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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APP專題：打雪怪遊戲

6.3  打雪怪遊戲設計
在這一章中，我們選擇一個難度不高，但介面卻非常吸引人的專題「打雪怪遊戲」

當做讀者初次嘗試專題的體驗。同時為了讓讀者學習更順利，先花了一些篇幅探

討本專題使用的元件。

6.3.1 專題發想

「打雪怪遊戲」仍然保持打地鼠遊戲的架構，但整個遊戲場景是在冰天雪地中，

月夜裡雪人會不斷出沒。遊戲者必須以最敏捷的動作，正確擊中從地洞中突然冒

出的雪人，否則雪人隨時又會立即鑽入地洞中。

6.3.2 專題總覽

按下 Start 按鈕開始計時 60秒，得分從 0 開始。遊戲進行中雪人會不斷出沒，

如果您擊中雪人得分會加 10 分。

專題路徑：<ch06\mypro_MouseGame.aia>

  

建議使用實機執行

這個專題在實機執行時，觸控的效果極佳，然而在模擬器上執行時觸控的效果卻

不如預期，建議您在實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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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生活照心情塗鴉設計
這一個專題，我們以 Canvas 為主軸，先照一張相片當作 Canvas 的背景圖，然

後在 Canvas 塗鴉，除了探討 Canvas 繪圖基本功能，同時也對 Canvas 的拖曳

做更多的應用。

8.3.1 專題發想

在喜愛 (或厭惡 ) 的相片上塗鴉或惡整，或是加上心情圖示，一直是很好的創意。

當熟悉 App Inventor 2 後，就會愈來愈有那股念頭，想要用它來寫個類似的功

能。第一個選項當然是 Canvas，因為它有繪圖功能，也可以從照相機中立即拍

照取得背景圖，或是從相簿中選取相片當作背景圖。最好也能加入一些心情圖示，

記錄相片的時空背景或拍攝地點，最後再將它存檔，並也分享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8.3.2 專題總覽

程式開始會以 Notifier 對話方塊告訴使用者，即將打開照相機，請拍一張相片當

作 Canvas 的背景圖。

專題路徑：<ch08\mypro_LineCamera.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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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按  開啟相簿，選擇一張相片當作塗鴉的背景圖，然後選擇畫筆的顏色
和粗細，以及繪圖的模式，開始在 Canvas 繪圖，如果沒畫好也沒關係，可清除

後再重繪，您也可以在中途按  打開照相機，重新再照一張相片當作背景圖。

  

當作品完成之後，可以選擇將它存檔，預設的存檔路徑是 </storage/sdcard0/My 

Documents/Pictures>，檔名系統會自動命名，下圖為完成後存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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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電子羅盤設計
當觸發 OrientationChanged 事件，會傳遞 Pitch、Roll 及 Azimuth 等 3 個參數。

Pitch 和 Roll分別代表 X、Y軸方向旋轉角度，也比較容易了解。而 Z軸方向旋

轉角度 Azimuth則比較抽象。

電子羅盤就是電子式的指南針，使用電磁感測器原理，可以辨別方向，這個專題

我們以電子羅盤來呈現，讓讀者對 Azimuth 參數有更深入的了解。

9.3.1 專題發想

只要能夠善用 OrientationSensor 元件的 Azimuth 參數，我們就可以製作一個電

子羅盤。

9.3.2 專題總覽

本範例請將手機平放並依 Z軸方向旋轉，左下圖為手機朝向北方 (N)，此時方位 

(Azimuth)值接近 0 (或 360)；右下圖將手機順時針旋轉方位接近 900，手機的上

方即為東方 (E)，因此左方為北方 (N)。

專題路徑：<ch09\mypro_Compass.aia>

  

必須使用實機執行

因本範例使用感測器功能，所以必須在行動裝置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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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QR Code 二維條碼設計

QR Code 二維條碼的應用已經普及到日常生活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海報、導覽手

冊、傳單或網頁上印上了二維條碼。

10.3.1 專題發想

常常使用如Quick Mark 等 QR Code 掃描軟體掃描二維條碼，並進行網頁的讀取， 

下載檔案後安裝、執行。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自已撰寫一個 QR Code 二維條碼

處理程式。

10.3.2 專題總覽

本專題以兩個部分呈現，第一部分是以 Google 提供線上製作圖表工具

Google Chart API 製作二維條碼，第二部分則是使用 App Inventor 2 提供 

BarcodeScanner 元件掃描二維條碼，解讀二維條碼。

10.3.3 製作二維條碼

首先探討以文字製作二維條碼。

 ◤ 範例：依文字製作二維條碼

輸入文字， 按 產生 QRCode 鈕，   製作二維條碼。

專題路徑：<ch10\mypro_QRCodeMaker.aia> 

例如：製作「文淵閣」中文字和「http://www.e-happy.com.tw」網頁的二維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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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手機搖搖樂設計
這個專題結合了手機的 AccelerometerSensor 加速度感應器，利用手機搖動時會

觸發 Shaking 事件的特性，製作搖手機的程式。同時，也將成績記錄至 TinyDB 

資料庫中，整個程式架構並不難，為了增加它的趣味性，按下 開始倒始計時 鈕，

會以大大的版面顯示時間倒數的過程，並且在搖動的過程中，配合「咔、咔」的

音效，讓您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12.3.1 專題發想

當手機搖動時，會觸發 AccelerometerSensor 加速度感應器的 Shaking 事件，這

顯然提供了很好的靈感，以前我們曾用它來進行摸彩，這個專題改用它來搖手機

比賽，閒暇時可以拿出來和好友 PK，不但具有娛樂效果，同時也達到運動目的。

12.3.2 專題總覽

剛開始會出現比賽的說明，按下 開始倒始計時 鈕，就會開始倒數計時，此時小

鼓聲響起，當倒數時間終了，鈴聲大作，選手就可開始用力地搖動手機，每搖動

一次手機就會聽到 「咔、咔 」的聲音。

當比賽時間終了，鈴聲也會大作，畫面上會顯示您搖動次數，如果您的成績破記

錄，您的記錄就會被記錄至 TinyDB 中，成為比賽最高的記錄。

專題路徑：<ch12\mypro_ShakeGame.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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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滾球遊戲設計
以前當學生時，背了一大堆的數學和物理公式，當時大部分都是為了應付考試，

很少去了解它實際的應用。

這個專題中，我們結合一些數學的三角函式，物體的碰撞原理和模糊理論，將數

學、物理導入到專題中。

13.2.1 專題發想

許多遊戲中，都會加入加速度感測器，這個專題以 AccelerometerSensor 加速度

感測器的 AccelerationChanged 事件為主軸，控制球的滾動。

為了遊戲的趣味性，遊戲中利用計時器控制黑色球洞不停地順時針旋轉，以增加

遊戲的難度。

此外，判斷白球是否碰到黑球，我們捨棄 CollidedWith 事件，改用數學計算來完

成。我們會盡量以圖文的方式，說明這些數學、物理和推導過程。

13.2.2 專題總覽

將桌面上的白球以感測器控制，滾動進入中間的橘色球洞中，表示完成遊戲，並

發出成功音效。

遊戲中，黑球球洞會順時鐘旋轉，增加遊戲的難度，若白球滾動碰到旁邊黑色球

洞，表示遊戲失敗，同時會發出失敗音效。當白球碰到黑色球洞會消失，經過 1 

秒後，白球又會出現在左上方並繼續進行遊戲。

按下 START 鈕即可開始進行遊戲。

專題路徑：<ch13\mypro_RollBall.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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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介面配置

ImageSpriteHole1~
ImageSpriteHole7

上傳的資源檔

非視覺元件

ImageSpriteBall

ImageSpriteStart

ImageSpriteHole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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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2 元件強大的功能除了動畫製作以外，
照相機 (Camera)、打電話 (PhoneCall) 及收發簡訊 
(Texting) 也是一大特色。這些元件都是非視覺元件，只
需以拖曳方式加入元件後，設定必要屬性，就可完成其

功能。

「相片通訊錄」利用 Camera 元件直接照相後存入資料
庫，再結合 PhoneCall 及 Texting 元件，使用者點按相
片就能打電話及發簡訊。

APP 專題：相片通訊錄14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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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相片通訊錄設計
App Inventor 2 元件強大的功能除了動畫製作以外，照相機 (Camera)、打電話 

(PhoneCall) 及收發簡訊 (Texting) 也是一大特色。這些元件都是非視覺元件，只

需以拖曳方式加入元件後，設定必要屬性，就可完成其功能。

本專題利用 Camera 元件直接照相後存入資料庫，再結合 PhoneCall 及 Texting 

元件，使用者點選相片就能打電話及發簡訊。

14.3.1  專題發想

偶然在報紙上看一則廣告：相片電話機，該產品在電話機上方放置一個大型螢幕，

螢幕中顯示 3 列 3 行 (3X3) 九張相片，使用者點選相片就能撥打電話。此產品主

要是給視力及記憶力退化的長者使用，的確相當方便，不過想當然爾，價格不菲，

同時要建立相片聯絡人資料也不是易事。

現在智慧型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強，擁有智慧型手機的長者也越來越多，如果能寫

一個類似功能的手機應用程式，利用智慧型手機的照相機直接拍照來建立相片資

料庫，不但不必額外花費任何費用，而且可以輕鬆建立相片聯絡人資料，讓使用

者更方便撥打電話及發送簡訊。

14.3.2  專題總覽

程式第一次執行時，因尚未建立任何資料而無法使用，會顯示 無資料 對話方塊

提醒使用者需建立聯絡人資料才能開始使用應用程式。

在 無資料 對話方塊中按 建立資料 鈕會自動進入新增聯絡人頁面，輸入資料後按 

確定新增 鈕就可建立一筆聯絡人資料。姓名、電話及相片欄位都必須輸入，有任

一欄位未輸入將不會建立資料，並且會顯示提示訊息。相片欄位可按 照相機 鈕，

系統會自動開啟照相功能讓使用者直接照相；也可按 相片檔案 鈕，系統會自動

顯示相機中已存在的相片讓使用者選取。

專題路徑：<ch14\mypro_faceCall.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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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按 新增 鈕建立多筆資料。為了簡化程式拼塊，本專題最多只能儲存 5 筆資

料，當資料超過 5 筆時，會顯示提示訊息。要打電話時，點選相片或電話圖示 

 就會啟動撥號功能撥打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