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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章節  163

記住，layout_

row="18"，layout_

column="56"，而不是

「在白色那台後面」。

使用者介面5

賞心悅目

面對現實吧！你必須知道如何建立良好的佈局。

如果你正在建立你想要人們使用的  app，必須確保它們呈現你想要的外觀。目

前為止，當論及建立佈局（ l a y o u t）時，我們僅觸及皮毛，因此，讓我們稍微

更深入地探討這件事。我們會介紹更多種可供利用的佈局類型，也會引領你探

索一下主要的  GUI  元件，以及如何運用它們。在本章結束前，你會發現，即使

看起來有些不一樣，但所有的佈局與  GUI  元件都有一些共通的地方，超乎你的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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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第五章

使用者介面

你的使用者介面由佈局
和 GUI 元件組成
如你所知，佈局（layout）定義畫面的模樣，而且你使用 XML
來定義它。佈局通常包含按鈕與文字欄位之類的 GUI元件，你的
使用者與這些東西互動，讓 app做某事。 

目前為止，在本書中所見到的 app 全都使用相對佈局（relative 
layout），然而還有其他類型的佈局可供你使用，讓你的 app 看
起來就像是你想要的模樣。

在本章中，我們將介紹你會想要運用在你的 app 的其他佈局，
也會說明能夠讓你的 app 更具互動性的 GUI 元件。讓我們開
始探索佈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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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三種關鍵佈局：
相對、線性及網格
佈局有幾種風格，決定要在哪裡放置它所包含的視圖元件（view）
時，每一種風格都有自己的原則要遵循。下面是三種關鍵的佈局（或

稱介面編排模式）。現在先不用擔心細節，在下面幾頁中，我們將

帶領你探索每一種佈局。

Relat iveLayout 
相對佈局（relative layout）以相對位置的方式展
示它的視圖元件。你相對於佈局裡的其他視圖元

件，或者相對於它的父佈局（parent layout），來
定義每個視圖元件的位置。例如，你可以選擇相

對於父佈局的頂端放置文字視圖，相對於父佈局

的底端放置按鈕。

LinearLayout 
線性佈局（linear layout）讓每個視圖元件以垂直
或水平的方式彼此相鄰。如果是垂直，各個視圖

元件被展示在單一欄內；如果是水平，各個視圖

元件被展示在單一列中。

GridLayout 
網 格 佈 局（grid layout） 把 畫 面 劃 分 成 由 欄
（columns）、列（rows）與單元格（cells）組成
的網格。你指定你的佈局應該有多少欄與列，你

想要視圖元件出現在哪裡，以及它們要橫跨多少

欄或列。

視圖元件能夠相對於

父佈局被放置…

…或者相對於其他
視圖元件。

視圖元件彼此相鄰，以垂直

或水平的方式排列。

畫面被劃分成多個欄
與列，你指定每個視
圖元件要展示在哪個
或哪些單元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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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佈局

RelativeLayout 以相對位置的
方式展示視圖元件
如你所知，相對佈局讓你相對於父佈局，或相對於佈局裡的其

他視圖元件，來放置視圖元件。

你使用 <RelativeLayout>元素來定義相對佈局，就像這樣︰

<Relative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

    ...

</RelativeLayout>

這告訴 Android，

你使用的是相對

佈局。
layout_width 和 layout_height 指定

你想要的佈局尺寸。

可能還有其他屬性。

你必須設定佈局的寬度和高度  
android:layout _ width與 android:layout _ height屬 性

指定你想要的佈局寬度與高度，這些屬性對所有類型的佈局

與視圖元件都是必要的。 

你可以將 android:layout _ width與 android:layout _

height設定成 "match _ parent"、"wrap _ content"，
或特定的尺寸，例如，10 dp — 10 個密度無關像素（density-
independent pixel，或稱密度獨立像素）。"wrap _ content"
意指你想要這個佈局大得足以容納裡頭所有的視圖元件。

"match _ parent" 表示你想要這個佈局跟它的父佈局一樣
大 — 在此案例中，就跟裝置螢幕扣掉內邊距（padding）之
後一樣大。你將會經常把佈局的寬度和高度設成 "match _

parent"。 

有 時 候， 你 可 能 會 看 到 android:layout _ width 與

android:layout _ height 被 設 成 "fill _ parent"。
"fill _ parent" 在較老舊的 Android 版本中被使用，現在已
經被 "match _ parent"取代，不繼續被維護（deprecated）。

xmlns:android屬性用來指定 Android 名稱空間，你總是
必 須 將 它 設 成 "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
android"。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什麼是密度無關像素？

有些裝置透過非常細微的像素建立

非常犀利的圖像，其他裝置則為了

減少製造成本而使用較少、較大的

像素。使用密度無關像素（density-

independent pixel，dp），避免在某

些裝置上產生過小的介面，或在其他

裝置上產生過大的介面。密度無關像

素的量度在所有裝置上大致都一樣。

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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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paddingTop

paddingLeft

paddingRightpaddingBottom

Layout

<RelativeLayout ...

    android:paddingBottom="16dp"

    android:paddingLeft="16dp"

    android:paddingRight="16dp"

    android:paddingTop="16dp">

    ...

</RelativeLayout>

android:padding*屬性是選用的，而且你可以將它們應用在任

何佈局或視圖元件。 

在上述範例中，我們將 padding 寫死成 16 dp，替代做法是在尺
寸資源檔（dimension resource file）中指定 padding，使用尺寸
資源檔讓你更容易維護 app裡頭所有佈局的 padding。 

你將佈局檔裡的 padding 屬性設定成尺寸資源檔裡的尺寸資源名
稱，就像這樣︰

增加 16 dp 的內邊距。

增加內邊距
如果想要在佈局邊緣留一點空間，你可以設定 padding（內邊距）

屬性，這類屬性告訴 Android，你想要在佈局的每一邊與它的父
佈局之間留下多少內邊距。下面程式碼讓 Android 知道你想要在
佈局的四邊加上 16 dp的內邊距︰

<RelativeLayout ...

    android:paddingLeft="@dimen/activity_horizontal_margin"

    android:paddingRight="@dimen/activity_horizontal_margin"

    android:paddingTop="@dimen/activity_vertical_margin"

    android:paddingBottom="@dimen/activity_vertical_margin">

<resources>

    <dimen name="activity_horizontal_margin">16dp</dimen>

    <dimen name="activity_vertical_margin">16dp</dimen>

</resources>

接著在執行時期，Android 在尺寸資源檔中查詢這些屬性的值。
這個檔案位於 app/src/main/res/values，通常稱作 dimens.xml ︰

當你新建 Android Studio 專案，並且為它添加 activity 時，IDE
通常會幫你建立這個檔案。

paddingLeft 與 paddingRight

屬性被設成 @dimen/activity_

horizontal_margin。

paddingTop 與 paddingBottom
屬性被設成 @dimen/activity_
vertical_margin。

佈局從這些 dimen 資源中

查詢 padding 的值。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05.indd   167 2015/11/14   下午 02:04:46



168  第五章

相對於父佈局

相對於父佈局安排視圖元件
使用相對佈局時，必須告訴 Android，你想要視圖元件出現在哪裡，是
相對於佈局裡的其他元素，或者相對於它的父佈局。視圖元件的父佈

局是包含這個視圖元件的佈局。 

如果你想要視圖元件總是出現在螢幕上的特定位置，而不管螢幕的尺

寸或定向（orientation），你必須相對於它的父佈局安排視圖元件的位
置。例如，下面程式碼說明如何讓按鈕總是出現在佈局的右上角︰ 

表示按鈕上緣對齊佈局上緣，按鈕右緣對齊佈局右緣。不管裝置螢

幕的尺寸或定向為何，情況皆如此︰

<RelativeLayout ... >

    <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tring/click_me"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Right="true" />

</RelativeLayout>

程式碼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Right="true"

不論螢幕的尺寸與定向為

何，按鈕出現在右上角。

父佈局
子視圖元件

layout_alignParentTop

layout_alignParentRight

這個佈局包含

這個按鈕，所

以它是這個按

鈕的父佈局。

如果你的佈局包含 padding，在視

圖元件的邊緣與螢幕的邊緣之間

就會有一個間隔。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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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相對於父佈局安排視圖元件
的屬性
下面是一些相對於父佈局安排視圖元件的最常用屬性，將你

想要的屬性增加到你正在配置的視圖元件，然後把它的值設

成 "true"︰

android:attribute="true"

屬性 作用

android: 
layout_alignParentBottom

將視圖元件的下緣對齊父佈局的

下緣。

android: 
layout_alignParentLeft

將視圖元件的左緣對齊父佈局的

左緣。

android: 
layout_alignParentRight

將視圖元件的右緣對齊父佈局的

右緣。

android: 
layout_alignParentTop

將視圖元件的上緣對齊父佈局的

上緣。

android: 
layout_centerInParent

將視圖元件垂直及水平置中於父

佈局。

android: 
layout_centerHorizontal

將視圖元件水平置中於父佈局。

android: 
layout_centerVertical

將視圖元件垂直置中於父佈局。

這個視圖元件對

齊父佈局的左緣

和下緣。

這個視圖元件對
齊父佈局的右緣
和上緣。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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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

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安排視圖元件
除了相對於父佈局安排視圖元件之外，你也可以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

安排視圖元件。當你想要視圖元件以某種方式對齊時（不管螢幕的尺寸

或定向為何），你會這麼做。 

為了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安排視圖元件，你必須使用 android:id屬性，

將 ID 賦予作為參考點（anchor）的視圖元件︰

<RelativeLayout ... >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_click_me"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centerInParent="true"

        android:text="@string/click_me" />

    <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Left="@+id/button_click_me"

        android:layout_below="@+id/button_click_me"

        android:text="@string/new_button_text" />

</RelativeLayout>

我們使用這個按鈕作為第二個按鈕

的參考點，所以它需要一個 ID。

將第二個按鈕置於第一個

按鈕下面，並且對齊它的

左緣。

android:id="@+id/button_click_me"

語法 "@+id"叫 Android將這個 ID當作資源包含在它的資源檔 R.java
裡。每當你在 layout中定義新的視圖元件時，你必須包含 "+"，否則，
Android就不會把這個 ID增加作為資源，你的程式碼就會得到錯誤。 

下面說明如何建立具有兩個按鈕的佈局，第一個按鈕置中於佈局中

央，第二個按鈕位在第一個按鈕下面，並且左緣對齊。

程式碼

android:layout_alignLeft="@+id/button_click_me"

android:layout_below="@+id/button_click_me"

確保第二個按鈕位在第一個按鈕下面，並且對齊它的左緣。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當你要參照已經被定義在

layout 裡的視圖元件時，

你可以使用 @id代替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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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
安排視圖元件的屬性
下面是一些用在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安排視圖元件的屬性，將你

想要的屬性增加到你正在配置的視圖元件，然後把它的值設成你

要參考的視圖元件：

屬性 作用

android:layout_above 把視圖元件放在你想要參考之視圖元件的上

方。

android:layout_below 把視圖元件放在你想要參考之視圖元件的下

方。

android:layout_alignTop 將視圖元件的上緣對齊你想要參考之視圖

元件的上緣。

android:layout_alignBottom 將視圖元件的下緣對齊你想要參考之視圖

元件的下緣。

android:layout_alignLeft 將視圖元件的左緣對齊你想要參考之視圖

元件的左緣。

android:layout_alignRight 將視圖元件的右緣對齊你想要參考之視圖

元件的右緣。

android:layout_toLeftOf 讓視圖元件的右緣位在你想要參考之視圖

元件的左邊。

android:layout_toRightOf 讓視圖元件的左緣位在你想要參考之視圖

元件的右邊。

你的視圖元件在上方。

你想要參考的
視圖元件。

android:attribute="@+id/view_id"

你的視圖元件

在下方。

對齊視圖元件的上緣。

對齊視圖元件

的左緣。

對齊視圖元件的下緣。

對齊視圖元件
的右緣。

你的視圖元件在左邊。

你的視圖元件在右邊。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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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邊距

使用 margin 增加視圖元件之間的距離
當你使用任何佈局屬性安排視圖元件時，佈局並未幫你預留間隔。你可以透

過為視圖元件增加一或多個 margin（外邊距），增加視圖元件之間的間隔。 

例如，假定你想要把一個視圖元件放在另一個下方，但在兩者之間增加 50 
dp 的額外空間。要那麼做，你可以將 50 dp 的 margin 增加到下方視圖元件
的頂端︰

<RelativeLayout ... >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_click_me"

        ... />

    <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Left="@+id/button_click_me"

        android:layout_below="@+id/button_click_me"

        android:layout_marginTop="50dp"

        android:text="@string/button_below" />

</RelativeLayout>

將 50 dp 的 margin

增加到下方視圖元件

的頂端，讓兩個視

圖元件之間增加額外

的空間。

下面是一些可用來為視圖元件提供額外空間的 margin，將你想要的屬性
增加到視圖元件，然後把它的值設成你需要的外邊距尺寸：

50dp.

屬性 作用

android:layout_marginTop 增加額外空間到視圖元件的頂端。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 增加額外空間到視圖元件的底端。.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 增加額外空間到視圖元件的左側。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 增加額外空間到視圖元件的右側。

android:attribute="10dp"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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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RelativeLayout：總結
在探討下一種佈局之前，讓我們總結一下如何建立相對佈局。

如何指定相對佈局？

使用 <RelativeLayout>指定相對佈局，必須指明佈局的寬度和

高度，但 padding是選用的︰

<Relative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paddingBottom="16dp"

    android:paddingLeft="16dp"

    android:paddingRight="16dp"

    android:paddingTop="16dp"...>

    ...

</RelativeLayout>

你可以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安排視圖元件

android:layout_marginTop="5dp"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5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5dp"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5dp"

你可以為視圖元件添加 margin，增加周圍的額外空間

透過增加佈局屬性，你指定每個視圖元件應該放在哪裡。這些屬

性能夠相對於父佈局安排視圖元件 — 例如，在右下角，或者置於
中央等等。你也能夠利用屬性相對於其他視圖元件安排視圖元件，

使用視圖元件的 ID，讓一個視圖元件參照另一個視圖元件。

當你使用任何佈局屬性安排視圖元件時，佈局並未幫你預留間隔。

你可以透過為視圖元件增加一或多個 margin，增加不同視圖元件
之間的間隔︰

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討論相對佈局，然而還有其他常用的佈局：

線性佈局（linear layout）。仔細來瞧瞧吧！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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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佈局

LinearLayout 在單一欄或列中
展示視圖元件
線性佈局讓視圖元件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彼此相鄰。如果是垂直，各個視

圖被展示在單一欄。如果是水平，各個視圖被展示在單一列。

如何定義線性佈局？

使用 <LinearLayout>元素定義線性佈局，就像這樣︰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

    ...

</LinearLayou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使用下列程式碼，以水平的方式安排視圖元件︰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使用

<LinearLayout>

定義線性佈局。 以垂直的方式安排視圖元件。

這兩個屬性跟相對佈局一樣。

android:layout _ width、android:layout _ height 與 android:orientation

屬性是必要的。android:layout _ width與 android:layout _ height指定佈局

的寬度與高度，就像相對佈局那樣。你使用 android:orientation屬性指明你想要

在哪個方向上安排視圖。

你使用下列程式碼，以垂直的方式安排視圖元件︰

具有垂直
定向的線
性佈局。

具有水平定向的線性佈局。

假如定向是垂直的，視圖

元件被安排在單一欄。

假如定向是水平的，視圖元件被
安排在單一列。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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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佈局按照視圖元件出現在
佈局 XML 裡的順序展示它們
定義線性佈局時，你按照想要的視圖元件出現順序，將它們增

加到佈局裡。因此，假如你想要文字視圖出現在按鈕上方，你

必須先定義文字視圖。

<LinearLayout ...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tring/textView1" />

    

    <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tring/click_me" />

</LinearLayout>

假如你在 XML 裡先定義 TextView，

再定義 Button，文字視圖就會被展

示在按鈕上方。

使用線性佈局時，只有在 activity 程式碼打算明確地參照視
圖元件時，才需要為它們指定 ID。這是因為線性佈局根據
視圖元件出現在 XML 裡的順序，來決定每個視圖元件應該
被放置在哪裡。視圖元件不需要參照其他視圖元件，就能夠

指明它們的位置。 

就像相對佈局一樣，你可以使用 android:layout _ width

與 android:layout _ height指定任何視圖元件的寬度和

高度。程式碼︰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表示你想要視圖元件的寬度剛好容納它的內容 — 例如，展
示在按鈕上或者文字視圖裡的文字。程式碼︰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表示你想要視圖元件跟它的父佈局一樣寬。

android:layout_width 與

android:layout_height

是所有視圖元件的必要屬

性，不管你使用什麼佈局。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GridLayout

它們能夠接受wrap_content、

match_parent，或特定尺寸

的值，像是 16 dp。

05.indd   175 2015/11/14   下午 02:04:51



176  第五章

改變佈局

讓我們改變基本的線性佈局
乍看之下，線性佈局好像很陽春且不靈活，畢竟，它只是以特定

順序排列視圖元件。為了提供更多彈性，你可以使用額外的屬性，

調整線性佈局的樣貌。為了讓你瞭解這是怎麼運作的，我們即將

改變一下基本的線性佈局。 

這個佈局由兩個可編輯文字欄位和一個按鈕組成。首先，這兩個

文字欄位與按鈕以垂直排列的方式，簡單地被展示在螢幕上，就

像這樣︰

每個視圖元件佔據
最少的垂直空間。

可編輯文字欄位，Message，

被賦予更多空間。

Send 按鈕出現在螢幕
右下角。

我們即將改變這個佈局，讓按鈕被展示在佈局的右下角，

而且，其中一個可編輯文字欄位佔據所有剩餘的空間。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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