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動開發的未來 

Yes，你會想要閱讀這本書，代表你對 App 開發有很大的興趣。的確，「行動

開發」已從原本應用於個人及娛樂用的 App，跨入了企業應用的領域。例如: 各大

銀行已提供了行動銀行 App，讓不同平台的使用者都能很快速且方便地透過手機、

平板來使用網路銀行的服務；零售及服務業提供了行動裝置專用的輔助銷售 App，

例如房仲業者讓業務同仁可以第一線在現場提供客戶更專業及即時的房屋資訊; 

企業內許多 BI 及報表系統，讓主管即使出差在外，也能透過行動裝置即時查詢目

前銷售或業務狀況以輔助決策。身為軟體專業人員的你，也需要開始了解並評估 

「行動裝置開發」。 

開發行動應用，通常採取兩種策略 – 為行動裝置設計的 Web 及原生 App，其

使用的技術及應用的情境也不同，採用原生 App 開發大都是因考量了需連線/離線

時皆能存取、效能最佳化、以及針對不同平台硬體想要有較佳的 UX 使用者操作經

驗; 再者面對網友及一般消費者的 B2C 應用則要考量到上架到各平台的 App 市集 

(Windows、iOS、Android)以接觸到廣大的目標客戶族群，這些新的開發技術對於

已熟悉企業應用的開發者是一大挑戰。 

邁向跨平台 App 開發 - .NET 開發者的路更廣 

透過  Xamarin 開發套件，讓  .NET/C# 開發者的路更廣! 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及 C# 開發環境開發各行動平台 (Windows/iOS/Android) 的 App，而且執

行效能一樣好，讓使用 .NET 技術開發企業應用者，用既有的投資及熟悉的技術

快速進入 App 開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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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第一次接觸 Xamarin 這個技術時，著實讓我驚艷! 看到了在熟悉的 Visual 

Studio 開發工具中，用拖拉點選的方式設計不同平台 App 的 UI 及表單，寫的程式

碼也是熟悉的 C# 語法，包括企業開發常用的資料存取、呼叫 Web Services、引用

函式庫、資料圖表這些功能，都能很容易地在上面實現，包括比較新的 .NET 技術，

如 Web API、SignalR 即時通訊技術也都能整合應用；若是版本管控及專案管理，

可直接使用熟悉的團隊開發平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或是雲端版 Visual Studio 

Online ，而且一些常用的  App 服務，例如即時推撥訊息到用戶端  (Push 

Notification)、或是 App 後端要接一個資料源或是進行身份驗證、如企業 AD 驗證

都可整合運用微軟的雲端平台 Azure 提供之 Mobile Services 服務。另一個重點

是，Xamarin 可以透過共用程式碼的方式實現跨平台 App 開發，讓你共用邏輯層

的程式，在 3.0 版也加強了 UI Control 的共用性，真正達到跨平台原生 App 開發，

讓開發者能用最省力省時的方式，一次開發多個平台的 App! 

此書的作者 Terry 及 Ben 在軟體開發領域已有多年的實務經驗，然而 App 開

發領域算是新興技術，有一本書能將 Visual Studio + C# + Xamarin 的跨平台 App

開發技術從入門到實務，結合了常用的 App 開發技術使用方法，帶領企業開發者

進入行動 App 開發的新世界! 

 

 

吳典璋 Dann Wu 
台灣微軟 開發工具暨平台推廣處 資深產品行銷經理 

 



 

 

 
 
 
 
 

iOS/Android/Windows Store 
App 跨平台實戰 

20-1 Xamarin 跨平台開發實戰 － 使用 File Link/ 

Project Linker 

本節我們用各個平台的 HelloWorld 範例來說明 File Link/ Project Linker 的

使用方式。 

 Android 專案： 

1. 開啟 Visual Studio，建立一個 Andorid Application 專案並命名為"FileLink.Droid"，

方案名稱命名為 "ch20_4_1"。如下圖所示： 

 

 圖 20-1 

20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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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設的 Android Application 專案有一個按鈕控制項，當使用者點擊按鈕後，會

累計使用者點擊的次數並變更按妞的文字，其按鈕點擊的事件處理程式如下： 

button.Click += delegate { button.Text = string.Format("{0} clicks!", count++); }; 

 
執行結果如右圖所示： 

 

 圖 20-2 
 

3. 在 FileLink.Droid 專案

中點擊滑鼠右鍵＝＞

加入＝＞類別。並將類

別命名為 "Utility.cs"，

如右圖所示： 

 

 

 圖 20-3 
 

在 Utility 類別中撰寫程式碼如下：依照使用者點擊按鈕的次數回傳不同的訊息。 

    class Utility 

    { 

        int count=0; 

 

        public string AddCount() 

        { 

            count++; 

            if (count >10 && count < 20) 

                return string.Format("您已經點了{0} 次! 快到達目標囉!!",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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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ount >= 20) 

                return string.Format("您已經點了{0} 次! 點擊數達到目標", count); 

 

            return string.Format("您已經點了{0} 次!", count); 

        } 

    } 

 

4 回到 Activity1.cs，將程式碼修改如下： 

//宣告Utility類別的物件實體 

var util = new Utility(); 

 

//透過Utility.AddCount方法回傳訊息給按鈕控制項 

button.Click += delegate { button.Text =util.AddCount(); }; 

 

5. 執行結果如右圖所示： 

  

 圖 20-4 

接下來我們要在其他專案中共用 Utility 類別。 

 iOS 專案： 

1. 在方案  "ch20_4_1" 中點

擊滑鼠右鍵＝＞加入＝＞

新增專案。並將專案名稱

命名為 FileLink.iOS，如右

圖所示： 

 

 

 圖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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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FileLink.iOS 專案點擊滑鼠右鍵

＝＞加入＝＞現有項目。選擇我們

剛 剛 在 Android 專 案 中 新 增 的

Utility.cs，然後在「加入」鈕右邊的

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加入做為連

結」，如右圖所示： 
 

 圖 20-6 
 

加入後，會發現檔案左邊的圖示呈

現藍色的箭頭，與一般檔案的圖示

不同。這個圖示表示該檔案為連結

的檔案。如右圖所示： 

 

 

 圖 20-7 

我們可以檢視此連結檔的屬性，其路徑是指向 FileLink.Droid 下的 Utility.cs，如

下圖所示： 

 

 圖 20-8 

3. 開啟預設的 MyViewController.cs。由於 Utility 類別是寫在 Android 的專案中，

要在另一個專案中使用，必須引入該類別所屬的名稱空間，因此我們加入名稱

空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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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FileLink.Droid; 

 

4. 接著找到指定按鈕寬度的程式碼，預設的寬度是 200，將它改到 300 才能顯示

所有的訊息。 

float buttonWidth = 300; 

 

5. 在 ViewDidLoad 事件中，宣告變數 Util 為 Utility 類別的物件實體。 

//宣告Utility物件 

var Util = new Utility(); 

 

6. 在按鈕的 TouchUpInside 事件處理中，呼叫 Utility 的 AddCount()方法來顯示我

們想要呈現的資訊。 

button.TouchUpInside += (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呼叫AddCount方法取得顯示訊息 

button.SetTitle(Util.AddCount(), UIControlState.Normal); 

}; 

 

7. 開啟 FileLink 的專案屬性，在 iOS Application 頁填入相關資訊。如圖 20-9 所示。 

8. 執行專案，結果如圖 20-10。 

 圖 20-9 

 

 圖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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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Phone 專案： 

1. 在方案 "ch20_4_1" 中點擊滑鼠右鍵＝＞加入＝＞新增專案。並將專案名稱命

名為 FileLink.WP，如下圖所示： 

 

 圖 20-11 

2. 在 MainPage 上拖曳 1 個

按鈕，如右圖所示： 

 

 

 圖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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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按鈕的初始內容以及名稱： 

<Button x:Name="Button1"  Content="Click Me" HorizontalAlignment="Left"  

 Margin="10,238,0,0" VerticalAlignment="Top" Width="420" Click="Button_Click"/> 

 

4. 如同 FileLink.iOS 專案，在專案中加

入 Utility.cs 的連結檔，如右圖所示： 

 

 

 圖 20-13 

5. 雙擊按鈕，Visual Studio 會在 MainPage.xaml.cs 中建立按鈕的點擊事件。 我們

先引用 FileLink.Driod 的名稱空間。 

using FileLink.Droid; 

 

接著宣告 Utility 類別的物件實體 

//宣告Utility類別的物件實體 

Utility Util = new Utility(); 

 

最後在按鈕點擊事件中呼叫 Util.AddCount()方法。 

//按鈕點擊事件處理 

private void 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 

Button1.Content = Util.AddC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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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執行專案並檢視結果： 

 

 圖 20-14 

上面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將我們的

商業邏輯（依據不同的按鈕點擊次數來顯示不

同的訊息）透過 File Link 的方式在不同平台

的專案中共用。但真正專案或產品中的商業邏

輯是複雜的，不是少數幾個類別或檔案便能解

決。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或數個獨立的類別庫專

案來存放商業邏輯的類別庫。在這樣的狀況

下，手動為每個專案增加共用的檔案連結將耗

費許多的時間，而且當原本專案中用來共用的

檔案有異動（更名或刪除），其他平台所連結

到的共用檔案並不會去同步。Visual Stduio 的

擴充套件 Project Linker 正是為了解決這樣的

問題而產生。它讓使用者選擇來源專案與目的

專案，即時的將來源專案的檔案或資料夾異

動，同步到目的專案當中。 

讀者可以使用搜尋引擎搜尋  "project linker"，便能找到此擴充套件的網

站。但由於 Project Linker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更新了。目前最新的版本只支援到

Visual Studio 2012。為了要讓 Project Linker 可以支援 Visual Studio 2013，我們

需要手動進行安裝檔的調整。請參考以下步驟： 

1. 至官方網站下載 ProjectLiner 擴充套件，下載下來的檔案名稱為"projectlinker.vsix"。 

2. 將副檔名更改為.zip 檔並解壓縮。 

3. 使用文字編輯器開啟 "extension.vsixmanifest" 檔案，找到底下這行，將 Version

的值從 "11.0" 改成 "12.0"。 

<InstallationTarget Id="Microsoft.VisualStudio.Pro" Version="12.0" /> 

 

4. 重新將檔案壓縮成.zip 檔並將副檔名改回.v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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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雙擊 projectlinker.vsix 進行安裝。 

安裝好 Project Linker 之後，我們便可以來進行測試 Project Linker 的運作

方式，以下舉例供讀者參考，由於並非實際可執行的專案，因此不附在本書中： 

1. 新增 1 個 Visual Studio 的 C#類別庫專案並命名為 Test.Core。將方案名稱更改為

TestProjectLinker。如下圖所示： 

 

 圖 20-15 

2. 在 Test.Core 專案中新增資料

夾及檔案，請參考右圖： 

 

 

 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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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TestProjectLinker 方案中，再新增 1 個專案，此處以 Test.WP 為例，如下圖所

示： 

 

 圖 20-17 

4. 在 Test.WP 專案點擊滑

鼠右鍵＝＞Add project 

link。如右圖： 

 

 

 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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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會帶出 Project Linker 的視窗，讓您選擇

來源專案，此處選擇 Test.Core，如圖 20-19：

 

 圖 20-19 

5. 選擇後，會自動將 Test.Core 專案中的檔案

及 資 料 夾 以 連 結 的 方 式 自 動 加 入 到

Test.WP 專案中，而且當您變更 Test.Core

的目錄結構或檔案名稱時，Project Linker

都會即時的同步更新。 

 

 圖 20-20 

 
以上是透過 File Link 以及 Project Linker 的方式共同程式碼。這種方式非常

方便，幾乎沒有學習成本。但必須注意的是，共用的類別是否能讓多個平台都

支援，例如在共用的類別中使用了 ADO.NET，並在 Windows Phone 專案中連

結了共用檔案，將會發生編譯錯誤的狀況。因為 Windows Phone 並不支援

ADO.NET。諸如這樣的狀況，可以透過條件式編譯的方式指定哪些程式碼在哪

些專案中才進行編譯，但如果大量使用條件式編譯，並不符合我們對共用程式

碼的期望。這點在使用 File Link，Project Linker 時必須注意。 

20-2 Xamarin 跨平台開發實戰－使用 PCL 

本節我們使用 1 個 SQLite 資料庫存取的範例，在 Windows Phone（8.0）、

Windows 8.1 Store App、Android 以及 iOS 等平台上參考 PCL 專案來進行跨平

台開發。此範例實現 1 個簡單的工作清單存取，使用者可以新增、修改、刪除

及列出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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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L 專案： 

1. 開啟 Visual Studio，建立 1 個可攜式類別方案，方案名稱為 Ch20_5_1， 專案名

稱為 ToDo.PCL，如下圖所示： 

 

 圖 20-21 

接著選擇目標平

台，如右圖所示： 

 

 

 圖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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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專案上點擊滑鼠右鍵=>管理 NuGet 套件，搜尋 SQLite.NET PCL 並進行安裝。

如下圖所示： 

 
 圖 20-23 

3. 刪除建立專案時預設所產生的 class1.cs，並建立 1 個新的類別，命名為

ToDoItem.cs 

 

 圖 20-24 

4. 在類別中加入以下命名空間的引用： 

//加入必要的名稱空間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QLite.Net.Attributes; 

using System.Runtime.CompilerServices; 

 

5. 宣告ToDoItem類別並實作 InotifyPropertyChanged介面，以支援使用DataBinding

進行繫結。並提供 PropertyChanged 事件，在屬性值變動時通知 UI 更新繫結對

象的顯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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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ToDoItem 類別定義以下屬性： 

 ID：資料表的主鍵欄位，透過加上 PrimaryKey 屬性以及 AutoIncrement

屬性設定為自動成長。 

 CreateDate：資料建立日期欄位。 

 Item：工作事項的內容。 
 

請參考以下程式碼： 

public class ToDoItem : INotifyPropertyChanged 

    { 

        //ID欄位為PK, 並設定為自動成長 

        [PrimaryKey,AutoIncrement] 

        public int ID { get; set; } 

 

        //日期欄位 

        public DateTime CreateDate { get; set; } 

 

        //工作項目欄位,支援屬性變更通知 

        private string _item; 

        public string Item 

        { 

            get { return _item; } 

            set { _item = value; OnPropertyChanged(); } 

        } 

 

        //宣告屬性變更事件及觸發事件 

        public event PropertyChangedEventHandler PropertyChanged; 

 

        public void OnPropertyChanged([CallerMemberName] string propertyName = "") 

        { 

            if (PropertyChanged != null) 

            { 

                PropertyChanged(this, new PropertyChangedEventArgs(propertyName)); 

            } 

        } 

    } 

 

在上述程式碼中，我們使用 CallerMemberName 來避免每次都要明確指定屬性

名稱所可能導致的錯誤（例如屬性名稱輸入錯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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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增 1 個類別並命名為 Database。此類別主要負責 ToDoItem 資料的相關資料庫

存取操作。首先一樣引入必要的名稱空間： 

//加入必要的名稱空間 

using SQLite.Net; 

using SQLite.Net.Interop; 

 

在類別層級宣告資料庫連線變數： 

//宣告資料庫連線變數 

private SQLiteConnection _dbConn; 

 

定義類別的建構子：第 1 個參數傳入實作 SQLite.NET PCL 的平台，目前支援

Windows Phone、Windows 8／8.1、Xamarin.Android、Xamarin.iOS 等 4 個平台。

第 2 個參數是存放資料庫檔的完整路徑。 

//初始化並建立資料庫 

public DataBase(ISQLitePlatform platform, string databasePath) 

{ 

    dbConn = new SQLiteConnection(platform, databasePath); 

    _dbConn.CreateTable<ToDoItem>(); 

} 

 

初始化 SQLiteConnection 物件後，建立 ToDoItem 的資料表。SQLite.NET PCL

會為類別的屬性進行對應並建立資料表。 

接著便是針對 ToDoItem 類別的相關資料庫操作： 

    //新增工作事項 

        public int AddItem(ToDoItem item) 

        { 

            return _dbConn.Insert(item);  

        } 

 

        //修改工作事項 

        public int UpdateItem(ToDoItem item) 

        { 

            return _dbConn.Update(item); 

        } 

 

        //刪除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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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int DeleteItem(ToDoItem item) 

        { 

            return _dbConn.Delete(item); 

        } 

 

        //取得所有工作事項 

        public List<ToDoItem> GetAllItems() 

        { 

            return _dbConn.Table<ToDoItem>().OrderByDescending(t => t.CreateDate).ToList(); 

        } 

 

        //取得單一工作事項 

        public ToDoItem GetToDoByID(int id) 

        { 

            return _dbConn.Table<ToDoItem>().Where(t => t.ID == id).FirstOrDefault(); 

        } 

 
至此，我們便完成了 ToDo.PCL 專案的所有程式碼。接下來是針對各個平

台來撰寫應用程式。 

 Windows 8.1 Store App 專案： 

1. 在 ch20_5_1 方案中，加入新的專案並命名為 ToDo.Win8，如下圖所示： 

 

 圖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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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以下 NuGet 套件：SQLite for Windows Runtime、SQLite.NET PCL – WinRT 

Platform、SQLite.NET PCL。如下圖所示： 

 

 圖 20-26 

3. 在專案中加入 ToDo.PCL

的專案參考： 

 
 

 圖 20-27 

4. 開啟 MainPage.xaml，並進行如下的佈局： 

<!--頁面資源--> 

<Page.Resources> 

        <ItemsPanelTemplate x:Key="ItemsPanelTemplate"> 

            <WrapGrid MaximumRowsOrColumns="10"/> 

        </ItemsPanelTemplate> 

  <!—ToDoItem的DataTemplate--> 

        <DataTemplate x:Key="ToDoItemTemplate"> 

            <StackPanel> 

                <TextBlock TextWrapping="Wrap" Text="{Binding Item}" Width="300" /> 

                <TextBlock Text="{Binding CreateDate}"/> 

            </StackPanel> 

        </DataTemplate> 

    </Page.Resources> 

    <Grid Background="{ThemeResource ApplicationPageBackgroundThemeBrush}"> 

        <Grid.RowDefinitions> 

            <RowDefinition Height="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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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wDefinition Height="*"/> 

        </Grid.RowDefinitions> 

        <TextBlock Text="工作項目清單" FontSize="40" Grid.Row="0" Margin="20,20,0,20"/> 

        <GridView x:Name="ItemsGrid" Grid.Row="1" ItemsPanel="{StaticResource 

ItemsPanelTemplate}"  

                  ItemTemplate="{StaticResource ToDoItemTemplate}"  

                  SelectionMode="None" Margin="20"  

                  ItemClick="ItemsGrid_ItemClick"  

                  IsItemClickEnabled="True" /> 

    </Grid> 

    <Page.BottomAppBar> 

        <CommandBar IsOpen="True"> 

            <AppBarButton Label="新增項目" Click="AppBarButton_Click"> 

                <AppBarButton.Icon> 

                    <SymbolIcon Symbol="Add"/> 

                </AppBarButton.Icon> 

            </AppBarButton> 

        </CommandBar> 

    </Page.BottomAppBar> 

</Page> 

 

上述的重點在於我們在 ToDoItem 的 DataTemplate 中繫結了 Item 跟 CreateDate

兩個欄位： 

<TextBlock TextWrapping="Wrap" Text="{Binding Item}" Width="300" /> 

<TextBlock Text="{Binding CreateDate}"/> 

 

顯示效果如下： 

 

 圖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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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啟 MainPage.xaml.cs，增加下列名稱空間： 

//引入必要的名稱空間 

using ToDo.PCL; 

using SQLite.Net.Platform.WinRT; 

using System.IO; 

using Windows.Storage; 

 

在類別層級宣告 DataBase 物件： 

//宣告DataBase物件 

private DataBase _database; 

 

在 OnNavigatedTo 事 件 處 理 中 ， 初 始 化 DataBase 物 件 ， 這 裏 透 過

ApplicationData.Current.LocalFolder.Path 取得隔離儲存區的路徑，並使用

Path.Combine()方法合併完整的資料庫檔路徑。強烈建議使用 Path.Combine()方

法，因為可能每個平台的路徑分隔字元都有所不同，此外，也需要注意檔案名

稱大小寫的問題。在 Android 以及 iOS 平台上，檔案的大小寫是有區隔的。最

後 呼 叫 _database.GetAllItems() 方 法 取 得 資 料 庫 的 所 有 項 目 並 指 定 給

ItemsGrid.ItemsSource。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NavigatedTo(NavigationEventArgs e) 

{ 

if (_database == null) 

     _database = new DataBase(new SQLitePlatformWinRT(), 

            Path.Combine(ApplicationData.Current.LocalFolder.Path, "Todo.db3")); 

             

     ItemsGrid.ItemsSource = _database.GetAllItems(); 

} 

 

按下 AppBar 中的新增按鈕後，會透過當前 Frame 的 Navigate()方法訪問

ToDoItemPage 頁面，而當使用者點擊 GridView 的工作項目後，會將工作項目

的 ID 做為參數帶到 ToDoItemPage 頁面 

//新增ToDoItem按鈕事件處理 

private void AppBar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28 

    ((Frame)Window.Current.Content).Navigate(typeof(TodoItem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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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GridView 項目進行工作事項修改 

private void ItemsGrid_ItemClick(object sender, ItemClickEventArgs e) 

{ 

    ((Frame)Window.Current.Content).Navigate(typeof(TodoItemPage), 

((ToDoItem)e.ClickedItem).ID); 

} 

 

6. 在專案中新增空白頁面並命名為 ToDoItemPage.xaml，如下圖所示： 

 

 圖 20-29 

7. 開啟 ToDoItemPage.xaml 並進行以下佈局： 

<Grid Background="{ThemeResource ApplicationPageBackgroundThemeBrush}"> 

        <Grid.RowDefinitions> 

            <RowDefinition Height="150"/> 

            <RowDefinition Height="*"/> 

        </Grid.RowDefinitions> 

        <TextBlock x:Name="TitleText" Text="新增工作事項" FontSize="40" Grid.Row="0" 

Margin="20,20,0,20"/> 

        <StackPanel Grid.Row="1"> 

            <TextBlock Text="工作事項" FontSize="20" Margin="20"/> 

            <TextBox Text="{Binding Item, Mode=TwoWay}" Margin="20,0,20,20" 

TextWrapping="Wrap" Height="100" AcceptsReturn="True"/> 

            <StackPanel Orientation="Horizontal" HorizontalAlignment="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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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 Content="刪除" HorizontalAlignment="Left" Margin="20,0,50,20" 

Click="DeleteButton_Click"/> 

                <Button Content="取消" HorizontalAlignment="Right" Margin="20,0,10,20" 

Click="CancelButton_Click"/> 

                <Button Content="儲存" HorizontalAlignment="Right" Margin="10,0,20,20" 

Click="SaveButton_Click"/> 

            </StackPanel> 

        </StackPanel> 

    </Grid> 

 

頁面呈現效果如下圖所示： 

 

 圖 20-30 

8. 開啟 ToDoItemPage.xaml.cs 並引入必要的名稱空間。 

//引入必要的名稱空間 

using SQLite.Net.Platform.WinRT; 

using ToDo.PCL; 

using Windows.Storage; 

 

9. 在類別層級進行變數宣告，分別是 DataBase 物件以及工作項目編號（ItemID）。 

//變數宣告 

private DataBase _database; 

private int itemID; 

 

10. 當頁面載入後，先初始化資料庫連線，接著判斷前一頁是否有傳來工作項目編

號的參數值，若沒有，則資料繫結來源即是新的工作項目。若前一頁有傳來工

作項目編號，則載入工作項目供使用者後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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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NavigatedTo(NavigationEventArgs e) 

{ 

  //初始化資料庫連線 

  if( _database==null) 

  _database = new DataBase(new SQLitePlatformWinRT(), 

  Path.Combine(ApplicationData.Current.LocalFolder.Path, "Todo.db3")); 

   

  //取得ItemID, 若前一個頁面並沒有傳遞參數, 則ID為0 

  itemID = e.Parameter == null ? 0 : (int)e.Parameter; 

 

  if (itemID == 0) 

   { 

     //若ID為0則新增工作項目 

               DataContext = new ToDoItem(); 

           } 

           else 

           { 

    //若ID不為0則取得該工作項目 

               DataContext = _database.GetToDoByID(itemID); 

           } 

     } 

 

工作事項的儲存，會依照是否為新的工作事項而呼叫 AddItem()方法或是

UpdateItem()方法。Result 變數用來取得資料庫操作所影響的資料筆數。若返回

的結果為 1 則表示僅新增或更新 1 筆資料。若結果為 0 或是大於 1，在我們的

範例中都是不正常的。應檢視程式碼是否有邏輯錯誤。 

若使用者取消操作，則直接呼叫當前 Frame 的 GoBack()方法返回前一頁。刪除

工作項目則是呼叫 DeleteItem()方法。 

  //儲存按鈕事件處理 

        private void Save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 

            var item = DataContext as ToDoItem; 

            item.CreateDate = DateTime.Now; 

 

            var result = 0; 

 

            if (item.ID == 0) 

            { 

                //新增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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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 =_database.AddItem(item); 

            } 

            else 

            { 

                //更新工作事項 

                result =_database.UpdateItem(item); 

            } 

 

            //若新增或更新工作事項成功, 則回到前頁面 

            if (result == 1 ) 

                ((Frame)Window.Current.Content).GoBack(); 

        } 

 

        //取消按鈕事件處理 

        private void Cancel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 

            //回到前頁面 

            ((Frame)Window.Current.Content).GoBack(); 

        } 

 

        //刪除按鈕事件處理 

        private void Delete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e) 

        { 

            var item = DataContext as ToDoItem; 

 

            if (item.ID != 0) 

                _database.DeleteItem(item); 

 

            ((Frame)Window.Current.Content).GoBack(); 

        } 

 

11. 由於 Windows 8 的設備以 X86 架構以及 ARM 架構（RT）的 CPU 為主，因此

在執行前必須開啟組態管理員，在 ToDo.Win8 的平台中，將 Any CPU 改為 x86

或是 ARM。 

 

 圖 2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