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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偵測類積木
偵測類積木功能非常廣泛，可檢查各種形式的碰撞、提出問題並讓使用者輸入答

案、提供計時器及系統時間等，最神奇的是在 Scratch 2.0 加入視訊攝影鏡頭相關

積木，可製作體感遊戲。

5.1.1 偵測類積木總覽

偵測視訊攝影鏡頭的移動及方向值

開啟或關閉視訊攝影鏡頭

設定視訊攝影鏡頭影像透明度

顯示或隱藏計時器

將計時器歸零

取得指定角色的各種屬性值

取得目前各種時間值

取得 2000年到今天的天數

取得目前瀏覽者的名稱

取得外界雜音值

取得目前滑鼠 y座標

取得目前滑鼠 x座標

偵測滑鼠按鍵是否被按下

偵測鍵盤按鍵是否被按下

取得使用者輸入的答案值

顯示問題並等待使用者輸入答案

取得到滑鼠或指定角色的距離

偵測兩種顏色是否相碰

偵測是否碰到指定顏色

偵測是否碰到滑鼠、邊緣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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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判斷相關積木

偵測類積木可以判斷各種碰撞及鍵盤按鍵、滑鼠按鈕是否被按下：

檢查是否碰到舞台邊緣

檢查是否碰到滑鼠游標

檢查是否碰到其他角色

檢查是否碰到指定顏色

檢查是否兩個指定顏色相碰

檢查滑鼠按鈕是否按下

檢查鍵盤按鍵是否按下

顏色設定方法

偵測類及畫筆類部分積木需要設定顏色，但顏色如何設定呢？將滑鼠移到積木的

顏色上，此時滑鼠游標會變成「手」的形狀，在顏色上按一下滑鼠，移動滑鼠後，

滑鼠所在的顏色會出現在積木中，移到需要的顏色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就完成選取

顏色！

先在積木的顏色上按一下滑鼠左鍵移到需要的顏色上按一下滑鼠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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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指針時鐘

模仿實體石英鐘：顯示目前時間，秒針每秒移動一次；半點及整點時會播放對應報

時音效。(ch05\Ch05_指針時鐘 .sb2)

 »場景安排

1. 新增背景：建立新專題後點選左下方 舞台，再點選 新背景： 中  圖示，在 開

啟舊檔 對話方塊選取 <resources/clock.png> 做為新背景，然後刪除原來的

背景 backdrop1。

2. 新增半點及整點音效：切換到 音效 頁籤，再點選 新聲音： 中  圖示，在 開

啟舊檔 對話方塊選取 <resources/半點 .wav>，做為半點報時的音效。重複新

增音效檔操作，在 開啟舊檔 對話方塊選取 <resources/正點 .wav>，做為整

點報時的音效。

3. 新增角色：刪除系統自動建立的貓咪角色。在角色區按  鈕繪製一個向右黑

色箭頭，更改角色名稱為「時針」，設定造型中心在直線的端點。重複繪製箭頭

操作：藍色箭頭命名為「分針」，紅色箭頭命名為「秒針」。

造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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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滴答音效：點選 秒針 角色，切換到 音效 頁籤，再點選 新聲音： 中  圖示，

在 開啟舊檔 對話方塊選取 <resources/滴答 .wav>，做為秒針移動的音效。

 »積木安排
1. 背景積木：分鐘數及秒數皆為 0 時即為整點，播放整點報時音效；分鐘數為 

30 且秒數為 0 時即為半點，播放半點報時音效。

2. 時針積木：時針每一小時移動 360/12=30 度。當分針移動時，時針也會向前移

動：一小時移動 30 度，所以分針每移動一分鐘，時針移動 30/60=0.5 度。總

結為「時針角度 =小時 x 30 + 分鐘 x 0.5」。

3. 分針積木：分針每一分鐘移動 360/60=6 度。當秒針移動時，分針也會向前移

動：一分鐘移動 6 度，所以秒針每移動一秒鐘，分針移動 6/60=0.1 度。總結為

「分針角度 =分鐘 x 6 + 秒數 x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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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秒針積木：秒針每一秒鐘移動 360/60=6 度。秒針每一秒移動一次，同時播放 

滴答 音效，增加時鐘的實體感。

 ◤馬上練習：數字鐘

執行後會以數字形態顯示目前系統時間。(ch05\Ch05_數字鐘 .sb2)

[提示：背景圖形位於書附光碟 <cH05\resources\數字鐘背景 .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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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專題：黃金的考驗
黃金的考驗是一個具有互動的遊戲，所有天空上的蝴蝶均可以主動攻擊，地上的

猴子也會加以還擊，配合音效，讓遊戲精彩度破表。

所有的子彈、蝴蝶蛋，都是以製造分身的方式產生，而且密度極高，遊戲時一定得

全神貫注，否則稍不留神，即可能被擊中。

9.5.1 黃金的考驗基本版

基本版只有一隻蝴蝶，蝴蝶會不停下蛋攻擊猴子，猴子可以 左、右 鍵移動躲避，

若猴子被擊中會發出慘叫聲，而猴子也可以按下 空白鍵 發射子彈攻擊蝴蝶，若蝴

蝶被擊中也會發出哀號聲。(<ch09\Ch09_黃金的考驗基本版 .sb2>)

蝴蝶蛋

  

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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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背景 圖示從 背景

範例庫中 選取 hay �eld 圖檔，刪除預設建立背景圖 backdrop1。

2. 新增蝴蝶 1角色：刪除預設的角色「Sprite1」，在角色區面板按 從角色倉庫中

選擇裝扮 圖示新增角色，從角色庫中選擇 Butter�y1，並將角色名稱命名為「蝴
蝶 1」，載入的 Butter�y1 角色預設含有下列 2 種造型。

 再切換到 音效 頁籤，刪除預設建立的「喵」音效，按 從音效庫中選擇聲音 圖

示，從 音效庫 選擇 Bird 新增角色音效。

 請將造型中心點設在肚子位置，並設定面向左，只能左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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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中心點

  

3. 新增猴子角色：同樣的操作，從角色庫中選擇 Monkey1，並將角色名稱命名為「猴
子」，從 音效庫 選擇 scream-female 新增角色音效。

 請將造型中心點設在 猴子 頭頂位置，並設定面向左，只能左右移動。

造型中心點

  

4. 新增子彈角色：在角色區面板按 畫新角色 圖示新增角色，並改名為「子彈」，

在 造型 1  的繪圖區中繪製子彈。從 音效庫 選擇 laser2 新增角色音效。

5. 新增蝴蝶蛋 1角色：同上的操作」，在 造型 1 的繪圖區中繪製蝴蝶蛋。從 音效

庫 選擇 laser1 新增角色音效。

 完成後的背景和角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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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木安排

1. 建立變數：建立 蝴蝶 1的 x座標、蝴蝶 1的 y座標 、猴子 x座標、猴子 y座
標 等全域變數。

2. 蝴蝶 1角色的積木：不停的切換造型，製作蝴蝶飛舞的效果。

 蝴蝶 1 每 1~3 秒會由右方邊界外，往左方飛入舞台中，每次向左移動 2~5 格，

在移動過程中會廣播 蝴蝶 1下蛋，不停製造蝴蝶蛋攻擊下方的 猴子，蝴蝶下

蛋位置必須位於蝴蝶造型中心處，因此以全域變數 蝴蝶 1的 x座標、蝴蝶 1
的 y座標 記錄之。

 蝴蝶 1 也會遭受 猴子 發射子彈攻擊，如果被子彈擊中，廣播被擊中音效，同

時廣播 停止蝴蝶 1下蛋，停止 蝴蝶 1 下蛋，並將 蝴蝶 1 隱藏。

 當 蝴蝶 1 超出左邊界，將 蝴蝶 1 隱藏，同時停止 蝴蝶 1 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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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猴子角色的積木：在每 0.8 內，不斷地切換造型。 同時設定依按下左、右鍵向

左、向右移動。

 原始的 猴子 角色太大，將他縮小為 60%，在移動的過程中，不斷地以全域變

數 猴子 x座標、猴子 y座標 記錄位置，因為 猴子 發射子彈的位置必須位於猴

子 造型中心處。

 若 猴子 碰到 蝴蝶蛋 1，播放被擊中的音效。

4. 子彈角色的積木：當按下 空白鍵，即製造 1 個分身，並故意等待 0.4 秒，避免

子彈發射太頻繁。

 子彈 由 猴子 的 x 、y 座標處向上發射。每次移到 30 格，直到 y 座標 >180 

為止，然後將分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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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蝴蝶蛋 1角色的積木：當接收 蝴蝶 1下蛋 廣播，即每 0.5~0.8 秒製造 1 個蝴

蝶蛋分身。

 將 蝴蝶蛋 1 分身移到 蝴蝶 1  的 x、y 座標，向下移動，每次移到 8 格，直到 y 

座標 <-180 為止，然後將分身刪除。

 當蝴蝶超出左邊界，或被子彈擊中，會廣播 停止蝴蝶 1下蛋，當 蝴蝶蛋 1 角色

接收此廣播即會以  停止製造 蝴蝶蛋 1 分身，因為 蝴蝶 1  已
被擊中了，同時將分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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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出場角色的其他程式

前面 蝴蝶蛋1  角色的積木共有 3 大塊，即 當我接收到蝴蝶1下蛋 廣播、分身產生
時 的事件以及 當我接收到停止蝴蝶1下蛋 廣播。在  當我接收到停止蝴蝶1下蛋 廣

播中使用  積木，它會停止 當我接收到蝴蝶1下蛋 廣播、分身產生
時 事件的積木運作，但不會停止 當我接收到停止蝴蝶1下蛋 廣播中的積木運作。

較細心的讀者，會發覺當 蝴蝶蛋 太靠近左邊界時，會有飛行未達到地面即消失的
狀況，我們在後面的進階版再來探討如何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