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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角色大小

預設的章魚角色太大，在程式開始執行後將其縮小為 50%。

1. 點選 S4A 右下區塊的章魚角色，再點中間區塊 程式 鈕，即可撰寫程式。

2. 拖曳 控制 類別的  積木到程式區。

3. 拖曳 外觀 類別的  積木到程式區，再將大小「100」修改為「50」。

章魚右移

當使用者按右移鍵時，章魚會以動畫向右移動 20 pixels。

1. 拖曳 控制 類別的  積木到程式區，再於下拉式選單點選「右移鍵」。

2. 為了營造動畫效果，章魚向右移動 10 次：拖曳 控制 類別的「重複執行 10 次」

積木到程式區。

3. 向右移動時需面向右方：拖曳 動作 類別的  積木到「重複執行 10 

次」積木中。 

各方向的數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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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次向右移動 2 pixels：拖曳 動作 類別的  積木到  積木

的下方，再將「10」修改為「2」。

5. 不斷變換造型營造動畫效果：拖曳 外觀 類別的  積木到  積

木的下方。

6. 稍微延遲動畫：拖曳 外觀 類別的  積木到  積木的下方，再將
「1」修改為「0.1」。

完成後的積木如下：

複製積木

向左移動、向上移動及向下移動的程式積木與向右移動雷同，可以複製向右移動

積木加以修改，就能快速完成程式積木設計。

複製向右移動積木的方法是在積木上按滑鼠右鍵，再於快顯功能表點選 複製。

修改完成的積木為：

如此就完成「章魚游泳」應用程式。



1-13

01準備來玩 S4A

1.2.3 執行程式

應用程式設計完成後，按右上角綠旗  就會執行程式，可見到章魚大小縮為 

50%；按上、下、左、右移鍵可控制章魚移動，移動時會呈現動晝效果。

1.2.4 儲存程式

設計完成的應用程式不要忘記存檔，否則電腦關機後所有心血都化為烏有。執行 

檔案 / 另存新檔，於 儲存作品 對話方塊中輸入檔案名稱後按 確定 鈕就會將應用

程式存檔。

輸入檔案名稱

如果使用者未設定存檔路徑，預設是存於 <C:\Users\電腦名稱 \Documents\

Scratch Projects> 資料夾中，S4A 的附加檔名為「.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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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傾斜開關

傾斜開關內部由一個金屬球控制，當傾斜角度超過 17度

以上時，傾斜開關內部控制的金屬球動作，接觸點斷開形

成斷路。當外力撤消後，金屬球回復到閉合狀態，傾斜開

關形成通路。

傾斜開關是屬於數位感測器，因此必須接在數位的接腳上。它只會傳回兩種狀態，

當傾斜開關導通時，傳回 true；當傾斜開關未導通時，傳回 false。

利用這樣的特性，可以應用在水平控制、家用電器、安全報警系統、玩具和遊戲

以及浮球開關等。

市面上有專用的傾斜開關模組，可以透過 RJ11 連接線， 輕易地連接到 S4A 

Sensor Board 的 D3 腳位。

 ◤範例：最佳賽車手

利用傾斜開關左右傾斜，模擬汽車方向盤，控制賽車手左右移動，以閃避前方的

來車，若碰到前方的來車會扣 1 分，並發出音效。程式總共計時 60 秒，程式開

始，預設得分為 100 分。(<最佳賽車手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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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景安排

1. 編輯舞台：點選 舞台，切換至 程式區 的 背景 頁籤，按 匯入 圖示載入 

Backgrounds / route1，同時將預設的 背景１ 造型刪除。

 再切換到 音 效 頁籤，按 匯 入 圖示，從 音 效 庫 加入 Music loops / 

GuitarChords2 音效。

2. 新增「紅色汽車」角色：在角色區面板按 開啟角色檔案 圖示新增角色，上傳

resources 目錄的 <redcar.png>，並改名為「紅色汽車」。

3. 新增「藍色汽車」角色：在角色區面板按 開啟角色檔案 圖示新增角色，上傳

resources 目錄的 <bluecar.png>，並改名為「藍色汽車」。

 再切換到 音效 頁籤，按 匯入 圖示，從 音效庫 加入 Electronic / Zoop 音

效。 

4. 新增「黃色汽車」、「綠色汽車」角色：同樣的操作，新增「黃色汽車」、「綠

色汽車」角色，分別上傳 resources 目錄的 <yellowcar.png>和 <greencar.

png>，並分別從 音效庫 加入 Electronic / Zoop 音效。

 完成後的舞台和角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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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木安排

1. 建立變數：建立全域變數 x 方向移動量、上次移動方向、剩餘時間、得分、

移動方向。

2. 舞台的積木：設定音效音量大小為 50%，並不停播放背景音效。遊戲時間為 

60 秒，得分從 100 分開始，並開始計時，直到時間終了，將遊戲停止。

3. Arduino1 角色的積木：調整傾斜開關方向，由 D3 偵測傾斜開關是否導通，

讓它向右傾斜時紅色車子可以向右移動， 向左傾斜時車子則向左移動。

1

2

1  傾斜開關傳回 true 表示導通，設定移動方向為向右。

2  傾斜開關傳回 false 表示未導通，設定移動方向為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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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藍牙遙控自走車 S4A 程式設計

藍牙遙控自走車必須設計 S4A 程式拼塊，完成後就可以 S4A 控制自走車，但如

果要以手機控制自走車，就必須撰寫 App 程式後安裝、執行設計 App 程式部份，

可用 App Inventor2 進行設計。

首先研究 S4A 程式拼塊部份，請以 USB 線連接電腦，S4A Sensor Board 先不

要插上藍牙， 因為這樣比較方便測試，適合開發階段，但是缺點是未脫離 USB 連

接線。等測試無誤後，再接上藍牙，改用無線遙控方式。

 ◤範例：藍牙遙控自走車

利用 S4A，也可以使用手機的藍牙裝置，控制自走車前進、後退、向左轉、向右

轉、原地打轉和停止。(<藍牙遙控自走車 .sb>)

cc 自走車前進

 

cc 自走車向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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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景安排

1. 編輯舞台：點選 舞台，切換至 程式區 的 背景 頁籤，按 匯入 圖示載入 

Backgrounds / route1，同時將預設的 背景１ 造型刪除。

2. 新增「向左轉」角色：在角色區面板按 開啟角色檔案 圖示新增角色，上傳

resources 目錄的 <arrowleft.png>，並改名為「向左轉」。

3. 新增「向右轉」、「前進」、「後退」、「原地打轉」、「停止」角色：同樣的操作，

分別上傳 <arrowright.png>、<arrowup.png>、<arrowdown.png>、<rotate.

png>、<stop.png>匯入其他角色。

 完成後的舞台和角色如下：

 »積木安排

1. 建立變數：建立全域變數 動作、左輪全速、右輪全速、左輪等待時間、右輪

等待時間。

 動作 記錄目前自走車的執行動作，例如：前進、後退等。

 由於實際測試時，左、右輪的磨擦力並不完全相同，因此我們以 右輪全速、

左輪全速 分別設定左、右輪的速度，這個數據必須經過實測後修正。

 同樣地，當左、右旋轉時，左、右輪旋轉等待時間也不相同，一樣必須經過

實測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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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duino1 角色的積木一：設定左、右輪速度，左、右輪旋轉等待時間。同時

依動作操作自走車，上半部為判斷前進、後退、原地旋轉、停止的程式碼。

判斷向左轉、向右轉 
的程式碼

1

3

4

5

2

這些數據必須經過

實際測試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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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器材一覽表

 ◤Chapter 2

器材圖片 器材名稱 數量

Arduino UNO 控制板

1

S4A Sensor Board 擴充板套件

motoduino 公司生產，套件除了擴充板，
還有溫度感測模組、土壤溼度感測模組、

雨滴感測板、土壤溼度檢測棒、鱷魚夾

線、RJ11 連接線及 2P 杜邦線。 1

 ◤Chapter 3

本章器材都已包含在 S4A Sensor Board 擴充板套件中，不需要另外再購買。

器材圖片 器材名稱 數量

溫度感測模組

motoduino 公司生產，LM35 溫度感測 Terminal。 1

土壤溼度感測模組

motoduino 公司生產，導電率感測 Terminal。 1

雨滴感測板

motoduino 公司生產。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