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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應用程式愈來愈龐大時，我們無法保證我們的程式永不出錯，因此在我們繼續

講解其它 Android應用程式之前，我們先來學習除錯工具與技巧。除了 Eclipse

本身的除錯工具(如設置中斷點)外，Android SDK與 ADT外掛提供了許多好用的

除錯工具，筆者並不會介紹所有的工具，因為筆者認為那只會對初學者以及懼怕

寫程式的學生造成負擔，因此本書只介紹筆者認為初學者最需要也最常用到的除

錯工具 – LogCat。 

 

此外，筆者寫程式的經驗告訴筆者，開發程式的過程中插入一些自訂訊息能夠縮

短除錯所花費的時間，因此在程式開發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需要將自己設定的除

錯訊息印出來，Android提供的 Log類別能讓我們達到此目的，本章也將介紹這

個可以用來除錯的 Log類別。 

 

5.1 LogCat 

 

在 Eclipse環境下撰寫一般 Java應用程式時，我們通常可透過下面的子視窗得到

錯誤的訊息： 

 

然而開發 Android應用程式時，我們無法透過這種方式來獲得錯誤訊息，這是由

於應用程式是在模擬上執行的，而非在電腦上執行的。所幸，Android SDK與

ADT外掛提供了不少好用的除錯工具，其中能夠將執行時錯誤訊息顯示給開發

者的工具，便是筆認為初學者最需要也最常用到的 LogCat。 

 

我們會使用第四章的猜數字遊戲程式為範例來解說如何使用 LogCat 來找出錯誤，

首先請讀者於 Eclipse環境下引進(Import)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5\Debug1』

這個專案，裡面的 ABGame.java跟 4.2.1節中的程式是一模一樣的，因此若筆者

提到請修改程式第 n行，請參考書本 4.2.1節中所列出程式碼的行數。 

 

我們開啟 ABGame.java並將第 27行的前面加上註解符號，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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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行的程式若沒有執行，submit的值會是 null，如此當第 28行呼叫

setOnClickListener方法時就會發生錯誤，若於模擬器上執行此程式，會出現下面

的錯誤畫面： 

 

現在假設我們並不知道是第 27行出了問題，我們如何利用 Android SDK所提供

的除錯工具來找出錯誤呢？首先我們先進入以除錯觀點來展示的視窗，稱為

Debug Perspective，先前我們已經告訴讀者如何開啟 DDMS Perspective，類似的

做法，我們於 Eclipse的右上角『Open Perspective』的地方選擇『Debug』，即可

進入 Debug Perspective。 

 

進入 Debug Perspective後，我們會看到許多子視窗，我們只討論由 ADT外掛所

提供的 LogCat子視窗(其它是 Eclipse本身所提供的除錯工具)，即下面這個子視

窗： 

 

我們先點選位右上角的紅色英文字母 E，它可以顯示執行時的錯誤訊息，從倒數

第五行與倒數第四行我們看到：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lincyu.abgame.v1.ABGame.onCreate(ABGame.java:28) 

這即告訴我們程式在第 28行發生了一個空指標的例外，因此藉著 LogCat，我們

就能像開發一般 Java應用程式一樣，獲得系統所提供的錯誤訊息來幫我們找到



出錯的原因。當然讀者也可以利用 Eclipse本身所提供的除錯工具去設定中斷點

(Breakpoint)，並逐一檢查變數值的變化，然而這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重點，讀

者應自行去閱讀 Eclipse的相關說明文件。 

 

5.2 Log類別 

 

雖然透過上一節所介紹的LogCat，我們便能夠在程式發生錯誤時獲得錯誤訊息，

但是我們可發現系統提供的訊息非常的多，一個初學者可能會不習慣，根據筆者

在學校教書的經驗，有些學生甚至看到提示訊息是英文的就放棄了，如果我們能

夠自訂自己看得懂的錯誤訊息，或許就能解決上述的問題，這一節便是要告訴讀

者如何在 Android平台上自訂錯誤顯示訊息。 

 

自訂錯誤顯示訊息還有一個好處是養成『凡事往壞處想』的習慣，筆者認為這對

一個程式設計者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假設有一個參照型別的變數叫做 x，而這個

型別有一個方法叫做 method1，如果設定 x初始值的程式碼與呼叫 method1方法

的程式碼相隔甚遠，則筆者寧可假設 x的值有 null的可能，在開發一般 Java應

用程式的過程中，筆者可能就會寫下如下的程式碼： 

if (x != null) { 

  x.method1(); 

} else { 

  System.out.println(“MyErrorMessage: x is null.”); 

} 

或許有些讀者會認為這樣做是多此一舉，因為執行發生問題後，Eclipse會顯示

錯誤訊息，然而 Eclipse只能告訴你 x的值是 null，你可能會需要花費一段很長

的時間去追蹤 x值的變化，然而透過一些技巧，程式開發者可以利用自訂錯誤訊

息快速地得知是什麼造成 x的值是 null，不過這是屬於較進階的議題，我們不在

此書討論。 

 

在開發一般 Java應用程式時，我們可利用 System.out.println將自訂錯誤訊息顯

示於螢幕上，可是在開發 Android應用程式時，我們就不能使用 System.out.println

了，所幸我們可透過 Android所提供的 Log類別，再搭配上一節提到的 LogCat

工具來顯示自訂錯誤訊息。 

 

Log類別[1]將訊息分成五類：冗長訊息(Verbose)、除錯訊息(Debug)、通知訊息

(Info)、警告訊息(Warning)與錯誤訊息(Error)，請讀者回憶上一節提到的 LogCat

子視窗，在 LogCat子視窗的右上角有著『V, D, I, W, E』五個選項，使用者點選

後，LogCat會依訊息種類的級別(Level)進行過濾，在上一節中，筆者請讀者點

選 E，即代表我們只觀看錯誤訊息。關於訊息種類的級別，後面會有更詳細的說



明。 

 

針對這五類訊息，Log類別分別提供了五個方法：v, d, i, w, e，這五個方法都有

多重定義，我們只介紹下面這個定義： 

方法(標籤，訊息) 

 方法：欲傳送冗長訊息時就使用 v，欲傳送除錯訊息時就使用 d，以此類推。 

 標籤：請參考上一節 LogCat的子視窗，標籤即為 Tag那一欄所顯示的文字，

後面我們會說明如何例用標籤來進行過濾。標籤可以任意字串，例如

"MyErrorMessage"、"DebugMsg"等。 

 訊息：即 LogCat子視窗中，Message那一欄所顯示的文字，例如"x is null." 、

"i is out of range."等。 

 

接下來，我們使用一個程式範例來跟讀者解說如何使用 Log類別以及如何使用

LogCat查看自己所設定的訊息。請讀者將 ABGame.java的 onCreate方法修改成

如下所示，或直接引進(Import)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5\Debug2』這個專案： 

1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2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3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4  

5  Log.v("MyMessage", "This line was execute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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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submit = (Button)findViewById(R.id.btn_submit); 

10  if (submit != null) { 

11   submit.setOnClickListener(calcResult); 

12  } else { 

13   Log.e("MyMessage", "submit is null."); 

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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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Log.d("MyMessage", "Answer0: " + 

18  answer[0] + answer[1] + answer[2] + answer[3]); 

19  GenerateAnswer(); 

20 Log.d("MyMessage", "Answer1: " + 

21  answer[0] + answer[1] + answer[2] + answer[3]); 

22 

23 } 



首先要提醒讀者的是，使用 Log類別必須引進(import) android.util.Log套件。引

進必要的套件後，我們來看程式第 5行，這裡我們使用了 v方法，讓自己能夠透

過 LogCat知道此行有被執行，而在程式第 13行，我們使用了 e方法，如此當我

們從 LogCat看到此訊息，我們便能知道錯誤所在。第 17與第 20行，我們則使

用了 d方法來檢查 Answer的值是否有設定好。 

 

接下來，我們便可開始執行程式，當模擬器出現下面畫面時，即代表 onCreate

方法已經執行完畢了： 

 

畫面和 4.2.1節的程式一樣，但是按鈕卻沒有正常運作，於是我們開啟 Debug 

Perspective，觀察 LogCat子視窗： 

 

眼尖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我們自訂的訊息果然出現了，但是為了告訴讀者如何利

用標籤來過濾以便快速地找到自訂的訊息，我們假設 LogCat有過多的訊息，因

此讀者無法立即找到自訂訊息，這時可以點選 LogCat子視窗右上角綠色的十字

圖示來建立一個過濾器： 



 

首先我們需要幫這個過濾器取個名字，本例為"My Filter"，接下來我們選擇過濾

規則： 

 by Log Tag: 依據標籤(Tag)來過濾，例如在程式中我們將自訂訊息的標籤設

成"MyMessage"，當在此處打上該標籤，便能讓 LogCat只顯示自訂訊息。 

 by pid: 根據行程(process)的 ID來過濾，為了不讓對作業系統不熟悉的讀者

感到困惑，我們不介紹使用 pid來過濾的方法。 

 by Log Level: 先前介紹的五類訊息是有級別(Level)的，由高至低依序是錯誤

訊息、警告訊息、通知訊息、除錯訊息與冗長訊息，當選擇<none>時，代表

我們要觀看所有訊息，選擇 Debug時，代表我們只要觀看除錯訊息級別以

上的訊息，因此會忽略冗長訊息(這是最不重要的訊息，這也是其名為冗長

訊息的原因)；選擇Warning，代表我們只要觀看警告訊息級別以上的訊息，

也就是只看警告訊息與錯誤訊息。讀者可依此規則類推其它選項。 

 

按下『OK』後，我們可在 LogCat看到一個新的分頁MyFilter如下： 

 

 

由於『by Log Level』選擇了『<none>』，我們看到程式中所有的自訂訊息，我們

能知道：第 5行確實被執行了、submit的值並沒有做設定、answer陣列確實被設

定了且答案為 8163。至此，讀者已經瞭解如何利用 LogCat以及 Log類別來除錯

的操作，但是要活用 Log類別降低除錯所需的時間是需要經驗的累積，讀者若



想成為專業的開發者，充足的練習還是必要的。 

 

5.3 結論 

 

在進入進階 Android應用程式單元之前，本章介紹了與 Android相關的除錯工具

與技巧。當程式愈來愈龐大時，使用者花在除錯的時間也會愈來愈長，因此善用

除錯工具是必要的，好的除錯技巧可以大幅降低開發應用程式所需的時間，然而

擁好的除錯技巧，往往需要經驗的累積，因此充足的練習是必要的。 

 

5.4 作業 

 

1. 熟悉 LogCat除錯工具，包含各種過濾方法的操作。 

 

2. 利用 Log類別，修改第 4章猜數字遊戲的最後版本，於程式中加入適當的自

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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