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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強記挑戰 APP 程式設計範例 

作者：何敏煌 

 

課程設計說明： 

本範例為適用於法學院同學的 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課程，對象為已學習過 APP Inventor

基礎程式設計的同學，熟悉 APP Inventor 環境操作以及幾個主要的元件之使用，並對於清單

變數以及 Dictionary 變數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建議安排在 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後段的課程

中，以每次上課 2 小時為單元，本課程可進行 6 週共 12 小時。 

以下為進行課程之前，同學們所需先行熟悉使用的 APP Inventor 元件： 

元件中文名稱 元件英文名稱 用途 

按鈕 Button 啟用功能，切換螢幕畫面。 

標籤 Label 標示標題內容或顯示執行之結果。 

清單 ListView 提供條目資料供使用者選擇。 

下拉式選單 Spinner 提供條目資料供使用者選擇。 

對話框 Notifier 顯示執行結果訊息以及簡易對話功能。 

微形資料庫 TinyDB 儲存使用者名稱資訊以及書籤資料。 

檔案管理 File 讀取法規條文內容。 

介面配置 Layout 用於畫面上元件的佈置。 

計時器 Timer 設定速讀之速度。 

 

五週的課程規劃如下： 

週次 授課時數（小時） 授課內容 

1 2 
 APP 功能介紹 

 程式設計重點解析 

 法規資料檔案整理 

 變數命名規則說明 

2 2 
 【主畫面】選單設計 

 使用者資訊的讀取與應用 

 變數的準備與設計 

 檔案資料讀取方法介紹與活用 

 畫面的切換原理與實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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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法條速查】畫面編排與設計 

 變數的準備與設計 

 初始化法條變數 

 法條變數存取規則說明與應用 

 下拉式選單選取條文程式製作 

 書籤儲存功能設計 

4 2 
 【法條關鍵字搜尋】畫面編排與設計 

 初始化法條變數 

 搜尋功能原理與實作 

5 2 
 【法條速讀】畫面編排與設計 

 初始化法條變數 

 計時器使用技巧 

 顯示法條內容之程序定義 

 速讀功能原理與實作 

 

6 2 
 【我的書籤】畫面編排與設計 

 初始化法條變數 

 書籤內容的讀取 

 書籤顯示介面實作 

 清除書籤內容介面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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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強記挑戰 APP 

小華是一個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對他來說，要面對的就是一大堆的法律條文需要背誦，

雖然目前已經有許多的 APP 以及電子書可以放在行動裝置上，但是對於剛學會 App Inventor 

的小華來說，想要利用這次機會，讓自己可以編寫一個 APP，讓這個 APP 具有可以把一些

需要背誦的法規放進去的能力，也希望能夠在 APP 上可以快速地瀏覽及查閱相關的條文，

同時，如果能夠把一些需要特別記誦的條文使用書籤的方式註記起來，讓以後可以回過來查

閱那就更好了。 

根據這樣的需求，他期許自己開發出來的 APP 能夠有以下的功能： 

 需求名稱 需求說明 對應課程 

需求 1 法律條文速查 利用檔案把法律條文加入到 APP 中，

利用選單可以選擇想要查詢的法規所

有條文內容 

下拉式選單 

File 檔案元件 

CSV 格式解析 

清單操作 

Dictionary操作 

需求 2 顯示完整的法

律條文 

在選擇了指定的法規之後，開啟另外

一個螢幕提供查詢及顯示條文的介面 

多螢幕操作 

 

需求 3 法條搜尋 提供使用者利用關鍵字搜尋法規條文

內容的功能 

TextBox文字輸入盒 

需求 4 法條速讀 提供指定法規條文的速讀功能，速讀

的時間可以透過按鈕介面調整切換條

文的速度 

Timer 計時器 

需求 5 我的書籤 在顯示條文時，可以讓使用者把有需

要另外記誦的條文儲存在書籤中，之

後可以利用另外一個螢幕顯示所有的

書籤 

TinyDB 微型資料庫 

需求 6 多人使用 APP 首先執行時會先要求使用者輸入

名稱，然後以此名稱為依據儲存個人

化之書籤內容 

TinyDB 微型資料庫 

需求 7 重新註冊 使用者可以選擇重新註冊，或是使用

不同的名稱使用此 APP 

登入及註冊 

其餘需

求 

按鈕、變數 程式中所需要的資料可暫時存放在變

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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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Screen）設計 

為了完成上述需求之 APP，需要準備許多 Screen，分別是：主畫面（Screen1）、法條速查

畫面（scn_query）、法條關鍵字搜尋（scn_search）、法條速讀（scn_memory）、我的書籤

（scn_bookmark），這些畫面之間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每一個畫面的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主畫面】 

名稱 Screen1 

外觀設計 功能說明 

 

程式的主畫面，提供各稱法規的選擇，透過下拉式選單選擇

想要查看的法規，之後即可利用畫面上呈現的按鈕選擇想要執行

的功能。 

APP 提供的功能包括「法規速查」、「法條關鍵字搜尋」、

「法條速讀」、「我的書籤」、「重新登入／註冊」、以及「結束程

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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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速查】 

名稱 scn_query 

外觀設計 功能說明 

 

當使用者在主畫面中選擇了其中一個法規之後，進入本畫面

時，會在畫面上方顯示法規名稱。 

此畫面中提供「條文選擇」按鈕，會以清單顯示器顯示出所

有的條文編號讓使用者直接選擇想要顯示的條文。選擇完成之

後，條文會直接列示在下方的標籤文字內容中。 

在顯示條文之後，使用者也可以使用「PREV」或是

「NEXT」按鈕顯示上一條或下一條條文內容。 

在按下「加入書籤」按鈕之後，此 APP 會把此條文的編號

連同使用者的名稱一併存入 TinyDB 中，讓使用者可以在「我的

書籤」功能中顯示這些被記入書籤的條文。 

 

【法條關鍵字搜尋】 

名稱 scn_search 

外觀設計 功能說明 

 

本畫面提供 APP 使用者以關鍵字搜尋指定法規之相關條文

內容。程式會在該條文中的所有內容進行搜尋，只要有出現該關

鍵字的條文均會依其條目顯示在下方供使用者參考。 

在本畫面中可以利用下拉式選單元件所提供的功能，自由選

擇想要搜尋的法規，選取完畢之後才能輸入關鍵字進行搜尋的作

業。 

 

【法條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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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scn_memory 

外觀設計 功能說明 

 

本 APP 提供速讀的功能。在主畫面中選用了所要記誦的法

規之後，進入本頁面時預設會以每秒顯示一個條文內容的方式，

自動地顯示所一個條文。 

本畫面可以利用「開始」或「暫停」隨時暫停或恢復自動顯

示的功能。 

利用「+」及「-」可以調整顯示下一條文內容的速度。以秒

為單位，預設值是 1 秒切換一次。 

 

【我的書籤】 

名稱 scn_bookmark 

外觀設計 功能說明 

 

在條文速查的功能中所記錄的書籤內容均會在本畫面中呈

現。 

本頁上方的「清除所有書籤內容」按鈕提供清除之前所有已

記錄的書籤內容。 

主畫面中的左側以清單顯示器顯示出所有已記錄的書籤內

容，內容中包含法規名稱以及對應的條文，當使用者在該條目上

點按時，該條目之所屬法規名稱、編號、以及內容均會顯示在畫

面的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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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準備（法規條文檔案格式） 

法律條文的內容雖然非常多，但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其特定的編號，而且是以第 1

條、第 2 條的方式組成法規條文。在進行此 APP 的設計時，需先收集打算要放在 APP 上的

條文。由於在 App Inventor 中並不方便我們輸入大量的資料，因此在這個範例中，我們把搜

集到的條文以 CSV 格式儲存成文字檔案，分成以下 4 個法規檔案： 

法規名稱 檔案名稱 

憲法 law-1.csv 

民法 law-2.csv 

刑法 law-3.csv 

藥事法 law-4.csv 

以憲法為例，law-1.csv的檔案格式如下（摘要前 3 條文）： 

1,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2,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3,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其實這是一個類 CSV 格式，因為它的第 1 列並沒有欄位名稱，不過這樣的方式並不會

影響我們在 APP Inventor 中的讀取和解析。如果此檔案打算使用 Excel 檔案進行編輯的話，

請在第 1 列加上欄位名稱。但是，建議大家直接使用文字編輯器進行編修即可。 

此外，由於這些檔名並沒有法規的名稱資訊，在檔案的內容中也不提供法規的名稱，因

此在 App Inventor 的程式編輯時，需要建立一個全域變數的 dictionary，當需要找出某一個

法規名稱時，可以利用該名稱找到對應的檔案。如下所示： 

 

在上圖的例子中，我們建立了一個全域變數 laws，它是一個 dictionary，法規名稱作為

dictionary的 key，每一個 key所對應的 value 即為檔案名稱。 

由於這 4 個檔案是外部資源，要能夠在 App Inventor 的 APP 中使用一定要先上傳成為

素材，4 個檔案都上傳之後，素材的畫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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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 APP 的素材之後，在有需要讀取這些條文內容時，可以使用檔案（File）元件進行

讀取，取出之後再解析每個條文的格式放入所需要的元件或清單變數中。在 APP 要使用時

這些資料時，需要有如下表所示的全域變數： 

變數名稱 資料格式 儲存內容 

laws dictionary 
儲存各法規所對應的檔案名稱，如果有新加入的法規，

在準備好.csv 檔案並上傳到素材之後，也要在此全域變數

中加入到其中的項目中。 

data dictionary 
用來儲存單一法規的條文內容，在檔案讀取之後要把

每一個條文以 dictionary 的格式儲存到 data 中。當需要取

得條文內容時，即可從此變數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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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訊的讀取與準備 

我們的 APP 提供個人化書籤服務，為了能夠提供個人化書籤功能，需要在 TinyDB（微

型資料庫）中記錄使用者的名稱（使用 user 作為標籤）。完成此功能需要先建立一個全域變

數 user，並在主畫面（Screen1）初始化時即進行使用者的確認工作。流程圖如下所示： 

 

請在畫面編排的介面中拖曳 1 個微型資料庫，在我們的範例中它的名稱是「微型資料庫

1」，接著在主畫面的初始化事件積木中，需要先到微型資料庫嘗試取得 user 這個標籤，如

果標籤的內容不是空的，就把標籤的內容設定到全域變數 user 中，如果是空的，則開啟註

冊登入的畫面，進行使用者標籤的設定作業。在 Screen1 主畫面的初始化工作，程式積木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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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的程式積木所示，如果一開始在讀取資料庫時，user 這個標籤不是空的話，會把

讀到的值設定 user 這個全域變數的內容，並且把 user 應用於主畫面上方標題列的內容中，以

及讀取主畫面程式所需之清單備用。 

但是，在讀取微型資料庫 1 的 user 標籤時如果遇到空值，就會開啟對話框 1，要求使用

者輸入帳號，輸入帳號的介面如下所示： 

 

對話框元件在使用者輸入完成之後會產生《輸入完成》事件，我們需要在這個事件中再

一次檢查使用者的輸入（回應），如果還是空的話，就要請使用者再重新輸入一次，也就是再

一次開啟對話框。如果使用者的輸入的內容不是空的，就需要設定全域變數 user，以及把使

用者名稱以「user」這個標籤寫入到資料庫中，接著再進行標題設定以及主程式所需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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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備用。對話框 1《輸入完成》事件之程式積木如下所示： 

 

經由以上的設計，即可讓使用者在第一次執行程式時可以註冊自己的使用者名稱，而在

執行的過程中，也可以隨時利用如下示主畫面中的「登入／註冊」按鈕，重新設定一個新的

使用者名稱。這個使用者名稱會影響到記錄的書籤內容。 

「主畫面」程式設計 

主畫的設計如下： 

 

下表是此畫面所使用的元件列表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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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名稱 元件類型 父元件 用途說明 

水平配置 1 水平配置 Screen1 用於上方選擇法規之排版 

標籤 1 標籤 水平配置 1 顯示「選擇法規：」文字內容 

sel_laws 下拉式選單 水平配置 1 用於顯示法規名稱的選項，以供使用者選擇使

用 

lbl_law_name 標籤 Screen1 用於顯示目前已選用的法規名稱，預設值是第

一項：「憲法」 

btn_query 按鈕 Screen1 開啟「法規速查」螢幕 

btn_search 按鈕 Screen1 開啟「法條關鍵字查詢」螢幕 

btn_memory 按鈕 Screen1 開啟「法條速讀」螢幕 

btn_bookmark 按鈕 Screen1 開啟「我的書籤」螢幕 

btn_newuser 按鈕 Screen1 開啟「重新登入／註冊」螢幕 

btn_exit 按鈕 Screen1 結束本程式 

微型資料庫 1 微型資料庫 非可視元件 記錄使用者名稱以及書籤 

檔案管理 1 檔案管理 非可視元件 用於讀取上傳之法規條文素材檔案 

對話框 1 對話框 非可視元件 提供讓使用者輸入使用者名稱的對話框介面 

此外，主畫面使用到的全域變數如下表所示： 

變數名稱 型態 用途 

user 字串 記錄使用者的名稱 

laws dictionary（字典） 記錄法規名稱和檔案名稱的對應 

data dictionary（字典） 記錄選取之法規的所有條文內容 

全域變數的初始化宣告如下： 

 

主畫面一開始在初始化的時候會把放在全域變數 laws 字典中的所有 key 都放到 sel_laws

的元素裡面，因此當使用者按下選擇法規文字右側之下拉式選單之後，即會出現如下所示的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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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範例中我們只準備了 4 個法規，因此有 4 種可以選擇。在使用者點擊它的選擇之後，

程式的流程就會來到 sel_laws《選擇完成》事件，此事件中所需要的程式積木如下： 

 

 

在這個積木中需要執行的部份，除了從選擇項（也就是使用者選擇的法規名稱）把文字

內容放到 lbl_law_name 標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呼叫檔案管理元件，把對應的檔案讀取出

來。因為在之前我們已把所有的法規名稱和對應的檔案名稱放在 laws 字典中，如下所示： 

 

因此，利用「get value for key in dictionary」這個積木即可透過法規名稱找出對應的檔案，

而特別要注意的是，在檔案名稱前面還要再加上「//」字串，才表示是要從素材中取得這個檔

案喔。 

呼叫「檔案管理 1」讀取檔案只是一個操作，在讀取作業完成之後，也會有一個觸發的事

件《取得文字》，在取得檔案的文字之後，我們把取得的內容轉換成清單，然後放到 dat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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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變數中，程式積木如下： 

 

此動作進行完畢之後，我們在 data 中就擁有所選用的法規中的所有法條內容，日後如果

有需要在此畫面中針對個別的法條進行查詢或處理，即可在 data 變數中進行處理。但是在本

範例中目前的規劃中並無此作業，因此如不讀取條文資料也沒有關係。 

主畫面中的每一個按鈕依其衍生的功能不同，需要執行的作業方式也不太一樣，分別說

明如後。 

「法條速查」按鈕《被點選》事件之程式積木如下： 

 

因為在我們的設計中，「法條速查」畫面需要知道要查詢的是哪一個法規，而使用者的選

擇我們把它放在 lbl_law_name 這個標籤的文字中，所以在前往該畫面之前，需先檢查此位置

的內容是否為空，如果是空字串，則利用對話框元件顯示出警告訊息，提醒使用者需先選擇

一個法條才能執行接下來的功能。 

如果使用者已經指定了某一法規，就會把 lbl_law_name 的文字內容作為參數，傳送到另

外一個叫做 scn_query 的螢幕中。在我們的範例中，目前的 lbl_law_name 的內容即為一開始

存放在 laws 字典中的 key其中的一個，包括「憲法」、「民法」、「刑法」、以及「藥事法」等 4

個，這些內容會在使用者使用前面所介紹的下拉式選單中完成這個動作。 

「法條關鍵字搜尋」按鈕《被點選》事件的程式積木如下： 

 

這個部份很簡單，只要開啟 scn_search 螢幕就好了，因為我們打算讓使用者可以搜尋素

材資料中的所有法規，因此在開啟螢幕時就不需要另外再指定特別的法規名稱。 

「法條速讀」按鈕《被點選》事件的程式積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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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法條速讀功能也需要指明要速讀的是哪一個法規，所以它的程式積木內容除了前往

的目標螢幕（在此為 scn_memory）不同之外，其它都和「法條速查」的程式積木是一樣的。 

「我的書籤」按鈕的《被點選》事件之程式積木如下，它也是直接開啟另外一個

scn_bookmark 螢幕即可： 

 

「重新登入/註冊」按鈕的《被點選》事件之程式積木如下： 

 

此程式積木最重要的地方是到微型資料庫 1 中清除 user 標籤中資料，也就是所記錄的使

用者名稱，然後開啟對話框讓使用者重新輸入使用者名稱，當使用者輸入完畢之後，即會回

到前面「使用者資訊的讀取與準備」一節中介紹的對話框《輸入完成》事件中的程式積木中

進行新使用者的設定作業。 

主畫面最後一個按鈕「結束程式」的《被點選》事件之程式積木如下： 

 

這個事件很簡單，就是呼叫「退出程式」積木，結束整個 APP 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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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速查」畫面程式設計 

以下是法條速查的畫面編排設計： 

 

下表是此畫面所使用的元件列表及說明： 

元件名稱 元件類型 父元件 用途說明 

水平配置 1 水平配置 scn_query 用於上方返回按鈕和法規名稱標題的排版 

btn_back 按鈕 水平配置 1 使用者點選此按鈕之後即關閉此螢幕 

lbl_title 標籤 水平配置 1 顯示本面法規的名稱 

sel_laws 下拉式選單 scn_query 讓使用者選擇要顯示的條文 

水平配置 2 水平配置 scn_query 用於 PREV 和 NEXT 這兩個按鈕的排版 

btn_prev 按鈕 水平配置 2 顯示上一條 

btn_next 按鈕 水平配置 2 顯示下一條 

btn_bookmark 按鈕 scn_query 把目前顯示的條文記入書籤 

lbl_no 標籤 scn_query 顯示目前條文的編號 

lbl_rule 標籤 scn_query 顯示目前條文的內容 

檔案管理 1 檔案管理 非可視元件 用於讀取上傳之法規條文素材檔案 

微型資料庫 1 微型資料庫 非可視元件 記錄使用者名稱以及書籤 

對話框 1 對話框 非可視元件 通知使用者書籤已記錄完畢之訊息 

此外，主畫面使用到的全域變數如下表所示： 

變數名稱 型態 用途 

user 字串 記錄使用者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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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ictionary（字典） 記錄選取之法規的所有條文內容 

keys 清單 記錄每一個條文的編號 key值，以供字典查詢之用 

current 數字 記錄目前顯示的條文索引 

bookmark 清單 記錄所有的書籤內容 

laws dictionary（字典） 記錄每一個法規所對應的檔案名稱 

全域變數的初始化宣告如下： 

 

一進入本螢幕之後的第一個執行的事件是《初始化》事件，其程式積木如下： 

 

一進入本螢幕之後有許多事情需要處理： 

1. 首先是利用微型資料庫取得使用者的名稱，並把此名稱放在全域變數 user 中。 

2. 接著，利用使用者名稱合併「-bookmark」字串，設定該使用者要在微型資料庫中

儲存的書籤名稱（如使用者為 richard，則書籤名稱即為 richard-bookmark），取出目

前資料庫中儲存的現有書籤，放在全域變數 bookmark 變數中。 

3. 取出呼叫本畫面時所傳遞的初始值，把它設定為標題。初始值就是要存取的法規名

稱（如「憲法」、「民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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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法規的名稱，透過 laws 這個字典找出該法規所對應的檔案名稱，合併了「//」

字串之後，呼叫檔案管理 1 讀取該檔案。 

當我們呼叫「檔案管理 1」的讀取檔案操作時，在讀取完成之後，App Inventor 系統會

產生《取得文字》事件，所以接下來要設計這個事件的程式積木，設計之內容如下： 

 

這些積木的目的主要是建立顯示條文所需要的資料（放在 data 變數中），它們的工作流

程如下： 

1. 把檔案中讀取到的文字，轉換成清單，放到全域變數 data 中。 

2. 把取得的條文的所有 key，放到 sel_law 這個下拉式清單的元素中，成為下拉式清

單可以被選擇的項目內容。 

3. 把取得的條文的所有 key，也同步放一份在全域變數 keys 中，以供程式查詢之用。 

4. 呼叫程序積木 show_rule，顯示出第一條條文內容。 

因為在本畫面的程式中經常需要顯示某一指定的條文內容，因此我們把顯示指定條文內

容的工作編寫成程序，其內容如下： 

 

show_rule 程序包含兩個部份，分別是找出目前條文的編號以及目前條文的內容。在前

面的步驟中我們已經把條文的資料都放在 data 和 keys 中了，而目前要顯示的條文我們把它

放在 current 這個變數中，它的初始內容是 1，也就是資料中的第 1 條。要特別注意的是，文

的編號有並不是 1, 2, 3, 4…這樣的順序編下來的，所有條文內容相關的變數資料內容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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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如果我們要取得的資料是條文的編號，那麼只要找出目前 current 變數內

容所指向 keys 清單相對應的項目即可。如果需要取出的是同一條的條文內容，那麼除了利

用 current 找出 keys 中的編號之外，還必須利用該編號去 data 變數中取出該條文編號（鍵）

所對應的條文內容（值）。詳細的操作步驟如下： 

1. 取得條文編號：利用 current 的內容（初始值是 1）去 keys 清單中找出該索引位置

的清單項目內容。找到之後把它放在 lbl_no 標籤的文字中。由於我們想要在顯示的

時候顯示「第 1 條」這樣的格式，因此在程式積木中，找到清單項目之後，還需要

再利用合併文字積木，把「第」和「條」這 2 個字加上去。 

2. 取得條文內容：除了利用前一個操作找出清單項之外，還要再利用這個清單項去

data 這個字典中依此鍵找出對應的值，找到的值就是條文的內容，此時只要把此內

容放到 lbl_rule 的文字中即可。 

在上述的程式積木製作完成之後，即可在畫面上看到所選擇的法規的第一條條文內容。

接下來，在此畫面中還有幾個功能可供使用，第一個是「條文選擇」。 

「條文選擇」按鈕提供使用者直接選擇想要顯示的條文內容。它是一個下接式的選單，

它的選單元素內容在螢幕初始化呼叫檔案管理讀取 CSV 檔案時即已完成設定，因此在使用者

按下此下拉式選單之後，將會看到如下所示的選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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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在列表中的所有項目即為條文的編號，使用者此時可以任選任一編號點選，

之後即會進入下拉式選單的《選擇完成》事件，此事件需要設計的程式積木如下： 

 

首先，以目前的「選中項索引」重新設定 current 變數。接著，把「選中項」（也就是條文

編號）設定為 lbl_no 的文字，同樣地需要利用合併文字讓它成為「第?條」的格式。最後，利

用選中項內容作為鍵去 data 變數中 8 對應的條文內容，把它設定為 lbl_rule 的文字，該條目

的內容即可顯示在畫面中。利用此功能，使用者可以透過選單的方式任選要顯示的條文。 

當顯示了某一指定的條文之後，此畫面還提供了上一條（PREV）以及下一條（NEXT）

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選擇前往檢視下一條或上一條條文內容。顯示上一條的按鈕被點選之

後，它的程式積木如下： 

 

首先，將 current 這個變數減 1，但是為了防止它超出範圍（最小的索引值是 1），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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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刻去檢查減 1 之後的 current 內容是否小於 1，如果是的話，要把 current 固定在 1。之

後，即可呼叫 show_rule 這個程序，此程序已在前面說明過了。 

同樣的方式，btn_next 變數的《被點選》事件積木如下： 

 

和前面的積木基本上是同樣的邏輯，但是下一首當然是要把 current 加 1，而且要檢查的

是它是否已大於目前 keys 的清單長度，如果是的話，那表示是最後一條，就必須把 current 的

數值調整回和 keys 的長度一樣才行。 

再來是加入書籤的功能，當 btn_bookmark 的《被點選》事件發生時，需要編寫的程式積

木如下： 

 

這個事件中一開始先檢查法規條文編號 lbl_no 的文字內容是否為空，如果是空的就不再

處理，如果不是空的，它就是要來建立書籤的依據。書籤是以字串的格式儲存，利用合併文

字的功能，儲存成如下所示的字串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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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書籤的功能分成 3 個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1. 加入書籤清單：在本畫面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曾經把儲存在微型資料庫中的書籤載

入到 bookmark 這個清單中，現在要增加書籤的內容，要做的就是「增加清單項目」，

要加入的書籤格式為「法規名稱, 條文編號」，例如「憲法, 1」即是把憲法的第 1 條

儲存成為書籤。 

2. 儲存到微型資料庫：在前一個步驟新增了 bookmark 這個清單之後，接下來就要把整

個書籤存入微型資料庫中。我們使用的資料庫標籤為「使用者名稱-bookmark」，它的

內容就是整個 bookmark 清單。 

3. 顯示訊息通知使用者：在儲存完畢之後，還要通知使用者該書籤已完成儲存了，在

這裡我們使用的是對話框元件的「顯示警告訊息」功能，它的文字內容則以合併文

字的積木，把儲存的法規名稱、條文編號組合成完整的一句話，再顯示在 APP 上。 

最後一個按鈕是左上角的「返回」，這個在每一個畫面都會有，而它的內容中就只有一個

簡單的「關閉螢幕」積木，如下所示，之後其它畫面的返回按鈕除非有特別的功能，否則就

不再加以贅述了： 

 

「法條關鍵字搜尋」畫面程式設計 

以下是法條關鍵字搜尋的畫面編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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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此畫面所使用的元件列表及說明： 

元件名稱 元件類型 父元件 用途說明 

btn_back 按鈕 scn_search 關閉本畫面，返回上一個螢幕 

水平配置 1 水平配置 scn_search 放置下拉式選單和標題的水平容器 

sel_rules 下拉式選單 水平配置 1 提供使用選擇想要搜尋的法規名稱 

lbl_target 標籤 水平配置 1 顯示要被搜尋的法規名稱 

水平配置 2 水平配置 scn_search 放置輸入關鍵字文字盒和執行搜尋按鈕之淵

平容器 

txt_keyword 文字輸入盒 水平配置 2 提供使用者輸入搜尋關鍵字的文字輸入盒 

btn_Go 按鈕 水平配置 2 實際執行搜尋作業的按鈕 

lbl_results 標籤 scn_search 顯示搜尋結果的文字內容 

檔案管理 1 檔案管理 非可視元件 用於讀取法條的元件 

對話框 1 對話框 非可視元件 用於通知使用者訊息的元件 

此外，主畫面使用到的全域變數如下表所示，基本上和前述畫面中使用的變數以及用途

是相同的： 

 

變數名稱 型態 用途 

data dictionary（字典） 記錄選取之法規的所有條文內容 

keys 清單 記錄每一個條文的編號 key值，以供字典查詢之用 

laws dictionary（字典） 記錄每一個法規所對應的檔案名稱 

全域變數的初始化宣告如下： 

 

本畫面是一個獨立作業的畫面，不需要接收來自於主畫面的初始值，因此它的《初始化》

介面就比較單純，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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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一進入本畫面之後，需先選擇想要查詢的法規名稱，如果沒有選擇的話，則預設

是「憲法」，它是 lbl_target 標籤的預設文字內容。要讓使用者可以利用下拉式選單擇取想要

查詢的對象，需要把 laws 變數中的所有 key（在此例即為「憲法」、「民法」、「刑法」、以及

「藥事法」）放到 keys 變數中以供後續的查詢。另外，還要把這些 keys 都放到 sel_rules 下

拉式選單的元素中，使其成為下拉式選單中的備選項目。上述作業完成之後，在使用者按下

這個下拉式清單之後，即會出現如下所示的操作介面： 

 

在此介面中，使用者完成選擇之後，即會引發《選擇完成》事件，程式積木的設計如

下： 

 

由上述的程式積木可以看出要處理的程式非常簡單，只要把 lbl_target 標題的文字內容

變更為選中項就可以了。 

本畫面的重頭戲是當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再按下「搜尋」按鈕時，也就是 btn_Go 的《被

點選》事件發生時，即是要展開關鍵字搜尋的作業，程式積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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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一開始時，先檢查 txt_keywork 的文字內容是否為空，如果是的話，則要顯示一個

警告訊息，請使用者在輸入關鍵字之後再進行搜尋的作業。如不為空，先把 lbl_results 的文

字設為「搜尋中…」，然後再開始進行接下來的搜尋作業。 

搜尋作業的一開始，先要把法規內容從 CSV 檔案讀取出來，而且讀取的對象就是放在

lbl_target 的文字內容。所以第一步是先到 laws 字典中找出該法規所對應到的檔案名稱，執

行檔案讀取作業。 

當檔案管理 1 的《取得文字》事件發生之後，表示檔案管理元件已順利取得檔案內容，

需要執行的作業以流程圖的方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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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程式積木如下： 

 

在進入重覆迴圈之前需先把 data 中的所有 key放到 keys 中，然後依據 keys 清單的長度

執行迴圈，等於是把每一條條文都找過一遍。為了執行迴圈，在程式中需定義一個計數的迴

圈，它的索引變數 index即為找出 keys 中的對應條文編號所需要的重要變數。取出條文的編

號再到 data 中找出條文內容，利用文字包含積木檢查條文內容中是否包含了使用者在

txt_keyword 中輸入的文字內容。以下為執行的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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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速讀」畫面程式設計 

以下是法條速讀的畫面編排設計： 

 

下表是此畫面所使用的元件列表及說明： 

元件名稱 元件類型 父元件 用途說明 

水平配置 1 水平配置 scn_memory 返回、開始、及暫停等 3 個按鈕之水平排版容

器 

btn_back 按鈕 水平配置 1 關閉本螢幕，返回上一個螢幕 

btn_start 按鈕 水平配置 1 開始進行速讀顯示功能 

btn_stop 按鈕 水平配置 1 停止速讀顯示功能 

標籤 1 標籤 scn_memory 顯示「速度調整」字樣 

水平配置 2 水平配置 scn_memory 加速、秒數、減速等 3 元件之水平排版之容器 

btn_increase 按鈕 水平配置 2 增加速讀顯示的秒數 

lbl_seconds 標籤 水平配置 2 顯示目前秒數 

btn_decrease 按鈕 水平配置 2 減少速讀顯示的秒數 

lbl_title 標籤 scn_memory 顯示目前速讀之法規名稱 

lbl_no 標籤 scn_memory 顯示目前顯示的法條編號 

lbl_rule 標籤 scn_memory 顯示目前顯示之條文內容 

檔案管理 1 檔案管理 非可視元件 讀取 CSV 檔案之用 

計時器 1 計時器 非可視元件 觸發切換顯示條文之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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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主畫面使用到的全域變數如下表所示： 

變數名稱 型態 用途 

seconds 數字 記錄計時器觸發的秒數，預設值為 1 

current 數字 記錄目前顯示的法條索引號碼，預設為 1 

keys 清單 記錄所有法條的編號清單 

data dictionary字典 記錄所有法條的編號清單以及條文內容 

laws dictionary字典 記錄所有法規所對應的檔案名稱 

全域變數的初始化宣告如下： 

 

上述的變數用途基本上也和前面的幾個畫面用的一樣，在畫面初始化的時候，由於從主

畫面會傳來使用者想要速讀的法規名稱，因此需要利用「取得初始值」積木拿到法規名稱，

然後把它放到 lbl_title 的文字內容中，然後再根據這個法規名稱從檔案中讀取資料放到 da ta

變數中。初始化的積木如下所示： 

 

由於這個畫面的功能是自動地依序顯示法規中的每一個條文，所以一開始的時候，還需

按把計時器的「啟用計時」功能先關閉，等使用者按下「開始」按鈕時再打開。 

當檔案讀取完成之後要設定的工作比較簡單，其一是把取得的文字內容放到 data 變數中，

然後再把 data 中所有的 key都放到 keys 變數中，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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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讀作業會在使用者按下「開始」按鈕才開始自動逐條顯示條文，當按下「停止」按鈕

之後隨即停止。此外，我們也希望在關閉此螢幕時也把計時器關閉。3 個按鈕的《被點選》事

件之程式積木如下所示： 

 

速讀程式的核心在於自動顯示每一個條文內容，而這個作業是由計時器的《計時》事件

所執行的。當我們設定計時器的時間，並把計時功能開啟之後，每次到的指定的秒數，計時

器就會執行《計時》事件中的程式積木，我們所設計的程式積木如下所示： 

 

在《計時》事件中，首先呼叫「show_rule」程序，它用於把目前 current 變數所指向的條

文顯示在下方，在完成顯示條文之後，接下來要把 current 的內容加 1，但是為了避免加 1 之

後超出可顯示的條文範圍，在下方還要再檢查一次 current 的值是否已超出 keys 清單的長度，

如果超過的話，就讓 current 回到 1，也就是顯示完最後一條之後，再重第 1 條開始顯示。 

show_rule 程序的程式積木如下： 

 

此程序我們在「法條速查」一節中有過說明，它們的功能是完全一樣的。此外，在這個



30 
 

畫面中也允許讓使用者可以速讀顯示的速度，也就是按鈕 btn_increase 以及 btn_decrease 被點

選時要執行的程式，它們的功能就是去改變 seconds 變數的內容，增加或減少，並把此值設定

到計時器 1 上，藉由改變計時器 1 的觸發時間達到改變顯示速度的目的。btn_increase 的《被

點選》事件之程式積木如下： 

 

如上述程式所示，事件的一開始先把 seconds 的內容加 1，但是為了避免時間被設定過長，

所以接下來利用選擇積木檢查 seconds 是否大於 10，也就是最長為 10 秒，如果是的話，就直

接讓 seconds 停留在 10。當 seconds 設定完畢之後，就把它設定到 lbl_seconds 的文字中，讓

使用者知道目前速讀的秒數設定，然後再把該直乘上 1000，作為計時器 1 的計時間隔。乘上

1000 的原因是該計時間隔的單位是毫秒，所以需要乘上 1000 才行。 

同樣的方式設計減少速讀秒數的 btn_decrease 的《被點選》事件之程式積木如下： 

 

減少秒數之按鈕被按下之後，先減 1，再檢查是否小於 1，如果是的話，就讓 seconds 停

留在 1。之後的設定就和前面的 btn_increase《被點選》事件是一樣的。至此，「法條速讀」的

功能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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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籤」畫面程式設計 

以下是我的書籤的畫面編排設計： 

 

下表是此畫面所使用的元件列表及說明： 

元件名稱 元件類型 父元件 用途說明 

水平配置 1 水平配置 scn_bookmark 返回及清除所有書籤內容這 2 個按鈕之水平

排版容器 

btn_back 按鈕 水平配置 1 關閉本螢幕，返回上一個螢幕 

btn_clear 按鈕 水平配置 1 清除所有的書籤內容 

水平配置 2 水平配置 scn_memory 同時顯示書籤和指定之書籤內容的水平排版

容器 

lst_bookmarks 清單顯示器 水平配置 2 用於顯示目前所有書籤中的項目 

垂直配置 1 垂直配置 水平配置 2 同時顯示法規名稱、法條編號、以及條文內

容的垂直排版容器 

lbl_title 標籤 垂直配置 1 顯示法規名稱 

lbl_no 標籤 垂直配置 1 顯示法條編號  

lbl_rule 標籤 垂直配置 1 顯示條文內容 

微型資料庫 1 微型資料庫 非可視元件 書籤的操作與存取 

對話框 1 對話框 非可視元件 提供對於使用者的通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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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 1 檔案管理 非可視元件 讀取 CSV 檔案之用 

我們希望使用者在進入本程式之後，在畫面的左側會出現所有記錄之書籤內容，它們用

清單顯示器的方式條列於畫面左側，當使用者點選任一書籤內項目時，即可在畫面的右側顯

示該書籤所對應之法規名稱、法條編號、以及文內容。此畫面使用到的全域變數如下表所示： 

變數名稱 型態 用途 

user 字串 用於記錄目前的使用者名稱 

target 清單 用於暫存字串分解之後的法規名稱（放在索引 1）

以及法條編號（放在索引 2） 

bookmarks 清單 用於記錄使用者的所有書籤內容 

data dictionary字典 記錄所有法條的編號清單以及條文內容 

laws dictionary字典 記錄所有法規所對應的檔案名稱 

全域變數的初始化宣告如下： 

 

因為使用者儲存的書籤有可能會來自於這個 APP 中所有提供的法規，因此一開始時並不

會馬上讀取法規的所有內容，而是在解析書籤時才會加以存取。在本畫面的初始化功能中，

最重要的是取出本使用者在微型資料庫中所儲存的書籤清單，把清單放到 bookmarks 變數中，

並把此書籤作為 lst_bookmarks 清單顯示器的元素。scn_bookmark 的《初始化》事件之程式積

木設計如下： 

 



33 
 

如上述積木所示，在事件中總共有 3 個積木，第 1 個積木負責使用「user」這個標籤取出

目前使用者的名稱。接著，在第 2 個積木中以「user-bookmark」的標籤，到微型資料庫中取

出使用表所儲存的書籤清單，把此清單放在全域變數 bookmarks，並把此份清單也一併放在

lst_bookmarks 元素中。此時，該清單顯示器就會在畫面上顯示出使用者所儲存在資料庫中的

所有書籤。 

在清單顯示器已完成顯示之後，使用者即可點選想要顯示內容的書籤項目，此時會觸發

「lst_bookmarks」清單顯示器的《選擇完成》事件，此事件需要執行的作業如下所示： 

 

由於我們儲存的書籤型式如下所示： 

 

在清單顯示器中的元素也是以上述的格式呈現，因此在《選擇完成》事件中得到的「選

中項」也是此種格式，在使用之前需先利用「分解文字」積木以「,」作為分隔符號，拆成法

規名稱和條文編號先放在 target 清單變數中。 

條文編號比較簡單，在分解文字之後它是放在 target 的第 2 個索引位置上，直接取出之

後，再合併上「第」以及「條」等字，設定 lbl_no 的文字內容即可。 

接著要透過這個條文編號以及法規名稱找出對應的條文內容所需要的作業就比較多一些，

一開始，要先以法規名稱（放在 target 變數的索引 1）去找出需要開啟的檔案名稱，然後利用

檔案管理 1 元件進行讀取檔案的作業。檔案管理 1 在取得文字之後，隨即需要進行如下所示

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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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取得文字》事件程式中，如同前面所述的方式把文字轉換成清單（其實是字典）

之後放到 data 變數中。接著，再以條文編號（放在 target 的索引 2）作為 key，去 data 這個字

典中搜尋該條文的內容，找到之後就放到 lbl_rule 的文字中，如此就完成了書籤條文的顯示作

業了。 

本畫面的還提供使用者刪除所有書籤的功能。在 btn_clear 按鈕《被點選》之後，我們利

用對話框再一次詢問使用者是否真的要刪除所有的書籤，btn_clear 按鈕的《被點選》事件之

程式積木如下： 

 

此事件呼叫對話框 1 的「顯示選擇對話框」功能，此功能會在畫面上產生 2 個按鈕，一

個是「清除」，另外一個是「返回」，使用者只能從其中一個按鈕進行選擇，執行的畫面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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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點選了任一按鈕之後，即會觸發《輸入完成》事件，此時即可針對使用者的輸

入進行後續的處理。 

 

在處理使用者的回應部份，只要確認使用者是否選擇了「清除」這個按鈕，因此在一開

始的時候即以一個「如果」積木進行檢查。如果使用者確實是按下了「清除」按鈕的話，則

先呼叫微型資料庫 1 把「<user>-bookmark」的標籤內容刪除，接著利用對話框 1 顯示所有資

料已清除的訊息。 

除了清除資料庫的內容之外，bookmarks 變數的內容也要清除。在這邊我們使用的是重新

讀取清楚後的標籤，以確保和資料庫內容的一致性。此外，包括 lbl_no、lbl_title、以及 lbl_rule

等 3 個標籤的文字內容也一併清除了空字串。 

最後，不管是否有清除資料，我們還是把 bookmarks 變數的清單內容設定到 lst_bookmarks

清單顯示器的元素中，主要的目的也是讓該清單的元素能夠和變數的內容可以同步。 

本畫面的最後一個動作就是返回按鈕，它的功能就是把自己這個螢幕關閉即可，如下所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