAnswer(); 

  Toast.makeText(this, "已重新產生新答案",  

Toast.LENGTH_SHORT).show(); 

  break; 

 

此部份的程式碼可於光碟中尋找得到，讀者只要引進光碟中『\程式範例

\Chapter4\ABGame4』這個專案即可。事實上，選單還可以做一些變化，例如使

用 setIcon方法於選項上加上圖示(Icon)，這部份內容請讀者自行參閱 Android開

發者網站。 

 

4.4 轉成可於實機安裝的 apk檔 

 

至此我們已完成了第一個應用程式，讀者也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實機上測詴，

在第二章時，我們有提過 Android應用程式都會以 APK(Android Package)的型式

釋放出來，當完成應用程式並於模擬器上測詴成功後，讀者可於專案目錄的/bin

子目錄下發現一個 apk檔，可是我們並無法直接於實機上使用這個 apk檔，這個

檔案還必需經過簽署金鑰的程序，接下來筆者將說明如何完成這個程序。 

 

首先我們需要使用 JDK所提供的 keytool這個工具來產生金鑰，進入命令提示字

元模式後，若安裝 JDK時有將環境變數 Path設定好，便可直接執行 keytool這

個指令，讀者可執行『keytool –help』查看相關的說明，keytool需要一些參數，

在此筆者執行了下面的命令： 

keytool –genkey –keystore Lincyu –validity 10000 

 

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若要將檔案上傳至 Android Market，簽署的憑證的有效期

限至少必頇是 2033年 10月 22日之後，因此後面接的數字一定要夠大。執行後

會需要填入個人或公司的資訊，如下圖所示： 



 

 

完成後會產生一個檔名為 Lincyu的檔案，接下來回到 Eclipse主畫面，執行『File』

『Export』，輸出目的地選擇『Android』『Export Android Application』，接

著選定專案(專案必頇先開啟)後，就來到 Keystore selection的設定畫面，輸入剛

才用 keytool產生的檔案及密碼後，來到 Key alias selection的設定畫面，於 Alias

的欄位選擇 mykey並輸入密碼後，就可進入儲存 apk的設定畫面，將 apk儲存

於適當目錄後，即完成程序，依此程序產生的 apk檔便可安裝於實機上，相關設

定畫面如下圖所示。 

 



 

 

4.5 摘要 

 

在本章中，我們學習了基礎的 Android程式設計原理，除了基本程式架構之外，

還談論了不少主題，例如按鈕事件的處理、Toast介面元件的使用、選單的設計

及對話框的設計，相信讀者已經能夠寫出一些簡單的程式了。 

 

筆者必頇承認，本章的程式並不是一個好程式，因為我們把所有方法都寫在

Activity類別裡面，這並不符合物件導向的精神，有一種做法是另外定義一個名

為 ABGameKernel的類別，將 answer成員變數、GenerateAnswer方法及 Compare

方法搬移到 ABGameKernel類別，並新增一些必要的類別，讓其它類別能夠適當

地存取 ABGameKernel的成員變數，然而本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告訴讀者物件

導向的觀念，本書希望讀者能夠快速地學會 Android應用程式的開發技巧。當然

筆者還是要不厭其煩地告訴讀者，若想成為專業的程式設計師，基礎還是非常重



要，應該去學習或復習物件導向的相關概念。 

 

4.6 作業 

 

1. 修改 4.2.1節中的程式碼，將第 39行刪除，比較有無此行於執行上的差別。 

 

2. 修改 4.2.1節中的程式碼，程式必頇檢查使用者輸入的數字是否有重覆，如果

有重覆，應該利用 Toast介面元件告訴使用者錯誤的原因。 

 

3. 撰寫一個應用程式，此程式有一個 EditText，一個 Button及一個 TextView，

使用者可於 EditText輸入 1~12的整數，按下按鈕後若輸入的數字是 1，

TextView的文字會顯示 January，若輸入的數字是 2，則會顯示 February，以

此類推。 

 

4. 引進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4\ABGame4』這個專案，修改 ABGame.java，

新增一個『偷看答案』選單，使用者點選這個選單後，會將答案利用 Toast

介面元件顯示出來。 

 

5. 延伸第四題，將答案利用對話框顯示出來。 

 

4.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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