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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視覺化程式設計工具： 

• Blockly 

• Code.org 

• App Inventor 

• 視覺化程式設計教學模式： 

• 從 Blockly Games 到 Blockly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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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程式設計工具 
Blo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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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JavaScript 的執行結果 

有 Scratch 的操作介面 

 

 

Blockly 

 ※ Blockly makes it easier to learn to code 

https://opensource.com/education/15/2/blockly-makes-easier-every-one-learn-code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可以轉換為JavaScript或Python程式碼 

Blockly Code 



課堂練習 

Blockly Code 

使用Blockly寫一個程式讓電腦說聲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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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Text 

2.將輸出(print)拼塊拖拉到程式區 

3.輸入要顯示的文字串"Hello" 

4.點選執行按鈕 5.結果顯示"Hello"訊息 



Blockly Games 

闖關遊戲認識循序、重複、選擇程式架構 



Code.org 

從學齡前到18+，更多課程資源 



Code.org 

可以登入管理課程與學習進度的平台 



課堂練習 

Code.org 

• 教師註冊、學生戶口及進度管理 

 

• 學生活動 

• 10/24 https://studio.code.org/sections/XPQLTC 

• 10/31 https://studio.code.org/sections/JDYGHR 

 

• 推薦課程： 

• 經典迷宮（如果、重覆） 

• 速成課程（如果、重覆、計數器、函數、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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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udio.code.org/sections/XPQLTC
https://studio.code.org/sections/JDYGHR


Code.org: Hour of Code 

https://code.org/congrats?i=_1_95fe5933e4fcdff93902b4df14e0f4ff&s=aG91cm9mY29kZQ==
https://code.org/congrats?i=_1_95fe5933e4fcdff93902b4df14e0f4ff&s=aG91cm9mY29kZQ==


App Inventor 

第1代已成經典(classic) 

第2代改頭換面， 

更像Blo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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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視覺化程式設計工具， 

請參考「資源共享」簡報 

http://compthinking.csie.ntnu.edu.tw/


視覺化程式設計教學模式 

從 Blockly Games 到 Blockly Code 

教育部運算思維推動計畫 15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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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ly Games → Blockly Code 

從目標導向運算思維到問題導向程式設計 



Blockly Games 

Blockly Games是一系列含有程式設計概念的遊戲，
可以了解程式運作基本邏輯，為未來學習程式準備。 



課堂練習 

Blockly Games 拼圖 

遊戲目的：熟悉拖拉拼塊方式完成程式。 

任務說明：為每個動物加上它的圖片、選擇腿的 

     數量並加入其擁有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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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Blockly Games 迷宮 

遊戲目的：認識程式循序、重複、選擇基本架構。 

任務說明：引領街景小人抵達目的地。 

（10分鐘體驗，完成越多關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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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輸入輸出) Text blocks 

← 表示英數文字串 

← 組合二個以上字串 

← 輸出字串 

← 輸入字串 



變量(變數) Variable blocks 

← 新增一個變數 

← 設定變數值 

← 取得變數值 



數學式(運算) Math blocks 

← 表示數字 

← 加減乘除、次方 

← 開根號、絕對值、指數對數 

← 三角函數 

← 將數字四捨五入、無條件進位或捨去 

← 在兩個數之間隨機取一個整數 

← 兩個數字相除的餘數 



儲存Blockly Code程式碼 

1. 按   後，會儲存在雲端並顯示網址。 

 

 

 

 

 

 

2. 按    ，複製xml內容儲存為純文字檔。 



Demo 

修改下面程式讓使用者分別輸入班級、座號、姓名，

然後讓電腦一次顯示「Hello! (班級)(座號)(姓名)」。 

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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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互換變數值 

變數值互換（swap）是程式設計常用的技巧。 

我們來寫一個可以互換變數值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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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程式拼塊觀察）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Demo 

出國旅遊記得要兌換當地外幣。 

我們來設計一個計算新台幣兌換日圓的程式。 

外幣換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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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台幣=3.5日圓 

（提供程式拼塊填空）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身高換算 

美國職籃NBA球員除了有過人的球技，身材的優

勢也是非常重要。想知道這些明星球員身高和你

差多少？我們來設計一個換算身高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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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呎*12) + 吋 )  *  2.54 → 公分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Blockly Games 鳥 

遊戲目的：條件判斷式、有條件執行。 

任務說明：調整飛鳥的飛行方向通過障礙， 

     捕捉蠕蟲後返回鳥巢。 

10分鐘體驗（完成越多關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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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選擇) Logic blocks 

← 有條件執行：if 條件判斷式成立時才執行 do 動作 

← and、or 邏輯判斷式 

← 數字大小、是否相等判斷式 



Demo 

GOGO百貨週年慶「全館八折，滿萬七折」活動中， 

請設計計算結帳折扣金額的程式。 

滿額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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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計程車資 

在台北雖然捷運及公車很發達，但是有時候臨時

需要搭乘計程車，我們來設計預估車資的程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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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起程1.25公里70元，續程每200公尺5元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成績等第 

只有A  B  C ，沒有分數。 

請幫老師設計一個成績等第對照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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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猜拳遊戲 

剪刀、石頭、布， 

請設計一個和電腦猜拳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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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猜拳遊戲 

剪刀、石頭、布， 

請設計一個和電腦猜拳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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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Blockly Games 烏龜 

遊戲目的：尋找規律、重複執行。 

任務說明：控制烏龜，畫出指定圖案。 

（10分鐘體驗，完成越多關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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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圈(重複) Loops blocks 

← 無條件重複執行：指定次數 

← 有條件重複執行：條件式成立時才執行動作 

 

← 量化重複執行：使用計數器ｉ 

← 中斷執行，離開迴圈 



Demo 

幸運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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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猜數字1~100 (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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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大一點，猜小一點） 

https://blockly-demo.appspot.com/static/demos/code/index.html


課堂練習 

倒數計時 

跨年總是要倒數一下，再用力地大喊"新年快樂"！ 

讓我們用寫程式的方法，慶祝新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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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Blockly Games 影片 

遊戲目的：邏輯運算方程式。 

任務說明：參考範例畫出物體和移動軌跡。 

（10分鐘體驗，完成越多關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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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陣列) Lists blocks 

← 建立空的陣列 

← 建立有預設值的陣列 

 

← 陣列內容的個數 

← 從陣列取得第#項的值 

← 設定陣列第#項的值 



Demo 

高速公路計程收費的算法是將當天行經的電子門架

牌價相加後，扣除免費里程費(24元)。 

高速公路計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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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現今許多網路銀行ATM系統使用「虛擬動態鍵盤」的安全

機制，防止駭客使用鍵盤的側錄程式盜取使用者資料。動

態鍵盤外型與一般鍵盤相似，但所有按鍵的位置皆採隨機

排列。 

請試著模擬出虛擬鍵盤的隨機排列： 

如大家習慣的「1234567890」排列， 

有可能會變成「4102576983」， 

且每次使用時排列的順序都不一樣。 

網路銀行妙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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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動態鍵盤：方法一 

• 隨機選取0-9的數字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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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動態鍵盤：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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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10次，隨機選取2個位置交換。 

 



Demo 

動態鍵盤：方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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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變數 i 迴圈依序從第1個到第10個位置，第 i 

個與另一個隨機位置交換 。（使用副程式） 



課堂練習 

Blockly Games 池塘導師/池塘 

遊戲目的：函式與參數、視覺化程式轉換文字程式。 

任務說明：控制鴨子  攻擊目標  ， 

     直到對手生命值為零。 

（10分鐘體驗，完成越多關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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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hinking 

更多題目，請到 → http://ct2prog.csie.ntnu.edu.tw 

簡易題（基本、題組） 

知識題（進階、單題） 

http://ct2prog.csie.ntnu.edu.tw/
http://ct2prog.csie.ntnu.edu.tw/
http://ct2prog.csie.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