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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是 Google 公司基於 Linux 平台開放原始碼的嶄新手機及平版電腦的作

業平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學習 Android 應用程式，若能取得功能

強大的開發工具，將可使學習事半功倍。

 █ Android 是啥米？

 █ 建構 Android 開發環境

 █ 安裝 Java開發工具包

 █ 安裝 Android Studio

 █ 下載 Android SDK

 █ 建立第一個專案

 █ Android 模擬器簡介

敲開 Android 的開發大門

學

習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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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認識 Android 模擬器

在 Android Studio 中撰寫完 Android 程式碼後要如何測試程式呢？最直接的想

法當然是購買一支 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然後在 Android Studio 中編譯程

式，再將編譯完成的執行檔傳送到手機安裝，最後在手機上執行程式測試的結果。

!

開發 編譯 測試

難道我真的要先買一支手機嗎？

Android 模擬器的誕生

開發者一定要擁有設備才能進行開發嗎？ Android模擬器即是為了解決此問題應

運而生。Android 模擬器 (Android Virtual Device, AVD) 相當於一台虛擬手機，它

可以在電腦上模擬 Android設備的大部分功能，因此開發者即使沒有 Android 智

慧型手機，也可以開發 Android 應用程式，這樣就省下一大筆購買手機的費用。

開發 編譯 測試

AVD真是開發上的一大救星 !

Android 模擬器的優缺點

在 Android Studio 中安裝 Android 模擬器後，只需按一個按鈕就可執行編輯中的

應用程式專案，同時開啟模擬器顯示執行結果，非常方便且有效率。如果需修改

程式，在修改完成後再按一次按鈕就可觀看修改後的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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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模擬器可以模擬不同 Android SDK 版本的 Android 系統，也可以選擇不

同螢幕大小及解析度。更神奇的是模擬器可以模擬大部分手機上的硬體設備，例

如：SD 外接記憶卡、觸控式螢幕、數位相機等，開發這些硬體的應用程式時也

可先在模擬器上測試。

在 Android Studio 中可以同時為不同版本 Android SDK 及不同解析度螢幕建立

Android 模擬器，執行時可選擇要使用哪一個模擬器，這樣就可以測試應用程式

在不同環境下的執行結果。

當然，Android 模擬器不是萬能，仍然有許多功能無法模擬，例如：可模擬數位

相機，但除非電腦有 Cam 設備，否則不具備照相功能；可模擬 SD 記憶卡，但

無法模擬插入及退出動作等。如果應用程式要使用這些功能，仍需在實機上測試。

另外，Android 手機的廠牌及款式眾多，在模擬器上執行的結果，可能與某些廠

牌的實機上結果會有部分不同，但此現象在 Google 的努力下已大幅改善。

1.5.4 建立 Android 模擬器

開發者可以因應需求，建立多個模擬不同版本、不同大小的 Android模擬器，只

要在測試專案時指定即可模擬出作品在不同環境下執行的結果。請跟著以下步驟

來建立你第一個 Android 模擬器吧！

1. 進入 Android Studio 後，在工具列中按  鈕，或執行功能表 Tools / 
Android / AVD Manager 以開啟 AVD Manager 對話方塊。系統已建立 

HVGA 模擬器，但其解析度太小，不適合一般狀況使用，可自行建立合適的

模擬器，本書使用 Nexus S：按 Create Virtual Device 鈕建立新模擬器。

2. 設定硬體：在左方 Category 欄位點選 Phone，Name 欄位選 Nexus S，按 

Next 鈕繼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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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 Android SDK：點選 Release Name 欄位為 Nougat、ABI 欄位為 X86 
，按 Next 鈕繼續設定。

4. 設定模擬器名稱：AVD Name 欄位輸入「AVDNexusS25」，取消核選 

Enable Device Frame 後按 Finish 完成，建立模擬器需一段時間，請耐心

等待。AVD 表示模擬器，NexusS 為機型，25 為 Android SDK 版本。

此訊息常會誤導使用者以為發生錯誤，請耐心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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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到 AVD Manager 對話方塊即可見到新建立的模擬器。

1.5.5 啟動 Android 模擬器

1. 執行功能表 Tools / Android / AVD Manager 以開啟 AVD Manager 對話方

塊，點取要啟動模擬器 (此處為 AVDNexusS25) 右方的  鈕啟動模擬器。

2. 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待，就可看到模擬器了！模擬器右方是硬體按鈕區，可模

擬如電源、倒退、回到桌面等硬體按鈕功能。

硬體按鈕區

可調整模擬器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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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設定模擬器語言及時區

Android模擬器預設以英文為顯示語言，系統時間預設為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時區，

與台灣有 8 個小時的時差。這裡要先就這二個項目進行設定：

設定模擬器顯示繁體中文

1. 點選桌面下方  鈕，再點選 Settings圖示進入設定畫面。將畫面向上拖曳，
選取 Languages & input。

2. 選取 Languages，接著選取 Add a language，再將畫面向上拖曳，選取 繁
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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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 台灣，接著向上拖曳 繁體中文 右方  鈕到第一列位置，放開滑鼠即可

看到系統裡所有顯示的語言皆會切換為繁體中文。

4. 切換回英文語系：向上拖曳 English 右方  鈕到第一列位置，放開滑鼠即

切換回英文語系了！



03

3-25

 認識基本的介面元件

在 Android 中程式是如何開始運行的呢？一般來說大都是在按下畫面的按鈕時開

始進行，這個時候會有兩個問題：

1. 如果畫面上按鈕不只一個，如何判斷使用者到底是按下了哪個按鈕呢？

2. 按下按鈕後要做什麼？

3.5 使用 Button 元件執行程式運作

3.5.1 元件的身份證：id 屬性

當我們在畫面上按下按鈕時，程式怎麼知道是按下了哪個按鈕？當要對畫面上欄

位中的數字進行計算，程式怎麼知道要使用的是哪個欄位中的值？程式開發時如

何找到版面中的指定元件，進而取得所屬的值是很重要的。

認識 android:id

還記得在新增元件時，有一個 android：id屬性，這個屬性即是為元件設定一個
特有的識別碼，這個識別碼不能與版面上其他元件的識別碼重複，等於是身份證

一般，未來即可以直接使用這個識別碼在版面上找到所指定的元件。

android:id 屬性的設定格式為：「android:id="@+id/元件名稱 "」，其中 「元件名

稱」即是元件識別碼。例如在 <ExButton> 專案新增的 TextView 與 Button 元件

都設定了 android:id 屬性值：

 <ExButton/res/layout/activity_mai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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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View

        android:id="@+id/textView1"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略⋯

        

    <Button

        android:id="@+id/button1"
        略⋯

</Relative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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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式中找到元件的方法

系統提供「findViewByID()」方法可由元件的 id 找到指定的元件，這有點像是依

據身分證字號查出姓名一樣。findViewByID() 的語法如下：

findViewByID(R.id.識別名稱 );

例如：依據 R.id.button1 找到指定的元件，其語法如下：

findViewByID(R.id.button1);

3.5.2 Button 元件觸發事件的程序

程式檔位置

在 Android專案中關於程式判斷、運算與執行的動作都必須寫在 <app/java/

[Package name]/MainActivity.java> 程式檔中，例如以目前專案來看，它的程式

檔完整路徑即為 <app/java/com.ehappy.exbutton/MainActivity.java>。

程式執行流程

一般來說程式的執行流程大致如下：

1. 在程式中藉由 id編號取得需要使用的介面元件。

2. 在該元件設定要偵聽的動作以及觸發時要執行的方法名稱。

3. 設定執行方法的程式內容。

以 <ExButton>專案為例，我們希望按下畫面中的按鈕後能顯示自訂的訊息。

所以程式的流程就是以 id值先找到畫面中的「button1」按鈕，以及顯示訊息的

「textView1」文字方塊。然後在該按鈕加入按下按鈕的偵聽動作，並設定按下時

執行的自訂方法。最後是設定自訂方法的內容，將「textView1」中文字方塊顯示

的內容換成我們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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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基本的介面元件

請 按 我

顯示訊息

請 按 我

你按到我了 !

textView1 button1

處理
程式

首先用 id值找
到畫面中的文字

方塊與按鈕。

在按鈕上

加入對按下動

作的偵聽，並設

定要執行的方

法名稱。

按下按鈕

時會執行設定

處理的程式將自

訂文字填入文

字方塊中。

STEP1 STEP3STEP2
這是程式觸發執

行的標準流程， 
請務必要熟悉！

3.5.3 加入 Button 執行程式碼

在了解了 Button 元件觸發事件的程序之後，以下就依程序將程式碼加入，請開啟 

<app/java/com.ehappy.exbutton/MainActivity.java>。

建立全域變數

第一個步驟是要在程式中藉由 id編號取得需要使用的介面元件。在找到元件後必

須將內容儲存到變數當中，而這個變數可能要在不同的方法中進行存取，所以必

須以全域變數進行宣告。宣告變數的格式如下：

private 型別 變數名稱 ;

例如：要新增一個 btnDo變數來接收按鈕元件的內容，其語法如下：

private Button btnDo;

回到範例中，我們要宣告兩個全域變數來接收畫面上文字方塊及按鈕兩個元件：

 <ExButton/app/java/套件名稱 /MainActivity.java>

package com.ehappy.exbutton;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support.v7.app.AppCompat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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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光王建民、郭泓志、陳偉殷等相繼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表現優異，大聯盟投

手的球速很快，但因為是以英哩計算，總是無法像公里計算上這麼親切。在這個

範例中，將以 TextView、EditText、Button 介面元件，完成英哩和公里的轉換。

3.6 綜合演練：計算美國職棒大聯盟投手的球速

原來 96mile的球速直
逼 155KM啊 ~我應
該打不到吧！

3.6.1 新增專案並完成佈局

請在新增 <ExMileToKm> 專案後開啟 <res/layout/activity_main.xml>版面配置

檔，我們要在畫面上新增一個 EditText元件供使用者輸入英哩數、一個 TextView

元件來顯示轉換後的公里數、一個 Button元件供使用者選按。

 <ExMileToKm/res/layout/activity_mai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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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TextView android:id="@+id/txtMile"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Left="true"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Top="true"

     android:text="英哩："

     android:textColor="#0000FF"

     android:textSize="20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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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範例：自訂格式視訊播放器

本範例視訊播放器功能、介面與操作都與 13.1.4 節的播放音訊範例相同。

新增專案並完成版面配置

新增 <ExVideo> 專案，<activity_main.xml> 版面配置檔完成如下：

ListView：ID 為 lstVideo

SurfaceView：ID 為 sufVideo

TextView：ID 為 txtVideo

ImageView：ID 為 imgPause

ImageView：ID 為 imgStop

ImageView：ID 為 imgPlay

TextView：ID 為 txtList

ImageView：ID 為 imgEndImageView：ID 
為 imgFront

ImageView：ID 為 img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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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應用

加入執行的程式碼

整體變數宣告及 onCreate() 啟動程式碼：

 <ExVideo/app/java/套件名稱 /MainActivity.java>

略⋯

27 private SurfaceView sufVideo;

略⋯

35 private MediaPlayer mediaplayer;

36 private SurfaceHolder sufHolder;

37 @Override

38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略⋯

60 mediaplayer=new MediaPlayer();

61 //建立 Surface 相關物件

62    sufHolder=sufVideo.getHolder();

63 requestStoragePermission();

64 }

 █ 36 宣告 SurfaceHolder 物件整體變數，於第 62列做相關設定後，此 
SurfaceHolder 物件即可做為視訊顯示用。

 █ 63 檢查是否取得執行時授權。

播放視訊的 playVideo 方法程式碼：

 續：<ExVideo/app/java/套件名稱 /MainActivity.java>

133 private void playVideo(String path) {

134 mediaplayer.reset();

135 mediaplayer.setAudioStreamType(AudioManager.STREAM_MUSIC);

136 mediaplayer.setDisplay(sufHolder);

137 try

138 {

139  mediaplayer.setDataSource(path); //播放影片路徑

140  mediaplayer.prepare();

141  mediaplayer.start(); //開始播放

142  txtVideo.setText("影片名稱：" + videoname[cListItem]); //更新名稱

143  mediaplayer.setOnCompletionListener(new OnCompletionListener() {

144   public void onCompletion(MediaPlayer arg0) {

145    nextVideo(); //播放完後播下一片

146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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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 catch (IOException e) {}

149 falgPause=false;

150 }

 █ 135-136 設定 MediaPlayer元件的資料流格式及顯示的 SurfaceHolder 物件後
就可播放視訊。

 █ 139 因為本範例的視訊檔位於 SD 卡，所以要使用 setDataSource 方法設
定視訊來源檔案。

其餘處理按鈕程式 (listener)、選取 ListView 項目處理程式 (lstListener)、播放上

一片 (frontVideo) 及播放下一片 (nextVideo)等的程式碼皆與 MusicPlayer 專案

相同，不再贅述。

儲存專案後執行專案。

                                         

哈！以後可以用自己

的 APP 看影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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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應用程式

每一個應用程式都是開發者花費不少時間精力的心血結晶，如果不能讓他人使用

就太可惜了，若能利用撰寫的應用程式賺進些許「小朋友」就更美好了！ Google 

公司創建 Google Play 商店，供 Android 應用程式開發者將其成品發佈給所有人

使用，開發者若自認應用程式具商業價值，可列為付費軟體與 Google 公司分帳，

或以附掛廣告方式取得廣告費。

16.2 將作品發佈到 Google Play 商店

16.2.1 安裝應用程式到實機

開發視窗應用程式時，必須將開發專案編譯成附加檔名為「.exe」型式的執行檔

才能在視窗環境中執行；同樣的，Android 專案也必須編譯成附加檔名為「.apk」

的安裝檔，才能在實體手機上安裝並執行。

Android 專案包含非常多資料夾及檔案，系統編譯專案的安裝檔時，會將專案中

的版面配置、各種資源 (圖形、字串等 )、程式等全部包裝成一個安裝檔案，開發

者只要將此安裝檔發佈出去，使用者就能輕易的安裝在自己的實機上。

Android 系統為了能保證應用程式的安全性，因此規定在產生安裝檔時，必須

經過「簽署金鑰」的過程。前面章節在開發時，為了測試應用程式執行結果，

會先編譯專案，然後在模擬器中執行，並沒有進行簽署金鑰過程，因為 Android 

Studio 整合環境在編譯時會自動簽署一個名稱為「debug」的金鑰，好讓開發中

的應用程式可以在模擬器上執行。

apk

自動簽署金鑰

取得專案發佈的安裝檔

要將編譯完成的 apk 檔安裝於實機，首先要先把 apk 檔複製到手機的 SD 卡上，

再使用 Android 應用程式安裝軟體來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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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以 ExHello 專案為例，在模擬器中執行專案時，編譯完成的 apk 會儲存於專

案根目錄的 <app\build\outputs\apk> 資料夾中，檔案名稱為 <app-debug.apk>。

連接手機與電腦後，複製 <app-debug.apk> 到手機上：

下載安裝軟體

Google Play 商店中有非常多 Android 應用程式安裝軟體，使用者可任意選擇一

種使用。此處以下載安裝 Apk Installer 應用程式為例：

1. 於手機上應用程式桌面選按 Play商店 應用程式，搜尋字串輸入「apk 

install」，按鍵盤右下角搜尋  鈕 (手機必須在網路連線狀態 )，可以選取任
一軟體，此處選按第二項 Apk Inst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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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應用程式

2. 在工具類頁面連續選按 安裝 及 接受，會開始下載應用程式及安裝在手機中。

3. 安裝完成後會在應用程式桌面建立 Apk Installer 圖示，選按執行後，Apk 
Installer會自動搜尋 SD 卡中所有 apk 檔並以表列顯示，選按要安裝的 apk 

檔就會安裝在手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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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應用程式

數位憑證有 Debug和 Release兩種，Debug 模式是使用本機金鑰檔 <debug.
keystore>申請 API Key，它只能在本機測試，並不能發佈到 Google Play。如果
要發佈到 Google Play，必須取得 Release 模式數位憑證，也就是使用「私人金
鑰」申請 API Key。這裡將以 <ExGoogleMap01> 專案為例，說明如何將 Google 
Maps 應用程式發佈到 Google Play 。

16.3 發佈 Google Maps 應用程式

16.3.1 申請實機執行的 API Key

準備應用程式的私人金鑰

為了要將應用程式上傳到 Google Play 巿集，我們已經產生過一次應用程式的私

人金鑰：<android.jks>。在第 15 章是使用本機金鑰檔 <debug.keystore>申請過

Google地圖的 API Key，讓 Google Maps應用程式可以用本機模式在實機上執

行。但是如果想要讓Google Maps 應用程式上傳到Google Play 巿集供人下載，

就必須利用應用程式的私人金鑰，以 keytool 指令產生可發佈執行的 SHA1 碼，

再進行 Google Maps的 API Key的申請。

在命令列視窗執行 Keytool 程式

點選 開始 功能表，所有程式 / 附屬應用程式 / 命令提示字元，開啟 命令列視窗。

1

2

4
3

1  輸入「cd C:\Users\電腦名稱 \.AndroidStudio2.2」按 Enter鍵後切換到儲
存 <android.jks> 私人金鑰檔的實體目錄。

2  輸入「path=C:\Program Files\Java\jdk1.8.0_111\bin;」，按 Enter鍵設定 

<keytool.exe> 執行檔的路徑 (使用者要輸入使用者電腦的 Java 路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