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介紹程式。

2 Scratch 功能介紹與應用。

3 讓同學練習第一支程式。

教學目標

1 電腦要確定已連上網路、已經安裝好 Flash 套件。

2 介紹 MIT & 介紹 Scratch。

3 帶著學生申請 Scratch 帳號，同時記得申請人的監護人 Email 填上老師自己的 Email Address。

  老師要記得登入信箱，幫同學按一下確認，以開啟分享功能。

 進入 Scratch 的官方網站（https://scratch.mit.edu/）後，點選「加入 Scratch」申請帳號。

 教學活動步驟內容 配合七上課本第 192∼ 202頁

Scratch 介紹與實作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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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下課時間，建立工作坊，並且把同學的帳號加入。

1 申請 Scratch 帳號四步驟：

     步驟一：設定用戶名稱與密碼。

 在第一欄填寫你想好的用戶名稱，例如：tom。

 但需注意全世界有相同用戶名稱為 tom，所以必須加入一些字元，例如：tom-00088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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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欄輸入容易記住的密碼，勿使用出生年月日等容易取得的密碼，也不要用太複雜的密碼，

最好是英文與數字都有，長度在 8 碼以上。

 在第三欄再次輸入密碼，確認與第二欄密碼相符無誤後，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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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填寫出生年月日、性別及國家

 填寫出生年月日、性別及國家，繼續下一步。

     步驟三：輸入使用者的信箱

 填寫使用者的信箱、確認信箱及勾選接收 scratch 團隊更新通知，繼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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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四：設定完成

 點選「好了，讓我們開始吧！」準備開始進入 Scratch 創作。

 到設定的信箱收取通知信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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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創作坊的意義與步驟：

1 創作坊的用途：

Scratch 提供了一個能夠收納一系列專案的 studio（創作坊），可以藉由設立一個專屬創作坊，

蒐集啟發靈感的專案，並且創造出一個投其所好的聚會、分享點子、彼此學習的空間。也可得到

別人對自己所做的專案提出評論與建議，並能提升同學正向的社交活動。

2 建立 studio 的步驟：

 登入帳號後在首頁右上方，點選  ，進入收集專案資料夾頁面。

 會看到「我的創作坊」目前數量為 0 個。

 點選「＋新增創作坊」，新增創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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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為創作坊取一個新的名字。

3 創作坊的四個功能選項：

 專案：點選「添加專案」，可由下方添加專案視窗加入專案或用網址列新增。

 評論：可以允許組員加入評論。

修改成你取的創作坊名稱，讓你的成員加入。

可以加入代表創作坊的圖片。

可以填寫創作坊的簡介及概念。

勾選後，可以允許組員加入專案。

勾選後，所有組員則看不到評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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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展員：點選後會出現管理者（Managers）與策展員（Curators）的帳號。

※ 請同伴（組員）接收通知並允許，進入通知信件頁面 / 點選策展員頁籤

點選後，進行邀請策展員加入。

表示已成功寄送邀請通知給此用戶。

表示未分享任何一個專案在平台上，
當然沒有權限邀請任何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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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創作坊，就會看到訊息說明：你已經被邀請為創作坊的策展員。

 動態：可以看到此創作坊內所有的訊息。

點擊這裡接受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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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會顯示角色所在位置的坐標。修改角色名稱。

此處會顯示角色

所在的方向。

此處會顯示角色

目前的尺寸。

選取其他角色（繪畫、上傳）。

選取其他背景（繪畫、上傳），

Scratch只會有一個舞臺，但可以設定不同背景。

小舞臺

大舞臺

全螢幕舞臺

5 開始 Scratch 操作介面介紹。

1 腳本區：包含「程式」、「造型」、「音效」三種面板。

2 舞臺區：Scratch 提供的繪圖環境，大小是寬 480 點，高 360 點，正中間是（0 , 0）。

按下  ，開始執行程式；按下  ，則停止執行。

 舞臺區有三種縮放模式，如下圖：

3 角色區：定義舞臺及所有會出現的角色，角色縮圖的上方是角色的名稱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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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積木區：用於在 Scratch 中創造編輯程式，是拼圖模式。

這些積木像拼圖一樣垂直相互連接，每個資料類型都有自己的形狀和一個特殊形狀的插槽，

可以插入，這可以防止語法錯誤。一系列連接積木稱為程式積木腳本。

1 類別積木：可分為 10 種類別，積木色板中只顯示了其中的 9 個，包含動作、外觀、音效、事件、控

制、偵測、運算、變數（清單）及函式積木。

2 類型積木：可分為 6 種類型，包含帽子積木（Hat blocks）、堆疊積木（Stack blocks）、布林

積 木（Boolean blocks）、 回 傳（ 報 ） 積 木（Reporter blocks）、 蓋 子 積 木（Cap 

blocks）和 C 形積木（C type blocks）。

 帽子積木（Hat blocks）：是啟動每個程式腳本的積木。

它們的形狀為圓形頂部和底部有凸起，這樣就只能將積木放在它們的下方。

類別 積木

事件
（6 個）

控制
（1 個）

函式積木
（1 個）

須先創建一個
自定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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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疊積木（Stack Blocks）：是執行主命令的積木。

它們的形狀在頂部有一個凹口，在底部有一個凸起，這樣就可以將積木放在它們的上方和下方。

類別 積木

動作
（15 個）

外觀
（15 個）

音效
（8 個）

事件
（2 個）

控制
（3 個）

偵測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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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積木

變數
（4 個）

清單
（7 個）

函式積木
（1 個）

須先創建一個
自定義塊

筆畫
（9 個）

（由添加擴展 
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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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林積木（Boolean blocks）：運用在條件判斷，回傳 true 或 false。

例如：詢問計算機「2 ＋ 2 ＝ 4 ？」，它會告訴你「是」或「否」，積木通常為六角形與流程圖一樣。

 回傳（報）積木（Reporter blocks）：回報的資訊可以包含數字和字符串。

例如：問朋友，「1＋9＝？」，他們會回答：「10」。它還可以回報變數，例如：「你的年齡是多少？」，

他們可能會回答：「18」，形狀為圓形。

類別 積木

偵測
（5 個）

運算
（7 個）

清單
（1 個）

類別 積木

動作
（3 個）

外觀
（3 個）

音效
（1 個）

偵測
（9 個）

運算
（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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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子積木（Cap blocks）：是運用在程式結束時的積木。

它們的形狀在頂部有一個凹口，且底部是平底，積木下方無法放置任何積木。

 C 形積木（C type blocks）：為字母 C 形狀的積木，也稱為「包裝積木」。

這些積木又包覆循環著 C 形積木中的積木或檢查條件是否為真。在此型態中有五個 C 形積木，它們

可以在控制（Control）類別中找到。C 形積木可以在底部續接或在頂部加蓋積木，但只有「重複無

限次」積木的底部無法接續積木，需在另外撰寫程式積木。

類別 積木

變數
（1 個）

清單
（4 個）

類別 積木

控制
（2 個）

類別 積木

控制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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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始小貓走路程式製作。

1 介紹造型切換及其程式積木。

2 介紹移動及其程式積木。

3 新增背景，從範例背景中點選「Blue Sky」。

4 利用多個重複的「移動 10 點」跟「等待 1 秒」的

程式積木，來做出小貓走路。

5 完成小貓走路。

｜撰寫程式｜

　　接下來的專案步驟 5 小雞需要躲到家的角色裡面，這裡會運用到影像處理的圖層概念，圖層的運作

方式，想像是將一張張透明片堆疊在一起。您可以透過圖層的透明區域，看到下面的圖層。而且，就好

像在一疊透明片中抽換透明片的前後位置一樣，您可以根據圖層的內容來排列圖層的位置。

　　Scratch 有多個角色時，它們可能出現互相遮擋，為了說明誰在上誰在下，就有了圖層的概念。執

行程式中的各角色也會有類似的上下要求，每一角色都佔據一圖層，最上面是第 1 層，越往下編號越大，

理論上圖層順序是依照角色列表的順序，越往右、越往下的圖層是越上面，最下面是佈景。但有時在執

行上圖層要上下移動則需要用到「外觀」積木群中的「移到最上層」、「移到最下層」、「上移一層」「下

移一層」，此範例中透過圖層積木來指定小雞的圖層順序為最下層。

 概念補充 - 圖層 

類別 積木

外觀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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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程式｜

執行程式後，小雞走向右下方家的圖示，

並重疊於家下方。

1 新建專案，專案名稱為「○○要回家」。

2 新增背景：可從範例背景中選取。

3 新增角色：

1 回家角色：可從範例角色中選取，此角色是要走路回家的角色。

2 家：從範例角色中選取「Home Button」。

4 角色動作：讓○○一路走回家，並躲在「家」的下層。

5 課堂練習參考解答（小雞要回家）。

 課堂練習步驟內容 

小雞角色：Chick

家角色：Home Button

背景：Farm

執行程式前，小雞在左下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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