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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程式語言－Snap!
蘋果創辦人賈伯斯說：

「每個人都該學電腦程式，因為它將教會如何思考。」

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開發出來的 Snap! 圖形化程式語言是一款用

JavaScript    編寫的，積木拖拉式的圖形化程式語言，旨在賦予學生創作互動式故事，

動畫，遊戲等作品，學習數學和計算概念。但為什麼不是選擇麻省理工學院 (MIT)

開發的 Scratch 呢？主要原因是因為 Scratch 不支援「一級函式」 (first  class

function/procedure)、「一級串列」(first class lists)和「一級物件導向精靈」(first class

truly object oriented sprites with prototyping inheritance)，Scratch也沒辦法看到程

式碼，無法用來教導程式語言。而 Snap! 可以用來教導四大程式風格(Programming

paradigm) ： 指 令 式 編 程 (imperative  programming) 、 函 數 式 編 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 物 件 導 向 編 程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與 聲 明 式 編 程

(declarative programming)，在拖拉程式積木完後，除了可以看到執行結果也可以

看到程式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JavaScrip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B0%E6%98%8E%E5%BC%8F%E7%BC%96%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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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的單元簡介以及學習目標如下：

 單元簡介

 介紹 Snap!開發工具

 介紹 Snap! 八大程式積木區

 介紹 Snap! 三種程式積木

 學習使用 Snap! 的建構方塊(Blocks) 來設計程式

 單元學習目標

 了解程式語言 Snap! 八大程式積木區

 了解程式語言 Snap! 三種程式積木

 培養使用 Snap! 開發工具介面的能力

 培養使用 Snap! 的建構方塊(Blocks) 來設計程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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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州柏克萊大學 Snap!開發工具介紹

美國在 2013年的職缺調查中發現美國的軟體工程師等相關職缺居於榜首，有

70,000多個職缺，且數量幾乎是第二名的會計審計 37,000的兩倍。因此，歐巴馬的

全民寫程式運動，將資訊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到總統的層級，歐巴馬認為從小開

始培養對寫程式的「興趣」，是相當重要的。2014年歐巴馬對美國年輕人說：

「學習如何寫程式不僅對你來說很重要，也對國家很重要，如果我們希望美國

走在科技前端，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投入，程式編寫將改變我們做事情的方

式。沒有人天生就是電腦科學家，透過一點努力，數學技巧和科學基礎，幾乎任何

人都可以成為電腦科學家。」

歐巴馬更在 2016年 1 月底作出政策宣示：

「電腦科學不是選修能力，而是基本能力。」

因為各行各業都離不開使用電腦，因此加州柏克萊大學響應「全民寫程式」，

特別為美國高中老師開資訊教育課(課名為 The Beauty and Joy of Computing)，課

程網址為 http://bjc.berkeley.edu/，利用 Snap!開發工具先教導高中資訊教育老師，

老師再去教導美國高中生，利用電腦來改善美國各行各業國際競爭力。

Snap!是一款用 JavaScript    編寫的，拖拉式圖形化程式語言，旨在賦予學生創

作互動式故事，動畫，遊戲等作品，學習數學和計算概念。Snap!支援指令式編程

(imperative programming)、函數式編程 (functional programming)、物件導向編程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與聲明式編程  (declarative programming)等四種編程典

範。使用者在拖拉完 Snap!程式後，除了可以看到執行結果，也可以看到程式碼 (如

C、JavaScript、Python)等程式語言。Snap!官方網址為：http://snap.berkeley.edu/，使

用者直接在瀏覽器裡輸入 http://snap.berkeley.edu/run 進行開發與執行專屬的 Snap!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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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nap!開發介面介紹

Snap!整個開發介面如圖1-1所示。分為 1.工具列區、2. 程式積木區、3.工作區域、

4. 舞臺區、5.精靈區。

圖 1-1　Snap! 開發介面

試做區 1-1

開啟 Chrome 瀏覽器，輸入 http://snap.berkeley.edu/run   看看您是否可以連

到加州柏克萊大學，開啟 Snap!開發工具?

1.2.1　工具列區

工具列區提供幾個下拉式選單，如圖 1-2 所示。關於選單（ ）列出 Snap！

參考手冊、官方網站與下載 Snap！源碼。專案選單（ ）提供專案相關功能如新建、

開啟、儲存與、另存、導入與匯出專案，亦可導入工具包、精靈與聲音。雲端選單（

）提供雲端註冊帳號、登入雲端帳號和重設密碼等功能。設定選單（ ）提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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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定（如中文、英文、日文、韓文等介面）、程式積木塊的大小設定，舞臺大小設定

等功能。舞臺區按鍵（ ）提供設定舞臺區小螢幕、大螢幕和全螢幕縮放功能。

執行、暫停與終止程式按鍵（ ）綠旗鍵執行工作區的 Snap！程式，黃色

暫停鍵暫停 Snap！程式的執行，紅色終止鍵終止 Snap！程式的執行。

圖 1-2　工具列區功能

試做區 1-2

點選工具列區（圖 1-2）功能上面每一個按鍵，瀏覽每一個選單。如果不是中文

介面，請利用設定選單（ ）的語言選擇選單 ( )，設定使用中文介面

或是其他國家語言介面。

1.2.2　程式積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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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積木區提供各種不同功能的程式積木，如圖 1-3 所示。這些程式積木可以拖

拉到工作區，利用組合積木來輕鬆撰寫程式。

圖 1-3　程式積木區功能

程式積木區總共有八大類，如圖 1-4 所示：

(1) 動作（Motion）：用來移動或控制方向的程式積木塊，例如移動多少圖元、

順時針或逆時針轉多少度等。我們將在第二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動作程式

積木。

(2) 外觀（Looks）：外觀程式積木和精靈相關的程式積木塊，可以更換精靈

造型、改變精靈大小或讓精靈說話秀出字串等。我們將在第三章詳細介紹如

何使用外觀程式積木。

(3) 聲音（Sound）：和聲音相關的程式積木塊，可以播放聲音、停止播放聲音、

彈奏音符。我們將在第三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聲音程式積木。

(4) 畫筆（Pen）：跟畫筆相關的程式積木塊，可以更換筆的顏色、筆的放下和

提起、設定畫筆粗細等。我們將在第二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畫筆程式積木。

(5) 控制（Control）：和程式控制相關的程式積木塊，主要用來控制程式的執

行，或是一些判斷控制與迴圈控制等。我們將在第四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

控制程式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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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偵測（Sensing）：和程式偵測相關的程式積木塊，寫遊戲時比較會用到的

部分，像是某個物件碰到什麼要做那些反應、滑鼠的 x和 y 座標等。我們將

在第四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偵測程式積木。

(7) 運算（Operators）：和運運算元有關的程式積木塊，例如四則運算（+，-，

*，/）四捨五入、取餘數、大於、小於、等於比較、字串合併(join)等。我們將在

第五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運算程式積木。

(8) 變數（Variables）：和變數相關的程式積木塊，例如新增變數、設定變數值、

新增程式塊（Block）、新增表列（list）、表列運算如取得第 i個表列內容、

加入項目到第 i個表列、刪除第 i個表列內容、等。我們將在第五章詳細介紹

如何使用變數程式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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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八大程式積木區功能

利用專案選單（ ）的導入工具包功能，可以導入一開始在控制（Control）

功能區下並沒有 for 迴圈、if-else、 catch、throw等程式積木。

試做區 1-3

點選程式積木區控制（Control）選單，觀察既有的程式積木。點選專案選單（
）的導入工具包功能（ ），再一次觀察是否有多的程式積木呈現在

積木工作區中。

在往後的章節裡，會進一步詳細介紹如何使用這八大類程式積木，來撰寫有用

的程式。

1.2.3　工作區

在撰寫程式的時候，除了程式本身之外，還可能用到各種聲音與精靈的不同造

型，因此工作區可再細分為腳本工作區、造型工作區與聲音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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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本工作區

腳本工作區就是讓程式設計師拖拉程式積木到腳本工作區，例如圖 1-5的積木

程式，畫出邊長為 100的正方形，正方形顯示在右邊的舞臺區上。

圖 1-5　畫出邊長為 100的正方形程式

試做區 1-4
實做畫出邊長為 100的正方形積木程式，按下（ ）綠旗鍵執行畫出正方形

工作區 Snap！程式，並觀察正方形是否有顯示在右邊的舞臺區上。思考一下如

何實做畫出邊長為 200的正方形積木程式，進一步思考如何實做畫出任一邊長

的正方形積木程式。

造型工作區

點選造型按鍵，切換到造型工作區，可以新增或刪除精靈的造型畫面，利用專

案選單（ ）的造型功能，點選精靈造型，按下 Import 鍵，即可匯入精靈各種不

同的造型，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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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匯入精靈造型的步驟

聲音工作區

點選聲音按鍵，切換到聲音工作區，可以切換到精靈的聲音畫面，利用專案選

單（ ）的聲音功能，點選聲音播放檔，按下 Import 鍵，即可匯入精靈各種不同

的聲音。

試做區 1-5

利用專案選單（ ）的聲音功能（ ），點選聲音播放檔，按下 Import 鍵，
即可匯入精靈各種不同的聲音。

1.2.4　舞臺區

舞臺區其實就是程式的執行結果顯示區，例如圖 1-7 左邊秀出腳本工作區之精

靈造型改變程式，右邊則是舞臺區精靈造型顏色改變四次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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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改變精靈造型程式與執行結果

舞臺區大小可利用舞臺區縮放按鍵（ ）調整設定舞臺區，小舞臺區為長

480 寬 360 所形成的二維座標，座標原點（0，0）在畫面的正中間，如圖 1-8。

圖 1-8　小舞臺區座標

試做區 1-6
實做圖 1-7改變精靈造型積木程式，按下（ ）綠旗鍵執作 Snap！程式，並

在舞臺區觀察精靈造型的改變。將精靈造型顏色改變四次改為八次，觀察精靈造型

的改變。將精靈造型顏色特效值改為 50，觀察精靈造型的改變。

1.2.5　精靈區(Sprite)

要呈現在舞臺區的精靈造型，必須在精靈區裡，先創造出各種不同的精靈角色，

才可以顯現在舞臺區上。精靈區可以放置多個精靈，可以實現動畫的功能。精靈區有

兩個按鍵（ ），可以新增精靈角色。精靈角色新增按鍵（ ）可以新增精

靈角色，然後再到造型工作區，從檔案中去新增精靈造型，如圖 1-9，我們新增了

兩個精靈角色，一個為蝴蝶造型，另一個為猴子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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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新增了兩個精靈角色

新增精靈造型步驟：

(1) 點選工作區域 上方的造 型工作區或是由工具列中下拉選擇造 型

（Customs）如圖 1-10中步驟 1 或步驟 1-1和 1-2。

(2) 加入想要的精靈，如圖 1-10中步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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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新增精靈造型步驟

一個遊戲通常有多個角色互動，這些精靈角色擁有不同的腳本工作區、造型工

作區與聲音工作區。在腳本工作區的程式，可以同時執行，控制這些不同的精靈。

試做區 1-7

利用精靈角色新增按鍵（ ）新增兩個精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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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 Snap! 程式積木（Blocks）

所謂程式這件事在 Snap!裡稱為程式積木(Blocks)，一件工作可以分成很多程

式(Procedure)段，先做某個程式再做哪個程式段、或是當甚麼事件發生時就做某個

程式段，而每個程式段其實就是由很多建構方塊所形成的，一個建構完成的程式就

相當於一個新的程式積木，可再重複地使用在程式建構中。在 Snap!中有三種基本

程式積木形式：命令程式積木("Command")或命令積木、回報程式積木("Reporter")

或回報積木和判斷程式積木("Predicate")判斷積木。

1.3.1　命令積木(Command)

命令積木命令電腦做一件事情，相當於一般程式語言的陳述(statement)，會有

副作用(side-effects)(例如：執行後可能會移動精靈、影響到區域或全域變數)，且沒

有回傳(return)結果的程式。在 Snap!中命令積木用 / 拼圖形狀來表示，如

圖 1-11所示的命令積木分別是移動精靈 10 步(即 10 pixels)、印出"Hello!"字串且維

持 2秒鐘、設定音樂節奏為 60 bpm、放下畫筆、重設計時器、等待直到某件事情為真、

增加"某物"到串列(list)。

圖 1-11　Snap!命令程式積木範例

命令積木有兩種特別控制積木：觸動命令積木（"trigger"）和控制命令積木

（"control"）。如圖 1-12所示，觸動積木分別是當綠色旗標點擊的時候執行程式、

當按下空白鍵的時候執行程式、剛接收到某個訊息的時候執行程式。

圖 1-12　Snap! 觸動程式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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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13所示，控制積木分別是重複執行內嵌的程式塊十次、如果條件為真

執行為真的內嵌程式塊，如果條件為否執行為否的內嵌程式塊。程式控制積木更

多內容詳見第四章。

圖 1-13　Snap! 控制積木

1.3.2　回報積木(Reporter)

回報積木是有回傳值的程式，也可以說是沒有副作用的函數，其回傳值可以是

除了布林型別之外的任意型態。在 Snap!中回報積木用 / 圓邊長方形來

表示。如圖 1-14(a)所示的回報積木，分別是調用函數、回傳 URL、回傳二元加法(算

數)運算結果、回傳一個表列。圖 1-14(b)所示的回報程式積木分別是四則運算(+、-、*、

/)與取餘數、取平方根、四捨五入與取隨機值。

圖 1-14(a)　 Snap!回報程式積木範例

圖 1-14(b)　 Snap!回報程式積木範例

1.3.3　判斷積木(Pre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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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積木(Predicate)和回報積木(Reporter)一樣是沒有副作用、有回傳值的函數，

但判斷程式積木回傳值只為布林值。當需要條件判斷(Conditional)時(例如程式語

言中的”如果否則”積木(if-else)、”重複執行直到”積木(while)的條件判斷)，就是

判斷積木可以運用的地方。在 Snap!中判斷積木用 / 六角形來表示，

如圖 1-15(a)所示的判斷積木依序為是否碰觸到某顏色物件、小於比較、表列是否

包含 "某物件"，如果為真則 回傳 成立 (true)，如果不為真則 回傳不成立

(false)。圖 1-15(b)所示的判斷積木分別是關係運算子(relational operator)與邏

輯運算子(logical operator) 。

圖 1-15(a)　Snap!判斷程式積木範例

圖 1-15(b)　Snap!判斷程式積木範例

在許多遊戲中，我們通常可以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精靈，如圖 1-16所示

的程式積木範例就是利用鍵盤來控制精靈移動，按上/下/左/右鍵可以往上/下/左/

右移動精靈 10步。

回報程式積木和判斷程式積木是不能單獨存在的，必須依附在命令程式積木中，

例如 判斷上移鍵是否按下的判斷程式積木，必須依附在如果命令

建構方塊(if-block) 上。利用這三種基本的建構方塊可以快速的

建立有用的、更複雜的建構方塊或程式。使用者所建立的程式可以看成是一個新的建

構方塊，可應用在未來的程式設計上，建構更大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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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程式語言－Snap!

圖 1-16　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精靈的程式積木範例

美國高中老師和學生也使用 Snap!工具，創造出非常好玩的遊戲如星際大戰、

西洋棋、貪食蛇、音樂遊戲，如圖 1-17所示(http://snap.berkeley.edu/#examples)。在

往後的章節裡，你除了會學會程式語言基礎之外，也會利用這些程式語言來開發遊

戲、設計嵌入式系統與開發物聯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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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程式設計基礎

圖 1-17　Snap!工具創造出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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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程式語言－Snap!

1.4 小結

本章介紹了 Snap!開發工具與 MIT Scratch工具的相同與差異點，也大致介紹

了 Snap!開發介面如工具列、程式積木區、工作區、舞台區與精靈區的。Snap! 將不同

應用功能的程式積木分類到八大程式積木區：動作（Motion）、外觀（Looks）、聲

音（Sound）、畫筆（Pen）、控制（Control）、偵測（Sensing）、運算（Operators）

與變數（Variables）積木區。依程式語言結構，這些可區分為命令、回報與判斷積木。

透過 Snap!拖拉式圖形化程式語言，學生可以輕易學會程式語言邏輯思考，創作互

動式故事，動畫，遊戲等作品，學習數學和計算概念。

本章重點如下：

 介紹 Snap!開發工具

 介紹 Snap! 八大程式積木區

 介紹 Snap! 三種程式積木

 學習使用 Snap! 的建構方塊(Blocks) 來設計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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