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初學特訓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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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偵測類積木總覽

顯示或隱藏計時器

將計時器歸零

取得舞台的各種屬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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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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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目前角色是否可以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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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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擷取舞台區顏色的方法

偵測類及畫筆類部分積木需要設定顏色，擷取舞台區顏色做為積木顏色的方法：

將滑鼠移到積木的顏色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在彈出式視窗中點選擷取顏色  圖
示，此時只有舞台區呈現可選取狀態。移動滑鼠到舞台區，滑鼠變成圓形放大鏡形

狀方便使用者點選所需的顏色，移到需要的顏色上按一下滑鼠左鍵，選取的顏色就

出現在拼塊中，完成選取顏色！

移到需要的顏色上按一下滑鼠左鍵

點選此圖示

先在積木的顏色上按一下滑鼠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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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貓咪回家

開始時貓咪在右下角，在貓咪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後貓咪就會跟著滑鼠走，若貓咪碰

到迷宮道路邊緣就失敗並顯示訊息，直到碰觸房子時就表示成功走完迷宮。 
(<ch05\Ch05_貓咪回家 .sb3>)

 »場景安排

新增背景：建立新專題，點選 舞台，點選  圖示，於彈出視窗點選  項目上傳
檔案，在 開啟 對話方塊選取 <resources/迷宮背景 .png> 做為新背景，最後刪除
原來的背景 backdrop1。

 »積木安排
貓咪角色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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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貓咪上按滑鼠左鍵後貓咪才可移動，無論是否繼續按著滑鼠，貓咪都會

隨著滑鼠移動。

背景是黑色，所以如果貓咪碰到黑色就表示偏離路徑；房子是藍色，所以如果貓咪

碰到藍色就表示已經到家。

 ◤馬上練習：迷宮

開始時貓咪在右下角，在貓咪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後貓咪就會跟著滑鼠走，若貓咪碰

到迷宮道路邊緣就顯示失敗訊息，碰觸到房子時就結束遊戲。(<ch05\Ch05_迷
宮 .sb3>)

5.1.3	提問積木

應用程式如果需要使用者輸入資料，可使用前一節中提及的變數滑桿模式。提問

積木的功能也是讓使用者輸入資料，不同處在於變數滑桿模式只能輸入數值，提

問積木則是字串及數值都可以輸入。

使用提問積木時，將發問的問題在積木中輸入，例如：

提問積木執行時，問題會以角色說話的形式呈現，並在舞台下方顯示一個文字輸入

方塊，程式會停下來等待使用者在文字方塊中輸入答案，輸入完成後按文字方塊

右邊的  鈕或按 Enter 鍵，程式才會繼續向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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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答案 輸入完成後按此鈕

提問積木

問題

使用者輸入的答案儲存於 詢問的答案 積木中，設計者可按照 詢問的答案 積木的
內容做為後續處理的依據。若核選 詢問的答案 積木左方的核取方塊，則會在舞台
顯示答案內容。

 ◤範例：打招呼

貓狗相遇，貓咪詢問狗狗名字，使用者輸入狗狗名字後，狗狗就以此名字跟貓咪打

招呼。(<ch05\Ch05_打招呼 .sb3>)

 »場景安排

新增角色：修改系統自動建立的 Sprite1 角色名稱為「貓咪」，由系統 範例角色 庫
新增 Dog2 角色並修改名稱為「狗狗」，拖曳 貓咪 及 狗狗 角色到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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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木安排

1. 貓咪角色積木：

2. 狗狗角色積木：

貓咪角色提問後，直到使用者輸入完成後才會廣播讓狗狗角色說話，狗狗角色使

用 詢問的答案 積木取得使用者輸入的名字做自我介紹。

 ◤馬上練習：隨堂測驗

開始執行時，老師發問：「Scratch 取得角色 X 座標的積木屬於一個類別？」，使用
者若輸入「動作」或「Motion」就表示答對，其他答案則表示答錯。(<ch05\Ch05_
隨堂測驗 .s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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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背景移動

搭火車時都有個經驗，背景會不斷地向後退，利用相對運動的原理，背景不斷地向

後移動，就可製造角色前進的效果。

 ◤範例：企鵝總動員

企鵝群歷經風雪，只願早日回到極地溫暖的家。(<ch06\Ch06_企鵝總動員 .sb3>)

  

 »場景安排

1. 新增角色：按 角色面板 的 上傳 圖示分別上傳 <resources\back1.png>、
<resources\back2.png> 圖檔，並分別命名為 背景 1、背景 2 角色。

2. 新增企鵝角色：刪除預設建立的貓咪角色，從 範例角色 中新增 Penguin，並
分別命名為 企鵝 1、企鵝 2 和 企鵝 3 等角色。

 完成後的背景和角色如下：

企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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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木安排

1. 企鵝角色的積木：3 隻企鵝動作都相同，以亂數設定外觀的大小為 50~80%，
並不斷切換造型，唯一的差異是初始的位置以亂數設定不同的位置。

2. 背景 1角色、背景 2角色的積木：本例中，利用左、右兩張背景圖不斷地往左
循環，從舞台中消失的背景圖又會移到舞台的右方加入循環，因此可以製作背

景不斷移動的效果。繪圖時請注意兩張圖的左、右兩邊邊界繪圖的銜接要平順，

才不會有抖動的感覺。

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第二張圖

 兩個背景圖的大小均為 480*360，左圖背景一角色的初始位置為 x=0、y=0，
而右圖背景二角色的初始位置為 x=480、y=0。然後每次兩張圖一起向左移動 

1 個位移。  

 理論上，當圖的 x 座標 <-480 時，表示這張圖已完全消失在舞台上，必須將它
移到舞台右邊 x 座標 = 480 位置，準備再出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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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但經實作的結果，Scratch 實際上並無法設定角色的 x 座標小於 -462 
以下，因為這樣的限制，所以我們改用當圖的 x 座標 <-460 時，將它移到舞台
右邊  x 座標 = 500 位置，準備再出場。如下：

   

 實作後正確的 背景 1角色、背景 2角色 積木如下：

  

 ◤馬上練習：蝙蝠夜行

月夜風高，蝙輻暗自飛行，只有雲兒相伴。(<ch06\Ch06_蝙蝠夜行 .s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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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專題：打雪怪遊戲
打地鼠遊戲是一款驚險又剌激的遊戲，所有的地鼠、精靈出現的時間和位置都是

以亂數隨機產生，同時加入音效，讓遊戲效果更加精彩和豐富。筆者曾以 Android 
設計打地鼠遊戲並發佈到 Google Play 上，下載人數已超過數萬人。

「打雪怪遊戲」專題是將打地鼠遊戲重新包裝和詮釋，同時也將程式簡化，讓它

更適合初學者學習。為了增加遊戲效果，本例中加入了大量的音效。

9.2.1	打雪怪遊戲基本版

按下綠旗開始計時 60秒，得分從 0 開始。遊戲進行中雪人會不斷出沒，如果您擊
中雪人會得到 10 分。(<ch09\Ch09_打雪怪遊戲基本版 .sb3>)

以全螢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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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 圖示上傳 
<resources\background.png>圖檔，更名為「背景」，同時，刪除預設建立背
景圖 backdrop1。

 刪除預設建立的 pop 音效，上傳 <resources\music.wav>音效當做遊戲的背
景音樂，並更名為「背景音樂」。

2. 新增角色：刪除預設的角色「Sprite1」，在角色區面板按 繪畫 圖示新增角色，
並改名為「地洞 1」，在繪圖區的 造型 頁籤按 上傳 圖示，分別上傳 <resources\
hole.png>、<resources\goodguy.png> 和 <resources\badguy.png> 等 圖 檔
並分別命名為「地洞」、「雪人」和「雪怪」，刪除預設造型 costu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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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切換到 音效 頁籤，刪除預設建立的「pop」音效，上傳 <resources\hit.
wav>、<resources\lose.wav>並分別命名為「得分」和「扣分」。

  

3. 複製角色：選取 「地洞 1」 角色，按右鍵選取 複製，複製 4個角色，並分別命名
為「地洞 2」~「地洞 5」。並在舞台中調整 5 個地洞角色的位置。

積木安排

1. 建立變數：建立 剩餘時間、得分 全域變數。

2. 舞台的積木：廣播訊息 遊戲開始，不停播放背景音效，並設定音效音量大小為 
50%。遊戲時間為 60 秒，得分從 0 分開始，並開始計時，直到時間終了，將
遊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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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洞 1角色的積木：當接收到 遊戲開始 的廣播訊息，在 0.5~0.8 秒間，不斷
地以隨機的方式，切換地洞、雪人造型。開始偵測是否打中雪人，如果是打到

雪人，播放得分音效，得分加 10 分。

4. 複製積木：地洞 2~地洞 5積木和 地洞 1 完全相同，可以複製積木方式完成。

 建議以全螢幕執行

在設計模式執行此範例，由於角色可以拖曳，造成在滑鼠點擊時，也容易拖曳 地

洞1~地洞5 等角色。建議類似這種使用滑鼠控制的專題，可以按舞台右上方的  

 圖示 (顯示模式切換鈕)，將螢幕調整為全螢幕模式，然後在全螢幕模式

中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