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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控制的魔術師

有了動畫與音樂的基礎的藝術家之後，還必須做一個能自由、創意地運用動畫

與音樂的魔術師，而魔術師的神奇力量，來自於程式控制積木。本章中我們將進一

步學習程式控制積木中，如何啟動或是停止精靈的執行、重複執行、條件執行、複製

精靈、暫停或停止執行精靈積木程式。除了介紹程式控制積木外，我們也介紹動畫所

需的條件判斷偵測，例如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物件(舞台邊緣、其他精靈或滑鼠)、檢

測是否按下滑鼠或鍵盤按鍵。最後我們利用所學到的程式積木來設計貪食蛇遊戲。



物聯網程式設計基礎

本章主要的單元簡介以及學習目標如下：

 單元簡介

 傳授控制積木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傳授偵測積木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學習貪食蛇遊戲程式設計

 單元學習目標

 培養使用控制積木程式設計的能力

 培養使用偵測積木程式設計的能力

 培養設計遊戲程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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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控制(Control) 程式積木區

控制程式積木區(簡稱控制積木)，如圖 4-1，用來啟動或是停止精靈的執行、當

條件成立(例如按下空白鍵、精靈被點擊、收到訊息)的時候執行某些程式、重複執行

(廻圈控制)、條件控制、複製精靈、暫停或停止執行所有精靈積木程式等。主要可分為

啟動程式執行積木、暫停或停止程式執行積木、條件控制積木、廻圈控制積木、複製/

刪除精靈積木、訊息控制積木與高級控制功能積木 (高級控制功能積木將配合函式

在第六章加以說明) 。

圖 4-1　程式控制積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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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程式控制積木(b)

4.1.1　啟動程式執行積木

與啟動程式執行積木相關的造型積木有，如圖 4-1 中，1. 當綠旗被點擊時，執

行銜接在下方的程式積木、2. 當按下空白鍵(或其他鍵)時，執行銜接在下方的程式

積木、3. 當精靈被點擊時，執行銜接在下方的程式積木、4. 當條件成立時，執行銜

接在下方的程式積木、5. 當收到訊息時，執行銜接在下方的程式積木 25. 當精靈被

複製後，執行銜接在下方的程式積木。啟動程式執行積木因為外觀類似帽子也稱為

帽子積木(hat blocks)，如圖 4-2。

50



4

程式控制的魔術師

 

圖 4-2　啟動程式執行積木

在第一章的圖 1-16 我們介紹的一個以程式控制方式，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
精靈鍵盤的程式範例，而如圖 4-3 程式範例，使用事件驅動(event driven)的方式，
也可以達到鍵盤控制相同的目的，程式邏輯比較簡潔，更容易理解。值得注意的是
並不是所有的程式語言都支持這種事件驅動的寫法。

圖 4-3　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精靈的程式積木範例

4.1.2　條件控制命令積木

與條件控制相關的命令積木有，如圖 4-1 中，15.在條件成立時，執行嵌入的

程式積木(如果積木)、16.在條件成立時，執行”如果”端嵌入的程式積木，在條件未

成立時，執行”否則”端嵌入的程式積木 (如果-否則積木)。條件控制命令積木，如圖

4-4 所示。

圖 4-4　條件控制積木

條件控制積木可以用來判別成績是否及格，如圖 4-5 所示的程式積木範例，搜
首先問成績，如果成績小於 60 分則印出成績不及格，否則印出成績及格，對應流
程圖列於右方。流程圖的表示方法會在第八章詳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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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判別成績是否及格的程式範例與流程圖

4.1.3　廻圈控制積木

假如 n 為重複執行幾次可設定的變量，與廻圈控制相關的造型積木有，如圖 4-

1 中，12. 永遠重複執行嵌入的程式積木(重複執行積木(forever)) 、13. 重複執行 n

次嵌入的程式積木 (重複執行 n次積木(repeat n times)) 、14. 在條件未成立時，重

複執行嵌入的程式積木 (重複執行直到條件不成立積木(repeat until)) 。廻圈控制命

令積木，如圖 4-6。

 

圖 4-6　廻圈控制積木

圖 4-5 的判別成績是否及格的程式，只能執行一次，假如我們班上有五位同學，
我們便可以使用重複執行 5次，檢查每位同學成績是否及格，如圖 4-7 所示的廻圈
執行 5次程式積木範例，對應流程圖列於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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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執行 5次判別成績是否及格的程式範例與流程圖

4.1.4　暫停或停止程式執行積木

假如 n 為等待秒數可設定的變量，與暫停或停止程式執行相關的造型積木有，

如圖 4-1 中，10. 等待 n秒、11. 在條件未成立時，持續等待、18. 停止執行所有精靈

積木程式，19. 停止執行除了本精靈之外的所有精靈積木程式、28.暫停執行所有精

靈積木程式。

如圖 4-8，等待 n秒積木 相當暫停執行程式 n秒。條件未成立時，持

續等待積木 相當於暫停執行程式直到條件成立時。停止執行所有精

靈程式積木 ，無法再銜接其他命令積木，因為再也沒有任何程式塊可以

執行了。暫停執行所有精靈程式積木 ，可以利用 播放鍵，重新執行

被暫停的程式塊。

圖 4-8　暫停或停止程式執行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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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訊息控制命令積木

與訊息控制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1 中，5. 當收到訊息時，執行銜接在下方的

程式積木、6. 廣播訊息、7. 廣播訊息，並等待、8. 顯示訊息。如何訊息控制命令積木，

如圖 4-9。

圖 4-9 訊息控制積木

圖 4-7 程式積木範例--重複執行 5次，檢查每位同學成績是否及格的程式範例，
可以改用訊息控制命令積木，如圖 4-10。當點擊綠旗開始執行時，會詢問成績，接

著透過訊息廣播的方式(步驟 1) ，傳送到 積木(步驟 2)，接下來檢查

成績是否及格而列印出結果，如圖 4-10。

圖 4-10 訊息控制積木

更多的使用訊息控制命令積木範例，將配合 4.2 小節的偵測積木與 4.3 小節的

貪食蛇遊戲加以說明。

4.1.6　複製/刪除精靈分身積木

與複製/刪除精靈分身相關的造型積木有，如圖 4-1 中，25. 當精靈被複製後，

執行銜接在下方的程式積木、26. 複製精靈分身、27. 刪除這個複製的精靈分身。如何

使用複製/刪除精靈分身命令積木，如圖 4-11，將配合 4.2 小節的偵測積木與 4.3 小

節的貪食蛇遊戲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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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複製/刪除精靈分身積木

4.1.7　高級控制功能積木

假如 n 為重複執行幾次可設定的變量，與高級控制功能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

1 中，9. 直接快速運行(打包)嵌入的程式積木 、20. 執行命令積木、21. 平行執行命令

積木、22. 調用回報或是條件積木、23. 持續執行命令積木、24. 持續調用命令積木、。

如何高級控制功能積木，如圖 4-12，將配合第五章的 Javascript匿名函式積木，在

第六章函式中一起說明。

圖 4-12　高級控制功能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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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偵測(Sensing) 程式積木區

偵測程式積木區(簡稱偵測積木)，如圖 4-13，用來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物件

(舞台邊緣、其他精靈或滑鼠)、請使用者輸入資料、檢測是否按下滑鼠或鍵盤按鍵、計

時器、設定快速執行模式、回報某物件(精靈/舞台)的屬性、目前日期/時間、網頁內容。

圖 4-13　偵測積木

4.2.1　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物件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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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物件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13 中，1. 檢測精靈是否碰

到舞台邊緣/其他精靈或滑鼠、2. 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顏色、3. 檢測某顏色的精靈是

否碰到某顏色的另一精靈。如何使用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物件判斷積木，如圖 4-

14，將配合 4.3 小節的貪食蛇遊戲加以說明。

圖 4-14　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物件判斷積木

4.2.2　輸入資料

與輸入資料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13 中，4. 詢問使用者來輸入資料、5. 使用者

資料輸入所存放的變數。

如圖 4-15， 輸入資料命令積木，會出現問句，讓使用者輸入

資料，並且儲存在 變數中，而利用 回報積木可以取出使用者輸入值。圖

4-5 與圖 4-7 判別成績是否及格的程式範例中，說明如何輸入資料與使用輸入資料。

圖 4-15　訊息控制積木

4.2.3　檢測是否按下滑鼠或鍵盤按鍵

與檢測是否按下滑鼠或鍵盤按鍵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13 中，8. 檢測是否按

下滑鼠鍵、9. 檢測是否按下某鍵盤按鍵。檢測是否按下滑鼠或鍵盤按鍵積木，如圖

4-16。

圖 4-16　訊息控制積木

如圖 4-17 中，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精靈的程式範例，即是利用檢測鍵盤按
鍵判斷積木，來決定精靈應該是往上(下、左、右)移動，並且沿著設定的方向自動行
走，其對應流程圖列於右方。圖 4-17 與圖 1-16 的程式不一樣的地方是，圖 1-16 的
程式必須一直按上、下、左、右鍵才能移動，沒按鍵時精靈就停止移動，而圖 4-17 的
程式按上、下、左、右鍵只是設定方向，精靈會依照設定的方向自動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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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使用上下左右鍵來移動精靈的程式積木範例與流程圖

4.2.4　計時器積木

與計時器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13 中，11. 將計時器歸零、12. 回報計時器目前

值。透過 計時器歸零積木來開始計時，透過 回報計時時間積木，

取得計時結果，如圖 4-18。

圖 4-18　訊息控制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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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19 程式範例，利用計時器計時 20秒，時間到後，會列印出”時間到!” 2

秒並終止所有精靈執行。

圖 4-19　計時器範例程式

4.2.5　設定快速執行模式積木

與設定快速執行模式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13 中，16. 回報是否在快速執行模

式、17. 設定快速執行模式。透過 積木設定快速執行模式，透過

判斷積木，取得快速執行模式值，如圖 4-20。

圖 4-20　定快速執行模式積木

4.2.6　回報偵測資料積木

與回報偵測資料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4-13 中，6. 回報滑鼠所在 x座標位置、7.

回報滑鼠所在 y座標位置置、10. 回報精靈到其他精靈或滑鼠的距離、13. 回報某物

件(精靈/舞台)的屬性、14. 回報精靈的屬性、15. 回報網頁內容、18. 回報目前日期/時

間。回報偵測資料的積木，如圖 4-21。

圖 4-21 回報偵測資料的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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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貪食蛇遊戲初步

本小節介紹如何一步一步的將簡化版的貪食蛇遊戲完成。簡化版的貪食蛇遊戲
有三個角色：貪食蛇的頭(紅色正八角形)、貪食蛇的身體(紫色的球)與貪食蛇的食物
(蘋果)。當貪食蛇吃到蘋果時，身體就會變長，如圖 4-22。我們還不考慮下列規則：
1.如果貪食蛇超過邊線則停止遊戲，2. 如果貪食蛇穿過自己的身體則停止遊戲，3.

蘋果產生時不能在貪食蛇頭或身體中。

圖 4-22　貪食蛇遊戲規劃

4.3.1　開啟貪食蛇遊戲專案
所有的程式設計的第一個步驟，都是以開啟新專案，開啟貪食蛇遊戲專案步驟

如下，如圖 4-23:

1. 我們使用專案選單（ ）開啟貪食蛇遊戲新專案。

2. 點擊新建專案( )選單，來建立新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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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新建專案

4.3.2　貪食蛇外觀
貪食蛇遊戲有三個角色：貪食蛇的頭、貪食蛇的身體與貪食蛇的食物。我們可以

利用 Snap!內建的造型，來設計貪食蛇的頭為紅色正八角形，貪食蛇的身體為紫色
的球與貪食蛇的食物為蘋果。貪食蛇外觀設計步驟如下：

1. 建立三個角色：在舞台區中，如圖 4-24，按二次新增精靈按鍵(如步驟 1)，
加入兩個角色(如步驟 2 與 3)。角色將設計為貪食蛇的頭、角色(2)為貪食蛇的
身體、角色(3)為貪食蛇的食物。

圖 4-24　建立三個角色

2. 幫角色建立造型：為貪食蛇的頭建立紅色正八角形(stop)造型，步驟如下：
如圖 4-25，步驟(1) 點擊(貪食蛇頭)角色、步驟(2) 點擊專案選單（ ），
選擇造型選項，便會開啟造型對話框、步驟(3) 選擇紅色正八角形(stop)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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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按下”import” 按鈕，最後按下取消按鈕即可。重複步驟(1)到(4)為角
色(2)(貪食蛇的身體) 建立紫色的球 (ball e)造型。重複步驟(1)到(4)為角色(3)
(貪食蛇的食物) 建立蘋果(apple)造型。造型結果如圖 4-25 之步驟(5)。

3. 修改角色名稱：貪食蛇的蛇頭、蛇身與食物目前分別稱為角色、角色(2)與角
色(3)，我們可以將角色名稱分別改為蛇頭、蛇身與食物，步驟如下：如圖
4-25，點擊(貪食蛇頭)角色，將工作區中的精靈名稱改為蛇頭，如步驟
(6)，重複步驟(6)將工作區中的角色(2)與角色(3)分別改為蛇身與食物，造
型結果如圖 4-25 之步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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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建立角色造型

試做區 4-1

貪食蛇的蛇身除了紫色的球 (ball e)造型外，我們也可以選擇加入黃球(ball a) 、

藍球(ball b) 、粉紅球(ball c) 、綠球(ball d)造型，利用亂數，來選擇來產生七彩

貪食蛇於遊戲中，增加趣味。

試做區 4-2

貪食蛇的食物除了蘋果(apple)造型外，我們也可以選擇加入橘子(orange) 與西

瓜(watermelon)造型，利用亂數，來選擇蘋果、橘子或西瓜造型出現貪食蛇遊戲

中，增加趣味。

4.3.3　控制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
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控制類似圖 4-3 程式範例，所不同的是貪食蛇蛇頭自動

移動，也就是說沒有按下上、下、左、右鍵的時候，貪食蛇會依原方向繼續行進。

控制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方向步驟，如圖 4-26(a)：

1. 按一下程式積木區的控制，如步驟 1，拖曳 積木到腳本工作區，

如步驟 2。

2. 按一下 積木下拉式選單，如步驟 3，選擇”上移鍵” 選項，如步

驟 4。結果，如步驟 5 。

3. 按一下程式積木區的動作，如步驟 6，拖曳 積木到腳本工作
區，如步驟 7。

4. 按一下 積木下拉式選單，如步驟 8，選擇”(0)上” 選項，如步

驟 9。結果如步驟 10 。

5. 重複步驟 1 到 4，可以完成其他三個(下左右)移動控制，我們這邊介紹一
個更簡單的方法，即用複製的方式來完成其他三個(下左右)移動控制。將
滑鼠移到 積木，點擊滑鼠右鍵，如步驟 10，並出現選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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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製選項， 如 步驟 11 ，就可 以 複 製 一 個 一模一樣的 積 木 。 按 一 下
積木下拉式選單，如步驟 12，選擇”下移鍵” 選項，如步驟 13。

接下來按一下 積木下拉式選單，如步驟 14，選擇”(180) 下” 選
項，如步驟 15。結果完成上下移動控制。繼續複製可以完成其他二個(左右)

移動控制。

圖 4-26(a)　控制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方向步驟

最後完成控制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方向程式，如圖 4-26(b) 。

圖 4-26(b)　控制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方向程式

能夠控制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方向之後，我們接下來必須讓貪食蛇自動行走，
其步驟，如圖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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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程式積木區的控制，如步驟 1，拖曳 積木到腳本工作區，

如步驟 2。

2. 拖曳 、 與 積木到腳本工作區，如步驟 4。當

點擊綠旗開始執行時，會依照上下左右鍵所設定的方向，每 0.0 1秒移動
5 步。

圖 4-27　控制貪食蛇的上下左右移動

試做區 4-3

貪食蛇的的移動步驟取決於 與 積木，調整這兩個數值，

讓厲害的使用者速度可以變快，初學者速度可以變慢。

4.3.4　貪食蛇程式邏輯

貪食蛇程式邏輯可分為三個部分：1.貪食蛇的頭：貪食蛇的頭負責控制上下左

右鍵的移動控制、如果蛇頭吃到蘋果則通知蛇的身體多一節，並且通知貪食蛇的食

物，如圖 4-28。2.貪食蛇的身體：當貪食蛇的身體收到蛇頭通知移動(move) 訊息的

時候，每一節蛇體會檢查自己的年齡(age) ，超過年齡者則刪除而造成貪食蛇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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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的效果，如圖 4-29。3.貪食蛇的食物：一開始的時候用亂數的方式產生 X 與 Y

的座標，呈現在遊戲的畫面中，當收到新增食物訊息時，則利用亂數的方式產生座

標並移動到新的 X 與 Y 的座標，如圖 4-30。

圖 4-28　貪食蛇的頭(紅色正八角形)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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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貪食蛇的身體(紫色的球)程式

圖 4-30　貪食蛇的食物(蘋果)程式

點擊 積木就可以啟動貪食蛇遊戲，利用上下左右鍵來控制貪食蛇，
每當吃到蘋果或其他食物，貪食蛇的身體就增長一截。

4.3.5　平行執行(Parallel Execution)

貪食蛇程式中有三個精靈：1.貪食蛇的頭，2.貪食蛇的身體，3.貪食蛇的食物。

每個精靈都有自己的腳本區,這些腳本區裡的程式都是平行執行，例如點擊綠旗積

木 1.啟動蛇頭開始動作，如圖 4-28，2 啟動蛇身，如圖 4-29。

每個精靈腳本區的程式塊也是平行執行例如，圖 4-28 的 5 個程式塊也都是平

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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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本章介紹控制積木中，如何啟動或是停止精靈的執行、重複執行、複製精靈、暫

停或停止執行精靈積木程式。除了介紹程式控制積木外，我們也介紹動畫所需的條

件判斷偵測，例如檢測精靈是否碰到某物件、檢測是否按下滑鼠或鍵盤按鍵。最後我

們利用所學到的程式積木來設計貪食蛇遊戲。

本章重點如下：

1. 控制積木原理與應用。

2. 偵測程式積木原理與應用。

3. 貪食蛇遊戲動畫原理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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