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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書第一版是在 2011 年 6 月發行， 2019 年完成第五次改版。這八年來，

Android 系統有非常大的改變，App 開發工具和 Android SDK 也一直在更新。為

了跟上腳步，每一次改版都耗費不少心力和時間。不僅要加入新內容，舊內容也

要重新檢視和修訂。每當感覺疲憊時，就以「溫故知新」來安慰自己。另外還有

一個催促筆者持續前進的動力，那就是讀者和學生的回饋與交流。你們就像是漫

漫長路上的春風和甘泉，讓辛勞的旅人得到暖心的慰藉。 

書的目的是要傳授知識。之前筆者總是想把更多內容收錄在書上，好讓讀者

有滿滿的收穫。此舉卻造成書的厚度不斷地增加，因而加重讀者的心理負擔。這

次改版設定二個目標，一是加入程式碼和圖片的輔助說明，讓讀者能夠更快掌握

重點。二是去蕪存菁，注重培養扎實的 App 開發能力，奠定日後自主學習的基

礎。 

Android 系統除了用在手機和平板電腦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穿戴式裝置、

智慧家電、智慧車載系統、物聯網，以及廠商自行研發的各種智慧裝置。由於

Android 設備的普及，Android App 開發已經成為時下最熱門的工作之一，職場

上對於 Android App 開發人員的需求也不斷地攀升，如果您想提高職涯就業的身

價，學習 Android App 開發絕對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學習開發 Android App的方法 

我們常用十八般武藝來形容多才多藝的人，這句話也可以套用到 Android。

讀者只要回想手機可以做哪些事，就可以感受到 Android 系統的複雜度。

Android App 專案架構和傳統的電腦程式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沒有適當的規劃，

只靠東拼西湊的方式學習，恐怕曠日廢時，而且效率不佳。為了讓讀者能夠有效

率地學習 Android App 開發，筆者對於本書內容的編排花費很大的心思，希望從

五花八門的 Android 功能中，理出一條由淺入深，適合初學者的捷徑。本書的編

排摒棄傳統程式設計書籍慣用的章節架構，改以教學單元的方式，搭配契合主題

的實作範例，再輔以詳細的操作步驟說明，讓讀者能夠確實瞭解每一個單元講授

的技術和用法。在學習 App 開發的過程中，除了知道 Android SDK 相關知識之

外，熟悉開發工具的操作技巧也很重要。善用輔助功能不但可以減少程式出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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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還能夠提升 App 的開發效率和品質。在講解的過程中，筆者特別將重要的

觀念、操作技巧和相關知識等，用「補充說明」的小文框作進一步的說明，一來

可以達到提醒的效果，二來也方便日後查閱。 

開發 Android App 需要一些背景知識。首先是要具備程式語言的基礎，讀者

必須知道變數、陣列、判斷式、迴圈等基本語法。第二是要瞭解物件導向的觀念

和用法。因為 Android App 是使用 Java 程式語言撰寫，它採用物件導向架構。

物件導向的基本觀念並不難，本書的 App 範例是針對入門學習者所設計，只要依

照書上循序漸進的安排來研讀，就可以理解。再者 Android App 的架構是使用事

件處理和系統 Callback 函式的機制。這種作法並不是 Android App 的專屬特

性，任何圖形介面的系統，像是 Windows，也都是採用這種方式，本書會在實作

的過程中加以說明。因此只要讀者瞭解程式語言的基本語法，就可以在本書的引

導下，開始學習 Android App 開發。 

如何使用這本書 

程式設計書籍可以分成入門和進階應用二種類型。入門書籍涵蓋的範圍有

限，無法滿足實務上的需要。進階應用的書籍雖然包含比較深入的技術內容，但

是解說的方式可能不適合初學者。筆者編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在內容的廣度和

解說的細節上取得更好的平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筆者將 Android 系統的功能

加以分類，然後根據由淺入深的原則進行編排，再搭配許多精心設計的 App 範

例，貫穿相關的學習單元。這種編排方式的好處是可以將學習時間做適當的切

割，讓讀者能夠確實瞭解學習的內容，並且知道如何使用，如此一來自然能夠達

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本書的第一部份是介紹 Android 的基礎知識，以及 App 開發工具的安裝和基

本用法。比較有經驗的讀者可以搭配附錄做進階學習。第二部分開始則依照

Android 系統的功能來編排。學習程式設計沒有什麼秘訣，就是多動手、想一

想、改一改、試一試自然就能理解。接下來就是多練習，進而熟能生巧。讀者也

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或是需要，挑選特定單元來學習。由於本書有些 App 範例具

有相關性，筆者會在說明的時候提示參考相關單元。如果讀者在學習上遇到障

礙，可以先回到前面相關單元閱讀，然後再依照關連性，往後續單元繼續學習。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踏上 Android App 開發之旅吧！ 

孫宏明 
于 開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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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更多介面元件的屬性 06
 

 

 

 

 

 

pp 是利用各式各樣的介面元件和使用者互動，像是按鈕、文字輸入區塊、選

單…等，因此學習如何使用介面元件是最基本的課題。在「婚姻建議」App
中，我們已經用過 TextView、EditText 和 Button 這三種介面元件，並且搭配

id、layout_width、layout_height、text 和 textSize 等屬性。除了這些屬性以外，

還有其他屬性可以用來設定介面元件的外觀、位置、文字顏色、底色…等。這個

單元我們要介紹常用的元件屬性，這樣就能夠設計出漂亮又好用的 App。 

為了學習上的方便，把我們前面單元用過的屬性，連同一些常用的屬性和說

明，整理如表 6-1。有些和長度或是大小相關的屬性，例如 textSize、margin 和

padding 等，必須搭配表 6-2 的 6 種長度單位來使用。 

表 6-1  常用的介面元件屬性 

屬性名稱 設定值 使用說明 

id 元件的名稱 設定介面元件的名稱 

layout_width 

layout_height 

match_parent 

wrap_content 

match_constraint 

設定元件的寬和高。match_constraint 只能夠

用在 ConstraintLayout，它其實就是設定成 0dp 

text 字串 元件上顯示的文字 

ems 數值 設定元件的寬度是英文字母 M 的幾倍 

inputType text 

textMultiLine 

number 

date 

time 

… 

限制輸入的字元種類和格式，text 是單行文字，

textMultiLine 是多行文字，number 只能夠輸入

數字…，總共有超過 30 種設定可以使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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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名稱 設定值 使用說明 

background 底圖或顏色。顏色必須

用#開頭，後面接 6 或

8 個 16 進位數字，例

如 ff0000 或 ffff0000。
也可以設定成 App 專

案中的 drawable 資源 

設定元件的底色或底圖，顏色必須用#開頭，後

面接 6 或 8 個 16 進位數字。如果是 6 個數字，

最前面 2 個代表紅色，中間 2 個是綠色，最後 2
個是藍色。如果是 8 個數字，最前面 2 個數字

代表 alpha 值，ff 是完全不透明，00 是完全透

明，其餘 6 個數字如同前面說明 

textSize 數值和長度單位 設定文字大小，長度單位請參考表 6-2 

textColor 顏色 設定文字的顏色，關於顏色的設定請參考

background 屬性的說明 

autoLink web 

email 

phone 

map 

all 

自動偵測字串中的超連結文字 

hint 元件上顯示的提示文字 當 EditText 元件中沒有輸入資料時，會顯示這

個文字 

textColorHint 顏色 設定提示文字的顏色，關於顏色的設定請參考

background 屬性的說明 

layout_margin 數值和長度單位 設定元件四周的間隔距離，長度單位請參考表

6-2 

layout_marginLeft 

layout_marginRight 

ayout_marginTop 

layout_marginBottom

數值和長度單位 個別設定元件四周的間隔距離，長度單位請參考

表 6-2 

padding 數值和長度單位 設定元件內部文字和邊的距離，長度單位請參考

表 6-2 

paddingLeft 

paddingRight 

paddingTop 

paddingBottom 

數值和長度單位 個別設定元件內部文字和邊的距離，長度單位請

參考表 6-2 

gravity top 

left 

center  

center_hotizontal 

… 

元件中物件的對齊方式，有超過 10 種以上的設

定，不同的屬性值可以組合起來 

layout_gravity top 

left 

center  

center_hotizontal 

… 

元件相對於它的外框的對齊方式，有超過 10 種

以上的設定，不同的屬性值可以組合起來 

layout_weight 數值 指定元件的寬度採用比例的方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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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介面元件屬性使用的長度單位 

單位名稱 全名 說明 

px pixel 螢幕像素 

pt point 傳統印刷使用的字體大小，1pt = 1/72 英吋 

dp density-independent 
point 

對應到 160 dpi 螢幕的像素個數，元件大小和間

隔距離應該使用這種單位 

sp scale-independent 
point 

對應到 160 dpi 螢幕的字體大小。字體大小應該

使用這種單位，如果使用者變更手機的字體大

小，App 畫面的字體也會跟著縮放 

mm millimeter 毫米 

in inch 英吋 
 

請特別留意表 6-2 中的 dp 和 sp 這二種單位。如果要設定介面元件的位置、

大小和邊界距離等相關屬性，應該使用 dp 長度單位。如果是設定字體大小的相

關屬性，則應該使用 sp 長度單位。接下來我們用一些實際範例，讓讀者瞭解不

同設定值所造成的效果差異。 

 6-1 match_constraint和 wrap_content的差別 

如果介面元件是在 ConstraintLayout 內部，它們的 layout_width 和

layout_height 屬 性 可 以 設 定 成 match_constraint 、 match_parent 或 是

wrap_content。我們直接看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它們的差別，請參考以下程式碼

和圖 6-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其他屬性)> 
 
    <EditTex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ems="10"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ems="6" 
        ...(其他屬性) /> 

這個是參考元件，以下三個元件都以它為準。它的 layout_width 
設為 wrap_content，所以寬度是由 ems 屬性決定 

這個元件會對齊參考元件。layout_width 設為 wrap_content，所以寬度是由  
ems 屬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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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Tex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ems="6"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ems="6" 
        ...(其他屬性) />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圖 6-1  layout_width屬性的效果 

 設定介面元件屬性的方法 .....................................................  

設定介面元件的屬性有二種方式，第一種是直接修改介面佈局檔的程式碼，第二種是

利用 Attributes 視窗。如果讀者還不熟悉操作步驟，可以參考單元 3 的說明。 
.............................................................................................................................. 
 

 6-2 inputType屬性 

inputType 屬性是用來限制輸入的字元種類。如果設定成 text，表示可以輸

入任何字元。如果設定成 number，就只能輸入數字。設定成 date 可以輸入數字

和斜線'/'字元，設定成 time 則可以輸入數字和分號':'字元以及 pam 等 3 個英文字

母。請參考以下範例和圖 6-2。 

這個元件會對齊參考元件。layout_width 設為 0dp，也就是 match_constraint，  
所以寬度會和參考元件相同 

這個元件會對齊參考元件。layout_width 設為 match_parent，所以寬度會延伸 
到外框邊緣 

這個是參考元件，下面三個元件都以它為準 

layout_width 設為 wrap_content 
所以寬度由自己決定

layout_width 設為 match_constraint 
所以寬度會和參考元件相同 

layout_width 設為 match_parent 
所以寬度會延伸到外框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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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其他屬性)> 
 
    <EditText 
        android:inputType="text"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inputType="number"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inputType="date"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inputType="time" 
        ...(其他屬性) />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圖 6-2  利用 inputType屬性限制輸入的字元種類 

 6-3 控制字體大小、顏色和底色 

以下範例利用 textSize、textColor 和 background 屬性指定字體大小、文字

顏色、以及元件的底色。圖 6-3 是它的執行畫面。 

可以輸入各種字元

可以輸入數字和'/'字元

只能輸入數字

可以輸入數字和':'字元以及 pam 
等 3 個英文字母



51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其他屬性)> 
 
    <EditText 
        android:text="預設的文字大小"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text="10sp文字" 
        android:textSize="10sp"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text="20sp綠色文字" 
        android:textSize="20sp" 
        android:textColor="#00ff00"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text="30sp紅色文字,灰底" 
        android:textSize="30sp" 
        android:textColor="#ff0000" 
        android:background="#cccccc" 
        ...(其他屬性) />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圖 6-3  設定字體大小、文字顏色和介面元件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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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控制元件內部文字和邊的距離 

以下範例利用 padding 屬性控制元件內部文字和邊框的距離，圖 6-4 是它的

執行畫面。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其他屬性)> 
 
    <EditText 
        android:text="沒有設定 padding"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text="設定 padding為 20dp" 
        android:padding="20dp"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text="設定左右 padding為 30dp" 
        android:paddingLeft="30dp" 
        android:paddingRight="30dp" 
        ...(其他屬性) /> 
 
    <EditText 
        android:text="設定上下 padding為 30dp" 
        android:paddingTop="30dp" 
        android:paddingBottom="30dp" 
        ...(其他屬性) />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圖 6-4  padding屬性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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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Picker 數字轉輪 09
 

 

 

 

 

 

計 App 的首要原則就是操作簡單、畫面美觀。從上一個單元的範例可以發

現，當我們把「婚姻建議」App 改成使用選單之後，操作的便利性就大幅

提升。基於同樣的理念，這個單元我們要介紹 NumberPicker 元件，它可以用轉

輪的方式來輸入數字，讓操作變得比較有趣。我們將用它來取代原本使用

EditText 輸入年齡的作法。 

 

圖 9-1  NumberPicker元件的操作畫面 

圖 9-1 是 NumberPicker 元件的操作畫面（不同版本的 Android 可能會有些

差異），按住它往上滑動或是往下滑動，就可以撥動轉輪。使用 NumberPicker
時必須設定它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而且最小值必須大於或是等於 0。另外還可以

設定目前的值。程式可以利用 NumberPicker.OnValueChangeListener 物件，當

NumberPicker 的數值改變的時候，就會執行物件中的程式碼。以下是

NumberPicker 常用的方法：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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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tMinValue(int value) 

 設定 NumberPicker 的最小值，最小值必須大於或是等於 0。 

2. setMaxValue(int value) 

 設定 NumberPicker 的最大值。 

3. setValue(int value) 

 設定 NumberPicker 目前的值。 

4. setOnValueChangedListener(OnValueChangeListener onValueChanged 

Listener) 

 設定一個 OnValueChangeListener 物件，當 NumberPicker 的數值改變

的時候，就會執行物件中的程式碼。 

5. getValue() 

 取得 NumberPicker 目前的值。 

現在我們就來把上一個單元的「婚姻建議」App，改成使用 NumberPicker
來輸入年齡。修改後的 App 執行畫面如圖 9-2。以下是修改步驟： 

 

圖 9-2  使用 NumberPicker輸入年齡的「婚姻建議」App 

年齡改成用 
NumberPicker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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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上一個單元的「婚姻建議」 App 專案，在專案檢視視窗中展開

app/res/layout，開啟介面佈局檔 activity_main.xml，刪除年齡的 RadioGroup

元件（名稱為 radGrpAge）。 

 現在我們要加入一個 NumberPicker 元件，但是這個元件並沒有在 Palette 視

窗中，所以我們要自己手動加入。先用滑鼠點選編輯視窗左下角的 Text 標籤

頁，就會切換到程式碼模式。然後輸入以下粗體標示的程式碼。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原來的程式碼) 
 
    <NumberPicker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NumberPicker> 
 
</android.support.constraint.ConstraintLayout> 

 

 用滑鼠點選編輯視窗左下角的 Design 標籤頁，回到預覽模式。App 預覽畫面

和 Component Tree 視窗中都會看到新加入的 NumberPicker 元件。用滑鼠把

NumberPicker 拖曳到「年齡：」字串下方，再設定好它們的相對位置關係，

如圖 9-3。 

 

 

 
圖 9-3  設定 NumberPicker元件和「年齡：」字串的相對位置 

設定 NumberPicker 元件和 
「年齡：」字串的相對位置 
關係 

App 預覽畫面和 Component Tree 視窗中都會看到 
新加入的 NumberPicker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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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ttributes視窗中，將 NumberPicker元件的 ID設為 numPickerAge。 

 開啟「app/java/(套件路徑名稱)」中的程式檔 MainActivity.java，將程式碼修

改如下，粗體字表示有修改或是新增的部分。 
 

package ... 
 
import ...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 
 
    private TextView mTxtResult; 
    private Button mBtnDo; 
 
    private RadioGroup mRadGrpGender, mRadGrpAge; 
    private RadioButton mRadBtnAge1, mRadBtnAge2, mRadBtnAge3; // 刪除這一行 
 
    private NumberPicker mNumPickerAge;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mNumPickerAge = findViewById(R.id.numPickerAge); 
        mNumPickerAge.setMinValue(0); 
        mNumPickerAge.setMaxValue(200); 
        mNumPickerAge.setValue(25); 
 
        mTxtResult = findViewById(R.id.txtResult); 
        mBtnDo = findViewById(R.id.btnDo); 
 
        mBtnDo.setOnClickListener(btnDoOnClick); 
 
        mRadGrpGender = findViewById(R.id.radGrpGender); 
 
        // 刪除以下程式碼 
        mRadGrpAge = findViewById(R.id.radGrpAge); 
        mRadBtnAge1 = findViewById(R.id.radBtnAge1); 
        mRadBtnAge2 = findViewById(R.id.radBtnAge2); 
        mRadBtnAge3 = findViewById(R.id.radBtnAge3); 
        mRadGrpGender.setOnCheckedChangeListener(radGrpGenderOnCheckedChange); 
    } 
 
    private View.OnClickListener btnDoOnClick = 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 從字串資源取出預先定義好的 suggestion字串 
            String strSug = getString(R.string.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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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得年齡 
            int age = mNumPickerAge.getValue(); 
 
            // 檢查性別 
            switch (mRadGrpGender.getCheckedRadioButtonId()) { 
                case R.id.radBtnMale:   // 男生 
                    if (age < 28) 
                        strSug += getString(R.string.not_hurry); 
                    else if (age > 33) 
                        strSug += getString(R.string.get_married); 
                    else 
                        strSug += getString(R.string.find_couple); 
 
                    break; 
                case R.id.radBtnFemale:   // 女生 
                    if (age < 25) 
                        strSug += getString(R.string.not_hurry); 
                    else if (age > 30) 
                        strSug += getString(R.string.get_married); 
                    else 
                        strSug += getString(R.string.find_couple); 
 
                    break; 
            } 
 
            // 把結果顯示在 mTxtResult元件中 
            mTxtResult.setText(strSug); 
        } 
    }; 
 
    // 刪除以下程式碼 
    private 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radGrpGenderOnCheckedChange 
= new 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 
        ... 
    }; 
} 

 

完成修改之後啟動執行，就會看到圖 9-2 的畫面。按住 NumberPicker 往上

或是往下滑動，就可以改變年齡，操作起來是不是更有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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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Lite 60
 

 

 

 

 

 

ensorFlow Lite 是從 TensorFlow 衍生出來的程式庫，因此我們先從 TensorFlow
說起。 

 60-1 TensorFlow的由來 

TensorFlow 是 Google 研發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程式庫。

Google 將它開放給大家使用，並且獲得很大的迴響，現在有很多人工智慧的研

究和產品都是使用 TensorFlow 開發。除了 Google 之外，還有其他軟體公司也提

供「深度學習」套件讓大家使用，包括 Facebook 的 Caffe2、微軟的 CNTK 和

Amazon 的 MXNet。不過目前的使用率還是以 Google 的 TensorFlow 最高。 

TensorFlow 的名稱是取自 Tensor 和 Flow 這二個字的組合。Tensor 的中文

名稱是「張量」，張量是泛指一組數字資料，最簡單的情況就是一個數字，例如

17，這種情況稱為「純量」。如果把多個數字依序排成一列，就形成所謂的「向

量」，它也是一種張量，例如（17, 25, 8）。如果維度再往上增加，就變成「矩

陣」，它也是張量的一種。張量是深度學習領域中，用來表示資料的方式。張量

的處理過程可以用流程圖（Workflow）的方式表示（參考圖 60-1），所以

Google 就把它的深度學習程式庫取名為 TensorFlow。 

 X

Y

2

*

+
 

圖 60-1  表示 x*y+2的流程圖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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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Lite 是 TensorFlow 的精簡版，它的目的是要能夠在行動裝置和

嵌入式系統上執行。上一個單元介紹的 Firebase ML Kit 的內部就是使用

TensorFlow Lite。Firebase ML Kit 的優點是比較簡單，只需要短短的程式碼就可

以運作。這是因為 Firebase ML Kit 把相關的檔案和程式碼整合在一起，如果換

成使用 TensorFlow Lite，就必須自己加入需要的檔案，並且完成設定。雖然這樣

做比較麻煩，卻給我們比較大的彈性，可以自己開發額外的功能。接下來我們就

來介紹 TensorFlow Lite 的 App 範例。 

 60-2 TensorFlow Lite範例程式 

開啟網頁瀏覽器，用 Google 搜尋 TensorFlow，就可以找到如圖 60-2 的

TensorFlow 官方網站。點選網頁右上方的 GitHub，就會開啟 TensorFlow 原始檔

專案網頁（參考圖 60-3），接著點選網頁左下角的 tensorflow，就會進入

TensorFlow 的原始檔（參考圖 60-4）。 

 

圖 60-2  TensorFlow官方網站 

點選 GitHub 開啟 
TensorFlow 原始檔 
專案 



510

 

 

 

 
圖 60-3  TensorFlow原始檔專案網頁 

 

 
圖 60-4   TensorFlow的原始檔 

點選 tensorflow 進入原始檔畫面 

點選 Clone or download，然後選擇 Download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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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下載 TensorFlow 的原始檔，可以在圖 60-4 的畫面點選 Clone or 

download，然後選擇 Download ZIP。不過 TensorFlow 的原始檔專案並沒有

TensorFlow 的範例，我們必須手動將瀏覽器的網址列改成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examples 

然後依照圖 60-4 的說明下載壓縮檔。下載完成後，將壓縮檔解壓縮，然後開啟

examples-master\lite\examples 資料夾，裏頭就是 TensorFlow Lite 的 App 範

例 。 每 一 個 範 例 都 有 Android 和 iOS 二 個 版 本 。 以 下 是 開 啟

image_classification 範例的步驟： 

 啟動 Android Studio，用 Import的方式開啟 image_classification 資料夾裏頭

的 Android App專案。 

 建置專案的過程會出現錯誤，我們必須在專案檢視視窗中找到 Gradle Scripts 

> build.gradle (Module: app)，然後將它開啟，依照以下註解完成修改： 
 

... (原來的程式碼) 
 
dependencies { 
    ... (原來的程式碼) 
 
    // Build off of nightly TensorFlow Lite 
    implementation 'org.tensorflow:tensorflow-lite:+'       
    implementation 'org.tensorflow:tensorflow-lite-gpu:+'   
    // Use local TensorFlow library 
    // implementation 'org.tensorflow:tensorflow-lite-local:0.0.0' 
} 

 

 修改後就可以順利建置專案，可是執行的時候會出現例外錯誤，導致 App 異

常終止。問題是發生在取得 Camera 授權的時候，請開啟程式檔

CameraActivity.java，依照以下註解完成修改： 
 

... (原來的程式碼)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questPermissionsResult( 
      final int requestCode, final String[] permissions, final int[] 
grantResults) { 
    if (requestCode == PERMISSIONS_REQUEST) { 
      if (grantResults.length > 0 
          && grantResults[0] == PackageManager.PERMISSION_GRANTED 

用「+」取代最後的數字 

用「+」取代最後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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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antResults[1] == PackageManager.PERMISSION_GRANTED) {  
        setFragment(); 
      } else { 
        requestPermission(); 
      } 
    } 
  } 
 
... (原來的程式碼) 

 

修改完畢後，啟動 App，用 Camera 對著特定的物體，螢幕下方就會顯示物

體名稱，如圖 60-5。 

 

圖 60-5  TensorFlow Lite的 Image Classification範例 

 60-3 解析 TensorFlow Lite範例 

雖然我們已經建置一個 TensorFlow Lite 的 App 範例，可是對於 TensorFlow 

Lite 的運作方式還是一無所知。沒關係，接下來我們就來說明一下這個 App 範

例。如果要讓 App 專案使用 TensorFlow Lite，必須在 build.gradle (Module: 

app)這個模組設定檔中加入以下粗體字的程式碼。然後把訓練好的模型檔案複製

到 App 專案的 assets 資料夾，就可以在程式檔中使用 TensorFlow Lite。 

刪除粗體標示的程式碼 

把前鏡頭對準電腦鍵盤，螢幕 
下方會顯示目前影像中的物體 
是電腦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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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程式碼) 
 
android { 
    ... (原來的程式碼) 
 
    aaptOptions { 
        noCompress "tflite" 
    } 
} 
 
dependencies { 
    ... (原來的程式碼) 
 
    implementation 'org.tensorflow:tensorflow-lite:+' 
    implementation 'org.tensorflow:tensorflow-lite-gpu:+' 
}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進入程式碼的部分。前面的 App 範例是把 TensorFlow 

Lite 包裝成一個名為 Classifier 的類別（參考圖 60-6）。它是一個抽象類別，因為

它裏頭有一些方法還沒有實作，這些方法和模型檔案有關。ClassifierQuantized 

MobileNet 和 ClassifierFloatMobileNet 這二個類別都是繼承 Classifier 類別，它

們使用不同的模型檔案，並且實作相關的方法。Classifier 類別有一個 create()方

法 ， 它 會 依 照 設 定 的 條 件 ， 建 立 ClassifierQuantizedMobileNet 或 是

ClassifierFloatMobileNet 物件，然後用它來辨識影像。 

 

圖 60-6  Classifier類別和二個子類別 

TensorFlow Lite 有二個版本，  
一個使用 CPU 運算，一個使 
用 GPU 運算。這裡依照需要， 
載入其中一個套件即可 

Classifier 是一個抽象類別， 
裏頭使用 TensorFlow Lite 的 
辨識影像功能 

ClassifierFloatMobileNet 和 
ClassifierQuantizedMobileNet  
都是繼承 Classifier 類別，  
它們使用不同的模型檔案，  
並且實作相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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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程式是 ClassifierActivity，它是繼承 CameraActivity（參考圖 60-7）。

CameraActivity 也是一個抽象類別，它的功能就像它的名稱一樣，是負責控制

Camera 的開啟、關閉，以及取得拍攝畫面（利用 CameraConnectionFragment）。

ClassifierActivity 是以 CameraActivity 為基礎，加上辨識影像的功能。它裏頭有

一 個 Classifier 類 別 的 物 件 ， 名 字 叫 做 classifier 。 classifier 是 由

recreateClassifier() 方法建立，然後在 processImage() 方 法 中 用 它 來 辨 識

Camera 的畫面。processImage()會在 CameraActivity 的 onImageAvailable()方

法中被呼叫執行。關於 Camera 的控制和畫面的取得請讀者參考單元 58 的介

紹。 

 

圖 60-7  主程式 ClassifierActivity是繼承 CameraActivity 

 

 

CameraActivity 是一個抽象類別，負責控制 
Camera 的開啟、關閉，以及取得拍攝畫面 

（利用 CameraConnectionFragment） 

ClassifierActivity 繼承 CameraActivity，然後 
利用裏頭的 Classifier 物件執行辨識影像的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