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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 X 範例 

                                                          作者：郭俊佑  

記帳本範例 

小郭是一個剛上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由於就讀的學校離家裡有點遠，所以必須離

開家裡到外面租房子自己生活。對於小郭這個第一次自己在外面生活的人而言，

父母給的零用錢時常莫名其妙的減少，因此小郭需要一款 app 來記錄自己的收入

和支出。這款app的主要需求是檢視身上剩餘的金額，可以看到總收入與總支出，

並且隨時隨地都可以記錄收入或支出在 app 裡面；還可以在 app 上面檢視每日的

收入與支出，以了解自己零用錢的收入與支出的情況；也能在想要清空所有記錄，

重新開始做記錄的時候將以前儲存的歷史記錄刪除，總結以上我們可將 app 的需

求整理成列表如下： 

 需求名稱 需求說明 對應課程 

需求 1 顯示當天日期 可供使用者確認時間 Clock 

需求 2 記錄收支 可將收入和支出記錄下來 
TextBox 

TinyDB 

需求 3 顯示記錄 

顯示所記錄下來的總收

入、總支出、本月剩餘 

金額(總收入－總支出) 

Label 

TinyDB 

需求 4 資料清除 將收支紀錄全部清除 
Button 

TinyDB 

需求 5 畫面警示 
在清除所有資料前警告 

使用始確認是否清除資料 
Notifier 

需求 6 選取日期 
可讓使用者選取日期 

來檢視當日收支記錄 
DatePicker 

需求 7 檢視記錄 
可供使用者檢視 

每日的收入和支出 

ListView 

TinyDB 

需求 8 換頁 可切換頁面 Control 

其餘需求 按鈕、變數 
程式中所需要的資 

料可暫時存放於變數 

Button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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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pp Inventor 2 設計出的程式畫面如下 

       

 當按下清除鍵時將跳出確認視窗如上圖 

   當輸入欄未填入資料時按下收入或支出鍵將跳出提示如下圖 

 

左上這張圖為程式主畫面，當輸

入欄未填入資料時按下收入或支

出鍵將會跳出提示。而按下清除

鍵時將跳出確認視窗讓使用者確

認，當使用者按下確定時 app 的內

存資料將會被刪除。而在清除鍵

上方的綠色書本，則是進入記錄

頁面的按鈕，按下會切換到記錄

的頁面。 

輸 

入 

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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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記帳本的記錄頁面 

             

當按下完成鍵後畫面上 

將顯示出當日所有記錄 

   

當按下日期

選擇鍵時將

跳出日期選

擇視窗如右

圖 

左上這張圖為程式的記錄頁

面，在主畫面按下綠色書本

後即可進入此畫面。使用者

按下日期選擇後在日期選擇

視窗選擇好日期按下完成，

畫面就會顯示出所選日期當

日的所有紀錄，記錄畫面可

以下拉檢視。下方上一頁鍵

按下將回到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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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記帳本的主畫面與記錄頁面的欄位名稱 

 

 

 

  

date 

income 

spend 

month 

TextBox1 

Income 

Database 

Clear 

Spend 

DatePicker1 

Return 

List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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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主畫面的 blocks 

宣告變數是寫程式缺一不可的步驟，如同數學裡的變數可以用來解決許多題目一

樣，程式裡的變數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程式設計中，我們時常需要記錄某些

資料，這些資料有可能是文字，也有可能是數字，我們把這些資料記錄在記憶體

的某個位址中，並給他一個名稱，這就是變數。變數大致上分成兩種，一種是全

域變數，一種是區域變數。全域變數就是宣告在所有函式之外，使所有的函式都

可以共用這個變數；相反的，區域變數就是宣告在某些函式之中，使這個變數只

能被這個函式所使用，並不能被其他函式所共同使用。 

下面是整個主畫面的程式都可以使用的全域變數。在後面的 blocks 中可看到這

些變數的使用方式。 

 

下面為主畫面綠色書本的點擊事件 

下面的 Database 這個元件是在主畫面的那本綠色的書，為開啟記錄畫面的按鈕。

而下面是 Database 這個元件的點擊事件：當 Database 這個元件被點擊時，將會

開啟一個名叫 database 的畫面。這邊有一點要注意的是當這個名叫 database 的畫

面被開啟時，主畫面並不會因此而關閉，而是留在 database 這個畫面下方，當

database 這個畫面被關閉時，主畫面將會顯示於畫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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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主畫面初始化的 blocks 

初始化就是每次畫面開啟只會執行一次，所以一開始先用 time 這個變數來儲存

手機當下的時間，然後使 date 顯示＂月/日(星期)＂這樣的格式。接著讓 month

顯示 TinyDB 中標籤為本月的資料，如果沒資料的話就回傳 0 這個值。另外兩個

income 和 spend 也做一樣的事情，只有標籤不一樣而已。最後用 date 和 day 這

兩個變數記錄時間格式以便後面使用(抓的時間一樣，格式不一樣)全部執行完後，

除了畫面關掉重開以外，將不會再執行第二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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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主畫面收入按鈕的點擊事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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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面的主畫面收入按鈕的點擊事件在事件一開始先加入一個 if-then-else 條

件判斷式來判斷輸入欄位是否已被輸入資料。當 if 後面的條件成立時，程式將

會執行 then 後面的步驟；而當 if 後面的條件不成立時，程式將會執行 else 後面

的步驟。這邊在事件一開始先判斷輸入欄位是否是空白的，如果是的話跳出

Notifier 的訊息對話視窗，請使用者先輸入金額再點擊按鈕；如果不是的話，程

式將會先用變數 x 儲存 TinyDB 裡標籤為＂收入＂的資料，再用變數 y 儲存 x 與

輸入欄位相加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新增後總收入的金額，將這個結果取代

TinyDB 裡標籤為＂收入＂的資料，接著使用 income 和 spend 分別取得 TinyDB

裡標籤為＂收入＂和＂支出＂的資料，並將 income - spend的值存入變數month，

這個變數 month 就是使用者剩餘的金額(收入-支出)，再將 month 取代 TinyDB 裡

標籤為＂本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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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著再加入一個 if-then-else 來決定這筆資料的儲存位置。將要儲存在

TinyDB 裡的資料標籤設定為變數 date + 變數 list，變數 list 將會在儲存資料過後

比原先數值增加1，例如：date = 2019111 , list = 1 那麼資料標籤將會是20191111，

儲存過後 list = 2。會這樣做的原因是 TinyDB 是以標籤來儲存資料，所以每一個

標籤只能儲存一筆資料，所以設定變數 list 在儲存過後數值增加 1 可避免同一個

標籤被一筆以上的資料所使用。所以在資料儲存前需要先判斷(if) TinyDB 在變數

date + 1 的位置是否有被使用過，如果沒被使用過那麼這位置會是空白的，是空

白時將執行 then 後面的事件，先把變數 list 設定為 1，然後將輸入欄位的值儲存

在 TinyDB中標籤為變數 date + 變數 list 的位置，儲存過後變數 list 的值增加 1；

不是空白時執行 else 後面的事件，直接將輸入欄位的值儲存在 TinyDB 中標籤為

變數 date + 變數 list 的位置，儲存過後變數 list 的值增加 1。這樣的儲存方式可

以保證每日資料都將於 list = 1 時開始儲存，每次 list 增加 1，這樣可便於查詢資

料時所需要做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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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上述的步驟都執行完後，執行畫面更新的動作，將會變動的值在畫面上

做更新的動作，而這邊是增加收入的按鈕，所以在畫面上會變動的值只有收入和

本月，於是更新收入與本月的顯示，最後將輸入欄位上的數字刪除，可便於使用

者馬上做下一筆的新增。 

 

下面的主畫面支出按鈕的點擊事件與上述的收入按鈕點擊事件大致相同，只是從

收入改為支出，所以有一些小地方不同，例如：變數 x 取得的位置、更新 TinyDB

的位置、儲存進 TinyDB 資料的數字多了負號(-)、更新畫面時的 income 改為更

新 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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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主畫面支出按鈕的點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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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主畫面清除按鈕的點擊事件 

當 Clear 按鈕被點擊時，顯示 Notifier 的選擇視窗，詢問使用者是否確定清除所

有紀錄，選擇視窗標題為＂清除記錄＂，按鈕有確認和取消。 

 
 

下面為當 Notifier1 這個元件視窗跳出並選取完畢後執行的事件 

首先判斷選取的按鈕文字是否為＂確定＂，判斷按鈕文字是＂確定＂後就清空所

有在 TinyDB 裡的資料，接著更新畫面上 month , income , spend 的顯示；判

斷按鈕文字不是＂確定＂後將關閉選擇視窗不做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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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記錄頁面的 blocks 

下面是記錄頁面的全域變數宣告，這邊的宣告可被所有紀錄頁面的 blocks 共同

使用，並事先宣告 listview 為字串：請先選取要查詢的日期，在後面的 blocks

中可看到這些變數的使用方式。  

 

 

下面為記錄頁面初始化的 blocks 

初始化就是每次畫面開啟只會執行一次，首先設定 DatePicker 這個日期選擇元件

預設的時間為當下時間，並先將 ListView1 這個元件顯示為變數 listview。 

  
 

下面為 Return 這個元件的點擊事件 

當 Return 被點擊時，將這個視窗關閉。 

 
 

下面為 DatePicker1 這個日期選擇元件選擇完日期的觸發事件 

這邊需要先了解 TinyDB 在同一個 app 裡面所有畫面都將共用同一個 TinyDB 的

儲存位置，例如我在主畫面儲存一個值在標籤＂收入＂裡，我仍然能在記錄頁面

取得那個在主畫面存入的值，但是如果在記錄頁面儲存一個值進入標籤＂收入＂

裡面，那麼原先在主畫面存入的值將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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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tePicker 視窗按下完成鍵後將會執行，首先先讓 DatePicker 顯示所選擇的日

期格式為(年/月/日)，接著先設定變數 date 為年+月+日，與主畫面設定的格式相

同。下面加入 if-then-else判斷TinyDB裡標籤為變數 date + 1的位置是否為空白，

為空白時等同沒有資料，將跳出 Notifier 裡的訊息對話視窗，告訴使用者此日期

沒有資料，最後將 listview 設定為空白的名單，以刪除一開始設定的文字；當

TinyDB 裡標籤為變數 date + 1 的位置有資料時，先將 listview 設定為空白的名單

以便查詢後顯示，再加入 while test-do，這邊就是當滿足上方條件時做無限迴圈

的動作，當不滿足上方條件時就離開迴圈，此處先判斷 TinyDB 裡標籤為變數 date 

+ 變數 list 的位置不是空白時，將此位置的值加入 listview 這個名單裡的最後一

筆，每加入一筆資料後變數 list 增加 1，所以此迴圈將會執行到 TinyDB 裡標籤

為變數 date + 變數 list 的位置沒有資料的時候，這個迴圈結束時將變數 list 設定

為 1，下次執行時 list 又會從 1 開始執行。最後將 ListView 這個元件顯示出變數

listview 的這個清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