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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打磚塊 



• 利用基本的碰撞原理製作傳統打磚塊遊戲 

• 打磚塊 



ImageSprite 及 Ball 元件 

• ImageSprite  和 Ball元件 

• 屬於 Animation ( 動畫 ) 類別元件 

• 為動畫和遊戲所量身打造的元件 

• 必須置於 Canvas 元件中 

• Heading 設定其移動方向 

• Speed  設定每 Interval  時間移動的距離 

• Interval 屬性設定每隔多少時間執行移動一次。 

• Rotates  設定是否要依前進方向旋轉 

• 當碰撞到 Canvas 的邊界時會觸發 EdgeReached 事件 

•  Bound 方法可以將 ImageSprite 反彈 

• 若 碰撞到其它元件時，會觸發 CollidedWith  事件，並傳回被碰撞的元
件名稱，設計者可在 CollidedWith 事件中撰寫處理碰撞的程式拼塊。 

• ImageSprite  

• Picture 設定其背景圖 



ImageSprite 元件常用屬性 



ImageSprite 元件常用方法和事件 





練習一 : 球的移動、反彈與檔板 

 



– 6.  物件清單 

• App Inventor  的清單 (Lists)  具有一般程式語言「陣列」的特
性 

• 清單允許物件(App Inventor 中的各種元件就是物件 ) 做為元
素 

• 以物件做為清單元素稱為「物件清單」。 

• 在物件清單中，設計者可使用迴圈輕易對清單中的物件逐一
處理，相當方便。 

回 
首頁 



– (1)  建立物件清單 
– 以介面設計頁面有四個 Label 元件建立的色塊為例： 

 

 

 

 

 

– 建立物件清單的第一步是宣告一個變數，例如宣告 
colorBlock 變數，初始值可以設定為任意的數值或字串： 

 

 

– 為了讓變數可以容納清單元素，需使用 make a list 拼塊來設
定變數值，例如： 



– My Blocks 頁籤中，每一個元件的最後一個屬性都是 
component，此屬性代表元件本身。以 LabelRed 為例，將
其拖曳到 colorBlock 清單中： 

 

 

 

 

 

 

 

– 接著再將 LabelBlue、LabelGreen 及 LabelGray 拖曳到 
colorBlock 清單中，就完成包含四個 Label 元件的清單。 



– (2)  設定物件清單元件屬性 
– 由於設定元件屬性的語法是「元件名稱 . 屬性名稱」，但是
在物件清單中有多個元件，要使用哪一個元件名稱來代表物
件清單元件的元件名稱呢？為了解決此一問題，App Inventor  
在 Advanced  功能中建立了「Any 元件種類」來代表元件，
例如 Any Label 代表任何一個 Label 元件。以前述範例為例： 



– 點選 Advanced 頁籤中項目會顯示該元件所有的方法及屬性 
( 注意：Advanced 頁籤不能使用「事件」)： 

 

 

 

 

 

 

 

– Advanced  頁籤的方法及屬性都需要傳入 component  參數，
此參數指定元件名稱，因此只要傳入不同元件名稱，就能
作用在不同元件上。例如在前述範例中改變 LabelBlue 元件
的寬度為 70： 



– 物件清單的最大功能是可使用 foreach 迴圈同時改變清單中
所有元素的屬性，非常方便。例如使用迴圈將 colorBlock 
清單中所有元件的寬度都設為 70： 

 

 

 

 

 

 

– 執行結果與原來執行結果的比較如下： 



– 7.  Player 元件 
– Player 屬於 Media 類別的元件，可以播放音效和影音檔，或
者將手機產生振動。它是屬於背景執行的元件，並不會顯示
在 Screen 中，而是顯示在 Screen 的下方，執行時也不會顯
示。 

 

– Player 元件常用屬性： 

 

 

 



– Player 元件常用方法和事件： 



– 8.  Sound 元件 
– Sound  元件用於播放較短的音效檔，也可以讓手機產生振動，
它也是屬性背景執行元件。和 Player  相較， Player  用於播
放長音效，且可以設定音量大小和循環播放。而 Sound  元件
則可以設定 MinimumInterval  屬性，控制音效在
MinimumInterval 時間內無法重複播放。 

 

– Sound 元件常用屬性： 



– Sound 元件常用方法： 

 



• 實作 : 打磚塊遊戲 
• 程式執行後，球會自由移動，若撞到邊界會反彈，若撞到方
塊則方塊會消失，並且球會反彈。 

• 若球碰撞到下邊界則視為該球死亡 

• 各種磚塊形狀(或怪物) 

• 利用基本的碰撞原理製作打磚塊遊戲 

• 球的不同速度及擋板的不同寬度，增加遊戲難易度 

•  觸控擋板(拖曳方式)移動擋板 



–介面配置 
– 本專題的介面配置很單純，Canvas 元件的上方是 3 列、每列 

8 個磚塊，下方是擋板及球，螢幕最下方一列則為由 
HorizontalArrangement 元件排列的訊息顯示區，顯示分數、
關卡及剩餘球數。 



(1) Designer 



(2) Block Editor  

自動排列磚塊 



Block Editor  

球移動碰到下邊界(漏接球)? 

球碰到canvas的邊界 

球反彈 

顯示”遊戲結束” 



Block Editor  

球是否碰到拍子? 

拍子拖拽移動 



Block Editor  

球碰到拍子 

球碰到磚塊 



新增一個記錄遊戲時間的計時器 



新增一個『開始』、『停止』按鈕 



–進階功能 
• 顯示得分：每移除一個磚塊得 5 分 

• 剩餘球數資訊：每次遊戲共計 3 球，若 3 球都死亡後，遊戲
將重新開始 

• 左、右傾斜行動裝置來移動擋板 

 



– 全部磚塊都移除後可進入下一關，若死亡 3 球會出現 結束 
對話方塊，按 OK 鈕重新開始遊戲，按 結束遊戲 鈕會結束
應用程式。 



進階遊戲: 射擊遊戲 



– 7.3.3  介面配置 
– 本專題的介面配置很單純，Canvas 元件的上方是 3 列、每列 

8 個磚塊，下方是擋板及球，螢幕最下方一列則為由 
HorizontalArrangement 元件排列的訊息顯示區，顯示分數、
關卡及剩餘球數。 



– 7.3.4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開始執行後，根據螢幕解析度設定繪圖區及磚塊的長寬。 

 



3. 使用者在 開始 對話方塊中按 OK 鈕就呼叫 resetBall 程序將各元件初始
化。 

 



4. brickValue 程序建立 24 個球的物件清單：建立時需由 My Blocks 頁籤將 
24個物件拼塊 (component) 逐一拖曳到 bricks 整體變數拼塊接合處。 

 



5. initBrick  程序將所有磚塊移到初始位置：因為本專題的磚塊寬度會依
螢幕解析度而動態變化，所以每一個磚塊的位置需以程式計算決定。 

 

 



6. initPadBall  程序會將球及擋板移到起始位置，同時設定球的 Speed  屬
性，讓球開始移動。為了增加遊戲趣味性，每次發球時球的移動軌跡有
所不同，因此利用亂數決定發球角度。 

 



7. 球如果撞到磚塊或擋板時的處
理程式拼塊： 

 



8. 當球碰撞到磚塊或擋板時，會執行 reverseHead 程序改變球的進行方
向。同樣的，為了增加球反彈方向的變化，使用亂數改變球反彈方向。 

 

 

 

 

 

 

9. 球碰撞到繪圖邊界會反彈，使用 Ball 元件的 Bounce 方法即可，不需自
行撰寫反彈的程式拼塊。 

 



10.當球在移動過程中，必須隨時檢查球是否超過擋板下緣，如果超過就
視為球已死亡：需將剩餘球數減 1、播放球死亡音效等。 

 



11.在 發球 對話方塊中按 OK 鈕就會產生新球繼續遊戲。 

 

 

 

 

 

12.當球碰撞最後一個磚塊且目前不是第 5 關時，就會執行 nextStage 程序
開啟 過關 對話方塊。 



13.在 過關 對話方塊中按 
OK 鈕就會進入下一關，依
不同關卡有不同的設定。 

 



14.當 3 個球都死亡時，就會執行 gameOver 程序開啟 結束 對話方塊。 

 



15.在 結束 對話方塊中按 OK 鈕就重新開始遊戲，按 結束遊戲 鈕就結束
執行應用程式。 

 



16.最後是擋板的移動，有兩種方式可以移動擋板：用手觸控拖曳及傾斜
行動裝置，兩種方式可以同時進行。首先是觸控拖曳擋板的程式拼塊，
這是使用擋板 (ImageSpritePad) 的 Dragged 事件達成。 

 



17.使用傾斜行動裝置的方式控制擋板的移動，是使用 
AccelerometerSensor 元件的 AccelerationChanged 事件來偵測行動裝置的
傾斜值，因為擋板只需做水平移動，所以使用 xAccel 屬性值即可。 

 



– 7.3.5  未來展望 
– 打磚塊可說是百玩不厭的經典遊戲，本專題為求精簡程式，
許多功能並未加入：例如若遊戲者有事要暫時離開，可以加
入遊戲暫停功能，回來後可以繼續進行遊戲；配合 TinyDB 元
件 ( 此元件將在下一章詳細說明 )，可記錄分數最高的前五名
玩家，增加過關的意願；可隨機加入各種障礙阻擋球的正常
移動，增加遊戲難度；可新增各式關卡，增加遊戲的趣味性
等。這些改變都不困難，可慢慢一點一滴的嘗試加入，一邊
鍛鍊撰寫程式的能力，一邊享受他人讚賞的樂趣，一舉兩得！ 



– 7.2.2  AccelerometerSensor 元件 
– AccelerometerSensor  稱為加速度感應器，可以偵測 Android  
行動裝置傾斜狀況，也可以偵測 X、Y、Z 三個軸加速度的狀
態，單位是 m/s 2  。X、Y、Z 三個軸的值為： 

»  X 軸：當行動裝置正面向上時， X 軸的值為 0。向左傾斜 ( 行動裝置右方
抬高 )時 X 軸值會遞增，向右傾斜時 X 軸值會遞減。X 軸值的絕對值介於 
0 到 9.8  之間。 

»  Y 軸：當行動裝置正面向上時， Y 軸的值為 0。向下傾斜 ( 行動裝置上方
抬高 ) 時 Y 軸值會遞增，向上傾斜時 Y 軸值會遞減。Y 軸值的絕對值介於 
0 到 9.8  之間。 

»  Z 軸：當行動裝置正面向上時，Z 軸的值為 9.8；行動裝置直立時，Z 軸
的值為 0。行動裝置向上移動時， Z 軸的值會遞增，向下移動時， Z 軸
的值會遞減。 



– 當 Android 行動裝置正面向上水平靜置時，Z 軸的值為 9.8 ；
當行動裝置正面向下水平靜置時，Z 軸的值為 -9.8，由此可
判斷手機放置的方向。 



– AccelerometerSensor 元件常用屬性和事件： 



• 範例：外星人回家 

– 當行動裝置正面向上平放時，外星人不動，抬起行動裝置左
方時，外星人向右移動；抬起右方時，外星人向左移動；抬
起上方時，外星人向下移動；抬起下方時，外星人向上移動。
必須小心翼翼穿過兩個綠色障礙物中間的通道，若碰到綠色
障礙物會出現警告訊息，按 OK 鈕重新開始；若通過綠色障
礙物碰到家的圖形，則顯示到家的訊息。<ch07\ex_et.zip> 



單元二  拼圖 



專題功能說明(1) 

重點提示 
本專題主要目的是結合Canvas畫布與ImageSprite的拖曳

(Dragged)事件，設計一個拼圖遊戲。 

遊戲中拖曳的事件應用 

首先，玩家會用手指按著要被拖曳的圖片，然後這個圖片就會被選
取，成為圖層中的最上層，接著玩家的手指在畫面上面滑動，圖片
就像被手指吸附著一樣，一起改變所在位置，最後到達預訂放下的
位置時，玩家只要將手指移開，圖片就像突然失去了吸力，掉回螢
幕中，然而有時候玩家沒辦法拖曳的那麼精準(精準到連1 pixel的誤
差都沒有)，但圖片只要到了「差不多」的位置就會像自己找到歸宿

一樣的吸附上去。 

可先在專案管理介面中，上傳書中光碟
<ex\ch11\ch11_PuzzleGame.aia>建立專案，練習操作以便了

解這個專案的設計構想 



專題功能說明(2) 
選擇圖片 

在開始拼圖遊戲前，玩家可以透過上面一排「圖片1」、
「圖片2」和「圖片3」的按鈕來切換不同的圖片，選擇自己

想拼的圖。 



專題功能說明(3) 
開始遊戲 

打散圖片並開始計時 

選好想拼的圖片之後，按下右上角「開始」的按鈕，圖片就會被打散成6塊，
隨機的擺放到螢幕下方的位置，準備讓玩家去拖曳。此時計時器也會啟動，
計算玩家玩成拼圖共花費多少時間。在遊戲的過程中，「開始」的按鈕會
變成「停止」，讓玩家隨時可以暫停，暫停的時候計時器會停止，拼塊也
是禁止移動的，直到玩家再度按下「開始」按鈕，遊戲才會繼續進行。 

 

開始拖曳 

玩家點選的拼塊會被移動到圖層最上層，並且跟著玩家的手指移動位置 

 

移動位置 

若玩家將拼塊放到「差不多」正確的位置，拼塊會自動對齊，不要求玩家
要放的百分之百精確，並且發出震動提示玩家這個拼塊已經拼好了。若玩

家拖曳後沒有放到正確的位置，則不會發生任何動作。 



專題功能說明(4) 
完成拼圖 

若拼圖完成後，會提示玩家花了多久時間完成，並將遊戲
初始化，讓玩家可以繼續挑戰下一回合。 



重點技術介紹(1)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步驟 

1. 玩家選取的圖片成為圖層中的最上層 

2. 圖片跟著玩家的手指改變位置。 

3. 玩家移開手指，圖片若到了「差不多」的位置就會
自動對齊。 



重點技術介紹(2)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步驟1:，被玩家按下的圖片會成為所有圖層中的最上層。所以首先要使用
的是TouchDown事件來觸發，再來就是設定ImageSprite中的z屬性，z屬性所
控制的就是圖層中的位置，所有ImageSprite的z屬性預設值為1.0，當設定

的數字越高代表圖層越上層。設定的程式拼塊如下： 

 

 

 

 

在範例中的左圖，本來是被壓在右圖之下，但經過觸發TouchDown事件後，
將z屬性設定為2.0，便提高了圖層的位置，反將右圖壓在底下了。 



重點技術介紹(3)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步驟2：圖片會跟著玩家的手指的拖曳而改變位置，所以使用
ImageSprite中的Dragged事件來觸發ImageSprite的MoveTo方法 

圖片移動後的座標公式為： 
圖片新x座標 = ImageSprite1.X + (currentX – prevX) 

圖片新y座標 = ImageSprite1.Y + (currentY – prevY) 

因此拖曳移動圖片之程式拼塊如下： 

 
 



 重點技術介紹(4)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步驟3：玩家已將圖片拖曳到「差不多」正確的位置，且手指離開
螢幕後，ImageSprite就會自動對齊，不要求玩家要非常精準的放置。 

以這個範例來說，要求將左圖放到畫面的黑色框框裡面，現在已知
黑色框框的座標是(80,20)。如果沒有設定模糊判斷的話，程式拼塊

可以設計如下圖 
 



重點技術介紹(5)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試玩之後可以發現，要將兩個座標在完全零誤差的情況下match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若在遊戲中也這樣設計的話，八成玩家會氣到摔

手機了。 

加入模糊判斷：其實模糊判斷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允許x、y座標各
有正負30 pixels的誤差就行了。從下圖來看的話，本來在完全零誤
差的要求下，玩家要精準的與圖中的黑點重合，當加入允許正負30 

pixels的誤差後，只要座標座落在大正方形裡面就算成功。 



重點技術介紹(6)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加入模糊判斷之程式拼塊，只要座標和黑框座標的差距在30內(無

論正負)，就算match成功。 

 

 

 

 

 

 

 

最後只要再用一個MoveTo，將match成功的ImageSprite與黑色框框
的座標完全對齊，就完成了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 判斷的

所有步驟。 



重點技術介紹(7)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最後只要再用一個MoveTo，將match成功的ImageSprite與黑色框框
的座標完全對齊，就完成了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 判斷的

所有步驟。 



重點技術介紹(8) 
二維陣列 

宣告 
現在要宣告一個二維陣列如下表格 

 

 

 

使用兩層「make a list」便可以達到宣告二維陣列的效果，在程式
拼塊中的宣告方式如下 

 



重點技術介紹(9) 
二維陣列 

取用 
由於使用了兩層的「make a list」來宣告，因此要取出二維陣列中

的其中一個值時，也要用兩層的「select list item」來達成。 

首先第一層的select list item用來取得二維陣列array，index=1的值，
也就是取得了： 

 

 

再透過第二層的select list item，用來取得index=1中的第2個值，也
就是B。 

完整的程式拼塊如下： 



螢幕設計介紹(1) 

本專案之螢幕設計介紹 

 

 



螢幕設計介紹(2) 

本專案所安排的可視元件之建議命名與定義 

 

 



螢幕設計介紹(3) 
元件設定- 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 

拉出「HorizontalArrangement」元件。 

在「Properties」面板中，將「Width」內容改為「Fill parent」。 

 

 

元件設定- LabelTime 
拉出「Label」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中。 

將「FontSize」內容改為「16」。 

將「Text」內容改為「Time:」。 

將「Width」內容改為「65 pixels」。 



螢幕設計介紹(4) 
元件設定- Button1、Button2、Button3 
拉出3個「Button」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中。 

 

 

 

 

 

 

 

在「Properties」面板中，分別將「Text」內容改為下表所示： 



螢幕設計介紹(5) 
元件設定-ButtonStart 

拉出「Button」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中。 

將「Image」內容改為「start.png」。 

將「Width」內容改為「60 pixels」。 

將「Height」內容改為「40 pixels」。 

 

 

 

 

元件設定-Canvas1 
拉出「Canvas」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下方 

將「BackgroundColor」內容改為「Light Gray」。 

將「Width」內容改為「Fill parent」。 

將「Height」內容改為「380 pixels」。 

 

 

 

 



螢幕設計介紹(6) 
元件設定-ImageSprite1到6 

拉出6個「ImageSprite」元件到Canvas1中。 

將「Width」內容改為「100 pixels」。 

將「Height」內容改為「130 pixels」。 

將ImageSprite1到6的「Picture」分別設定如下： 

 

 

 

 

 

將ImageSprite1到6的「x」和「y」座標分別設定如下： 

 

 



螢幕設計介紹(7) 
在本專案中所安排的不可視元件之建議命名與定義如下： 

 

 

 

 

 

 

在本專案中需上傳的Media元素之命名與用途如下： 
 

 



程式設計介紹(1)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PictureList 
PictureList用來宣告6個ImageSprite元件，以便後續可以用程式介面
中「Any component」的「Any ImageSprite」功能來控制所有的

ImageSprite元件。 
 

 
 



程式設計介紹(2)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PositionList 

PositionList用二維陣列來儲存6個ImageSprite元件的初始座標，
此清單儲存的座標將視為每個拼塊的正確位置。 

 

 



程式設計介紹(3)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StatusList清單 

StatusList清單初始時預設為false，用來判斷6個ImageSprite元件是否
已經放到正確的位置，若判斷目前單一ImageSprite的座標與

PositionList所儲存的正確位置一致，則代表已放到正確的位置，便
會將StatusList該ImageSprite的狀態改成true。 

 

 

 



程式設計介紹(4)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Game 

 



程式設計介紹(5)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Game 

宣告IsStart邏輯變數，用來判斷遊戲是否正在進行 

宣告TimeConut變數用來儲存時間的累計。 

 

程式說明： 

1.狀態、顯示初始化：IsStart設為flase，代表遊戲停止；TimeConut變數歸0
重新計算；計時器clock關閉；按鈕圖片變成「開始」按鈕；顯示時間的

Label變回初始值。 

 

2.將所有拼塊移回最初位置：由於PositionList清單中儲存ImageSprite1-6的
初始座標，所以可參考PositionList中所紀錄的座標，透過「Any ImageSprite」

的「move to」，將每個ImageSprite移動到初始位置。 

 

3.呼叫自訂程序initSatustList。 

 



程式設計介紹(6) 
初始化 

自訂程序DrawBorder 

用畫布中的DrawLine畫出拼塊區的範圍。 

上線：從座標(10,10)畫到(310,10)。 

下線：從座標(10,270)畫到(310,270)。 

左線：從座標(10,10)畫到(10,270)。 

右線：從座標(310,10)畫到(310,270)。 

 

 

 



程式設計介紹(7) 
初始化 
螢幕初始化 

呼叫上述初始化用的自訂程序。 

 

 

 



程式設計介紹(8) 
選圖 

自訂程序ChangePicture 

根據按下的圖片選擇按鈕，置換ImageSprite1-6的圖片，置換的原理
為Button1被按下，傳回PictureName為「01」 

 

 



程式設計介紹(9) 
選圖 

Button1、Button2與Button3 

每次換圖都需要重置遊戲，所以呼叫自訂程序initGame，接著把對
應按鈕所代表的圖片編號傳到自訂程序ChangePicture中進行換圖的

動作。 

 



程式設計介紹(10) 
打亂拼塊 

以亂數決定ImageSprite1-6打散後要移動到的位置。本專案將打散後的
拼塊位置設定在拼塊區之外。 

 

 



程式設計介紹(11) 
遊戲開始/停止按鈕 

如果遊戲原本為停止，則啟動遊戲，
呼叫打亂拼塊的自訂程序，啟動計
時器，並將按鈕圖片變為「停止」；
若遊戲原本為開始，則關閉遊戲，
關閉計時器，並將按鈕圖片變為

「開始」。 

 

這邊需宣告一個SpriteNo變數，用
來判別目前被移動的是哪一個

ImageSprite，在此先設定為0，代
表沒有任何ImageSprite被選取。。 

 

 

 

 

 

 

 

 

 

 



程式設計介紹(12) 
計算遊戲時間 

用頻率為1秒的計時器累計遊戲進行時間，並顯示在Label上。 

 

 

 

 

 

 

 

 

 

 

 

 

 



程式設計介紹(13) 
拼塊選取 

當某個ImageSprite被按下時，設定SpriteNo變數為該ImageSprite的編號，
用來確認目前所要處理的ImageSprite是哪一個。 

 

 

 

 

 

 

 



程式設計介紹(14) 
拼塊拖曳 

自訂程序MoveImageSprite 
在11.2節中，我們將圖片移動的程式寫在Dragged事件裡，但由於拼圖遊戲中要處理
的ImageSprite共有6個，為了避免在每個Dragged裡都得重複一次圖片移動的程式，

因此特地獨立變成一個自訂程序讓每個ImageSprite的Dragged事件來呼叫。 

 

 

 

 

 

 



程式設計介紹(15) 
拼塊拖曳 

Dragged事件 
以Dragged事件處理每個ImageSprite的拖曳，先判斷該ImageSprite是否是目前要處理
的對象(SpriteNo)，若是的話即呼叫自訂程序MoveImageSprite，並把座標資訊一併傳

入自訂程序中。由於ImageSprite1-6的Dragged事件做法均相同，這邊只示範
ImageSprite1的拼塊，其餘拼塊請同學自行完成。 

 

 

 

 

 

 



程式設計介紹(16)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自訂程序isCorrect 
判斷條件：若遊戲處於啟動(IsStart=true)且正有ImageSprite需要處理(SpriteNo不為0)，
則開始判斷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請注意，接下來的兩個步驟皆放在此if拼塊的

「then-do」裡。 

 

 

 

 

 



程式設計介紹(17)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自訂程序isCorrect 
取得ImageSprite目前座標與ImageSprite正確座標 

≫ 取得ImageSprite目前座標 

≫ 從PositionList中取得ImageSprite的正確座標 



程式設計介紹(18)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自訂程序isCorrect 
位置正確：若ImageSprite目前座標與ImageSprite正確座標的誤差在20 pixels內，則將
ImageSprite移到正確的位置，且StatusList中該ImageSprite設為true代表該拼塊已經拼
到正確位置，並啟動震動提示。最後因為ImageSprite已處理完成，將SpriteNo設為0，

並呼叫自訂程序Finish檢查是否全部的拼塊都拼好了 

 

 

 

 

 



程式設計介紹(19)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TouchUp事件 
當完成拖曳動作，放開ImageSprite後，檢查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呼叫自訂程序

isCorrect進行確認。 

 

 

 

 

 

 

 



程式設計介紹(20) 
確認全部拼圖是否完成 

若StatusList清單中找不到任何一個false，代表6個ImageSprite已經全部
處於正確的位置，即結束遊戲與停止計時器。以Notifier提示玩家已完

成拼圖並顯示遊戲時間，重置整個遊戲。 

 

 

 

 



單元二  打磚塊 



專題功能說明(1) 

重點提示 
本專題主要目的是結合Canvas畫布與ImageSprite的拖曳

(Dragged)事件，設計一個拼圖遊戲。 

遊戲中拖曳的事件應用 

首先，玩家會用手指按著要被拖曳的圖片，然後這個圖片就會被選
取，成為圖層中的最上層，接著玩家的手指在畫面上面滑動，圖片
就像被手指吸附著一樣，一起改變所在位置，最後到達預訂放下的
位置時，玩家只要將手指移開，圖片就像突然失去了吸力，掉回螢
幕中，然而有時候玩家沒辦法拖曳的那麼精準(精準到連1 pixel的誤
差都沒有)，但圖片只要到了「差不多」的位置就會像自己找到歸宿

一樣的吸附上去。 

可先在專案管理介面中，上傳書中光碟
<ex\ch11\ch11_PuzzleGame.aia>建立專案，練習操作以便了

解這個專案的設計構想 



專題功能說明(2) 
選擇圖片 

在開始拼圖遊戲前，玩家可以透過上面一排「圖片1」、
「圖片2」和「圖片3」的按鈕來切換不同的圖片，選擇自己

想拼的圖。 



專題功能說明(3) 
開始遊戲 

打散圖片並開始計時 

選好想拼的圖片之後，按下右上角「開始」的按鈕，圖片就會被打散成6塊，
隨機的擺放到螢幕下方的位置，準備讓玩家去拖曳。此時計時器也會啟動，
計算玩家玩成拼圖共花費多少時間。在遊戲的過程中，「開始」的按鈕會
變成「停止」，讓玩家隨時可以暫停，暫停的時候計時器會停止，拼塊也
是禁止移動的，直到玩家再度按下「開始」按鈕，遊戲才會繼續進行。 

 

開始拖曳 

玩家點選的拼塊會被移動到圖層最上層，並且跟著玩家的手指移動位置 

 

移動位置 

若玩家將拼塊放到「差不多」正確的位置，拼塊會自動對齊，不要求玩家
要放的百分之百精確，並且發出震動提示玩家這個拼塊已經拼好了。若玩

家拖曳後沒有放到正確的位置，則不會發生任何動作。 



專題功能說明(4) 
完成拼圖 

若拼圖完成後，會提示玩家花了多久時間完成，並將遊戲
初始化，讓玩家可以繼續挑戰下一回合。 



重點技術介紹(1)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步驟 

1. 玩家選取的圖片成為圖層中的最上層 

2. 圖片跟著玩家的手指改變位置。 

3. 玩家移開手指，圖片若到了「差不多」的位置就會
自動對齊。 



重點技術介紹(2)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步驟1:，被玩家按下的圖片會成為所有圖層中的最上層。所以首先要使用
的是TouchDown事件來觸發，再來就是設定ImageSprite中的z屬性，z屬性所
控制的就是圖層中的位置，所有ImageSprite的z屬性預設值為1.0，當設定

的數字越高代表圖層越上層。設定的程式拼塊如下： 

 

 

 

 

在範例中的左圖，本來是被壓在右圖之下，但經過觸發TouchDown事件後，
將z屬性設定為2.0，便提高了圖層的位置，反將右圖壓在底下了。 



重點技術介紹(3)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步驟2：圖片會跟著玩家的手指的拖曳而改變位置，所以使用
ImageSprite中的Dragged事件來觸發ImageSprite的MoveTo方法 

圖片移動後的座標公式為： 
圖片新x座標 = ImageSprite1.X + (currentX – prevX) 

圖片新y座標 = ImageSprite1.Y + (currentY – prevY) 

因此拖曳移動圖片之程式拼塊如下： 

 
 



重點技術介紹(4)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步驟3：玩家已將圖片拖曳到「差不多」正確的位置，且手指離開
螢幕後，ImageSprite就會自動對齊，不要求玩家要非常精準的放置。 

以這個範例來說，要求將左圖放到畫面的黑色框框裡面，現在已知
黑色框框的座標是(80,20)。如果沒有設定模糊判斷的話，程式拼塊

可以設計如下圖 
 



重點技術介紹(5)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試玩之後可以發現，要將兩個座標在完全零誤差的情況下match是
非常困難的事情，若在遊戲中也這樣設計的話，八成玩家會氣到摔

手機了。 

加入模糊判斷：其實模糊判斷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允許x、y座標各
有正負30 pixels的誤差就行了。從下圖來看的話，本來在完全零誤
差的要求下，玩家要精準的與圖中的黑點重合，當加入允許正負30 

pixels的誤差後，只要座標座落在大正方形裡面就算成功。 



重點技術介紹(6)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加入模糊判斷之程式拼塊，只要座標和黑框座標的差距在30內(無

論正負)，就算match成功。 

 

 

 

 

 

 

 

最後只要再用一個MoveTo，將match成功的ImageSprite與黑色框框
的座標完全對齊，就完成了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 判斷的

所有步驟。 



重點技術介紹(7) 
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判斷 

拖曳事件的範例 
最後只要再用一個MoveTo，將match成功的ImageSprite與黑色框框
的座標完全對齊，就完成了拖曳(Dragged)事件與模糊(Fuzzy) 判斷的

所有步驟。 



重點技術介紹(8) 
二維陣列 

宣告 
現在要宣告一個二維陣列如下表格 

 

 

 

使用兩層「make a list」便可以達到宣告二維陣列的效果，在程式
拼塊中的宣告方式如下 

 



重點技術介紹(9) 
二維陣列 

取用 
由於使用了兩層的「make a list」來宣告，因此要取出二維陣列中

的其中一個值時，也要用兩層的「select list item」來達成。 

首先第一層的select list item用來取得二維陣列array，index=1的值，
也就是取得了： 

 

 

再透過第二層的select list item，用來取得index=1中的第2個值，也
就是B。 

完整的程式拼塊如下： 



螢幕設計介紹(1) 

本專案之螢幕設計介紹 

 

 



螢幕設計介紹(2) 

本專案所安排的可視元件之建議命名與定義 

 

 



螢幕設計介紹(3) 
元件設定- 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 

拉出「HorizontalArrangement」元件。 

在「Properties」面板中，將「Width」內容改為「Fill parent」。 

 

 

元件設定- LabelTime 
拉出「Label」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中。 

將「FontSize」內容改為「16」。 

將「Text」內容改為「Time:」。 

將「Width」內容改為「65 pixels」。 



螢幕設計介紹(4) 
元件設定- Button1、Button2、Button3 
拉出3個「Button」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中。 

 

 

 

 

 

 

 

在「Properties」面板中，分別將「Text」內容改為下表所示： 



螢幕設計介紹(5) 
元件設定-ButtonStart 

拉出「Button」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中。 

將「Image」內容改為「start.png」。 

將「Width」內容改為「60 pixels」。 

將「Height」內容改為「40 pixels」。 

 

 

 

 

元件設定-Canvas1 
拉出「Canvas」元件到HorFunction水平排列元件下方 

將「BackgroundColor」內容改為「Light Gray」。 

將「Width」內容改為「Fill parent」。 

將「Height」內容改為「380 pixels」。 

 

 

 

 



螢幕設計介紹(6) 
元件設定-ImageSprite1到6 

拉出6個「ImageSprite」元件到Canvas1中。 

將「Width」內容改為「100 pixels」。 

將「Height」內容改為「130 pixels」。 

將ImageSprite1到6的「Picture」分別設定如下： 

 

 

 

 

 

將ImageSprite1到6的「x」和「y」座標分別設定如下： 

 

 



螢幕設計介紹(7) 
在本專案中所安排的不可視元件之建議命名與定義如下： 

 

 

 

 

 

 

在本專案中需上傳的Media元素之命名與用途如下： 
 

 



程式設計介紹(1)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PictureList 
PictureList用來宣告6個ImageSprite元件，以便後續可以用程式介面
中「Any component」的「Any ImageSprite」功能來控制所有的

ImageSprite元件。 
 

 
 



程式設計介紹(2)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PositionList 

PositionList用二維陣列來儲存6個ImageSprite元件的初始座標，
此清單儲存的座標將視為每個拼塊的正確位置。 

 

 



程式設計介紹(3)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StatusList清單 

StatusList清單初始時預設為false，用來判斷6個ImageSprite元件是否
已經放到正確的位置，若判斷目前單一ImageSprite的座標與

PositionList所儲存的正確位置一致，則代表已放到正確的位置，便
會將StatusList該ImageSprite的狀態改成true。 

 

 

 



程式設計介紹(4)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Game 

 



程式設計介紹(5) 
初始化 

自訂程序initGame 

宣告IsStart邏輯變數，用來判斷遊戲是否正在進行 

宣告TimeConut變數用來儲存時間的累計。 

 

程式說明： 

1.狀態、顯示初始化：IsStart設為flase，代表遊戲停止；TimeConut變數歸0
重新計算；計時器clock關閉；按鈕圖片變成「開始」按鈕；顯示時間的

Label變回初始值。 

 

2.將所有拼塊移回最初位置：由於PositionList清單中儲存ImageSprite1-6的
初始座標，所以可參考PositionList中所紀錄的座標，透過「Any ImageSprite」

的「move to」，將每個ImageSprite移動到初始位置。 

 

3.呼叫自訂程序initSatustList。 

 



程式設計介紹(6) 
初始化 

自訂程序DrawBorder 

用畫布中的DrawLine畫出拼塊區的範圍。 

上線：從座標(10,10)畫到(310,10)。 

下線：從座標(10,270)畫到(310,270)。 

左線：從座標(10,10)畫到(10,270)。 

右線：從座標(310,10)畫到(310,270)。 

 

 

 



程式設計介紹(7) 
初始化 
螢幕初始化 

呼叫上述初始化用的自訂程序。 

 

 

 



程式設計介紹(8) 
選圖 

自訂程序ChangePicture 

根據按下的圖片選擇按鈕，置換ImageSprite1-6的圖片，置換的原理
為Button1被按下，傳回PictureName為「01」 

 

 



程式設計介紹(9) 
選圖 

Button1、Button2與Button3 

每次換圖都需要重置遊戲，所以呼叫自訂程序initGame，接著把對
應按鈕所代表的圖片編號傳到自訂程序ChangePicture中進行換圖的

動作。 

 



程式設計介紹(10) 
打亂拼塊 

以亂數決定ImageSprite1-6打散後要移動到的位置。本專案將打散後的
拼塊位置設定在拼塊區之外。 

 

 



程式設計介紹(11) 
遊戲開始/停止按鈕 

如果遊戲原本為停止，則啟動遊戲，
呼叫打亂拼塊的自訂程序，啟動計
時器，並將按鈕圖片變為「停止」；
若遊戲原本為開始，則關閉遊戲，
關閉計時器，並將按鈕圖片變為

「開始」。 

 

這邊需宣告一個SpriteNo變數，用
來判別目前被移動的是哪一個

ImageSprite，在此先設定為0，代
表沒有任何ImageSprite被選取。。 

 

 

 

 

 

 

 

 

 

 



程式設計介紹(12) 
計算遊戲時間 

用頻率為1秒的計時器累計遊戲進行時間，並顯示在Label上。 

 

 

 

 

 

 

 

 

 

 

 

 

 



程式設計介紹(13) 
拼塊選取 

當某個ImageSprite被按下時，設定SpriteNo變數為該ImageSprite的編號，
用來確認目前所要處理的ImageSprite是哪一個。 

 

 

 

 

 

 

 



程式設計介紹(14) 
拼塊拖曳 

自訂程序MoveImageSprite 
在11.2節中，我們將圖片移動的程式寫在Dragged事件裡，但由於拼圖遊戲中要處理
的ImageSprite共有6個，為了避免在每個Dragged裡都得重複一次圖片移動的程式，

因此特地獨立變成一個自訂程序讓每個ImageSprite的Dragged事件來呼叫。 

 

 

 

 

 

 



程式設計介紹(15) 
拼塊拖曳 

Dragged事件 
以Dragged事件處理每個ImageSprite的拖曳，先判斷該ImageSprite是否是目前要處理
的對象(SpriteNo)，若是的話即呼叫自訂程序MoveImageSprite，並把座標資訊一併傳

入自訂程序中。由於ImageSprite1-6的Dragged事件做法均相同，這邊只示範
ImageSprite1的拼塊，其餘拼塊請同學自行完成。 

 

 

 

 

 

 



程式設計介紹(16)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自訂程序isCorrect 
判斷條件：若遊戲處於啟動(IsStart=true)且正有ImageSprite需要處理(SpriteNo不為0)，
則開始判斷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請注意，接下來的兩個步驟皆放在此if拼塊的

「then-do」裡。 

 

 

 

 

 



程式設計介紹(17)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自訂程序isCorrect 
取得ImageSprite目前座標與ImageSprite正確座標 

≫ 取得ImageSprite目前座標 

≫ 從PositionList中取得ImageSprite的正確座標 



程式設計介紹(18)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自訂程序isCorrect 
位置正確：若ImageSprite目前座標與ImageSprite正確座標的誤差在20 pixels內，則將
ImageSprite移到正確的位置，且StatusList中該ImageSprite設為true代表該拼塊已經拼
到正確位置，並啟動震動提示。最後因為ImageSprite已處理完成，將SpriteNo設為0，

並呼叫自訂程序Finish檢查是否全部的拼塊都拼好了 

 

 

 

 

 



程式設計介紹(19) 
確認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 

TouchUp事件 
當完成拖曳動作，放開ImageSprite後，檢查拼塊是否位於正確位置，呼叫自訂程序

isCorrect進行確認。 

 

 

 

 

 

 

 



程式設計介紹(20) 
確認全部拼圖是否完成 

若StatusList清單中找不到任何一個false，代表6個ImageSprite已經全部
處於正確的位置，即結束遊戲與停止計時器。以Notifier提示玩家已完

成拼圖並顯示遊戲時間，重置整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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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題介紹 

英文的學習是許多人一輩子的功課，所以在 Google Play 商店中與英文學習相

關的 App 數量是非常驚人的。在這個專題中我們將開發一個幫助學習英文單字

的App，使用者在進入程式後，系統會隨機由資料庫的中挑選一個單字來顯示

並唸出來，若遇到不熟的單字時還能按下按鈕再唸一次。 

在這個專題中將使用 CSV 檔案當作資料的來源，CSV 是一種通用而簡單的資料

格式，在 App Inventor 2 中在處理 CSV 資料也相當簡單，程式在讀取了資料

內容後會化為清單，即可進行隨機選取及顯示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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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題實作：英文單字王( 本機版) 

1.2.1 專題總覽 

執行程式後，按 隨機選字 鈕程式會隨機由題庫中挑選一個英文單字及中文說明

顯示在畫面上並唸出來，按 重唸一次 鈕時會重新唸一次單字。當畫面橫擺時會

背景化為單純顏色，並將文字放大顯示。 

專題路徑：<proj_vocabularyking_file.aia>。 



1.2.2 專題資料檔：CSV 的製作 

認識 CSV 

CSV (Comma Separated Values) 是一種以逗號分隔值的資料格式，通常都是使

用純文字的方式儲存為檔案。CSV 因為它簡單又通用的特性，所以大量的應用在

商業和科學的領域中。最廣泛的應用是在程式之間進行資料的交換，因為許多程

式都有專屬的資料檔案，為了與其他的程式相通，就必須將資料內容轉換為通用

格式方便其他程式使用，而 CSV 就是其中很受歡迎的選項。 



使用 Excel 編輯 CSV 的方式 

雖然 CSV 的格式很簡單，是否有一套較好的編輯器可以推薦呢？其實 Excel 就是

一個方便又普遍的編輯軟體。以這個專題要使用的資料檔<eword.csv> 為例，其

中每一個單字的資料有 2 欄，第 1 欄是英文單字，第 2 欄是單字中文說明，使用 

Excel 編輯非常簡單，在新增一個試算表後，只要工作表中利用 2 個欄位，依照

上述的方式將資料建入即可。 

重點是在於存檔時，請將 存檔類型 設
定為 CSV( 逗號分隔)(*.csv) 後再進行
存檔動作即可。 



轉換 CSV 檔案編碼為 UTF8 

使用 Excel 編輯 CSV 檔案雖然方便簡單，但是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因為 Excel

儲檔時只能使用 ANSI 的編碼方式，而 App Inventor 2 是使用 UTF8 格式，若直

接讀取在顯示時會出現亂碼。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將 Excel 所儲存 CSV 檔進行編碼轉換。請利用 Windows

內建的記事本(NotePad) 開啟 CSV 檔案，在另存新檔時設定編碼為 UTF8 即可。 



1.2.3 介面配置 

主畫面布局 

     

在本機版的專題中使用的
資料檔案 <eword.csv>，
必須預先上傳到 素材 之
中以供使用。 



1.2.4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開始執行先調整 Screen1 的捲動狀態、設定TextToSpeech 使用的語言，

並且讀取顯示的資料來源。 



3. 文件管理器元件讀到檔案後，將取得的 文字 內容使用 CSV 轉清單 拼塊轉為

清單儲存到elist 變數中以供使用，最後啟用 btn_next 按鈕。 

 

 

 

 

4. 當按下 btn_next 按鈕時的功能。 

 



5. 自訂程序 pickWord 的功能。 

 

 

 

 

 

 

 

 

6. 按下 btn_again 按鈕時，再使用文字轉語音器元件將儲存在 eword 變數中的

單字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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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專題實作：英文單字王( 雲端版) 

1.3.1 專題資料檔：Dropbox 的應用 

1. 請進入 Dropbox 官網：「https://www.dropbox.com」，如果沒有帳號請

進行申請，完成後請使用帳號密碼登入主畫面。 

2. 請按主畫面上方的 上傳 連結，在這裡預設上傳在雲端空間的根目錄上，你

可以新增資料夾後再進行上傳檔案的動作。 

3. 上傳完畢之後即可在畫面中看到檔案，接著要設定檔案分享的動作。請選按

該檔案右方的 共享 鈕。 

 



4. 這裡使用預設分享的權限：所有知道此連結的人皆可檢視，請複製這個檔案

連結網址，我們將在 App Inventor 2 中利用這個連結來讀取資料來源。 

5. 在使用前要特別注意，Dropbox 的檔案連結網址並不能直接使用，要進行一

些調整，例如這個檔案的連結網址為： 

 

      調整時請將網址的「www 」改為「dl」，即可應用在程式中，如下： 



1.3.2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在這個雲端版本中，所有的布局與程式拼塊與本機版大致一樣，以下詳細說明檔

案連結與使用的方法： 

1. 程式開始執行先調整 Screen1 的捲動狀態、設定TextToSpeech 使用的語言，

並且使用 Web 客戶端元件讀取顯示的資料來源。 

 

 

 

2. Web 客戶端元件讀到檔案後，首先取得 回應程式碼 來判斷是否讀取成功，

若值為 200 時即代表讀取成功，即可往下執行。將取得的 回應內容 內容使用 

CSV 轉清單 拼塊轉換為清單儲存到elist 變數中以供使用，最後啟用 btn_next 

按鈕。 

其他的程式拼塊都與本機
版一樣，如此即完成專題
的製作。 



1.3.3 未來展望 

許多 App 在開發都會思考要將資料放置在本機或是雲端，資料更新的頻率與讀

取的速度就是其中的考量，英文單字王 App 就是一個很好的練習範例。如果還

想進行延伸，可以再思考如何將學習時所發現的生字記錄起來，以便未來可以直

接複習，此時可以搭配其他的儲存方式，如本機檔案、微資料庫或網路微資料庫，

都是很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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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專題介紹：即刻救援 

本專題已預先設定好 119 報案電話，使用者可另外設定三組緊急聯絡人電話，

程式執行後就可一鍵撥號報案或打給緊急聯絡人，撥號前會先顯示位置訊息，

第一時間馬上發出求救訊號，不用怕臨時在手機中找不到撥號對象。 

本專題也具備發送簡訊功能，使用者可預先設定簡訊內容。如果緊急聯絡人沒

有接電話，或現場不允許撥號，或為保持手機電力，可以一鍵可以發送給三個

緊急聯絡人，簡訊內容會自動加入目前所在位置，送出後就可以靜待救援。為

因應綁架狀況，特將發送簡訊功能設計成隱形按鈕，使用者可神不知鬼不覺的

傳送簡訊。 

最後，本專題安排兩款警報聲： 

警車音效及人聲求救音效，只需 

一鍵按下，警報器馬上作響，系 

統會直接把聲音開到最大聲，在 

危急時刻發揮嚇阻歹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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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專題重要技巧 

2.2.1 activity 啟動器元件簡介 

activity 啟動器 元件可以呼叫其他的應用程式，包括使用 App Inventor 2 撰寫

的程式、手機內建的應用程式及一般手機應用程式，有些應用程式會傳回資料，

activity 啟動器 元件也可以取得應用程式的執行結果，目前只能取得回傳文字

資料。由於 activity 啟動器 元件能讓設計者有效利用他人撰寫好的功能，因此

大幅擴充了 App Inventor 2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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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啟動器 元件主要屬性及方法有： 

 

 

 

 

 

 

 Action 屬性：許多手機內建功能可設定此屬性執行，例如
「android.intent.action.VIEW」會開啟指定的網頁、
「android.intent.action.WEB_SEARCH」可在網頁中搜尋特定資料、
「android.settings.LOCATION_SOURCE_SETTINGS」會開啟手機的 GPS 功
能。 

 ActivityPackage 及 ActivityClass 屬性：如果知道應用程式的 
Packagename 及 Class name，可設定這兩個屬性來執行該應用程式。 



 

 

此範例利用開啟網頁方式播放 Youtube 影片：使用者按 播放 鈕就會開啟指定的  

Youtube 網頁，在影片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就開始播放影片。(<ex_Youtube.aia>)             

範例：播放 Youtube 影片 



2.2.2 位置感測器元件 

位置感測器 元件是非視覺元件，其功能是偵測目前行動裝置的位置，第一優先是

使用行動裝置的 GPS，也可以使用無線網路或行動基地台來定位。位置感測器元

件提供的位置資訊相當豐富，包括經度、緯度、海拔高度、地址等，甚至可將地

址轉換為經緯度，但部分功能需視使用的行動裝置及地區是否提供而定。 

位置感測器 元件主要屬性及事件有： 



如果要使用 GPS 定位，必須開啟行動裝置的 GPS 功能，因此在使用 GPS 定位前

最好先檢查行動裝置的 GPS 功能是否開啟，若未開啟就將其開啟。檢查行動裝置 

GPS 功能是否開啟的方法，是查看可用的服務清單中是否包含「gps」，開啟 

GPS 功能的方法是使用 activity 啟動器 元件，只需設定 Action 屬性值為

「android.settings.LOCATION_SOURCE_SETTINGS」即可。程式拼塊為： 



執行上述程式拼塊時，若行動裝置的 GPS 功能尚未開啟，會自動跳到系統設定 

GPS 頁面，讓使用者開啟 GPS 功能，開啟 GPS 功能後上方通知欄會有雷達圖示

閃爍，表示正在進行 GPS 定位。 



 

 

系統預設的定位方式為 network，使用者按 定位方式 鈕會開啟定位方式選單，

使用者點選後即可設定定位方式。若點選 gps 項目而行動裝置的 GPS 功能尚未

開啟，會跳到 GPS 設定頁面並開始 GPS 定位。使用者按 顯示位置 鈕會在下方顯

示定位方式及目前位置經緯度。(<ex_Location.aia>) 

範例：取得目前位置 



2.2.3 製作隱形按鈕 

為了不讓歹徒察覺使用者發送簡訊，故將簡訊發送按鈕製作為「隱形按鈕」，即

該按鈕不會在螢幕中顯示。要讓按鈕隱藏，不是設定按鈕元件的 顯示狀態 屬性

值為 false 就好了嗎？但如此一來，使用者也無法按下按鈕執行其事件程式。 所

謂「隱形按鈕」，是該按鈕存在於螢幕上，而且有作用，只是看不見而已。 

製作隱形按鈕的技巧在於清除按鈕元件的 文字 屬性值，這樣按鈕上就不會顯示

文字，接著製作一張與按鈕大小相同的圖片，該圖片的背景為透明，且無任何圖

形，例如本範例的 <transparent.png> 圖片就是 100x100 像素的背景透明圖片： 



最後設定按鈕的 圖片 屬性值為該圖片即可，因為圖片是透明的，所以使用者看

不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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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專題製作：即刻救援 

2.3.1 專題發想 

本專題主要包括三部分： 

 危難而不知身在何處：登山者常會迷路，使用手機告知親朋好友時又說不清
自己的位置，使搜救者不知到何處救援，本專題可以電話及簡訊告知友人迷
途者目前的經緯度。 

 遭到突然攻擊：女性可能會遇到色狼搔擾、夜歸人可能突然遭到歹徒襲擊，
本專題具有一鍵發出警笛聲或求救聲的功能。 

 被綁架或限制行動：如果使用者被限制行動，就不能自由使用手機，必須在
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送出求救訊息，本專題可用長按隱形按鈕方式送出簡
訊，簡訊內容包括使用者目前的位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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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專題總覽 

程式第一次執行時，會彈出視窗告知需先建立電話及簡訊資料，在緊急時才能撥

打電話及發送簡訊。按 知道了 鈕就會開啟輸入電話及簡訊資料頁面，讓使用者

建立電話及簡訊資料。 

可以輸入三個緊急聯絡人電話，也可僅輸入一或二個緊急聯絡人電話，若尚未建

立電話資料就撥打電話，系統會顯示提示訊息。系統已建立預設的簡訊內容，使

用者可以修改簡訊內容，也可以 

使用預設的簡訊內容。資料輸入 

完畢後按 確定 鈕就會儲存，未來 

可在主頁面按        圖示修改電話 

及簡訊資料。 



建立電話及簡訊資料後就開啟主頁面，主頁面中有十個按鈕，注意左下角存在一 

個隱形按鈕。使用者按電話圖示                                   會以對話方塊顯示目前位置， 

以便使用者告知電話對象。按 撥號 鈕就撥出電話。 



2.3.3 介面配置 

本專題共有四個頁面：主頁面、電話及簡訊資料頁面、定位方式頁面及使用說明

頁面，設計時是把這四個頁面都置於同一個 Screen 元件中，而將同一個頁面的

元件都放在一個 垂直布局 元件內，要顯示某一個頁面時，就設定該頁面 垂直布

局 元件的 顯示狀態 屬性為 true，再設定另三個頁面 垂直布局 元件的 顯示狀態

屬性為 false，就達成顯示指定頁面的功能。 



主頁面 

主頁面的所有元件都位於 VerArrMain 元件內。 



電話及簡訊資料頁面 

電話及簡訊資料頁面的所有元件都位於 VerArrInputData 元件內，有三個輸入電

話及一個輸入簡訊內容的文字框，再加上兩個按鈕。 



定位方式頁面 

定位方式頁面的所有元件都位於 VerArrProvider 元件內，包含一個現在定位方

式的 標籤 元件、選取定位方式的 清單選擇器 元件及一個按鈕。 

 

 

 

 

使用說明頁面 

使用說明頁面的所有元件 

都位於 VerArrHelp 元件內。 



2.3.4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執行後，設定一些元件的初始值、使用 network 定位方式取得位置資訊、

根據是否第一次使用做不同的讀取資料庫處理。 



3.  readTinyDB 自訂程序會讀取資料庫中所有資料。 



4. readTel 自訂程序會將清單或變數中的資料，顯示於電話及簡訊資料頁面的文

字輸入框中。 

 

 

 

 

 

 

1. telList 清單中儲存三個緊急聯絡人電話資料，使用 選擇索引值的清單項 方
法逐一取得每個緊急聯絡人電話，並設定給對應的文字輸入框，以便讓使
用者查詢或修改。 

2. 將 textingMsg 變數中的簡訊資料，顯示於電話及簡訊資料頁面的簡訊文
字輸入框中。 



5.  第一次執行本應用程式時，資料庫中無任何資料，需用 initTinyDB 自訂程序

建立資料。 



6.  四個撥打電話圖示的處理過程相同，只是撥打的電話號碼不同而已。撰寫 dial

自訂程序來處理撥打電話，再以傳送的參數來判斷使用者按下哪一個按鈕。 

下圖拼塊為若參數值為 1 表示按下第一個聯絡人電話按鈕，參數值為 2 表示

按下第二個聯絡人電話按鈕，參數值為 3 表示按下第三個聯絡人電話按鈕，

參數值為 4 表示按下 119 電話按鈕。 



7.  dial 自訂程序執行撥打電話功能，程序會根據 numTel 參數值決定電話號碼。 



8. 使用者按        圖示就切換到電話及簡訊頁面讓使用者修改電話及簡訊資料，

方法是先隱藏所有頁面，再顯示電話及簡訊頁面。 

 

 

 

 

9. screenHidden  自訂程序的功能是隱藏所有頁面，方法是設定所有頁面的

顯示狀態 屬性值為 false 即可。 



10.使用者在電話及簡訊頁面中按 取消 鈕時，使用者已經修改的資料將作廢

不予儲存，方法是將原來的電話及簡訊資料重新讀入所有輸入文字框來覆

蓋已修改的資料，再將頁面切換回主頁面。 



11. 使用者在電話及簡訊頁面中按 確定 鈕，就將修改的資料寫入資料庫儲存。 



12. 使用者按        圖示，就切換到定位方式頁面讓使用者修改定位方式。 

 

 

 

13.選取定位方式 鈕是 清單選擇器 元件， 其 元素字串 屬性值設定為

「network,gps」， 當使用者按下 選取定位方式 鈕， 系統會顯示network及 

gps 兩個項目供使用者選取，使用者點選任一個項目值後，就會觸發

ListPicker1. 選擇完成 事件。 



14. openGPS 自訂程序的功能是當使用者以「gps」做為定位方式時，會檢查行

動裝置的 GPS 功能是否開啟，若未開啟就將其開啟。 

 

 

 

 

 

 

 

15. 使用者在定位方式頁面中按 回主頁面 鈕就切換到主頁面。 



16. 使用者按         圖示就會以最大音量播放警笛聲，同時圖示變更為正在播放的

圖示；再按一次則停止播放警笛聲，同時圖示變回正常圖示。 

 

 

 

 

 

 

 



17. 使用者按         圖示就切換到使用說明頁面。 

 

 

 

 

18. 使用者在使用說明頁面中按 回主頁面 鈕就切換到主頁面。 



19. 使用者長按隱形按鈕就為每一個聯絡人發出簡訊。為了避免使用者誤按而發

出大量求救簡訊，必須使用者長按按鈕才會執行，一般程式語言多未提供長

按事件，設計者要花費大量程式碼來處理按鈕長按的問題。但 App Inventor  

2 貼心的提供  被慢點選 事件，設計者只需將程式拼塊置於此事件中即可。 



20. Clock1 元件在設計階段已設定 計時間隔 屬性值為 3000，即每 3 秒會觸發一

次 Clock1. 計時 事件。而 Clock1. 計時 事件執行發送簡訊，所以會每隔 3 秒

發送一次簡訊，直到所有簡訊都發送完畢為止。 



21. 按行動裝置上的 返回 鍵 (「<」) ，會彈出確認結束應用程式對話方塊，按  

結束程式 鈕就關閉本應用程式，按 取消 鈕則回到應用程式繼續執行。 



22. 對話框元件顯示的對話方塊可根據不同的按鈕文字做處理。 



2.3.5 未來展望 

緊急狀況的種類繁多，因此本應用程式還有許多功能可以擴充：可搜集一些常見

且需要緊急處理的狀況，如毒蛇咬傷、心肌梗塞、虎頭蜂叮咬等，分門別類整理

處理方法，在緊急時可供查詢；拍攝如心肺復甦術等急救影片，緊急時可參考施

救；結合日漸成熟的語音合成技術，可提供文字轉成語音的報案，也可供瘖啞人

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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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專題介紹：機車法規題庫 

題庫呈現的方式分為四種：首先是以列表方式展示依序顯示題目，使用者可以

瀏覽所有試題；第二種為一次顯示一個題目及答案方式，使用者可以按 上一題 

或 下一題 鈕切換顯示題目，方便使用者記憶；第三種是以語音方式讀出題目及

答案，使用者完全不需要操作行動裝置，可讓使用者在無法操作行動裝置的情

況時，也能進行學習，例如騎車、開車等；當使用者自認已相當熟悉試題時，

可使用第四種方式：模擬測驗，考驗自己的程度。 

第二種方式 ( 顯示題目及答案 ) 及 

第三種方式 ( 讀出題目及答案 ) 都 

有依序或隨機出題可以選擇，讓使 

用者可以全面學習所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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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專題重要技巧 

3.2.1 建立 CSV 格式題目檔案 

交通部公路總局為方便民眾準備汽機車筆試考照資料，提供筆試試題下載的服

務，民眾可連結「http://www.thb.gov.tw/TM/Webpage.aspx?entry=190」

網址下載，本專題需下載中文法規選擇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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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滑鼠移到網頁右下方按       圖示，即可下載中文法規選擇題資料。 



3.2.2 建立 Fusion tables 資料庫 

如果應用程式需使用資料時，通常要先架設網頁伺服器如 IIS、Apache 等，再安

裝資料庫軟體如SQL Server、MySQL 等，得耗費大量時間精力。GoogleFusion 

Tables 是 Google 提供的雲端資料庫服務，只要具有 Google 帳號，就能免費在 

Fusion Tables 上建立資料庫並分享給特定對象或所有人使用，非常方便。

Fusion Tables 的限制為每個資料表最大 100M，每人最多可使用 250M，對於一

般用途已綽綽有餘。 



建立 Google Fusion Tables 雲端資料庫的步驟為： 

1. 在 Chrome 瀏覽器以 Google 帳號登入後， 於網址列輸入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開啟 Google 雲端硬碟。雲端硬碟預設

並未加入 FusionTables 服務，必須先加入此服務：按 新增 / 更多 / 連結更多

應用程式，在 將應用程式連接到雲端硬碟 網頁中列出了太多應用程式，於搜

尋框輸入「fusiontable」即可找到 Fusion Tables 應用程式，按 連接 鈕進行

連結。 



3.2.3 申請 Fusion Tables 的 API Key 

要使用 Fusion Tables 資料庫，必須申請一個Fusion Tables 的API Key。操作步

驟如下： 

1. 連結到 Google Developers Console， 建立一個 Project： 連結到 

「https://console.developers.google.com」，預設會進入專案管理的畫面，

按 建立專案 鈕建立新的專案。專案名稱 輸入自訂的專案名稱

「FusionTable」，專案 ID使用預設值即可，按 建立 鈕繼續。 



3.2.4 FusiontablesControl 元件 

Fusion Tables 資料庫使用方式相當方便， 運用此項服務者越來越多，

AppInventor 2 提供 FusiontablesControl 元件可以輕鬆存取 Fusion Tables 資

料庫。 

FusiontablesControl 元件存取 Fusion Tables 資料庫的方式為： 

 

 

 

 

ApiKey 屬性值設為前一節申請的 Fusion Tables API Key，Query 屬性值設為要

執行的 SQL 指令 (SQL 指令請自行參考相關書籍)，最後以 發送查詢指令 方法就

可操作資料庫。 



執行完 發送查詢指令 方法後，會自動觸發 取得結果 事件並回傳結果。查詢結果

會以 CSV 格式傳回，並儲存於 返回結果 參數中，使用者可使用 CSV 轉清單 

CSV字元串 拼塊將傳回值轉換為清單。 

例如將 FusiontablesControl 元件查詢結果存於 motorResult 清單變數中： 



3.2.5 文字語音轉換器元件 

文字語音轉換器 元件 (TTS) 的功能是將傳入的文字以語音方式讀出，可支援多種

語言，每種語言還有多種國家口音可以選擇。文字語音轉換器 元件屬於 多媒體

類別。 

文字語音轉換器 元件的利用很廣，例如可以為各種公共設施加入語音導引，幫助

視障者使用公共設施；可以為老人家讀報，彌補老人家因老花眼不方便看報紙的

缺憾。只要有現成的文字檔案，文字語音轉換器 元件就能以語音讀出，不必花費

大量錄音的時間及金錢。 



屬性、方法及事件 



文字語音轉換器 元件官網所列的語言及國家口音整理於下表： 

 

 

 

 

 

 

 

 

 

 

例如最常使用的英語，美國口音其 國家 屬性值為「USA」，英國口音則為

「GBR」 



 

 

在文字輸入框中輸入要語音合成的文句後，按 讀出文句 鈕就會以中文讀出輸入

的文句；若未輸入即按 讀出文句 鈕則不會發音，並會在下方顯示提示訊息。

(<ex_chineseVoice.aia>) 

範例：中文語音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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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專題製作：機車法規題庫 

3.3.1 專題發想 

本專題主要包括四部分： 

 題目總覽：以表列方式列出所有題目，讓使用者大致了解題目狀況。 

 題目速記：使用者可先以依序方式從頭學習，程式會以每次一題顯示題目及
答案，使用者可按 上一題 或 下一題 鈕切換題目，待題目熟練後改以隨機方
式繼續練習。 

 語音題目：使用者在不方便操作行動裝置的情況如騎車、開車等，可利用語
音讀出題目，程式會一題接一題讀出，完全不必操作。語音題目也分為依序
及隨機兩種方式。 

 模擬考試：使用者精熟題目之後，可進行模擬考試測試一下自己的程度，同
時找出不足處再加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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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專題總覽 

程式開始執行就會連結到資料庫讀取全部題目，如果使用者在題目尚未讀取完畢

就操作題庫系統，將會產生錯誤，所以開始時顯示等待的動畫，五秒後才切換到

主頁面讓使用者操作。 

使用者按 題目總覽 鈕就以表列方式顯示所有題目及答案，使用者在螢幕上按一

下或按行動裝置的返回鍵就回到主頁面。 



使用者按 題目速記 ( 依序 ) 鈕，會依照題號順序顯示題目及答案，供使用者學習

記憶，讀完後可按 下一題 鈕繼續，或按 上一題 鈕複習前一題，按 結束題目速記

鈕可回到主頁面；若按 題目速記 ( 隨機 ) 鈕也會顯示題目及答案，只是不依照題

號順序，而依隨機選題方式顯示。 

使用者按 語音題目 ( 依序 ) 鈕，會依照題號順序讀出題目及答案，一個題目讀完

就自動讀下一題，不需操作行動裝置，按 結束語音題目 鈕可回到主頁面；若按 

語音題目 ( 隨機 ) 鈕會以隨機選題方式讀出題目。 



3.3.3 介面配置 

載入頁面 

載入頁面只有一個元件用於顯示動畫圖形，位於 VerArrLoading 元件內。 



主頁面 

主頁面的所有元件都位於 

VerArrHome 元件內，包含一個

顯示標題圖片的 圖片元件、七

個 按鈕 元件及一個顯示題目總

覽的 清單選擇器 元件。 



題目速記頁面 

題目速記頁面的所有元件都位於 VerArrMemory 元件內，包含三個標籤元件及

三個按鈕。 

 

 

 



語音題目頁面 

語音題目頁面的所有元件都位於 VerArrVoice 元件內，主要是以語音讀出題目，

不需操作，所以只有一個結束按鈕。 



模擬考試頁面 

模擬考試頁面的所有元件都位於 VerArrTest 元件內，包含兩個 標籤 元件及兩個

清單選擇器 元件。 



3.3.4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執行後，設定一些元件的初始值、連結資料庫及啟動載入等待動畫。 

 

 

 

 

 

 

3. initImage 自訂程序的功能，是將 5 張動畫圖形設定為 imageList 清單元素。 



4. ClockLoading 計時器用於播放載入等待動畫，動畫圖形只有 5 張，使用反覆

播放造成動畫效果，動畫時間為 5 秒。因為載入資料庫僅在程式開始時執行

一次，所以播放完畢後就關閉 ClockLoading 計時器。 

 

 

 

 

 



5. 自訂程序 hidePage  的功能是隱藏所有頁面，做法是將所有頁面元件的  顯示

狀態 屬性值設為 「false」。 

 

 

 

 

6. FusiontablesControl 元件讀取 Fusion Tables 資料後會觸發 取得結果 事件，

返回結果 參數傳回讀取資料的內容。 

 

 

 



7.  使用者按 題目總覽 鈕執行的程式拼塊。 



8.  自訂程序 makeQuestionlist 建立題號清單 (numList)、題目清單 

(questionList) 及答案清單 (answerList)。 



9. 使用者按 題目速記 ( 依序 ) 鈕執行的程式拼塊。 

 

 

 

 

 

10.自訂程序 memory 先切換到題目速記頁面，將計數器設為 1，表示從第 1 題

開始顯示，再以自訂程序 showQuestion 顯示題目。 



11. 自訂程序 showQuestion 的功能是顯示單一題的題目及答案。 



12. 如果按 上一題 鈕，將計數器減 1 再呼

叫自訂程序 showQuestion 顯示題目，

如果按 下一題 鈕，將計數器加 1 後顯

示題目。 

 

 

13. 按 結束題目速記 鈕就切換到主頁面。 

 

 

14. 按 題目速記 ( 隨機 ) 鈕就呼叫 

makeRandomlist 自訂程序建立隨機

排列題庫，將標題設為「題目速記 

( 隨機 )」，其餘與題目速記 ( 依序 ) 

功能相同。 

 

 

 



15. 自訂程序 makeRandomlist 以洗牌法建立隨機排列題庫。 

洗牌法是最常使用於取得亂數清單的方法，操作方式為以亂數抽取清單中一

個元素與第 1 個元素交換，然後再以亂數抽取清單中一個元素與第 2 個元素

交換，依此類推，直到最後一個元素為止。 



16. 使用者按 語音題目 ( 依序 ) 鈕執行的程式拼塊，與按 題目速記 ( 依序 ) 鈕原

理相同：取得依題號排列順序的題目清單、設定標題，再以自訂程序 voice 

讀出題目。 

 

 

 

 

17. 自訂程序 voice 先切換到語音題目頁面，將計數器設為 1 表示從第 1 題開始

播放語音，再以自訂程序 readVoice 以語音讀出題目。 



18. 自訂程序 readVoice 會以語音讀出單一題目。 



19. 自訂程序 speak  功能為讀出語音。 

 

 



20.啟動延遲計時器觸發 計時 事件。 

 

 

 

 

 

21.按 結束語音題目 鈕就立刻停止播放語音並切換到主頁面。 



22. 按 語音題目 ( 隨機 ) 鈕就呼叫 makeRandomlist 自訂程序建立隨機排列題庫，

將標題設為「語音題目 ( 隨機 )」，其餘與語音題目 ( 依序 ) 功能相同。 



23. 使用者按 模擬考試 鈕執行的程式拼塊。 

 



24.使用者選擇答案後觸發 

ListPickerReply 元件的 

選擇完成 事件。 



25. 在 主 頁 面 按  結 束  鈕， 或 按 行 動 裝 置 上 的  返 回  鍵 (「<」) ， 會 呼 

叫 endProgram 自訂程序彈出確認結束應用程式的對話方塊，在對話方塊中

按結束 鈕就會結束應用程式。 



26. 對話框元件顯示的對話方塊可根據不同按鈕文字做處理。 



3.3.5 未來展望 

為了簡化程式拼塊，題目速記及語音題目的「依序」方式都只能從頭顯示，在使

用上會造成不便，因為使用者可能只想複習指定範圍題目，因此可以加入兩個  

文字方塊 元件讓使用者輸入指定範圍即可。另外，若題目過長時語音播放需分為

兩段，本專題固定以第 100 個字分割為兩個字串，如此會在聽覺上有不連貫的感

覺，如果能在最接近第 100 個字前的逗號、句號或分號做分隔，使第一個字串是

完整的文句，就可大幅改善語音中斷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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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專題介紹 

在這個專題中將以行政院環保署的資料公開平台為例，使用即時空氣品質監測

資料做為資料來源，讓使用者在清單中挑選縣市與觀測站名稱，即檢視即時的

PSI與PM2.5 指數，並了解判讀後的警示等級，是一個相當實用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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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專題實作 

4.2.1 專題總覽 

執行程式後取得資料後會將空氣污染指標值(PSI) 及各種污染物之小時濃度值取

出，選取要查詢的縣市後再選取所屬的觀測站，即可在畫面中看到目前的PSI 空

氣污染指標值與PM2.5 空氣細懸浮微粒的狀態。 



4.2.2 專題資料來源：可設定查詢條件的公開資料 

公開資料的進階功能 

本專題所使用的是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提供的空氣品質即時污染指標公開資料，

在這個平台上提供了資料過濾的功能，更方便使用者利用。 



使用公開資料的過濾功能 

請在左方設定以「縣市」、「等於」、「南投縣」的篩選條件後執行查詢，即能

調出屬於該篩選條件下的觀測站資料。右上方的欄位 應用程式存取網址 即是這

次的結果網址，可供程式參考，如下： 

 

 

按下右方的 JSON 的連結網址，可以看到讀取後以 JSON 格式輸出的結果，在

App 中即可利用這樣的方式來讀取篩選後的資料。 



4.2.3 介面配置 

主畫面布局 

在畫面的上面有 下拉式選單 與 清單選擇器 來選擇顯示觀測站，中間是 標籤 與3 

個 按鈕 顯示檢測結果，最下方是一個 標籤 顯示資料更新時間。 



4.2.4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開始執行 Screen1 的初始化動作，先將 Screen1 的畫面取消允許捲動，

將 station 按鈕啟用取消，設定 Web 客戶端 元件所要讀取的網址為 weburl，

最後執行讀取的動作。 



3. 當 Web 客戶端 元件讀取

到資料後，要進行一連串

的資料整理動作。 

 

 

 

 

4. 當選擇完縣市之後要依設

定來篩選所屬的觀測站。 



5. 當選擇完縣市之後要依設定來篩選所屬的觀測站。 



6. statusPSI 自訂程序能顯示 PSI 的訊息。 



7. statusPM25 自訂程序能顯示 PM2.5 的訊息。 



8. 當按下 pm25 按鈕會將 statusmode 設為 1，並執行 statusPM25 自訂程序

來顯示 PM2.5 的訊息。 

 

 

 

 

9. 當按下 psi 按鈕會將 statusmode 設為 0，並執行 statusPSI 自訂程序來顯示

PSI 的訊息。 



4.2.5 未來展望 

政府公開資料平台有越來越多的站台都允許開發者進行篩選整理，這是一個值得

善用的功能。建議開發者除了多多瀏覽不同的資料目錄，進而思考更寬廣的應用

之外，還可閱讀每個平台提供的範例或是進階的資料應用方式，讓許多資料運算

的功能在雲端即能完成再載回 App 使用，對於 App 的效能與穩定會是更好的開

發方式。 

與氣候相關的 App 相當多，除了空氣品質，如天氣預報、地震、水情、雨量都

是很熱門的項目，如果能與生活上的其他資訊進行跨界整合，也是開發專題時很

好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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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專題介紹：來去台北住一晚 

本專題使用臺北市政府開放資料平台的「OK 認證 - 旅館業」資料，建立旅館查

詢應用程式，提供旅客安全的旅館住宿資料，並且將地址資料連結 Google 

Maps 地圖，可在地圖上顯示旅館地點，使用者可輕易到達目的地。 

左下圖為各區名稱列表，點選各區名稱會進入分區旅館列表頁面，並在標題上

顯示該區旅館總數，右下圖為台北市松山區的旅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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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資料是以 清單顯示器 顯示，將捲軸上、下捲動可看到更多的旅館資料。當

按下要查詢的旅館資料時，會以 Google Maps 地圖顯示該旅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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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台北市開放資料平台 

5.2.1 開放資料平台首頁 

台北市政府提供公開資料讓需要者查詢，也提供 JSON 資料讓開發人員介接，

鼓勵優秀的學生與具有商業潛力的個人、企業等，利用臺北市公開資料開發更

多有趣的、實用的、有價值的應用軟體程式與服務，使更多人享受公開資料的

便利。 

臺北市政府開放資料平台首頁的網址為 

「http://data.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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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資料瀏覽 

在臺北市政府開放資料平台首頁 最新資料 按 更多資訊，就會以分頁方式顯示所

有資料列表。 

 

 

 

本章範例使用的「OK- 認證旅館業」位於第 38 頁第 3 項，點選 OK 認證 - 旅館

業 項目，即可開啟資料使用頁面。( 也可在右上方的 資料搜尋 欄位輸入「旅館業」

快速搜尋。) 



如果要下載資料，按 檔案下載 右方的網址，下載的檔案為 <opendata.zip>，解

縮壓後主要包含一個 CSV 格式資料。若按 資料介接 右方的網址，會顯示 JSON 

格式資料。( 註：請將瀏覽器的編碼設定為 Unicode。) 



回到資料使用頁面按 進階顯示 鈕，就會以分頁方式顯示所有旅館資料： 

 

 

 

 

 

也可以選擇下載JSON、XML 或CSV 格式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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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專題重要技巧 

5.3.1 嵌入網頁：WebViewer 元件 

Web 瀏覽器 元件的功能很像是網頁裡的 iframe，拖曳 使用者界面 / Web 瀏覽

器以加入 Web 瀏覽器 元件，然後在 元件屬性 面板 首頁位址 屬性填入網址，

即可在 Web 瀏覽器 元件的區域顯示指定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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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程式拼塊中以動態方式設定Web 瀏覽器 要顯示的網址，例如下圖：

WebViewer1 是一個 Web 瀏覽器 元件，只要設定 WebViewer1 元件的 首頁位

址屬性為「http://www.google.com」，按下 Button1 按鈕即可瀏覽網站。 



5.3.2 加入超連結：ActivityStarter 元件 

1. 拖曳 通信連接 / activity 啟動器 加入 Activity 啟動器 元件，預設會產生

activity 啟動器 1 元件。 

2. 在 activity 啟動器1 元件屬性面板上設定：Action 屬性為

「android.intent.action.VIEW 」 代表使用瀏覽器， DataUri 屬性為網址。 

3. 在程式拼塊中以 啟動活動對象 方法啟動 Activity 啟動器，例如：在程式初始

時啟動 activity 啟動器1，完成後程式執行即會連結至指定網站。 



如果希望直接在程式拼塊中完成這些動作，可以在處理編排模式的元件屬性面板

將 Action、 DataUri 屬性設定取消，改在程式拼塊中同時設定 Action、

DataUri屬性，最後再以 啟動活動對象 方法啟動執行。例如下圖：在 TextBoxUri 

輸入「http://www.e-happy.cow.tw/」，按下 ButtonLink 按鈕即可瀏覽「文淵

閣網站。 



5.3.3 各種不同的超連結 

啟動 e-mail 

例如：以 mailto 啟動 e-mail 撰寫郵件，收件者為「chiou@e-happy.com.tw」。 

 

 

 

mail 也可以設定主旨。例如：設定 mail 主旨為 mail test。 

mailto:chiou@e-happy.com.tw
mailto:chiou@e-happy.com.tw
mailto:chiou@e-happy.com.tw


Google 地圖 

以 geo  則可以設定緯、經度，導覽至指定的定位點。例如：定位至「台北101」，

其中 z 為 zoom 大小，範圍由 1~23。  

 

 

 

如果知道地址，也可以直接以地址搜尋。例如：以「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 

號89 樓」設定導覽至「台北 101 」。 



播放 YouTube 

設定 YouTube 影片連結，也可以播放 YouTube 影片。例如：播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cDfetGLHM」 影片。 



5.3.4 Web 客戶端元件擷取網頁資料 

Web 客戶端 元件可以讀取指定網站的資料，讀取的資料為文字檔格式。 

讀取指定網站的資料 

只要設定 Web 客戶端 元件的 網址 屬性，再透過 執行GET 請求 方法讀取，當  

執行GET 請求 方法讀取時會觸發 取得文字 事件，並以文字傳回指定網站的原始

碼。例如：以 Web 客戶端 元件讀取 「文淵閣工作室」網站原始碼， 網址 請設

定為「 http://www.e-happy.com.tw/」。 



網址 屬性也可以動態輸入，例如：以 TextBox1 輸入網址「http://www.e-

happy.com.tw」。當按下 Button1 鈕，開始以 執行GET 請求 方法讀取該網站

的原始碼。 

 

 

以取得文字事件取得資料 

執行GET 請求 方法讀取時會觸發 取得文字 事件，並以參數 回應內容 取得資料，

參數 回應類型 為取得的資料型態，參數 回應程式碼 代表讀取狀態，回應程式碼

=200 表示已成功取得資料。下面範例將讀取的資料顯示在 Label1 標籤中。 



5.3.5 Web 客戶端元件擷取json 資料 

取得文字 事件讀取的資料，預設讀取的資料格式為純文字，如果讀取資料為 

json格式，則必須使用 解碼JSON 文字(JSON 文字) 方法轉換；同理，如果讀取

資料為 XML 格式，則必須使用 XMLTextDecode(XMLText) 方法轉換。資料是

以清單的方式傳回，如果要取得指定欄位的資料，則必須再從清單中加以擷取。

例如：讀取 json 格式資料並以 解碼JSON 文字(JSON 文字) 方法轉換。 



 

 

以 json 格式讀取臺北市開放資料平台「旅館資料」，並取得第一家旅館資料，

再依旅館地址導覽至第一家旅館。(<ex_TaipeiHotel.aia>)              

範例：讀取 json 格式資料 



» 程式拼塊 

1. 變數宣告。 

 

 

 

2. 程式執行後以 執行GET 請求 方法自動取得臺北市旅館的公開資料。 



1) 參數 回應內容 會取得讀取的文字資料。 

2) 以 解碼JSON 文字(JSON 文字) 方法將資料轉換為 json 格式，以陣列的方

式存入指定的清單 JsonData 之中。我們詳細將資料的格式分析如下： 



3. 按 顯示全部資料 鈕顯示取回的 json 資料。 

 

 

 

4. 按 Google 地圖 ( 第一家旅館 ) 鈕，依取得的地址顯示該旅館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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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專題實作：來去台北住一晚 

5.4.1 專題發想 

本專題使用臺北市政府開放資料平台的「OK 認證 - 旅館業」資料，建立旅館查

詢應用程式，提供旅客安全的旅館住宿資料，並且將地址資料連結 Google 

Maps 地圖，可在地圖上顯示旅館地點，使用者可輕易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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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專題總覽 

啟動「來去台北住一晚」臺北市旅館查詢系統，首頁顯示各區名稱列表，右方括

號內的數字是該區的旅館數目，點選各區名稱會進入分區旅館列表頁面。點選上

方的 顯示分區統計 鈕可顯示各區名稱列表和統計，旅館資料包括「名稱、地址

及電話」，按下旅館詳細資料項目會以 Google Maps 地圖顯示旅館位置。 

專題路徑：<mypro_TaipeiHotel.aia>。 

左下圖為各區名稱及旅館數統計列表 

點選各區名稱會進入分區旅館列表頁 

面，並在標題上顯示該區旅館數統計 

 



旅館資料是以 清單顯示器 顯示，將捲軸上、下捲動可看到更多的旅館資料。當

按下要查詢的旅館詳細資料項目，會以 Google Maps 地圖顯示該旅館位置。 



5.4.3 介面配置 

本專題示範以清單顯示器顯示取得資料，介面配置只有一頁，包含一個 按鈕、兩

個 清單顯示器、一個 Web 客戶端 和一個 Activity 啟動器 元件。 

ShowAllRegion 按鈕為顯示所有分區名稱和旅館數統計鈕，ListViewAllRegion 

清單顯示器顯示分區和旅館數統計，ListViewRegionHotel 清單顯示器顯示分區

旅館的詳細資料。 



5.4.4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初始先讀取臺北市政府開放資料平台的「OK 認證- 旅館業」資料。 

 

 

 

 

3. 讀取資料後觸發 取得文字 事件。 



4. 自訂程序 CreateRegion 建立各分區名稱清單 RegionNameList 、分區旅館

總數清單 RegionCountList 和分區所有旅館詳細資料清單 RegionAllDataList。 



5. 自訂程序 GetRegionCount 計算每

一區共有多少家旅館，並將每一區旅

館的詳細資料存至 

RegionAllDataList 清單中。 



6. 自訂程序 ShowRegionList，循序取得各分區的名稱和旅館統計。 



7. 按下首頁分區統計頁面上各分區統計欄位，呼叫自訂程序 ShowRegionHotel

顯示該區的旅館資料。 

 

 

 

8. 自訂程序 ShowRegionHotel 顯示該分區旅館詳細資料。 



9. 自訂程序 ShowHotelPage 顯示該區旅館資料。 

 

 

 

 

 

 

10.點選旅館資料，依旅館地址作 Google Maps 地圖導覽。 



11.按下 顯示分區統計 按鈕的處理。 



5.4.5 未來展望 

在App 中由網路上讀取或是交換資料，是很重要的技巧。我們常用的資料格式，

如csv、xml 或 json，在 App Inventor 2 中都可以使用。在這個專題中我們使用

讀取跨網域的 json 資料，結果相當讓人滿意。 

當然讀取資料是一回事，但真正從 json 中擷取想要的資料則又是另一項考驗，

本專題中故意先以自訂的CreateRegion 程序計算出分區旅館名稱，再以

GetRegionCount 程序儲存分區旅館總數和分區旅館詳細資料，這是為了讓讀者

在解讀時較容易些，其實這兩個自訂程序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資料的翻頁處理在 App Inventor 2 中實現有相當的難度，這個範例使用 清單顯

示器 解決資料翻頁的問題，但其實也衍生另外的問題，因為 清單顯示器 無法控

制顯示格式，因此整個介面呈現較為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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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專題介紹 

本專題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理想的解決方式。在開啟本應用程式後會自動讀

入本期中獎號碼，也可載入尚在領獎期限內的其他月份資料。基本的對獎方式

是直接輸入發票號碼後三碼核對，程式會列出所有可能的中獎號碼及獎項；如

果拿到的是有 QRCode 的發票，只要利用程式直接掃描即可對獎，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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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Firebase 資料庫 

5.2.1 Firebase 資料庫簡介 

Firebase 資料庫是一個雲端即時資料庫，其最特別之處在於：設計者可在應用

程式中設定監聽事件，當 Firebase 資料庫的資料有變動時，應用程式會收到訊

息，再根據訊息做出回應。 

目前 Firebase 資料庫的免費方案為： 

• 同時 100 個連線 

• 1 GB 儲存量 

• 10 GB 流量限制 



5.2.2建立 Firebase 資料庫 APP 

要建立 Firebase 資料庫必須先申請帳號，登入後才能使用 Firebase 資料庫。使 

用者可以在 Firebase 網站申請帳號，因 Firebase 已被 Google 公司收購，所以 

使用 Google 帳號也可以登入 Firebase 網站。大部分使用者應都已有Google 帳 

號，使用Google 帳號登入 Firebase 是最常用的方式；如果還沒有 Google 帳號， 

就先申請一個吧！以 Google 帳號登入 Firebase 建立 Firebase 資料庫 APP 的操

作為： 

1. 由「https://www.firebase.com/」開啟 Firebase網站，點選右上角 SIGN UP 

WITH GOOGLE，於帳號選取頁面選擇要登入的帳號，如果瀏覽器未記錄帳

號登入密碼會切換到輸入密碼頁面。 

2. 於 APP NAME 欄位輸入 APP 名稱，此名稱不可與其他人名稱重複，若重複

下方會以紅色文字告知使用者，APP URL 欄位不需輸入，會自動以 APP 名稱

做為 Firebase 資料庫網址，點選 CREATE NEW APP 鈕建立 APP。完成建立

APP 後，點選 Manage App 鈕就可開始新增資料。 



5.2.3 新增 Firebase 資料庫資料 

Firebase 資料是以樹狀結構建立，可以建立多層次資料。每一筆資料是「鍵- 值 

(Key-Value)」方式儲存，使用時可以「鍵」名稱來取得其對應的「值」。 

建立第一層資料 

於 APP 管理頁面點選 null 右方 
圖示就會新增第一層資料，接著
在 name 欄位輸入「鍵」名稱 
(Key)，value 欄位輸入資料內容 
(value)，點選 Add 鈕就會新增一
筆資料。注意上方網址就是 
Firebase 資料庫位址，此網址在 
App Inventor 中會使用。 



建立第二層資料 

於 APP 管理頁面點選 APP 名稱右方 圖示建立第一層資料標題，此標題預設為

App Inventor 專案名稱。此處在 name 欄位輸入「發票對獎王」的專案名稱

「proj_invoice」，value 欄位不要輸入任何資料，點選右方加入第二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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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FirebaseDB 元件 

App Inventor 2 提供 FirebaseDB 元件讓使用者輕鬆存取 Firebase 資料庫。

FirebaseDB 元件目前仍屬於試驗階段，並非正式元件，所以歸類於 試驗性質 

類別，將其拖曳到工作面板會顯示提示訊息。 



5.3.1 FirebaseDB 元件介紹 

FirebaseDB 元件常用屬性 

 

 

FirebaseDB 元件常用方法 

 

 

FirebaseDB 元件常用事件 



5.3.2 MIT 預設 Firebase 帳號 

為了讓使用者不必申請 Firebase 帳號 ( 包括 Google 帳號) 就能測試 Firebase 資

料庫，MIT 提供一個預設 Firebase 帳號直接讓設計者使用。在FirebaseDB 元
件設定 FirebaseURL 屬性值為「DEFAULT」，或核選Use Default 即可。 



範例：簡易聊天室 

在不同手機中安裝應用程式，輸入姓名及發言內容後按 送出發言 鈕，所有人的 

發言內容都會顯示於下方。按 清空發言 鈕會清除發言。(<ex_simplechat.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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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專題實作 

5.4.1 專題總覽 

程式開啟會載入當期的所有中獎號碼，其中提供了二種方式進行對獎，完成會

以文字訊息及語音告知對獎結果。 

1. 按 三碼對獎 鈕可輸入發票最後三碼，按 確定 鈕就顯示對獎結果：若未中獎，

會同時以語音及文字訊息告知未中獎。 



2. 按 掃描條碼 鈕可切換到 掃描 

QRCode 頁面：按 掃描 圖形會

啟動行動裝置中已安裝的掃描

軟體進行 QRCode 掃描。 

 

 

通常發票號碼位於左方 QRCode 

中，所以掃描左方 QRCode 進行

辨識，辨識後會將結果以語音及文

字訊息告知使用者。按 切換月份 

鈕會顯示所有尚在領獎期限內的月

份，使用者點選後可核對該期發票。 



5.4.2 介面配置 

輸入三碼對獎區及掃描條碼對獎區 



顯示中獎號碼區及功能按鈕區 



5.4.3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執行後就會根據目前日期，由網路微資料庫讀取最近一期中獎號碼顯示

於螢幕中。 

為了能將三個按鈕固定在螢幕最下方，必須設定 Screen1 的 允許捲動 屬性為

false ( 不能捲動)，但如此一來，若手機螢幕太小，則中獎號碼無法完全顯示時也

無法捲動螢幕，所以要根據手機螢幕高度來決定 Screen1 的 允許捲動 屬性值。 



3. getNowTag 自訂程序會根據目前系統時間取得對獎的標籤。判斷原則為：如

果月份是偶數，則本期的第一個月份 (month 變數) 為現在月份減 3，例如現

在是 6 月，則本期開獎月份為 3、4 月(month=3)。 

因發票開獎日為單月 25 日，若現在月份是奇數且日數大於 25，則本期的第一個

月份 (month 變數) 為現在月份減 2；若日數不大於 25，因本月份尚未開獎，則 

本期的第一個月份為現在月份減 

4。例如現在是 5 月 20 日，則
本期開獎月份為 1、2 月
(month=1)；若是 5 月 28 日，
則本期開獎月份為 3、4 月
(month=3)。 



4. makeTag 自訂程序將年份、月份及日數組合成標籤：因為月份只有 1 到 12月，

如果月份小於 1 就將月份加12 並將年份減 1；若月份大於 12 就將月份減12 

並將年份加 1。 

標籤由年份及兩個月份組合而成：例如 year=2015、month=3，組合成的標籤

為「20150304」。 



5. 為了讓標籤看起來較為美觀，當月份是一位數時，就在數字前補一個 0，如此

所有標籤都是由 8 個數字組成 ( 前 4 個數為年份、後 4 個數為兩個月份)。

twoDigit 自訂程序會在一位數前補一個 0。 



6. tagToTitle 自訂程序將標籤轉換為顯示字串：

標籤前 4 個數字為年份，所在其後加入「年」，

同理在第 6 個數字後加入「月、」及第 8 個數

字後加入「月」。例如「20150304」就轉換

為「2015 年03 月、04 月」。 

 

 

7. initTagList 自訂程序建立領獎期限內的標籤及

顯示字串清單。 



8. ScreenControl 自訂程序控制各個區塊顯示狀況：各參數傳入 true 設定顯示

該區塊，傳入 false 設定隱藏該區塊。第一個參數設定發票對獎區、第二個參

數設定輸入三碼對獎區、第三個參數設定掃描條碼對獎區及第四個參數設定

顯示中獎號碼區。 

 

 

 

9. FirebaseDB1 元件以 取得數值 方法由 Firebase 資料庫讀取資料後就觸發 取

得數值 事件，資料以 value 參數傳回。 



10.showNum 自訂程式將 

numList 清單中的資料

顯示於中獎號碼區。 



11. isScrollable 自訂程序根據螢幕解析度決定螢幕是否可以捲動：如果螢幕高度

大於 480 就設定螢幕不能捲動，否則設定螢幕可以捲動。 

 

 

 

 

12.使用者按 三碼對獎 鈕執行此拼塊。 



13.使用者輸入發票後三碼再按 確定 鈕就執行此拼塊：如果輸入的不是三個數字，

就顯示提示訊息；否則就將輸入數字傳入 check3code 自訂程序檢查是否中

獎。 



14.check3code 自訂程序檢查使用

者輸入的發票後三碼是否中獎。 



15.Clock1 計時器每隔設定時間就會執行一次 ( 未中獎1.5 秒，中獎 5 秒)，功能

是清除顯示訊息，然後關閉計時器，如此就只執行一次。 

 

 

 

16.使用者按 掃描條碼 鈕執行此拼塊。 



17.使用者按 掃描 圖示就會啟

動掃描軟體進行掃描。 

 

 

 

 

 

 

18.使用者按 切換月份 鈕就開

啟顯示中獎號碼區，並顯示 

清單選擇器 選項讓使用者選

取月份。 



19.使用者選取清單選擇器項目後會觸發 選擇完成 事件。 



5.4.4 未來展望 

為了簡化程式，本應用程式僅核對發票最後三碼；其實最後三碼符合不一定中獎，

如果是特別獎或特獎的最後三碼則沒有中獎，所以最後使用者所中獎項仍需自行

核對判斷。 

完整的對獎軟體應在最後三碼符合後，再讓使用者輸入前面五碼，以確定究竟是

中了哪一個獎項及獎金數額，並且要為使用者統計獎金總額。進階的發票對獎程

式位於書附光碟本章資料夾的 <invoiceAll.aia> 檔，讀者可自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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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專題介紹 

在這個專題中將以 Google 試算表中的函數功能取得國際匯率資料，並利用它

計算各個幣值與台幣交換的結果，返回程式後即可依使用者選擇的幣別與金額，

取得計算後的結果。其中的流程由 Google 試算表的函式使用、資料匯出、程

式讀入分析、加入計算功能 ... 等，對於相關程式開發來說，是一個相當精彩的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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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Google 試算表 

6.2.1 Google 試算表的新增 

Google 試算表在使用上相當簡單，以下將以本專題應用的文件為例進行說明。 

1. 請由「https://drive.google.com」進入 Google 雲端硬碟首頁，利用 

Google帳號登入後在左方功能列按 新增 / Google 試算表。 

2. 新增文件後，請選按左上角的試算表名稱，在顯示的對話方塊中輸入試算表

名稱後按 確定 鈕，即完成 Google 試算表的新增。 



6.2.2 在Google 試算表輸入資料 

Google 試算表的介面與 Excel 相似，直欄以英文字母命名，橫列以數字進行編

號，你可以使用欄位加上列號來表示儲存格位址，例如左上角第一個儲存格的位

址即為「A1」。輸入資料時可以在選取儲存格後直接輸入，也可以在資料編輯區

輸入。預設文字格式資料會靠左，數字資料會靠右。 

 

 

 

 

1. 在專題中要建立一個顯示即時匯率的試算表，請在 A1、B1、C1 儲存格分別

輸入「TWD」、「type1」、「type2」做為表頭名稱，代表基本幣別：台幣，

type1 為外幣換台幣匯率，type2 為台幣換外幣匯率。 

2. 在 A2~A9 的儲存格中分別輸入要進行計算的外幣幣號代號。 



6.2.3 在 Google 試算表輸入函式 

若輸入的資料為運算公式時，例如一般的加、減、乘、除，在輸入時必須使用

「=」符號開頭，運算的對象除了是數字之外，也可以指定儲存格位址，即可以

其中的值來進行運算。若是計算分析的資料較為龐大複雜時，可以使用函式來進

行計算，以獲取更好的效率。在這個範例中要使用的函式為 GOOGLEFINANCE()，

它能回傳指定幣別之間的即時匯率。例如要顯示台幣(TWD) 換美元(USD) 的匯率

的函式如： 

回到專題，這裡要在 B2 儲存格中顯示美元(USD) 換台幣(TWD) 的匯率，可以在

函式中使用儲存格位址來代表，內容如下： 

 

其中 A2 及 A1 是儲存格位置分別是美元及台幣的代號，「&」是字串連接符號。 

相同的方式，在 C2 儲存格中顯示台幣(TWD) 換美元(USD) 的匯率，可以在函式

中使用儲存格位址來代表，內容如下： 



6.2.4 將 Google 試算表發佈到網路 

Google 試算表完成後，必須透過發佈的功能才能將試算表匯出給其他人瀏覽。

以下是發佈的方法： 

1. 請選按 檔案 / 發佈到網路，在對話方塊中選按 發佈 鈕。 

2. 發佈成功後會在畫面顯示發佈的路徑，儲存之後開啟新的瀏覽器視窗來顯示，

即可看到試算表中最新的結果，這個頁面每五分鐘會更新一次。 



6.2.5 將 Google 試算表發佈格式轉為JSON 

將 Google 試算表發佈為JSON 

Google 試算表發佈之後的格式並不能直接讓 App Inventor 2 使用，這裡可以將

Google 的試算表的內容轉為 JSON 格式，以下即是發佈網址的格式： 



在 App Inventor 2 中讀取資料 

建議使用「http://codebeautify.org/」的 JSON Viewer 線上工具來檢視資料的

結構，進入「http://codebeautify.org/」後按 JSON Viewer 鈕。 

1. 你可以將所有的 JSON 資料複製起來貼在左方的網編輯區，或是按下 

LoadUrl 鈕，再輸入 JSON 來源的網址。 

2.   此時程式會自動讀取資料來源，並整理 

為樹狀結構。在這個範例中需要的外幣 

與台幣的匯率資料，根據資料結構顯示， 

它是位於 feed \ entry 之下。每筆資料
有3 個欄位，分別是幣別(gsx$twd)、外
幣換台幣匯率(gsx$type1)、台幣換外幣
匯率(gsx$type2)。 



範例：JSON 讀取器2 

» 介面配置 

在畫面的布局上十分單純，有一個按鈕及標籤，以及一個 Web 客戶端 元件。 

 

 

 

 

» 程式說明 

1. 請設定 Web 客戶端 元件的網址為 Google 試算表發佈的網址後，執行讀取

的動作。 



2. 當取得文字之後使用 解碼 JSON 文字 拼塊將 回應內容 轉為清單，利用

「feed」為關鍵字找到資料，再利用「entry」為關鍵字找到所有匯率的資料

儲存到清單中。 

3. 接著在清單中利用 循序取 程式拼塊進行處理，利用 gsx$twd 為關鍵字在清

單的找到幣別代碼，利用 gsx$type1 及gsx$type2 為關鍵字在清單的找匯率

值，最後顯示在標籤上。 

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使用
gsx$type1 及gsx$type2 取得值之
後，其實它的內容仍然還是清單，
必須再用$t 為關鍵字再取值才是
代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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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專題實作 

6.3.1 專題總覽 

執行程式並取得資料後，可選取要查詢的幣別，即可輸入數字計算結果。除了

可以計算外幣換台幣的匯率之外，還可以計算台幣換外幣的匯率。 



6.3.2 介面配置 

主畫面布局 

在畫面的上面有 標籤、圖片來顯示幣別代號、國旗與金額，中間的 按鈕 是方便

數字輸入與清除以及等於功能，最下方是 3 個功能按鈕。 



6.3.3 專題分析和程式拼塊說明 

1.  定義全域變數。 

 

 

 

2. 程式開始執行 Screen1 的初始化動作，設定 web 客戶端 元件所要讀取的網

址，是由 Google 試算表計算完即時匯率後輸出的 JSON 格式資料，最後執

行讀取的動作。 

 

 

3. 當按下下方的 btnUpdate 按鈕時，將重新執行這個 web 客戶端 元件的讀取

動作，等於重新載入資料。 



4. 當 Web 客戶端 元件讀取到資料後，要進行一連串的資料整理動作。 



5. 當選擇完外幣的幣別之後，要依設定來佈置顯示文字及國旗圖片。 



6. btn0 ~ btn9 鈕在按下時會呼叫自訂程序 inputNum，並以按鈕數字為代表參

數。 

 

 

 

 

 

 

7. inputNum 自訂程序能將輸入的數字佈置到畫面顯示。 



8. 按下 btnClr 按鈕後，將 iNum 歸 0，也同時將inputNum 及 outputNum 文

字設為0。 

 

 

 

9. 按下 btnEqual 按鈕後，開始依目前的匯率計算結果並顯示。 



10.按下 btnChange 按鈕後，若是原來的交換方式是外幣換台幣(ctype=1) 就更

改為台幣換外幣(ctype=2) 否則，否則就設為外幣換台幣(ctype=1)，接著呼

叫 btnSelect 清單選擇器來選擇幣別。 



6.3.4 未來展望 

Google 試算表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個相當理想的資料來源，因為它的使用方

式與 Excel 幾乎相同，所以對於許多想要使用資料庫來製作專題。但是對於資料

庫的建置卻不熟悉的人來說，的確是個相當理想的解決方法。Google 試算表的

優點還不只如此，它不僅申請簡單、設定方便，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使用上幾乎是

免費的。 

開發者只要對於 Google 試算表的建置設定熟悉，又能靈活處理 Google 試算表

所發佈出來的資料，就能開發出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 App。你可以嘗試將本書其

他專題的資料來源改為 Google 試算表，測試看看是否能達到相同效果，這也是

一種很好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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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認識 NFC 

NFC，全名為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 近場通訊)，又稱為近距離無線通訊，

它能讓電子設備在十餘公分距離內，以非接觸方式進行點對點的資料傳輸。原

先的設計是應用在車票、門票、電子錢包等小額付款，在Android 4.0 之後更支

援「Android Beam」應用，可以讓兩支擁有NFC 功能的裝置互相傳輸瀏覽器

網頁、聯絡人⋯等應用程式的內容。下圖為 NFC 的認證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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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巿場上大部分有內置 NFC 的裝置皆以手機為主，2006 年諾基亞推出第一部

內置 NFC 的手機，其後開始陸續有不少手機型號推出相關功能的產品。目前市

場上內建NFC 的手機大部分都屬於高階的智慧型手機，隨著 NFC 應用的普及，

有越來越的設備都開始將 NFC 功能納入設計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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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NearField 元件 

執行 NFC 資料傳輸前，所有將要使用的手機都必須將 設定 / 更多設定 中，檔

案傳輸/ 資料傳輸 項目中的NFC 功能開啟。另外要特別注意的：使用 NFC 元件

的專題不能使用模擬器操作，而必須編譯成 apk 檔安裝在實機上測試。 

屬性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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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設定 

NFC 元件有兩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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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NFC 行動裝置資料傳遞應用 

NFC 第一種常見的運用方式是點對點(P2P mode) 模式，它的運作方式與紅外

線(RFID) 相似，可用於資料交換。NFC 比起紅外線來說，傳輸距離較短，傳輸

的建立與速度也較快，所需要的功耗也較低。使用時只要將兩個具備NFC 功能

的裝置連結，即能進行資料點對點傳輸，例如下載音樂、交換圖片或者進行聯

絡簿的同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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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 Inventor 2 中NFC 元件只能傳遞文字格式的資料，在這個範例中將示範

如何在兩台手機間以 NFC 元件互相傳遞資料。(<ex_NFC.aia>) 

1. 第一台手機輸入欲傳送的資料後按下 傳送資料 鈕，即可將資料傳送出去。並

顯示工作模式為傳送端，寫入類型 為 1。 

範例：以 NFC 元件傳遞和接收資料 



2. 另一台手機按下 讀取資料 鈕設定

為接收端，並顯示工作模式為接收

端。當兩台 NFC手機背對背時，

傳送端出現準備傳送畫面，按下手

機面板後即可傳輸。 

 

 

 

3. 接收端會出現 NFC 程式清單，從

清單中選擇 ex_NFC 應用程式，開

啟後即可顯示接收到資料。 



» 介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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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NFC 讀卡器應用 

NFC 第二種常見的運用方式，就是讀卡器模式(Reader/Writer mode)。在這個

模式下，NFC 裝置能當作讀卡器，在掃瞄 NFC Tag 電子標籤後可讀取儲存在其

中的相關訊息。目前巿場上有許多樣式的 NFC Tag 電子標籤，例如塑膠卡片、

鑰匙環，甚至有些廠商將 NFC Tag 製作成貼紙，讓使用者可以黏貼在其他的平

面上。您可以在電子材料行或是網拍上購買到這些 NFC Tag，價格也相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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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C 元件能讀取及寫入 NFC Tag 的資料。(<ex_NfcTagReader.aia>) 

1. 請將有儲存文字資料的 NFC Tag 放到擁有 NFC 功能的手機後感應，成功後即

會自動將資料顯示在畫面中。 

範例：NFC 讀卡器 



2. 請按 寫入 鈕進入寫入界面，當沒有輸入任何訊息時按下 準備寫入 鈕會顯示

提示訊息。當輸入資訊後按下 準備寫入 鈕即進入寫入模式，請將要寫入資料

的 NFC Tag 放至手機背後掃瞄。 



3. 寫入成功後會回到主畫面，並顯示成功訊息。此時再將剛寫入資料的 NFCTag 

放至手機背後重新掃瞄，即能在畫面上顯示剛寫入的資料內容。 



» 介面配置 

VerticalArrangementWrite 是寫入畫面，預設是隱藏，所以設定 顯示狀態 = 隱

藏屬性。NearField1 元件預設是讀取模式，請設定 啟用讀取模式 = true。 



回 
首頁 

B.5 其他注意事項及未來展望 

NFC 還有一種常見的運用方式，就是卡片模擬模式 (Card emulation mode)，

也就是利用 NFC 來取代目前常用的 IC 卡，如信用卡、會員卡、悠遊卡、門禁

管制卡、車票、門票等等，但是NFC 裝置若要進行相關應用，則必須透過內建

安全元件的 NFC 晶片。很可惜的，在 App Inventor 2 中的 NFC 元件並無法處

理這樣的工作模式，所以就無法讀出上述這些卡片的內容。 

不過 NFC 的功能實在很值得應用在專題上，例如我們能將公司或是團體中每個

人員的 ID 編號儲存在 Tag 中，透過 NFC App 的掃瞄即可完成上班打卡，或是

登入公司大門的動作，並將資訊儲存於雲端資料庫進行控管，都是很好的應用。

又例如在校園導覽的景點上也能提供 NFC Tag 的掃瞄，使用者不用開鏡頭掃 

QRCode ，只要用手機輕碰一下 NFC Tag 即能將資料導入，操作上更加方便。 

期待您也能應用 NFC 做出更有趣的專題，大家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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