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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與變數

電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能夠進行複雜的運算 (operations) 並且能儲存大量

的運算結果於變數（variable）與表列（list）中。在遊戲中也必須儲存玩家的個人

資料、計算遊戲中目前得到的分數、已獲得的寶物、已過的關卡，並利用變數儲存遊

戲所有資訊，這些變數內容通常也都是經由計算而得的結果。本章節主要介紹數值

運算、關聯運算、邏輯運算、字串運算與運用變數來儲存與處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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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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授運算積木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傳授變數積木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單元學習目標

 了解運算積木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了解變數積木相關知識以及其應用

 培養創建與應用運算積木程式設計的能力

 培養創建與應用變數積木程式設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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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運算(Operators)程式積木區

運算程式積木區(簡稱運算積木)，如圖 5-1，提供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取餘數、

取平方根(絕對值、三角函數、對數、指數)、取四捨五入、取亂數等數值運算，大於、等

於、小於關聯運算，且(and)、或(or)、非(not)等邏輯運算，字串合併、字串分割、取字

串的第 n個字元、取字串長度等字串運算，型別檢測。

圖 5-1　運算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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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可分為數值運算(arithmetic operations)積木、關聯運算(relational operators)

積木、邏輯運算(logic operators)積木、字串運算(string operators)積木、型別檢測(type

checking operators)積木、JavaScript匿名函式進階應用。除了 JavaScript匿名函式積

木之外，這些數值、關聯、字串與邏輯運算都是系統定義的函式(system functions)，

在第六章中，我們會介紹使用者自行定義的函式(user-defined functions) 。

5.1.1　數值運算積木

與數值運算相關的運算積木有，如圖 5-1中，1. 回報相加結果、2. 回報相減結

果、3. 回報相乘結果、4. 回報相除結果、5. 回報餘數、6. 回報四捨五入 7. 回報平方根、

8. 回報亂數值。運算積木都是回報積木(Reporter)，提供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取餘數、

取平方根(絕對值、三角函數、對數、指數等 14個數學函數)、取四捨五入、取亂數等數

值運算。

圖 5-2 為 加 減 乘 除 四 則 運 算 簡 單 範 例 ， 分 別 印 出

8、2、15、1.6666666666666667。圖5-2為 sin三角函數運算範例，先從坐標位置(-180,

0) 畫 出 一 條 直 線 到 坐 標 位 置 (180, 0) ， 接 下 來 畫 出 正 弦 波 ， sin(-

180)=sin(0)=sin(180)=0, sin(90)=1。註： 迴圈控制積木，點選專

案選單（ ），再選擇執行”導入工具包”之後，才會顯現在控制程式積木區中，

詳見 5.3節。

圖 5-2　加減乘除四則運算範例

圖 5-3　畫出正弦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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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關聯運算積木

與關聯運算相關的運算積木有，如圖 5-1中，9. 檢測小於比較、10. 檢測等於比

較(數值) 、11. 檢測大於比較。關聯積木都是判斷積木(Predicate) ，提供兩個數值或

是字串的大於比較、等於比較、小於比較等關聯運算。

第四章中圖 4-5與圖 4-7判別成績是否及格的 積木，就是關聯運
算小於比較應用。如果要做 a 大於等於 b 可以結合或 (OR)邏輯運算積木

，a小於等於 b則為 。

5.1.3　邏輯運算積木

與邏輯運算相關的運算積木有，如圖 5-1中，12. 檢測且邏輯運算、13. 檢測或

邏輯運算、14. 檢測條件是否不成立(非邏輯運算) 、15. 回報真或假。邏輯積木也都是

判斷積木(Predicate)，提供且(and)、或(or)、非(not) 、回報真或假等邏輯運算。

且(and)邏輯運算計算兩邊皆為真才是真，其他三種情形皆為假，如圖 5-4。或

(or)邏輯運算計算兩邊皆為假才是假，其他三種情形皆為真，如圖 5-5。非(not)邏輯

運算計算為假則回傳真，計算為真則回傳假，如圖 5-6。

 

圖 5-4　且邏輯運算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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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或邏輯運算範例

圖 5-6 非邏輯運算範例

5.1.4　字串運算積木

與字串相關的運算積木有，如圖 5-1中，16. 回報字串的合併、17. 回報利用分

隔字元分離字串、18. 回報字串第 n個字元、19. 回報字串長度、20. 回報字元 Unicode

的編碼值、21.  回報 Unicode 編碼值 n=65 的字元。字串運算積木都是回報積木

(Reporter)。

如圖 5-7範例， 字串合併積木將“歡迎”與“光臨”兩字串

合併成“歡迎光臨”單一字串。 切割回報積木利用分隔字元“  ”

（空白）來切割字串，“歡迎 光臨”就被切割成“歡迎”與“光臨”兩字串。 字

串長度回報積木則回報“光臨”字串長度 2。 第 n字元回報積

木會回報“光臨”字串的第一字元為“光”。 unicode 編碼回報積木

回報字元 a的編碼為 97。 字元回報積木回報 unicode 編碼

=65的字元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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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字串相關的運算範例

5.1.5　型別檢測積木

與型別檢測相關的運算積木有，如圖 5-1中，22. 檢測某個變數(或是常數值)

是否為某一種類型、23.  檢測是否相同 (物件 ) ，型別檢測輯積木都是判斷積木

(Predicate) 。

如圖 5-8範例， 檢測型别積木檢測 5是否為数字型别，而回報

真 ； 檢 測 5 是 否 為 文 字 型 别 ， 而 回 報 假 。
檢 測 兩 物 件 是 否 相 同 ， 而 回 報 假 ；

檢測兩物件內容是否相同，而回報真。

圖 5-8　型別檢測積木範例

5.1.6　 JavaScript匿名函式進階應用

與 JavaScript匿名函式進階應用相關的運算積木有，如圖 5-1中，24.宣告一個

匿名的 JavaScript函式。。Snap！工具實際是利用 JavaScript建構而來的，所以如果

懂得如何撰寫 JavaScript程式則可以加到 Snap！程式積木執行中 JavaScript匿名函

式積木( )，將配合第四章高級控制功能積木在第六章

函式中一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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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變數(Variable)積木區

變數積木區，如圖 5-9，提供變數的新增、設值、加值、顯示、隱藏等功能與表列

的新增、設值、加值、回傳表列大小、檢查某項內容是否在表列中，刪除與取代表列內

容等功能。主要可分為變數運作積木、表列運作積木、新建程式塊積木。新建程式塊積

木可以新建使用者自定函式將在第六章中有更多說明；表列運作積木將在第七章加

以說明。

圖 5-9　變數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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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變數運作積木

在程式設計中，常常需要記錄某些文字數字資料，這些資料記錄在電腦的記憶

體的某個位址中，這一個被命名的存儲空間名稱，就是變數 (variable)。C, C++與

Java等程式語言，變數都必須宣告資料型別，才可以儲存資料，一旦宣告某一個整

數變數，此變數便只可以儲存整數資料，稱為靜態型別系統（ statically typed

systems）。而腳本(或手稿)程式語言(Scripting languages) 如 JavaScript、python、Lua

等程式語言，變數都無須事先宣告資料型別，直接可以儲存各種不同型別的資料，

稱為動 態型別系統（ dynamically  typed  systems）。 Snap ！工具實 際是利用

JavaScript建構而來的，所以也是屬於動態型別系統，也就是說 Snap！的變數可以

指定到任何型別資料，在程式執行的過程也可以任意變更指定到任何其他型別資料。

Snap！的變數可分為系統變數與使用者自訂變數。系統變數，如圖 5-10，有動

作積木區中的精靈 x 座標變數、精靈 y 座標變數與精靈方向變數(如圖 2-1的 14, 15,

16 動作積木)、外觀積木區中的造型編號變數與精靈大小變數(如圖 3-2的 3, 13外觀

積木) 、聲音積木區中的節奏變數(如圖 3-3的 8 聲音積木) 、控制積木區中的訊息變

數(如圖 4-4的 8控制積木)、偵測積木區中的回答變數、滑鼠 x 座標變數、滑鼠 y 座標

變數、與計時器變數(如圖 3-53的 5, 6, 7, 12 偵測積木) 。在圖 4-5與圖 4-7的判別成

績是否及格的範例程式中都有用到 系統變數。

圖 5-10　系統變數

使用者也可以因應程式設計的需要，定義使用者自訂變數。與用者自訂變數運

作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5-9中，1. 新增一個全域變數或是精靈的變數、2. 設定變數

值設為 n(=0) 、3. 將變數值加 n(=1) 、4. 顯示變數值於舞臺區中、5. 隱藏舞臺區中變

數值、6. 新增一個區域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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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變數

在 Snap中，要使用使用者自訂變數，首先要利用 積木來新增變數。新

增變數步驟，如圖 5-11：

1. 首先點擊 積木，如步驟 1，會出現輸入新增變數名的對話視框。

2. 在新增變數對話框輸入變數名稱(total)，如步驟 2；接下來點擊”確定”按鍵，

如步驟 3，total變數便被創建出，如步驟 4，這個 total變數為全域變數。

圖 5-11　新增變數步驟

設定變數值

有 了 變 數 後 便 可 以 利 用 積 木 來 設 定 變 數 值 或 是

積木來增加變數值。例如累加(1+2+…+n)或累乘(1*2*…*n)是初

學電腦程式語言，必定會實做的兩個範例，而累加或累乘就得靠變數來暫存累加值

或累乘值。累加與累乘程式範例，如圖 5-12，首先尋詢問要累加或累乘到多少，並

儲存在”回答”的變數中；接下來設定 total變數，如果需要累加必須把變數設為零，

如果要累乘必須把變數設為 1，最後進行電腦廻圈進行累加(total=total+i)或累乘

(total=tot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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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累加與累乘範例

顯示與隱藏變數值於舞臺區

變數值可以選擇是否出現在舞台區中，只要在變數前面的勾選框勾選或不勾選，
即可讓變數出現或隱藏在舞台區中，如圖 5-13。在程式除錯時我們通常會顯示變數
值。

圖 5-13　顯示 total(1+2+…10=55)變數值

簡單計算機實作

圖 5-14為簡單計算機實作，在執行這個程式之前，必須創建了 4個變數 a, b,
op, total，分別代表儲存第一個數值的變數(a)、儲存第二個數值的變數(b)，儲存要
執行的四則運算(op)與儲存四則運算完後的結果(total)，其執行邏輯如下：

1. 輸入第一個數值，如步驟 1，會顯示”輸入第一個數值? (q 終止執行)”，如
步驟 2，並等待使用者輸入資訊，如步驟 3。第一個數值會儲存在變數 a中，
如果輸入值為’q’則終止電腦程式的執行；如果輸入的是一個數值則執行輸
入第二個數值。

2. 輸入第二個數值，如步驟 4，會顯示”輸入第二個數值?”，如步驟 5，並等
待使用者輸入資訊，如步驟 6，第二個數值會儲存在變數 b中。

3. 輸入要執行的是加減乘除哪一種運算，如步驟 7，要執行的四則運算會儲
存在變數 op中。

4. 根據變數 op的內容，如果 op=’+’ 則執行加法運算，如步驟 8；如果 op=’-’

則執行減法運算，如步驟 9；如果 op=’*’則執行乘法運算，如步驟 10；如
果 op=’/’則執行除法運算，如步驟 11。

5. 最後運行的結果會儲存在變數 total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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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簡單計算機實作範例

5.2.2　 新建程式塊(block)積木

程式語言中常常被重複使用或是有邏輯相關的一些程式積木，我們可以將它新

建成可重複使用的程式塊(blocks)，對等於程式語言的函式(詳見第六章)，這個程

式塊形成一個新的程式積木，可以再次的被拖曳到程式區中，重複調用。與新建程

式塊(block)運作相關的積木有，如圖 5-1中，17. 新建程式塊(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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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圖 5-14的簡單計算機實作，在邏輯上可以簡化為 1. 輸入四則運算資料、
2. 計算加減乘除運算。利用新建程式塊(函式)積木，程式碼就變得非常簡潔，如圖
5-15，簡化步驟如下：

1. 點擊 積木，如步驟 1，會出現新建程式塊對話框。

2. 在新建程式塊對話框中，輸入程式塊名稱為”輸入數學運算”，如步驟 2，並
按下確定鍵，如步驟 3。

3. 拖曳圖 5-14 實作簡單計算機中的 A.輸入第一個數值積木群、B.輸入第二個
數值積木群與 C.輸入要執行的是加減乘除哪一種運算積木群到”輸入數學運
算”程式塊中，如步驟 4；按下確定鍵，如步驟 5，則可以看到”輸入數學運
算”程式塊已經產生在變數程式區中 ，如步驟 6。

4. 重複相同步驟(步驟 7~12) ，可以建立名稱為”計算加減乘除運算” 的程式塊
。

5. 將”輸入數學運算”程式塊積木與”計算加減乘除運算”程式塊積木拖曳到”重
複執行”廻圈積木中，如步驟 13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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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簡單計算機程式塊實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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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數學運算”程式塊積木 與”計算加減乘除運算”程式塊積木

都是命令積木，利用 也可以建構回報積木和判斷積木

(函式) 。Snap的程式塊(函式)的技巧，在程式設計上十分重要，我們介紹函式

(function)與抽象化(abstraction)概念時，還會再詳加討論程式塊的進階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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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全域變數、精靈變數與腳本變數

Snap!電腦遊戲是由各種不同的精靈組合而成，而精靈的執行邏輯是由各種不

同的程式塊組合而成。可以被所有的精靈存取的變數稱為全域變數，可以被精靈所

有的執行程式塊存取的變數稱為精靈變數，只可以被某一個程式塊存取的變數稱為

腳本(區域)變數。

全域變數(global variables)

如果一個變數每一個精靈都看得到，也可以去改變這個變數值，我們成為稱之

為全域變數(global variable) 。圖 5-14簡單計算機實作中的 4個變數 a, b, op, total變

數都是全域變數。

精靈變數(sprite variables)

如果某一個精靈(A)變數，別的精靈(B) 之程式塊都看不到，而精靈 A的程式

塊都看得到，也可以去改變這個變數值，我們成為稱之為精靈變數 (sprite local

variable) 。

腳本(區域)變數(Script variables)

如果某一個精靈(A) 的程式塊(A’)變數，只有精靈 A的程式塊(A’)看得到，也

可以去改變這個變數值，而精靈(A)之其他程式塊與別的精靈(B)之所有程式塊都看

不到，我們成為稱之為腳本變數(script variable) 或是區域變數(local variable)。

5.3.1　 新建變數 (make variables)

圖 5-16、圖 5-17 和圖 5-18 針對”角色”精靈分別新建一個全域變數 global、精靈

變數 sprite 和腳本(區域)變數 total，步驟如下：

1. 首先點擊 積木，如圖 5-16 步驟 1，會出現輸入新增變數名的對話視

框。在新增變數對話框輸入變數名稱 global，如步驟 2；勾選”對所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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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如步驟 3，接下來點擊”確定”按鍵，如步驟 4，global變數便被創建

出，如步驟 5，這個 global變數為全域變數，每一個精靈都看得到。

圖 5-16　新建全域變數 global範例

2. 首先點擊 積木，如圖 5-17 步驟 1，會出現輸入新增變數名的對話視

框。在新增變數對話框輸入變數名稱 sprite，如步驟 2；勾選”只對這個角色”

選項，如步驟 3，接下來點擊”確定”按鍵，如步驟 4，sprite變數便被創建

出，如步驟 5，這個 sprite變數為精靈變數，其他精靈都看得不到 sprite變

數，只有這個精靈才看得到 sprite變數，而且這個精靈的每一個程式塊都

看得到 sprite變數，也可以去改變這個變數值。

圖 5-17　新建精靈變數 sprite範例

3. 在精靈區中點選按鍵（  ）可以新增精靈角色，新精靈角色，即角色

(2)，就會出現在精靈區，如圖 5-18中步驟 1。”角色(2)”精靈只可使用全域

變數 global，而看不到”角色”的精靈變數 sprite。”角色”精靈可同時使用全域

變數 global 和精靈變數 sp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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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精靈變數角色(2)範例

4. 圖 5-14 累加與累乘範例原來使用全域變數 total，我們也可以改用腳本變數

如圖 5-19，累加與累乘範例的兩個腳本變數(total)完全不相關。因為只有全

域變數與精靈變數可以顯示或隱藏在舞台上，腳本變數內容不會出現在舞

台區上，因此我們可以利用 積木，將腳本變數所存放的內容列印在

舞台區中。

圖 5-19　累加與累乘範例(使用腳本變數)

88



5

運算與變數

5.3.2　 變數改名(rename variables)

全 域變數和 精 靈變數的改名方法相同，例如我們要把 變數改為

，步驟如下，如圖 5-20：

1. 右擊 變數，如步驟 1，會出現變數選單，如步驟 2；點選擇”重命名

為…”會出現改名變數名的對話視框，如步驟 3。

2. 將變數名(sprite)改為(spriteTest)，如步驟 4，接下來點擊”確定”按鍵，如步

驟 5，sprite變數便會被改名為 spriteTest，如步驟 6。

圖 5-20　全域變數和精靈變數的改名範例

腳本(區域)變數的改名比較簡單，例如我們要把 變數改為 ，

步驟如下，如圖 5-21：

1. 點擊 變數，如步驟 1，會出現改變變數名的對話視框，如步驟 2。

2. 將變數名(local)改為(localTest)，如步驟 3，接下來點擊”確定”按鍵，如步

驟 4，sprite變數便會被改名為 spriteTest，如步驟 5。

3. 值得注意的是 Snap!工具不會自動把其他的 ，如步驟 6。每一個

變數都要利用改名步驟一個一個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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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腳本(區域)的改名範例

5.3.3　 刪除變數(delete variables)

全域變數和精靈變數的刪除方法相同，例如我們要把 變數刪除，步驟

如下，如圖 5-22：

1. 點擊 積木，如步驟 1，會出現刪除變數選單。

2. 點選刪除”sprite”，如步驟 2，則”sprite” 變數馬上被刪除，如步驟 3。

圖 5-22　刪除精靈變數 sprite範例

腳本(區域)變數的刪除比較簡單，直接移走 積木即可。

5.4 Snap!資料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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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程式語言都會有資料型別(Data Type)，指的是運算元(operand)的型別(註：

在 a+3運算式中，變數 a與數值 3都是運算元，＋則是運算子(operator))。在現實世

界中的資料型別有以下幾種：(1)實數(Real numbers)：如-5.0, 3.7, 987.129；(2)自

然數(Natural numbers)：如 1, 2, 3, 4, 987129；(3)字元(Letters)：如 a, b, c, d, e, f；

(4)單詞(Words)：如 ketchup, fish, leg；(5)句子(Sentences)：如 I am a student.；(6)

布林值(Boolean)：如真假值(true或 false)。

而在 Snap!圖形化程式語言中資料型別簡化成以下五種：數字(Number)、文字

(Text)、表列(List)、布林值(Boolean)以及任意型別(Any type)。每種不同的型別用不同

的形狀來表示：

(1) 數字(Number)：可表示實數與整數，用橢圓形表示，如圖 5-23的 1。

(2) 文字(Text)：可表示字元、單詞與句子，用寬矩形表示，如圖 5-23的 2。

(3) 表列(List)：可表示一系列的數字或是一系列字串，用像漢堡的圖形表示，

如圖 5-23的 3。表列(List)將在第七章詳細介紹。。

(4) 布林值(Boolean)：可表示真假值用六角形表示，如圖 5-23的 4。

(5) 任意型別(Any type)：任意型別可放入布林值、數字、文字或者是清單，用

窄矩形表示，如圖 5-23的 5。
 

圖 5-23　Snap! 基本資料型別

除了上述五種基本資料資料型別之外，還有進階的程序(procedure/function) 與

物件(object)資料型別，這兩種進階資料型別留給進階課程時間再介紹。

5.4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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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紹了電腦運算(operations) 如數值運算(+,-,*,/)、關聯運算(>,=,<)、邏輯運

算(and, or, not)、字串運算與運用變數來儲存與處理資料。在遊戲中也玩家的個人資

料、遊戲分數、獲得的寶物、已通過的關卡，都需要進行運算，並利用變數儲存遊戲

所有資訊。Snap!變數又可分為全域變數、精靈變數與腳本變數。Snap!資料型別主要

分為五種：數字、文字、表列、布林值與任意型別；變數可以儲存某一種資料型別的

資料，初始的時，沒有任何資料，可看成是任意性別，一旦有了資料(例如數字)之

後，資料型別就是該數字型別。

本章重點如下：

1. 數值運算概念與應用。

2. 關聯運算概念與應用。

3. 邏輯運算概念與應用。

4. 字串運算概念與應用。

5. 全域變數、精靈變數與腳本變數。

6. 資料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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