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的目的是讓你可以建立設計良好的 Android 應用程式，而不只是小型的範例應用程式

而已。 

本書是專為各種不同背景、想要學習 Android 程式設計的人士而寫的。如果你已具備使用 

Objective-C 來開發 iPhone 或 Mac OS 應用程式的經驗，那麼將會發現與 Android 程式設計

有關的  Android 工具和  Java 語言特色，對於將與行動應用程式開發有關的知識帶到 

Android 非常有幫助。如果你是一名經驗豐富的 Java 程式設計師，將會發現 Android 應用

程式架構所涵蓋的東西，可以讓你將本身的 Java 專業運用到這個新興炫麗的用戶端 Java 

應用程式開發世界。簡單地說，這是一本寫給具有相關物件導向語言、行動應用程式、

REST 應用程式等經驗以及類似素養，而且不想只是閱讀入門書或線上入門指南的人士閱

讀的圖書。 

章節編排 
我們希望可以協助你迅速開始。本書第 1 部的章節會帶領你逐步使用 SDK 工具，好讓你可

以存取本書與 SDK 中的範例程式，就好像是在擴充自己的 SDK 工具、Java 和資料庫設計

的知識一樣。如果你已經足夠熟悉第 1 部所涵蓋的工具與基礎了，則可以跳到第 2 部去，

閱讀有關建置較大型 Android 應用程式的基礎知識。 

本書第 3 部是一個應用程式範例，使用 Web 服務來遞送資訊給使用者 ─ 很多應用程式的

內部也都需要這種處理。我們提供了一個應用程式架構，以及一個使用 Android 框架類別

的新穎方式，讓你可以非常高效地完成這件事。你可以將這個應用程式當作框架來使用，

用來建立自己的應用程式，也可以當作學習 Android 應用程式的工具。 

在本書的最後部分（第 4 部），我們探索了特定應用程式領域的 Android API，尤其是：多

媒體、位置、感應器、通訊。好讓你在自己感興趣的特定領域裡，具備開發相關應用程式

的能力。 

在你閱讀完本書之後，我們希望你可以從這些參考資料與配套範例中得到收穫。我們希望

你可以瞭解如何製作完美的 Android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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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框架是構成  Android 應用程式的基礎類別，同時也是構成  Android 使用者層的 
Android 系統軟體。我們在此將 Android API 的內容組織成可以讓你在實作應用程式的時
候，盡其所能善用 Android 系統架構的功能。 

第二部分 

探索 Android 框架 



 

 

 

 

 

 

 

伴隨 Android 而來的諸多需求，預告了使用者介面的複雜性； Android 是一個多重處理系

統，可以支援多個並行的應用程式、接受多種輸入形式、擁有極佳的互動性，以及具備足

夠的彈性能夠支援現在與未來的各種裝置。使用者介面不但豐富，而且容易使用。 

本章為你提供了在 Android 上實作圖形化介面所需的技能。在解釋 Android UI 工具組架構

的同時，也會展示如何實際使用基本的介面元素（例如按鈕和文字方塊）。此外也涵蓋了

事件處理、使用多個執行緒來卸載執行起來非常耗時的任務（好讓 UI 不至於凍結住），以

及其他可以讓使用者介面變得更好用、更有效率的主題。 

Android GUI 架構 
Android 環境在 Java 生態體系（包含 AWT、Swing、SWT、LWUIT 等）中加入了另外一

套 GUI 工具組。如果你使用過其中任何一種的話，那麼應該會覺得 Android UI 框架很眼

熟。同樣地，Android UI 也是單一執行緒、事件驅動，並且建構在可巢套的元件程式庫之

上。Android UI 框架就跟其他的 Java UI 框架一樣，是以如圖 6-1 所示的模型-視圖-控制器

（Model-View-Controller, MVC）模式進行組織編排的。提供了用來建置控制器（處理按鍵

點擊和螢幕觸碰之類的使用者輸入）的結構與工具，以及在螢幕上呈現圖形化資訊的視

圖。 

模型 
模型是應用程式的本質 ─ 表現應用程式的實際用途。舉例而言，可能是裝置上的音樂資料

庫，以及用來播放音樂的程式碼。也可能是聯絡人清單，以及用來撥打電話或傳送訊息的

程式碼。這將是本書後續這麼多章節的主題。 

第六章 

建構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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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模型-視圖-控制器的概念示意 

儘管特定應用程式的視圖和控制器將必然反射到它們所操作的模型，但是一個模型可能會

被多個不同的應用程式使用到。舉例而言，考慮一個 MP3 播放器以及一個可以將 MP3 檔

轉換成 WAV 檔的應用程式。針對這 2 個應用程式，其模型都會包含 MP3 檔案格式。不過

第 1 個應用程式具有令人熟悉的停止、開始和暫停等控制按鈕，而且可以播放歌曲。第 2 

個應用程式則可能完全都不需要產生任何聲音，反而需要控制像是取樣率（sample rate）

和位元率（bit rate）之類的事情。所有與資料有關的事情都交由模型來處理就好。 

視圖 
視圖是視覺化的模型。一般而言，視圖是應用程式負責用來呈現畫面、傳送聲音到喇叭、

產生有形回饋等行為的部分。Android UI 框架的圖形化部分（將在第 8 章介紹）是以 View 

的子類別樹方式實作而成的。以圖形來看，每個物件都表示螢幕上的一個矩形區域，然後

此矩形又完全位於由樹中父節點所表示的矩形內。這棵樹的根節點就是應用程式的視窗。 

為了示範方便，在我們假想的 MP3 播放器的顯示中，可能會包含一個用來顯示目前正在播

放的歌曲的專輯封面的元件。另一個視圖可能會顯示目前播放的歌曲的名稱，而第 3 個視

圖則包含播放、暫停和停止按鈕等子視圖。 

Android UI 框架藉由走訪視圖樹，要求每個元件以預先定義好的周遊順序（preorder 
traversal）來繪製本身，以實現螢幕繪圖。換句話說，每個視圖繪製自己，然後要求本身
的每個子代做一樣的事情。當整棵樹都被呈現出來時，作為葉節點的較小巢套元件（所以

會比較慢才被畫出來）會繪製在靠近根節點（最先被畫出來）的元件上面。 

視圖 控制器

重新繪製 按鍵點擊、螢幕觸碰等 

模型

更新變成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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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UI 框架實際上比這段簡短描述所講的要來得有效率多了。如果確定稍後會有子代

來繪製其父代視圖的區域，那麼 Android UI 框架將不會畫出相同的區域。繪製不透明物件

的背景只是在浪費時間。重新繪製視圖上未被更動的部分同樣也是浪費時間的事。 

控制器 
控制器是應用程式用來回應外部動作的部分，這些動作包括：鍵盤輸入、螢幕觸碰、電話

來電等。以事件佇列（event queue）的形式實作。每個外部動作在佇列中都以唯一的事件
來表示。Android UI 框架會按照順序從佇列中取出每個事件，並加以分派。舉例而言，當

使用者在電話上點擊了某個按鈕，Android 系統便會產生一個 KeyEvent，並將之新增到事

件佇列中。最後，在佇列中順序位於前面的幾個事件被處理完畢之後，KeyEvent 便會被取

出佇列，並作為呼叫目前選取之 View 的 dispatchKeyEvent 函式的參數。 

一旦事件被分派給具有焦點的元件之後，該元件便可能會採取適當的動作，來改變程式的

內部狀態。舉例而言，在 MP3 播放器的應用程式中，當使用者觸碰螢幕上的播放/暫停按

鈕，然後事件被分派到該按鈕的目標時，處理常式的函式可能會更新模型以便繼續播放先

前所選取的歌曲。 

本章將會介紹如何建構 Android 應用程式的控制器。 

整合在一起 
現在我們已經具備描述完整的 UI 系統所需的全部觀念了。當外部動作發生時（使用者捲

動、拖曳或點擊了按鈕；來了一通電話；或者  MP3 播放器抵達了播放清單的結尾），

Android 系統會將表示該動作的事件加入到佇列中。最後，該事件會被取出佇列（先進先

出）並分派給適當的事件處理常式。該處理常式（通常是由你撰寫的，作為應用程式的一

部分）會藉由通知模型說狀態已經被變更了來回應該事件。模型會做出適當的動作。 

模型中幾乎任何的變化都需要在視圖中有對應的改變。舉例而言，在回應按鍵點擊事件

時，EditText 元件必須在插入點顯示最新輸入的字元。同樣地，在電話簿應用程式中，點

擊某個聯絡人將會導致該聯絡人被反白，而之前反白的聯絡人則會變成沒有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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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模型在更新自己的狀態時，幾乎可以確定同時也會改變目前的顯示，以反射內部的變

化。為了要更新顯示，模型必須通知 UI 框架有部分的顯示現在已經失效了，必須要被重新

繪製。重新繪製的要求實際上與被加入到相同的框架事件佇列（剛才持有的是控制器的事

件）中的其他事件無異。重新繪製事件會按照順序處理，就跟任何其他的 UI 事件一樣。 

最後，重新繪製事件會從佇列中被移除並分派。重新繪製事件的處理常式就是 View。視圖

樹會被重新繪製；每個視圖都必須負責呈現繪製動作發生時的當下狀態。 

要讓這一切更具體一點，我們可以探索這個假想的 MP3 播放器應用程式的生命週期： 

1. 當使用者觸碰螢幕上的播放/暫停按鈕圖示時，Android UI 框架會建立包含了觸碰座標

的新 MotionEvent 事件。Android UI 框架會將此新事件加入到事件佇列的最後面。 

2. 如同第 173 頁的〈控制器〉介紹過的，當事件通過佇列時，Android UI 框架會將之取

出來，往下傳遞通過位於觸碰發生處的矩形範圍內的視圖樹，直到其葉節點 Widget。 

3. 因為按鈕 Widget 表示的是播放/暫停按鈕，所以應用程式的按鈕處理常式的程式碼會

告訴核心（模型）應該要繼續播放歌曲。 

4. 應用程式模型的程式碼會開始播放選定的歌曲。除此之外，還會送出重新繪製要求給 

UI 框架。 

5. 重新繪製要求被新增到事件佇列中，最終以第 172 頁的〈視圖〉所介紹的方式來處

理。 

6. 螢幕重新繪製播放按鈕成為播放狀態，一切再度完成同步。 

UI 元件物件（例如按鈕和文字方塊）實際上都會同時實作視圖和控制器的函式。這很合

理。當你新增 Button 到應用程式的 UI 時，會希望該按鈕出現在螢幕上，並且在使用者按

下時做出一些反應。雖然 UI 的這 2 個邏輯元素（視圖與控制器）是實作在同樣的物件內，

但是必須留意它們其實不會直接互動。舉例而言，控制器的函式永遠不應該直接改變顯

示。把顯示保留給實際會變更狀態為要求重新繪製的程式碼，並相信稍後針對呈現函式的

呼叫會允許該元件反射其新狀態。以這種方式來撰寫程式碼可以減少同步的問題，並有助

於保持程式強健而且沒有 bug。 

關於 Android UI 框架還有一件需要特別提醒的事：它是單一執行緒的。單一執行緒會從事

件佇列取出事件，讓控制器回呼並呈現視圖。基於好幾個原因，這一點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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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執行緒 UI 的最簡單結果，就是並不需要使用 synchronized 來進行阻斷，以協調視圖

與控制器之間的狀態。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最佳化。 

單一執行緒 UI 的另一個優點，就是應用程式可以保證事件佇列中的每個事件都會被完整地

處理，而且按照這些事件被加入到佇列中的順序。這看起來似乎沒什麼特別的，但是這暗

示著可以讓撰寫 UI 程式變得更為簡單。當某個 UI 元件被呼叫來處理事件時，可以保證在

此元件返回之前，其他的 UI 處理都不會運作。舉例而言，這意味著要求多次變更程式狀態

的元件（每個狀態都會引發對應的要求，造成螢幕被重新繪製）會保證直到已經完成處

理、執行了所有的更新並返回之前，其重新繪製動作都「不會」啟動。簡單地說，UI 回呼

是不可部分完成的。 

第 3 個要記住的理由是，單一執行緒是從 UI 事件佇列中取出與分派事件，假使你的程式碼

會讓此執行緒動彈不得，那麼你的 UI 將會凍結住！如果元件對於事件的回應很單純（例如

只是變更變數的狀態、建立新的物件等），那麼對於在主要的事件執行緒上進行這樣的處

理就顯得非常正確了。另一方面，如果處理常式必須從遙遠的網路服務取得回應，或者執

行複雜的資料庫查詢，那麼直到該要求完成為止，整個 UI 將會變得無法回應。這絕對不是

良好的使用者經驗！執行起來很耗時的任務必須要委派到另外的執行緒，我們將在第 195 

頁的〈進階程式設計：焦點與執行緒〉中介紹。 

組合圖形化介面 
Android UI 框架同時提供了用來建構 UI 的完整繪製工具，以及基於這些工具預先建置好的

豐富元件集合。如同我們將在第 8 章看到的，此框架的圖形工具針對需要建立自己的控制

項或者呈現特殊視圖的應用程式，提供了大量的支援。另一方面，許多應用程式光是運用

這 套 工 具 組 中 的 現 成 視 圖 ， 就 可 以 運 作 得 很 好 。 ListView、 MapActivity 和 

MyLocationOverlay 類別使得建立極度複雜的應用程式卻完全無須進行任何自訂的繪製變得

可能。 

我們已經使用過「Widget」這個詞彙好幾次了，卻尚未明確給出定義。回想一下以元件樹

呈現的畫面。在 Android UI 框架中，這些元件都是 android.view.View 的子類別。這些視

圖（都是葉節點或者接近葉節點）會進行大部分的實際繪製工作，而且通常都可以稱之為 

Widget（在應用程式 UI 的例子裡）。如前所述，Widget 通常都同時實作了控制器和視圖

的功能。 

內部節點，有時候稱之為容器視圖（container view）是可以擁有其他元件當作子代的特殊
元件。在  Android UI 框架中，容器視圖是  android.view.ViewGroup 的子類別，而 

android.view.ViewGroup 本身當然也是  View 的子類別。一般而言，容器視圖不太進行繪

製。相反地，它們負責在螢幕上排列子視圖，並且在視圖的形狀、方向等條件改變時，也

保持其排列的整齊性。這是一件相當複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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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複雜的顯示，你需要針對想要在應用程式當中使用的視圖，組合出一棵容器樹。範

例 6-1 示範的應用程式擁有深度為 3 層的視圖樹。垂直線性佈局裡面包含了 2 個水平線性

佈局。然後每個水平佈局又包含 2 個 Widget。 

範例 6-1  複雜的視圖樹 

package com.oreilly.android.intro;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graphics.Color;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Gravity; 
import android.view.ViewGroup;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import android.widget.LinearLayout; 
 
public class AndroidDemo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LinearLayout roo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tate) { 
        super.onCreate(state);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 containerParams 
            = new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 
                ViewGroup.LayoutParams.FILL_PARENT, 
                ViewGroup.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0.0F);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 widgetParams 
            = new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 
                ViewGroup.LayoutParams.FILL_PARENT, 
                ViewGroup.LayoutParams.FILL_PARENT, 
                1.0F); 
 
        root = new LinearLayout(this); 
        root.setOrientation(LinearLayout.VERTICAL); 
        root.setBackgroundColor(Color.LTGRAY); 
        root.setLayoutParams(containerParams); 
 
        LinearLayout ll = new LinearLayout(this); 
        ll.setOrientation(LinearLayout.HORIZONTAL); 
        ll.setBackgroundColor(Color.GRAY); 
        ll.setLayoutParams(containerParams); 
        root.addView(ll); 
 
        EditText tb = new EditText(this); 
        tb.setText(R.string.defaultLef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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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setFocusable(false); 
        tb.setLayoutParams(widgetParams); 
        ll.addView(tb); 
 
        tb = new EditText(this); 
        tb.setText(R.string.defaultRightText); 
        tb.setFocusable(false); 
        tb.setLayoutParams(widgetParams); 
        ll.addView(tb); 
 
        ll = new LinearLayout(this); 
        ll.setOrientation(LinearLayout.HORIZONTAL); 
        ll.setBackgroundColor(Color.DKGRAY); 
        ll.setLayoutParams(containerParams); 
        root.addView(ll); 
 
        Button b = new Button(this); 
        b.setText(R.string.labelRed); 
        b.setTextColor(Color.RED); 
        b.setLayoutParams(widgetParams); 
        ll.addView(b); 
 
        b = new Button(this); 
        b.setText(R.string.labelGreen); 
        b.setTextColor(Color.GREEN); 
        b.setLayoutParams(widgetParams); 
        ll.addView(b); 
 
        setContentView(root); 
    } 
} 

請留意這段程式碼保存了指向此視圖樹根節點的參照，以供後續使用。 

本範例使用了 3 個 LinearLayout 視圖。LinearLayout 正如同其名稱所暗示的，是一種會將

子代顯示成一行或一列（由方向屬性決定）的視圖。子代視圖的顯示順序會跟它們被「加

入」到 LinearLayout 中的順序一樣（而不是它們被「建立」的順序），方向是西方讀者所

公認的：由左到右，由上到下。舉例而言，標示為「Green」的按鈕會位於此佈局的右下

角，因為它是第 2 個被加入到水平 LinearLayout 視圖的東西，因此也會是第 2 個被加入到

根節點（水平 LinearLayout 視圖）的東西。 

圖 6-2  展示了使用者可能會看到的結果。整棵樹中 7 個視圖的結構如圖 6-3 所示。 

Android 框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功能，可以將資料資源與程式碼分隔開來。這對於建構視圖

佈局來說尤其有用。前面的範例可以利用範例 6-2 令人吃驚的簡化版程式碼，搭配範例 6-3 

的視圖佈局 XML 定義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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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在檢視工具中看到的面板 

 

圖 6-3  視圖中的面板階層 

範例 6-2  使用佈局資源的複雜視圖 

package com.oreilly.android.intro;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 
 * Android UI 範例程式 
 */ 
public class AndroidDemo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LinearLayout root;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tate) { 
        super.onCreat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root = (LinearLayout) findViewById(R.id.root); 
    } 
} 

LinearLayout
（垂直） 

LinearLayout
（水平） 

LinearLayout
（水平） 

文字文字 紅色按鈕 綠色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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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3  複雜視圖佈局資源的 XML 定義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id="@+id/roo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lt_gray"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LinearLayout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gray"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EditText 
            android:id="@+id/text1" 
            android:text="@string/defaultLeftText" 
            android:focusable="false"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weight="1"/> 
 
        <EditText 
            android:id="@+id/text2" 
            android:text="@string/defaultRightText" 
            android:focusable="false"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weight="1"/>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dk_gray"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1" 
            android:text="@string/labelRed" 
            android:textColor="@drawable/re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weight="1"/>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2" 
            android:text="@string/labelGreen" 
            android:textColor="@drawable/green"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weight="1"/>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180│第六章 
 

此版本的程式碼就跟第 1 版一樣，保存了指向視圖樹根節點的參照。藉由碰觸其 XML 佈

局中 Widget（在本例中是 LinearLayout）的 android:id 標記，然後使用 Activity 類別的 

findViewById 函式即可復原其參照。 

使用資源來定義視圖樹是一項非常好的習慣。這麼做可以讓你將視圖的視覺化佈局與對應

的程式碼分隔開來。你可以修補螢幕的佈局而無須重新編譯。不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使

用工具來建構 UI，讓你透過視覺化 UI 編輯器來組合螢幕。 

在 Google I/O 2011 大會中，Android 工具團隊介紹了令人興奮的全新佈局編輯器。

甚至可以預覽動畫和開發人員建立的視圖；大部分的開發人員應該都不需要檢視 XML

（保持程式碼的獨立性）即可重新調整視圖的佈局。 

連結控制器 
第 175 頁的〈組合圖形化介面〉示範了擁有 2 個按鈕的視圖。雖然那些按鈕看起來很不錯

（被點擊時甚至會反白），但是卻沒有什麼用處。點擊那些按鈕實際上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第 173 頁的〈控制器〉講解了 Android 框架如何將外部動作（螢幕觸碰、按鍵點擊等）轉

譯成要加入到佇列中稍後傳遞給應用程式的事件。範例 6-4 示範了為其中一個按鈕新增事

件處理常式，讓它在被點擊時可以做一些處理。 

範例 6-4  連結按鈕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tate) { 
    super.onCreat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final EditText tb1 = (EditText) findViewById(R.id.text1); 
    final EditText tb2 = (EditText) findViewById(R.id.text2); 
 
    ((Button) findViewById(R.id.button2)).setOnClickListener( 
        new Button.OnClickListener() { 
            // mRand 是類別的資料成員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arg0) { 
                 tb1.setText(String.valueOf(mRand.nextInt(200))); 
                 tb2.setText(String.valueOf(mRand.nextInt(20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