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8 影音多媒體 

作者: 林致宇 

 

在上一章中筆者有提到一個 Android 應用程式是由四個構成要素所組成的：

Activity, Broadcast Receiver, Service與 Content Provider，我們也已經詳細介紹了

Activity與 Broadcast Receiver，然而再繼續介紹下去之前，我們要先換個主題，

來討論影音相關的類別，為什麼要先談論這個主題呢？之後會介紹的 Service這

個應用程式構成要素之一，其特點是後端運作，最常見的應用莫過於 MP3 播放

程式了，當使用者聆聽音樂時，播放器可於後端運作，使用者仍可進行其它工作，

例如編輯通訊錄等，因此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設計一個自己的多媒體播放器。此外

在上一節的整點報時程式中，如果我們能夠利用播放音樂取代冰冷的 Toast 介面

元件，整點報時程式不是會更實用嗎？基於上述的原因，這一章將介紹影音相關

的類別，我們會分別討論影像、聲音與影片。 

 

8.1 行動相本 

 

當我們外出和好友聚餐時，可能偶然聊到之前旅遊的心得或者聊到自己的親友、

寵物等，此時我們一定很想立即跟好友分享照片，為了達成隨時隨地分享照片的

目的，本節我們將告訴讀者如何自行設計一個能夠瀏覽圖畫影像的相本，有了這

個程式，即使不帶著厚重的相本，也能隨時隨地跟好友分享照片了。 

 

首先概略地說明一下本程式的功能，執行本程式後會先進入下圖左側的畫面，可

於此處點選想觀看的相本，範例中有兩個相本：『行政大樓』與『資訊學院』，點

選相本後，可以採用觸控方式瀏覽影像，如下圖右側的畫面。 

 



 

為了完成這個程式，我們需要學習相當多的東西，包含 ListView、Adapter、Gallery、

等，此外讀者對 Java的集合物件(Collection)與泛型(Generic Types)也需要有一定

程度的瞭解，才可能完全理解整個程式。不過讀者也不需要太緊張，只要懂得模

仿的技巧並能靈活運用已經學過的內容，還是能發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應用程式。

總之請讀者先引進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8\AsiaSpots』這個專案。 

 

8.1.1 ListView 

 

首先我們先討論相本目錄如何制作，目錄製作是寫在 AsiaSpots.java，其中

AsiaSpots類別繼承了 ListActivity類別，ListActivity類別則繼承了Activity類別，

因此 AsiaSpots 類別其實也是一個 Activity，也是這個應用程式的進入點。

ListActivity類別跟 Activity類別有什麼差別呢，ListActivity內已定義了一個列表

介面元件(ListView)，這個列表介面元件會以條列的方式將選項顯示出來，如下

圖的兩個畫面都是列表介面元件： 

 

 

這個列表介面元件跟我們已認識的介面元件(如 TextView, ImageView, Button 等)

有一點點的不同，ListView繼承了 AdapterView，繼承 AdapterView 的介面元件

的特性是：『資料』和『介面元件』是分離的，以上圖為例『行政大樓』、『圖書

館暨國際會議中心』等就是所謂的『資料』，『資料』要和『介面元件』結合在一

起就必須透過接合器(Adapter)，有了這樣的概念我們就可以來看程式碼了，

AsiaSpots.java的內容如下： 

1 public class AsiaSpots extends ListA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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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verride 



4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5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6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7  

8          ArrayList<String> spot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9  

10         spotlist.add("行政大樓"); 

11         spotlist.add("資訊學院"); 

12  

13         ListAdapter adapter = new ArrayAdapter<String>(this, 

14          android.R.layout.simple_list_item_1, spotlist); 

15         setListAdapter(adapter); 

16     } 

17  

18     @Override 

19     protected void onListItemClick(ListView l, View v, 

20 int position, long id) { 

21      super.onListItemClick(l, v, position, id); 

22      int [] imageIds = null; 

23      switch(position) { 

24      case 0: 

25          imageIds = new int[6]; 

26          imageIds[0] = R.drawable.ac1; 

27          imageIds[1] = R.drawable.ac2; 

28          imageIds[2] = R.drawable.ac3; 

29          imageIds[3] = R.drawable.ac4; 

30          imageIds[4] = R.drawable.ac5; 

31          imageIds[5] = R.drawable.ac6; 

32       break; 

33      case 1: 

34       imageIds = new int[5]; 

35          imageIds[0] = R.drawable.info1; 

36          imageIds[1] = R.drawable.info2; 

37          imageIds[2] = R.drawable.info3; 

38          imageIds[3] = R.drawable.info4; 

39          imageIds[4] = R.drawable.info5; 

40       break; 

41      } 



42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AsiaSpots.this, SpotGallery.class); 

43      intent.putExtra("KEY_IMAGEIDS", imageIds); 

44      startActivity(intent); 

45     } 

46 } 

 

第 6行中我們看到熟悉的敘述，然而這邊需要提醒讀者， 在/res/layout/main.xml

中我們必須利用<ListView>標籤定義一個列表介面元件，且該介面元件的 id 必須

設為@android:id/list，更詳細的內容請參閱 Android 開發者網站[1]。 

 

程式 8~14行的目的就是在設定接合器(Adapter)，我們會將『資料』放進接合器

裡，接著程式在第 15行則是利用 ListView類別的 setAdapter方法將『資料』和

『介面元件』做接合，setAdapter需要一個 ListAdapter物件做參數，第 13~14行

便是在設定那個 ListAdapter物件，查詢 Android 開發者網站可以得知[2]，

ArrayAdapter是 ListAdapter介面的間接子類別，此處我們使用 ArrayAdapter 來

產生 ListAdapter物件，我們採用下面這個建構子： 

ArrayAdapter (Context context, int textViewResourceId, List<T> objects) 

第一個參數填入 Activity的物件實體即可。第二個參數則需要填入一個 XML版

面設計檔，讀者看到第 6行的 setContentView，已經知道那是填入整個畫面的版

面設計檔，而此處要填入的版面設計檔則是每個選項的版面樣式，例如在上圖左

側的選項其字體較小，而上圖右側其字體較大，這就是因為我們填入了不同的版

面設計檔，然而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個版面設計檔必須包含一個 TextView，此

處我們使用系統所提供的版面設計檔：android.R.layout.simple_list_item_1，這個

檔案可於 Android SDK的安裝目錄中找到，讀者可以改寫後放到專案內的

/res/layout 目錄下，如此便有一個自我風格的選項樣式了。第三個參數則要填入

一個 List 相關類別的物件，List 介面是 Collection 介面的一種，而 Collection 介

面與相關類別是學習 Java的主題之一，通常還會跟泛型一起討論，本書無法涵

蓋這些內容，筆者只先用一種簡單的方法來解說，讀者可以把要填入的物件想成

是一個動態的物件陣列，這個陣列可以將透過方法(Methods)來增加/刪除元素，

也可在任意地方插入元素，一個實作 List 介面的類別是 ArrayList 類別，我們在

第 8行宣告了一個 ArrayList 物件，其中<>內代表陣列內的型別，可以是 Java既

有的型別，也可以是自訂的物件，此處我們採用 String，代表這是一個字串動態

陣列，接著在 10~11 行我們將相本利用 add 方法加進動態陣列裡就完成動態陣列

的設定，接合器把『資料』和『介面元件』做接合時，會利用 String 的 toString

方法取得要顯示於選項上的文字，因此如果動態陣列裡的元素是自訂類別的物件，

程式開發者必須覆寫 toString方法。 

 

至此，讀者應能初步瞭解 onCreate方法內的內容，至此已經可以執行該應用程



式，然而會發現選項點選後無反應，像按鈕一樣我們需要一個傾聽者，在

ListActivity中，我們是透過覆寫 onListItemClick 方法來處理按下選項的動作，

程式碼位於 19~45 行，onListItemClick 傳來的參數中，最常用的是第三個參數

position，透過 position程式可以知道哪一個選項被按下去，如果使用者按下『行

政大樓』，會於 25~31行將相關照片準備好；如果使用者按下『資訊學院』，會於

34~39行將相關照片準備好，照片會以資源 id 的方式儲存成一個整數陣列，然後

傳送給下一個 Activity去執行相片瀏覽。 

 

8.1.2 Gallery 

 

這個應用程式的第二個 Activity是用來執行相片瀏覽功能，程式使用了 Gallery

介面元件，其功能是讓選項以水平捲軸的型式呈現，例如好幾張相片排成一列後，

使用者可如移動捲軸般移動相片，其中在列表中間的相片是被選中的相片，程式

希望被選中的相片能夠利用一個 ImageView 介面元件顯示出來。 

 

我們先設計好這個畫面的版面設計檔，如上述所說，我們需要兩個介面元件：

ImageView與 Gallery，完整的版面設計檔請讀者自行參閱

/res/layout/spotgallery.xml。接下來我們開始詳細解說這個 Activity的程式碼： 

1 public class SpotGallery extends Activity  { 

2  

3      private ImageView iv; 

4  

5      @Override 

6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7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8          setContentView(R.layout.spotgallery); 

9  

10         Intent intent = getIntent(); 

11         mImageIds = intent.getIntArrayExtra("KEY_IMAGEIDS"); 

12  

13         iv = (ImageView)findViewById(R.id.iv); 

14         iv.setImageResource(mImageIds[0]); 

15  

16         Gallery gallery = (Gallery)findViewById(R.id.gallery); 

17         gallery.setAdapter(new ImageAdapter(this)); 

18         gallery.setOnItemSelectedListener(new 

19             OnItemSelectedListener() { 

20             public void onItemSelected(AdapterView<?> parent, View v, 



21                 int position, long id) { 

22                 iv.setImageResource(mImageIds[position]); 

23             } 

24             public void onNothingSelected(AdapterView<?> arg0) { 

25             } 

26         }); 

27     } 

28  

29     private int [] mImageIds = null; 

30  

31     public class ImageAdapter extends BaseAdapter { 

32  

33         private Context mCtx; 

34  

35         public ImageAdapter(Context c) { 

36             mCtx = c; 

37         } 

38  

39         @Override 

40         public int getCount() { 

41             return mImageIds.length; 

42         } 

43  

44         @Override 

45         public Object getItem(int position) { 

46             return position; 

47  } 

48  

49         @Override 

50         public long getItemId(int position) { 

51             return position; 

52         } 

53  

54         @Override 

55         public View getView(int position, View convertView, 

56             ViewGroup parent) { 

57             ImageView iv = new ImageView(mCtx); 

58  



59             iv.setImageResource(mImageIds[position]); 

60             iv.setAdjustViewBounds(true); 

61             iv.setLayoutParams(new Gallery.LayoutParams( 

62                 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63                 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64             return iv; 

65         } 

66     } 

67 } 

 

程式於 10~11行接收 AsisSpots 傳來的圖檔資源 id陣列。13~14行定義了一個

ImageView物件，並利用 ImageView 類別的 setImageResource 方法設定顯示的圖

檔(預設為第一張圖)。第 16行定義了一個 Gallery介面元件，這個介面元件跟

ListView介面元件一樣繼承了 AdapterView，這也代表我們需要設計一個接合器

(Adapter)接合『資料』和『介面元件』，這裡的資料就是相片圖檔，而介面元件

就是 Gallery。 

 

程式中我們自訂了一個接合器：ImageAdapter，ImageAdapter類別是定義在 31~66

行，我們必須覆寫 getCount, getItem, getItemId 與 getView方法，各方法的意義可

於 Android 開發者網站的說明文件中查詢[3]，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 getView方

法，在上一節所介紹的 ArrayAdapter中，動態陣列內的元素只要覆寫 toString方

法，便能指定欲顯示於列表的文字，如果欲顯示圖片怎麼達成呢？這時就要覆寫

getView方法，在一節中，我們欲產生的是圖像捲軸，因此欲顯示的資料是一張

圖片而不是文字，我們就必須覆寫 getView 方法，程式碼是位於 57~64 行，我們

宣告一個 ImageView，必且設定好這個 ImageView之後，再利用 return回傳即可，

這個方法會在做接合的時候被呼叫。 

 

回到第 17行，程式呼叫 setAdapter將『資料』和『介面元件』接合起來。到此

程式已可正常運作，然而當我們移動捲軸時，畫面中間的 ImageView 的圖片不會

隨之變幻，為了要讓被選中的圖片顯示於畫面中間，我們必須設計一個傾聽者給

Gallery介面元件，傾聽者的實作是寫在 20~25 行，實作

AdapterView.OnItemSelectedListener 介面的類別必須實作兩個方法：

onItemSelected與onNothingSelected，其中onItemSelecte會在項目被選中時呼叫，

我們只需要將 ImageView 要顯示的圖片設定成選中的圖片即完成這個程式。 

 

雖然筆者用較為簡單的方式跟讀者介紹這個應用程式，不過這只是一個相當陽春

的相片瀏覽程式，如果讀者想要有更酷更炫的效果，必須主動去閱讀進階書籍。

最後本書的光碟有一個類似的應用程式，此應用程式也是相片瀏覽，然而是從



SD卡去讀取相片而不是事先將圖檔放置於/res/drawable目錄，請讀者自行閱讀

研究，讀者只要引進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8\AsiaSpotsSD』這個專案即可閱

讀。然而讀者可能會發現該專案內圖檔檔名是固定的，如果想自動搜尋檔案該如

何做到呢？請讀者參閱 File類別的說明文件[4]。 

 

8.2 聲音播放器 

 

介紹完影像後，我們來討論聲音，聲音的播放有許多的應用，例如語言學習程式

中可以用來當作聽力的練習。本節中筆者設計了一個小程式，此程式會播放一個

聲音檔，內容是『藍色』這個單字的日文發音，使用者聽了發音後要選出一個正

確的顏色，若選擇正確，程式會利用 Toast 介面元件告知使用者。這個程式的重

點是在學習MediaPlayer 類別的基本概念，然而筆者只會做簡單的介紹，如果要

設計一個教好的播放程式，讀者必須精讀MediaPlayer 類別的說明文件[5]。 

 

請讀者先引進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8\PlayAudio』這個專案。首先簡單說明

一下本程式的使用者介面，首先有一個 ImageView用來顯示題目，接著有三個按

鈕來控制聲音的播放，這些按鈕分別是『開始』、『暫停』與『停止』，如下圖所

示，相關 XML文件請讀者自行閱讀。 

 

 

接下來我們開始深入程式碼內部來做討論： 

1 public class PlayAudio extends Activity { 

2      private MediaPlayer myplayer; 

3   

4      @Override 

5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6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7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8  

9          Button btn_start = (Button)findViewById(R.id.btn_start); 

10         btn_start.setOnClickListener(l_start); 

11         Button btn_pause = (Button)findViewById(R.id.btn_pause); 

12         btn_pause.setOnClickListener(l_pause); 

13         Button btn_stop = (Button)findViewById(R.id.btn_stop); 

14         btn_stop.setOnClickListener(l_stop); 

15     } 

16  

17     @Override 

18     public void onResume() { 

19         super.onResume(); 

20         myplayer = MediaPlayer.create(this, R.raw.aoi); 

21         myplayer.setOnCompletionListener(comL); 

22     } 

23  

24     public void onPause() { 

25         super.onPause(); 

26         myplayer.release(); 

27     } 

28  

29     private OnClickListener l_start = new OnClickListener() { 

30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31             try { 

32                 myplayer.start(); 

33             } catch (Exception e) { 

34                 Log.d("LINCYU", "l_start:" + e.toString()); 

35             } 

36         } 

37     }; 

38     private OnClickListener l_pause = new OnClickListener() { 

39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40  if (myplayer.isPlaying()==false) return; 

41             try { 

42                 myplayer.pause(); 

43             } catch (Exception e) { 



44                 Log.d("LINCYU", "l_pause:" + e.toString()); 

45             } 

46         } 

47     }; 

48  

49     private OnClickListener l_stop = new OnClickListener() { 

50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51             try { 

52                 myplayer.stop(); 

53                 myplayer.prepare(); 

54             } catch (Exception e) { 

55                 Log.d("LINCYU", "l_stop:" + e.toString()); 

56             } 

57         } 

58     }; 

59  

60     private OnCompletionListener comL = new OnCompletionListener() { 

61         @Override 

62         public void onCompletion(MediaPlayer nouse) { 

63             try { 

64                 myplayer.stop(); 

65                 myplayer.prepare(); 

66             } catch (Exception e){ 

67                 Log.d("LINCYU", "comL:" + e.toString()); 

68             } 

69         } 

70     }; 

71  

72     @Override 

73     public boolean onTouchEvent(MotionEvent event) { 

74         float touchDownX; 

75         float touchDownY; 

76  

77         switch (event.getAction()) { 

78         case MotionEvent.ACTION_DOWN: 

79             touchDownX = event.getX(); 

80             touchDownY = event.getY(); 

81             if (touchDownX<=265&&touchDownX>=210&& 



82                 touchDownY<=160&&touchDownY>=106) 

83                 Toast.makeText(this, "Correct", 

84                     Toast.LENGTH_LONG).show(); 

85             break; 

86         } 

87         return true; 

88     } 

89 } 

 

首先我們先來談 MediaPlayer 物件的狀態，一個MediaPlayer物件會在不同的狀

態間切換，包含了閒置(Idle)、初始(Initialized)、準備(Prepared) 、開始(Started) 、

暫停(Paused)、停止(Stopped)等狀態，完整的狀態圖請讀者參閱 Android 開發者

網站上對於 MediaPlayer 類別的說明文件[5]，為了說明本程式，此處附上一張簡

化的狀態圖來幫助讀者瞭解程式流程。簡化過後的狀態圖如下圖所示，其中橢圓

形即代表狀態，箭頭則是狀態的轉變： 

 



 

瞭解MediaPlayer物件的狀態後，我們要來討論如何產生MediaPlayer物件實體，

有兩種方式：利用 new運算子或者利用 MediaPlayer 的 create方法。程式中使用

create方法來產生MediaPlayer 的物件實體，create方法有多重定義，程式第 20

行所採用的是下面這個定義： 

create(Context context, int resid) 

第一個參數填入 Activity物件實體，第二個參數則是填入聲音檔的資源 id，讀者

可以發現/res/raw目錄下有一個名為 aoi.amr 的檔案，此檔案為本程式欲播放的聲

音檔，因此第二個參數填入 R.raw.aoi 即可。接著程式第 21行設定播放結束的傾

聽者，這個傾聽者必須實作 onCompletion 方法，用來處理播放完畢後的動作，

細節會於稍後做說明。利用 create方法產生的 MediaPlayer物件會處於 Prepared

狀態[5]，接著使用者就可開始進行操作了，『開始』按鈕會呼叫 start 方法，『暫

停』按鈕會呼叫 pause 方法，『停止』按鈕會呼叫 stop 方法。現在MediaPlayer

是處於 Prepared 狀態，從狀態圖可發現在 Prepared 狀態只能呼叫 start 與 stop 方

法，此時若呼叫 pause 方法，會發生 IllegalStateException 例外，因此程式在第

40行利用MediaPlayer類別所提供的 isPlaying方法去檢查 pause按下按下時是否

處於 Started狀態，如果不是處於 Started狀態，就不會呼叫 pause方法。此外『停

止』按鈕除了呼叫 stop 方法，還會呼叫 prepare方法讓狀態轉成 Prepared 狀態，

如此才能再次呼叫 start 方法。讀者可嘗試將程式碼和簡化的狀態圖做比對。 

 

藉著這個程式，也順便介紹 Activity類別所提供的 onTouchEvent 方法，這個方法

可用來處理使用者碰觸螢幕的動作，其中MotionEvent.ACTION_DOWN 代表使

用者碰觸到螢幕(其它動作可參閱MotionEvent 類別的說明文件[6])，當程式發現

使用者碰觸螢幕後會去抓取碰觸的座標，若座標位於畫面中的藍色區塊，會利用

Toast 介面元件讓使用者知道其選擇的答案是正確的。 

 

至此，讀者應該對本節的程式以及 MediaPlayer 類別有初步的瞭解，然而若讀者

欲開發功能更強大的媒體播放器，還是有必要精讀 MediaPlayer類別的說明文件。

此外，本節討論的程式是讀取置於資源目錄/res 下的聲音檔，如果要播放的聲音

檔的檔案數量很多或檔案大小很大，置於該目錄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光碟中『\

程式範例\Chapter8\PlayAudioSD』這個專案示範了如何讀取 SD卡上的音樂檔，

讀者測試程式前需要上傳一個MP3 檔至/sdcard目錄下，並將檔案名稱命名為

song.mp3，這個範例程式是用 new運算子產生 MediaPlayer物件，使用 new運算

子產生的 MediaPlayer 物件會處於 Idle狀態，接著使用 setDataSource方法讀取

SD卡上的檔案，並進入 Initialized 狀態，接著再記得呼叫 prepare 方法進入

Prepared 狀態，剩餘的部份就跟本節的範例程式一樣了。 

 

8.3 影片播放器 



 

談完影像、聲音之後我們接著討論影片，Android SDK提供了一個 VideoView類

別讓開發者能夠使用內建影片播放器來播放影片，若再一個搭配媒體控制器

(MediaController)物件，開發者便能輕易地設計出一個影片播放器，如下圖所示： 

 

 

讀者可引進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8\PlayVideoVV』這個專案，讀者可自行閱

讀相關的程式碼，只要同時搭配 Android 開發者網站上的相關說明文件[7][8]，

讀者應該已能自行理解程式碼內容。 

 

另一種影片播放器的設計方法是MidiaPlayer 與 SurfaceView的搭配。讀者可引進

光碟中『\程式範例\Chapter8\PlayVideoSV』這個專案。SurfaceView 介面元件可

以想成是一塊畫布，程式開發者可以在上面畫上任何東西，因此大部份的遊戲程

式幾乎都會使用到 SurfaceView介面元件，SurfaceView的存取要透過

SurfaceHolder。程式可分成幾個步驟來說明：先於版面配置檔利用<SurfaceView>

標籤建立一個 SurfaceView，程式中利用 findViewById 方法產生一個 SurfaceView

的物件實體後，利用 SurfaceView類別的 getHolder方法取得 SurfaceHolder物件，

對 SurfaceHolder物件做完設定後，MediaPlayer 物件再利用 setDisplay方法指定

要顯示的 View，setDisplay方法需要一個參數，將設定好的 SurfaceHolder 物件

填入即可。相關的文件說明請讀者參閱 Android 開發者網站[9][10]。 

 

筆者在撰寫此節時，Android 開發者網站上的說明文件，有些並不是非常的完整，

解決方法除了利用搜尋引擎尋找是否有其它開發者有遇過類似的問題外，參考

Android SDK所提供的範例也是很重要的，關於影音媒體的範例可於 ApiDemos

這個應用程式中找到，以 Android-1.5平台為例，程式原始檔位於

\android-sdk-windows\platforms\android-1.5\samples\ApiDemos\src\com\example\an



droid\apis\media，不管是使用 VideoView或是利用 SurfaceView都有範例程式可

供參考，在說明文件較缺乏的情況下，閱讀範例程式，進而模仿範例程式，寫出

有自我風格的應用程式，也不失為學習程式的一個方法。 

 

8.4 摘要 

 

本章介紹了影音多媒體的相關類別，在影像方面，我們學習了如何設計一個行動

相本，重點在於接合器(Adapter)的概念與 Gallery介面元件的使用。聲音方面，

本章討論了一個範例：日文單字學習程式，重點在於瞭解MediaPlayer 類別、

MediaPlayer物件的狀態、MediaPlayer物件的產生方法。最後本章也談論了影片

的播放，重點在於 VideoView類別與 SurfaceView 類別。在學習本章時，除了閱

讀相關文件外，參考 Android SDK所提供的範例程式，並模仿範例程式寫出自己

的應用程式，也不失為學習 Android 程式設計的好方法。 

 

8.5 作業 

 

1. 修改 AsiaSpotsSD 這個專案，讓程式不再是只能讀取設定好的檔案名稱，而

是可以自動搜尋資料夾下的檔案。提示：請參閱 File類別的說明文件。 

 

2. 修改 PlayAudioSD 這個專案的『暫停』按鈕，當媒體在播放時若使用者按下

暫停後暫停播放，再按一次則從暫停的地方繼續播放。 

 

3. 閱讀 ApiDemos 應用程式裡跟Media相關的檔案：MediaPlayerDemo.java, 

MediaPlayerDemo_Audio.java, MediaPlayerDemo_Video.java 與

VideoViewDemo.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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