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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App Inventor 零基礎入門班

1.1 App 開發的新領域：App Inventor

Google在 2013 年 I/O 大會上興奮的宣布：全世界使用 Android 系統的智慧型裝

置已經超過 9億台，在年底前被啟動的 Andr  oid 裝置數量更可望突破 10億台，

另外讓人刮目相看的是 Google Play的 App下載量也突破了 485億次。

cc  Google 2013 I/O 大會在舊金山盛大舉辦

Android 應用程式的開發目前衍然已經成為整個應用程式很重要的一環，許多人

都很希望能夠快速跨入開發的領域。但是過去在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時都必須

透過艱難的 Java 程式語言，讓很多開發者都望而卻步，難道沒有其他方法能夠

改變這個困境嗎？

1.1.1 最夯的行動裝置作業系統：Android

Android 單字的原意為「機器人」，Google 號稱 Android

是第一個真正為行動裝置打造的作業系統。Google 將 

Android 的代表圖示設計為綠色機器人，不但表達了字面

上意義，並且進一步的強調 Android 作業系統不僅符合環

保概念，更是一個輕薄短小但功能強大的作業系統。

Android 是一個以 Linux 為基礎的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主要用於行動設備，目

前由 Google持續領導與開發中。Android作業系統是完全免費，任何廠商都可以

不經過 Google 的授權隨意使用 Android作業系統，甚至進行修改。Android 作

業系統支援各種先進的繪圖、網路、相機、感測器等處理能力，方便開發者撰寫

各式各樣的應用軟體。市面上智慧型手機的型號及規格繁多，Android 開發的應

用程式可相容於不同規格的行動裝置，對於開發者來說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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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用拼塊拼出你的 App

1.1.2  全新的開發思維：App Inventor

您是否苦惱過到底要用什麼方式來進行 App 應用程式的開發呢？

直接使用原生程式碼的方法想必是許多人都感到無助而沮喪的，我們當然能理解

這個方式很好：它是最正統的開發方式，最能接觸每個功能的細節，也是最能控

制設備資源的方式 ... 沒錯，這些都沒有錯！但是一看到繁複的開發流程與難以下

嚥的程式內容，許多人都紛紛舉起白旗，或是在嚐試後敗下陣來。難道只有這條

路，沒有別的方法嗎？

App Inventor 的出現是這個問題的新解決方案，真的值得您來一探究竟！

App Inventor 的誕生

App Inventor 是由 Google 實驗室所發展用來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的開發平

台，它以不同以往的設計理念為號召，一推出即獲得許多人的注目。Google 

實驗室在 2012 年 1 月 1 日 將 App Inventor 整個計劃移交給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行動學習中心維護，並堅持維持免

費及開放原始碼的精神繼續運作。

App Inventor 的開發優勢

App Inventor 的設計理念是以拼圖式方塊來撰寫程式，強調視覺引導，好學易

用，而且功能強大。App Inventor 將所有程式與資源都放在網路雲端上，應用程

式設計者只要使用瀏覽器，即可透過網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開發的工作。

cc  App Inventor 的開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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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整合範例：縮放圖形

使用者拖曳 Slider 元件的移動桿會觸發 PositionChanged 事件，此事件會以參數 

thumbPosition 傳回移動桿所在位置的數值，若以此數值做為指定圖形的寬度，

則圖形就會隨移動桿的位置改變大小。

 ◤ 範例：縮放圖形

拖曳滑桿的移動桿，圖形會隨著移動桿的滑動而放大及縮小。(<ch02\ex_Slider.

zip>)

 » 介面配置

Image1

Label1

Slid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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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選取相片後會觸發 AfterPicking 事件，並且傳回使用者選取的相片路徑，

該路徑儲存於 Selection 屬性中，設計者可根據取得的相片路徑在本事件中做後

續處理。

要啟動 ImagePicker 元件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使用者直接點選  

ImagePicker 元件，系統就會開啟行動裝置的相簿讓使用者選取；第二種方式是

在程式拼塊中以 Open 方法啟動 ImagePicker 元件。Open 方法的作用相當於使

用者點選 ImagePicker 元件，會開啟行動裝置的相簿讓使用者選取。

7.1.3 整合範例：照相及選取相片
 ◤ 範例：照相機

程式執行後，螢幕上方顯示預設圖片。按 使用相機照相 鈕後會開啟行動裝置的

照相機，使用者照相後會將相片顯示於上方，下方則以紅色字體列出相片的儲存

路徑。

按 直接啟動選檔 鈕會開啟行動裝置相片檔案資料夾，顯示所有相片讓使用者選

取，使用者點選相片後，該相片會顯示於上方，下方則顯示相片的儲存路徑。

按 程式啟動選檔 鈕的效果與按 直接啟動選檔 鈕完全相同。 (<ch07\ex_Camera.

zip>)



7-5

07多媒體

建議使用實機執行

本範例的照相功能，必須在行動裝置上執行。

 » 介面配置

ButtonImage, Button 元件

ImagePicker1, ImagePicker 元件

ButtonCamera, Button 元件

Camera1

Image1

Label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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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通常是利用 TextBox 元件來輸入電話號碼，最理想的方式是在設計階段就核

選輸入電話號碼欄位的 TextBox 元件 NumbersOnly 屬性，這樣使用者就只能輸

入數字，避免後續處理的困擾。

取得電話號碼的另一種方式是與 PhoneNumberPicker 元件配合使用，使用者

可以由列表中選擇聯絡人後，再將傳回的電話號碼設定給 PhoneCall 元件的 

PhoneNumber 屬性即可。

13.2.2 使用模擬器打電話

開發有關撥打電話的應用程式時，一定要用手機才能測試應用程式功能是否正常

嗎？模擬器無法模擬打電話功能嗎？如果可以的話，模擬器的電話號碼為何？

事實上，模擬器可以模擬撥打電話的功能。只要在拼塊編輯頁面中按兩次 New 
emulator 鈕，就可以開啟兩個模擬器，然後利用這兩個模擬器互相撥打電話。
打電話必須要有電話號碼，模擬器的電話號碼是幾號呢？在模擬器左上角有個數

字，此數字就是模擬器的電話號碼，系統預設開啟的第一個模擬器電話號碼為

「5554」，第二個模擬器電話號碼為「5556」，依此類推。

按兩次此鈕，產生兩個模擬器

第一個模擬器電話號碼 第二個模擬器電話號碼

以電話號碼 5554 模擬器打電話給 5556 模擬器為例：首先按 5554 模擬器桌面下

方的白色電話按鈕進入撥打電話頁面，在撥打電話頁面以模擬器的數字按鈕輸入

電話號碼「5556」，按下方綠色電話按鈕即可撥出電話，下圖最右方就是撥打電

話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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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 5556 模擬器會顯示「Incoming call」表示有來電，向右拖曳下方綠色電話

就可接聽 (按紅色電話表示拒接 )，下圖中間為接聽電話圖示。當然，這是模擬撥

接電話，並不能真正通話。若要切掉通話，任一個模擬器按控制面板中的紅色電

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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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擬器發簡訊

與撥打電話相同，開發應用程式時也可以使用模擬器來模擬收發簡訊，這樣還可

節省大筆在實機發送簡訊的費用。開啟兩個模擬器後，以 5554 模擬器發送一則

簡訊給 5556 模擬器為例：在 5554 模擬器桌面按  鈕，於程式集中按簡訊  

鈕，於 Messaging 頁面按 New message 項目。

輸入電話號碼及簡訊內容後按 Send 鈕就發送簡訊，5554 模擬器會建立已發送的

簡訊表列供查詢，在 5556 模擬器桌面按  鈕，於程式集中按簡訊  鈕，就可

查看收到簡訊的內容。

輸入電話號碼

輸入簡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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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整合範例：電話及簡訊

撥打電話及發送簡訊功能都要使用電話號碼，呼叫執行的方法也類似。電話號碼

可由使用者自行輸入，也可由 PhoneNumberPicker 元件顯示的聯絡人表列中點

選取得。

收到簡訊後會觸發 Texting 元件的 MessageReceived 事件，可在此事件中處理

收到簡訊後事宜，例如回傳簡訊告知已收到簡訊等。

 ◤ 範例：撥打電話及收發簡訊

如果未輸入電話號碼就按 撥打電話 鈕，將不會執行撥打電話動作，並在下方以

紅色字體顯示錯誤訊息，讓使用者修正錯誤。電話號碼可手動輸入 (左下圖 )，也

可先按右方  鈕，再於表列中選取聯絡人，系統會將該聯絡人的電話填入 電話

號碼 欄 (右下圖 )，然後再按 撥打電話 鈕就可撥出電話。

 手動輸入電話號碼  由表列選取聯絡人 

若未輸入電話號碼或簡訊內容就按 發送簡訊 鈕，將不會發送簡訊，下方會以紅

色字體顯示錯誤訊息，讓使用者修正錯誤。如果輸入電話號碼及簡訊內容後按 發

送簡訊 鈕，就會發送簡訊，並在下方顯示傳送成功訊息。當收到簡訊時，若核選 

自動回復 項目，系統會自動發一通簡訊告知原發送者已收到簡訊；若核選 駕駛

途中 項目，系統也會自動發一通簡訊，告知原發送者目前正在開車，稍後再處理

這則簡訊。當 駕駛途中 項目核選時，即使未核選 自動回復 項目，仍會自動發出

簡訊。(<ch13\ex_PhoneTexting.z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