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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玩KODU 教學手冊
第一課迷宮歷險1



• 教材結構：

– 每堂課適用約40分鐘的國小程式教學

– 每堂課包含一至二個小遊戲設計

– 課程和遊戲程式有連續性，建議依序進行



認識Kodu

• Kodu是微軟公司專為兒童設計的一套視覺
化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語言

• 完全免費，相容於Windows作業系統，遊
戲過程不需連線上網



下載/安裝Kodu

1. 下載/安裝 .NET Framework 3.5SP1 & 4.0

2. 下載/安裝 Microsoft XNA Framework 
Redistributable 4.0 Refresh

3. 下載/安裝Kodu

http://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22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27598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0056


• Checkpoint1：

– 確認每位學員的桌面上都有Kodu捷徑



執行Kodu

1. 執行Kodu (雙擊桌面 )

2. Load World



• Checkpoint2：

– 確認每位學員都能看到Kodu主畫面



載入遊戲

3. 選擇”Lessons”->”Maze Tutorial 1”



任務

藍色的Kodu在迷宮中迷路了，你可以找到他
然後帶他回家嗎？藍色Kodu的家門口有兩座
高塔。



• Checkpoint3：

– 詢問學員想如何操作Kodu？(鍵盤、滑鼠、搖
桿？)



提示

提示一：讓白色Kodu可以用鍵盤來移動

提示二：讓藍色Kodu看到白色Kodu會跟著
白色Kodu走



• Checkpoint4：

– 要用鍵盤上的那些按鍵來操縱Kodu？



攻略

Step1: 按下鍵盤”ESC”按鍵

Step2: 滑鼠選擇下方工具列中的



攻略

Step3: 滑鼠游標移動到白色Kodu身上

Step4: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Program”



攻略

Step5: ③WHEN之後加上”Keyboard”+ “Arrows”

Step6: ③DO之後加上”Move” (+”quickly”)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 Checkpoint5：

– 讓學員試試看是否可以用鍵盤移動白色Kodu

– 如遇到問題，協助其檢查是否編輯階段有錯誤

– 此時白色Kodu遇到藍色Kodu，藍色Kodu不會有
反應



攻略

Step7: 下方工具列切換到 模式，移動攝影
機在迷宮中找到藍色Kodu

Step8: 切換到 模式，”Program”藍色Kodu



攻略

Step9: ①WHEN之後加上
”See” + “Kodu” + ”White” + options/”LOS”

Step10: ①DO之後加上
”Move” + ”toward” + ”quickly”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 Checkpoint6：

– 確認學員完成”編輯“階段操作

– 學員在玩遊戲階段，如遇到問題，協助其檢查
是否編輯階段有錯誤

– 如果提前完成，可繼續第二課



遊戲要怎樣才好玩？

1. 有規則

2. 具備至少一項任務

3. 需要玩家去做決定

4. 需要相關的遊戲技巧

5. 有贏也有輸

6. 可以經過學習使遊戲更有趣



參考資料：
• Maze Tutorial Int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GlOmsZ0s0

• Maze Tutorial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8BNpjmQ6d4

• Kodu Team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tFZsjr70OT4jL
U74cyT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GlOmsZ0s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8BNpjmQ6d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tFZsjr70OT4jLU74cyTqQ


動手玩KODU (2/12)
第二課迷宮歷險2



載入遊戲

選擇”Maze Tutorial 2”



任務

藍色的Kodu又在迷宮中迷路了，而且這次肚
子餓了，你可以先在迷宮中找到三顆蘋果，
再找到他並帶他回家嗎？



提示

提示一：讓白色Kodu會撿起蘋果

提示二：每撿起一個蘋果得一分

提示三：得到三分以後，藍色Kodu才會跟白
色Kodu走。



攻略

Step1: 按下鍵盤”ESC”按鍵

Step2: 滑鼠選擇下方工具列中的



攻略

Step3: 滑鼠游標移動到白色Kodu身上

Step4: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Program”



攻略

Step5: ④WHEN之後加上”bump”+ “apple”

Step6: ④DO之後加上”vanish” + ”it”



攻略

Step7:⑤WHEN之後加上”bump” + ”apple”

Step8:⑤DO之後加上”score” + ”01”+ ”white”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 Checkpoint1：

– 讓學員用鍵盤操作Kodu去碰蘋果，了解前一步
驟的結果

– 學員如遇到問題，協助其檢查是否編輯階段有
錯誤



攻略

Step9: “Program” 藍色Kodu
Step10: ①WHEN之後加上
“Scored” + “03” + ”white”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 Checkpoint2：

– 確認學員完成”編輯“階段操作

– 學員在玩遊戲階段，如遇到問題，協助其檢查
是否編輯階段有錯誤



重新載入遊戲

選擇”Maze Tutorial 3”



任務

藍色的Kodu又在迷宮中迷路了，而且這次肚
子更餓了，你可以先在迷宮中找到六顆蘋果，
再找到他並帶他回家嗎？(還要注意敵人喔~)



提示

提示一：移動三顆蘋果到迷宮中

提示三：得到六分以後，藍色Kodu才會跟白色Kodu走

提示三：修理紅色砲台，讓它可以發射飛彈

提示四：修理紅色飛碟，讓它碰到白色Kodu時會造成白色
Kodu三點的損傷



攻略

Step1: 按下鍵盤”ESC”按鍵，進入編輯模式

Step2: 滑鼠選擇下方工具列中的 ，移動三
粒蘋果到迷宮中

(使用滑鼠滾輪可
縮放地圖)



攻略

Step3: 滑鼠游標移動到藍色Kodu身上

Step4: 按下滑鼠右鍵，選擇”Program”



攻略

Step5: ①WHEN之後把03改成05+01(points)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 Checkpoint1：

– 當訊息框彈出時，引導學員去找紅色砲塔(位於
迷宮左下角)

– 問學員紅色砲塔哪裡怪怪的



攻略

Step6:①Program紅色砲塔

Step7:①WHEN之後改為 ”see” + ”Kodu” 
+ ”White” + ”LOS”



• Checkpoint2：

– 當訊息框彈出時，引導學員去找紅色飛碟(位於
迷宮中央)

– 問學員紅色飛碟哪裡怪怪的



攻略

Step8: “Program” 紅色飛碟
Step9: ①WHEN之後改為 ”bump”+“kodu”+”white”
Step10: ①DO之後改為 ”damage” + “03”(points)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 Checkpoint3：

– 讓學員自由探索此遊戲

– 並鼓勵學員改裝敵人或Kodu的武器裝備或屬性

– 如果時間允許，可讓學員更改Kodu的視角



參考資料：
• Maze Tutorial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O-D4UjsEzE

• Maze Tutorial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C0JXjOO6e4

• Kodu Team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tFZsjr70OT4jL
U74cyT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O-D4UjsEz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C0JXjOO6e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tFZsjr70OT4jLU74cyTqQ


動手玩KODU (3/12)
第三課射擊遊戲1



• 本期英文單字：
– Load = 載入
– Add = 新增
– Object = 物件
– Edit = 編輯
– Shot=射擊
– Turn=轉彎
– Move=移動
– Size=大小
– Height=高度
– Settings=設定
– Health=健康



載入遊戲

載入”First Tutorial”
(Load World->Lessons->First Tutorial)



任務

完成一個簡單的射擊遊戲

• 可躲避、可攻擊

• 有輸贏

• 有結束條件



攻略

Step1: 使用滑鼠滾輪或按住滑鼠右鍵拖曳找
到草地



攻略

Step2: 按下”ESC”開始編輯

Step3: 按下“Object Tool”     ，在草地上新增
Kodu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 Checkpoint1：

– 問學員為何Kodu無法操作？

– 解釋電腦運作的原理



攻略

Step4: Object Tool->在Kodu上按滑鼠右鍵，
選Program



攻略

Step5:①WHEN之後加上”Keyboard” + ”arrows”

Step6:①DO之後加上”move”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攻略

Step7: ②WHEN之後加上“Keyboard”+”Space”
Step8: ②DO之後加上”Jump”
Step9: ③WHEN之後加上“Keyboard”+”Delete”
Step10: ③DO之後加上”shoot”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現在我們有一個會跑、會跳、會射擊的Kodu！



壞蛋登場！

1. 設計一個敵人腳色

2. 敵人具有攻擊能力和生命值，有點強又不
能太強

3. 設計與Kodu互動的規則



攻略

Step1: 新增一隻章魚(Octopus)

Step2: Object Tool->在章魚上按滑鼠右鍵，
選Program



攻略
Step3: ①DO之後加上”shoot”

Step4: ②DO之後加上”turn”

Step5: ③DO之後加上”move”+”wander”



攻略
Step6: 在章魚上按滑鼠右鍵，選”Change Size”

Step7: 在章魚上按滑鼠右鍵，選”Change Height”

Step8: 在章魚上按滑鼠右鍵，選”Change Settings”



攻略

Step9: 開啟”Show Hit Points”

Step10: 調整”Max Hit Points”



攻略
Step11: 在Kodu上按滑鼠右鍵，
選”Change Settings”

Step12:開啟”Show Hit Points”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Kodu可以跳起來躲子彈！



• Checkpoint2：

– 問學員若要結束遊戲應如何設計？

– 引導學員了解事件驅動(event-driven)的觀念



攻略
Step13: Program Kodu

Step14: ④WHEN之後加入”health”+”00 points”

Step15: ④Do之後加入”end”



攻略
Step16: Program 章魚

Step17: ④WHEN之後加入”health”+”00 points”

Step18: ④Do之後加入”win”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Be a Winner or Game Over



動手玩KODU (4/12)
第四課射擊遊戲2



• 本期英文單字：

– Main=主要的

– Menu=目錄

– World=世界

– Bump=碰撞

– Land=土地

– Copy=複製

– Paste=貼上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完成一個複雜一點的射擊遊戲

• 可計分

• 可補血

• 除了射擊還可以撞擊



攻略
Step1: 重複上一次第三堂課的步驟，完成簡
單的射擊遊戲，修改章魚的程式順序為①
move+wander②shoot③turn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遊戲是不是變難了？



• Checkpoint1：

– 問學員如何讓遊戲變簡單或變難？



攻略
Step2: Program Kodu增加⑤WHEN bump 
+octopusDO damage+it+50 points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這次用撞的也可以！



攻略
Step3: 在草地上新增數個蘋果
Step4: 增加⑥WHEN bump+apple, DO eat 
⑦ WHEN bump+apple, DO heal+me+50 
points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沒血了趕快去吃蘋果！



攻略

Step5: 在草地上按右鍵選”Change World 
Settings”



攻略

Step6: 關掉”Glass Walls”



攻略
Step7:Program章魚⑤WHEN “on land”+not
⑥WHEN timer+1 second, DO win

Step8: 用滑鼠把⑥整列向後拉一階(如下圖)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把章魚撞出草地就贏了！



• Checkpoint2：

– 問學員如果有兩隻以上的章魚怎麼辦？



攻略
Step9: 章魚④和⑥DO之後改為
score+red+05 points



攻略
Step10: 滑鼠右鍵選章魚Copy，然後在草
地上按滑鼠右鍵Paste



攻略

Step11: Program Kodu, 新增⑧WHEN scored+10 
points+red, DO win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可以調整敵我雙方的初始生命值和攻擊力來
改變難度



• Checkpoint3：

– 目前遊戲裡面有至少兩個嚴重的Bug，請學員
把Bug找出來



Bug List:

1. 章魚掉出草地會每一秒加5分

2. Kodu掉出草地怎麼辦？



攻略

Step12: Program章魚，在⑥的最後面+once



攻略
Step13: Program Kodu⑨WHEN “on land”+not, 
DO reset+world



動手玩KODU (5/12)
第五課打地鼠



• 本期英文單字：

– Keyboard=鍵盤

– Mouse=滑鼠

– Hill=山丘

– Valley=山谷

– Left=左邊

– Right=右邊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完成一個打地鼠的遊戲



• Checkpoint1：

– 先讓學員在紙上寫下傳統打地鼠的遊戲設計

• 如何操作？

• 遊戲場景為何？

• 要有幾個可動的部件？

• 贏的條件？

• 輸的條件？



• Checkpoint2：

– 引導學員思考移植到Kodu要如何修改

• 要如何操作？

• 遊戲場景怎麼設計？

• 要有幾個腳色？

• 贏的條件？

• 輸的條件？

– 以下攻略僅供參考，非標準答案



規則
倒數20秒內用滑鼠點擊跳起來的Kodu，每點
一次得一分，10分就贏得遊戲，時間到未達
十分則輸掉遊戲。



攻略
Step1: 使用Up/Down: Create Hills or 
Valleys造出一直線山丘



攻略
Step2: 在山的背後新增一隻Kodu，Program 
Kodu①WHEN mouse+left+meDo
score+01+once+red②WHEN timer+ 
randomDo jump+high+high+high



攻略
Step3: 貼上/複製共六隻Kodu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用滑鼠按到Kodu是否會累積分數



攻略
Step4: 在山的另一側加一棵樹，Program 
tree①DO set score+20 points+once+ 
yellow



攻略
Step5: ②WHEN timer+1 secondDO
substract+01 point+yellow③(內縮一階) 
WHEN scored+<=+00 points+yellowDO
end



攻略
Step6: ④WHEN scored+red+10 points
DO win



• Checkpoint3：

– 黃色分數作為倒數計時之用，先給20分再每一
秒減一分，黃色分數小於等於零則結束遊戲

– 解釋最後兩行都是條件判斷，每次遊戲只會執
行其中之一，就像分岔路只能二選一



攻略
Step7: Change World SettingsStart Game With: 
Countdown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可以調整攝影機的角度或倒數時間以改變難
易度



動手玩KODU (6/12)
第六課桌上冰球



• 本期英文單字：
– Puck=冰球

– Camera=攝影機

– Fixed=固定的

– Position=位置

– Ground=地面

– Brush=筆刷

– Path=路徑

– Wall=牆

– Saucer=碟子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完成一個雙人對戰桌上冰球遊戲



• Checkpoint1：

– 讓學員先在紙上寫下桌上冰球的規則，然後設
計如何用Kodu來改編

– 以下攻略僅供參考，並非標準答案



攻略
Step1: 固定攝影機的角度，Object Tools
在畫面上按右鍵Change World Settings 
Camera Mode: Fixed Position



攻略
Step2: 規劃適當的球場大小，Ground Brush 
用鍵盤左右鍵選擇適合的畫筆大小



攻略
Step3: 改變畫筆顏色和大小、畫出不同顏色
的兩邊球門地面



攻略
Step4: 新增圍牆：選擇Path Tool在圍牆起
始點按滑鼠右鍵選Add Wall沿著地面邊
緣畫牆



攻略
Step5: 新增球：Object Tool 在場地中央新
增一個Puck，並將Puck的高度調到最低



攻略
Step6: Program Puck①DO move+forward②
WHEN “on land”+type(選擇球門之一地板顏
色)+Score+yellow+01 point+once



攻略
Step7: ③DO play+points+once，然後把③ 往後
拉到下一階，在②按右鍵選”Copy Row”



攻略
Step8: 選擇④，然後按滑鼠右鍵選擇Paste Row



攻略
Step9: 改變④的type為另一球門的地板顏色，
並改變分數的顏色為red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遊戲是否能正常累加雙方分數？



攻略
Step10: 新增一隻saucer，調整到適當的大小，
並將高度降至最低



攻略
Step11: Program saucer①WHEN keyboard+ 
WASD, DO move+E/W, ②WHEN bump+puck, DO 
launch+it



攻略
Step12: Program saucer①WHEN keyboard+ 
WASD, DO move+E/W, ②WHEN bump+puck, DO 
launch+it



攻略
Step13: 複製/貼上另一個saucer，並且將兩隻
saucer改為不同顏色



攻略
Step14: 將右邊球門旁邊的saucer的程式，改為
①WHEN keyboard+Arrows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找一個朋友一起比賽！



• Checkpoint2：

– 讓學員思考冰球若卡住不動怎麼辦？寫出可以
解決的程式



攻略
Step15: Program Puck，增加⑥WHEN 
keyboard+space, DO reset+world



動手玩KODU (7/12)
第七課賽車遊戲



• 本期英文單字：
– Cycle: 自行車/摩托車

– Castle: 城堡

– Multiplier: 倍數

– Create: 創造

– Flatten: 抹平

– Smooth: 平滑的

– Rotate: 旋轉

– Stun: 暈眩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完成一個與電腦競速的賽車遊戲



攻略
Step1: 先畫賽車跑道，選Ground Brush，選
擇筆刷的質材、形狀和大小



攻略
Step2: 使用Path Tool將路徑從起點畫到終點



攻略
Step3: 新增一個紅色cycle，Program 
cycle①DO move+on path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檢查cycle是否能順利到達終點



攻略
Step4: 在終點放置一個castle



攻略
Step5: Program castle①WHEN bump+ 
cycle+red, DO end



攻略
Step6: 新增一個藍色cycle，Program①WHEN 
keyboard+Arrows, DO move+quickly②WHEN
bump+castle, DO win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你能否跑贏電腦呢？



• Checkpoint1：

– 詢問學員想在遊戲中加入哪些變化？



攻略
Step7: 更改cycle的速度和加速度，cycle
change settings，更改前四項Multiplier的值



攻略
Step8: 製造地形的起伏，交互使用”Up/Down: 
Create Hills or Valleys”及”Flatten: Make Ground 
Smooth or Level”



攻略

Step9: 新增Canon，並且rotate，讓炮口對準路
徑



攻略
Step10: Program canon①WHEN timer+1 
second, DO shoot+missile②WHEN shot 
hit+cycle, DO stun+it



攻略
Step11: 沿途複製貼上多個Connon，並調整炮
口對準路徑



攻略
Step12: cycle Change Settings開啟
Invulnerable，讓cycle成為不死身



攻略
Step13: 沿路撒金幣，新增一個coin並複製後，
利用Ctrl+V快速鍵沿路貼上多個



攻略
Step14: 將其中幾個金幣的顏色改為紅色



攻略
Step15: Program cycle③WHEN bump+ 
coin+white, DO +score+01 point④DO 
eat, 然後將④往後退一階



攻略
Step16: 複製③④為⑤⑥，將金幣改為紅色，
並改為加5分



攻略
Step16: Change World SettingsStart
Game WithCountdown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找個朋友輪流玩，看誰贏的分數比較高！



動手玩KODU (8/12)
第八課搭船過河



• 本期英文單字：

– Subtract=減去

– Below=在…之下

– Above=在…之上

– Ship=船

– Create=創造

– Aboard=上船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Kodu想吃對岸的蘋果，但Kodu不會游泳，
只能在水下憋氣10秒，請幫Kodu搭船過河



• Checkpoint1：

– 引導學員思考如何設計「只能憋氣十秒」以及
「搭船過河」的情景



攻略
Step1: 使用Ground Brush和Up/Down做出
凹字型地形



攻略
Step2: 使用Water Tool加水，並將河底的地
板刷成不同質材



攻略
Step3: 新增一隻Kodu，Program①WHEN 
on land+type(草地), DO set score+10 
points



攻略
Step4: ②WHEN on water③WHEN timer+ 
1 second, DO subtract+1 point(③後退一階)

④WHEN keyboard+Arrows, DO move



攻略
Step5: ⑤ WHEN scored+below+00 points, 
DO end



攻略
Step6: Change Settings關閉Stay Above 
Water



攻略
Step7: 在對岸新增一顆蘋果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試看看Kodu能否渡河？



攻略
Step8: Kodu Change Settings打開
Creatable



攻略
Step9: 新增一棵樹，Program①DO launch 
+creatables->kodu1+weak+low+once



攻略
Step10: 在河中新增一條船，並把船頭轉向對
岸



攻略
Step11: 在河的兩岸建立一條路徑



攻略
Step12: Program ship①Do move+on
path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船是否如預期般在兩岸來回航行？



攻略
Step13: 在對岸路徑的終點，加一顆樹



攻略
Step14: Program ship②WHEN bump kodu, Do 
vanish+it③DO say”Welcome aboard”④DO set 
score+20 points(③④都退後一階)



攻略
Step15: Program對岸的樹①WHEN 
bump+shop②WHEN scored+20 points, DO 
create+Kodu1+once



攻略
Step16: Program Kodu⑥WHEN bump+apple, 
DO eat+it⑦DO win(⑦退一階)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搭船過河吃蘋果！



動手玩KODU (9/12)
第九課多回合SPACE INVADERS(小蜜蜂)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外星人侵略地球了！請幫助Kodu打敗外星人



攻略
Step1: Change World SettingsSky:10



攻略
Step2: 用Ground Brush畫一塊約原始地面九
倍大的地板



攻略
Step3: 用Plain Path畫出外星飛碟移動路線



攻略
Step4: 新增一台saucerProgram①DO 
Move+on path②WHEN timer+random, 
DO shoot+blip+north



攻略
Step5: 複製/貼上共六台saucer (數量可自訂)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飛碟是否如你所想的移動和射擊？



攻略
Step6: 新增一個KoduChange Settings
將前四項Multiplier都調高，讓Kodu能跑更快



攻略
Step7: KoduChange Settings打開
Invulnerable



攻略
Step8: Program Kodu①DO (view)ignore
②(actions)(more)play+(music)(driving) 
fast B



攻略
Step10: ④WHEN keyboard+Space, DO 
shoot+blip+(direction)south



攻略
Step11: ⑤WHEN keyboard+not, DO 
turn+(direction)south



攻略
Step9: ⑥DO set score+05 points+once⑦
WHEN see+not+saucer, DO win



攻略
Step10: ⑧WHEN shot hit+me, DO 
subtract+01



攻略
Step11: ⑨WHEN scored+below+00 
points, DO end⑩WHEN bump+saucer, 
DO end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玩看看是否太容易或太難？



Checkpoint1:

• 讓學員知道這會是連續關卡的最後一關，
要把難度調整為最難

• 可以調整saucer的數量、速度、大小來控
制難度

• 也可以調整Kodu的大小和速度來控制難度

• 也可以調整物件設定裡的攻擊力和生命值



攻略
Step12: Home MenuSave my world, 
name: Space Invaders, level: v03save



攻略
Step13: 刪除saucers到只剩一台Change 
Settings將前三項Multiplier都降到0.7



攻略
Step14: 複製/貼上共六台saucer(數量可自訂)



攻略
Step15: 更改背景音樂Program Kodu②DO
play+選一首自己喜歡的



攻略
Step16: Home MenuSave my world, 
name: Space Invaders, level: v02save



攻略
Step17: Program Kodu⑦Do (game)next 
level選擇前一次儲存的space invader v03



攻略
Step18: Home MenuSave my world, 
name: Space Invaders, level: v02save



攻略
Step19: 重複Step13~18，將遊戲難度調整為最
簡單簡單、更改背景音樂再儲存為v01，Next 
Level指向v02，再次儲存。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要連續過三關才算贏喔！



攻略
Step20: 重新載入v02或v03，增加每一關的差
異或增加過關效果



動手玩KODU (10/12)
第十課足壘球



• 本期英文單字：

– Switch=切換

– Page=頁

– Strong = 強

– High = 高

– Low = 低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設計一個簡單版的足壘球遊戲，可適度的修
改遊戲規則。



Checkpoint1:

• 引導學員在Kodu軟體的限制下，重新設計
棒球規則，包括上壘的規則、出局的規則、
贏球的條件、輸球的條件等等。

• 在紙上寫下遊戲規則再開始操作電腦

• 鼓勵學員自行思考、自行發揮

• 以下攻略僅供參考、非標準答案



遊戲規則
1. 沒有接殺也沒有傳球

2. 當野手撿到球並觸殺打擊者時，如果打擊
者仍未跑超過一壘壘包則算出局，跑超過
一壘壘包則每跑過一個壘包算一分，累積
達四分則獲勝

3. 累積三個出局數，遊戲結束



攻略
Step1: 畫出棒球場和三個壘包

Step2: 用Path tool畫出跑壘路線



攻略
Step3: 新增一個紅色Kodu(投手)、一個白色
Kodu(打擊手)和一個Cycle(野手)



攻略
Step4: Program 紅色Kodu(投手)WHEN 
Keyboard+SpaceDO launch+ball+once
+low+low+low



攻略
Step5: Program 白色Kodu①WHEN bump 
+ballDO launch+it+high+strong+high+ 
strong②WHEN keyboard+UpDO move+ on 
path+quickly+quickly+quickly③WHEN
keyboard+RightDO turn+right④WHEN
keyboard+LeftDO turn+right

(打擊者先左右轉調整方向後，撞到球會將球踢出
去，之後按Up開始跑壘)



攻略
Step6: ⑤WHEN on land+type(壘包的質材) 
DO +score+01+once+red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是否能如預期般投球與打擊出去？跑過
壘包是會加一分？



攻略
Step7: ⑥WHEN bump+cycle⑦(內縮一
階)WHEN scored+red+>=+01 pointDO
+score+ white+01 point ⑧(再內縮一階)DO
set score+red+00 points⑨(與⑦平行)
WHEN scored+red+00 pointsDO +score 
+01 points⑩DO reset+world



攻略
Step7: 當cycle(野手)觸殺跑壘者時，判斷跑
壘者是否已超過一壘壘包，如果沒到達則出
局，已跑過則重設紅色分數，並加白色分數
一分



Checkpoint2:

• 解釋程式在這裡依據不同的狀況會走不同
的路徑(if score >=1…, elseif score = 0)

• 這段邏輯小朋友可能較難理解，可花多一
些時間解釋

• 黑色分數代表出局數，紅色分數代表跑過
多少壘包，白色分數代表累計分數



攻略
Step8: Program cycle①WHEN see+ball
DO move+toward+quickly②WHEN
bump+ballDO grab+it③WHEN got+ball
DO switch+page2



攻略
Step9: (Page2)①WHEN see+Kodu+white
DO move+toward+quickly②WHEN
bump+cycleDO knockout+it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野手是否能接到球？接到球之後是否會
跑去觸殺跑壘者？



攻略
Step10: 複製cycle到內野手和外野手的守備
位置



攻略
Step11: Program紅色Kodu②WHEN 
scored+white+>=+04 pointsDO win③
WHEN scored+black+>=+03 pointsDO
end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要把球踢到哪裡才能得分呢？



Checkpoint3:

• 詢問學員哪裡有Bug或者不合理、可以改進
的地方

• 如果要改成跑過幾個壘包就能累計得幾分
(白色分數)，要怎麼改？



攻略
Step12



Checkpoint4:

• 可以更改打擊者的設定以增加跑壘速度

• 或更改野手的速度以改變遊戲難易度

• 相較於真實的棒球/足壘球，遊戲最終仍有
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可以與學員討論要如
何改進？



動手玩KODU (11/12)
第十一課無限輪迴射擊遊戲



• 本期英文單字：

– Road=道路

– Random=隨機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設計一個敵人會不斷出現，Kodu必須摧毀或
閃躲敵人的射擊遊戲



Checkpoint1:

• 引導學員思考如何讓電腦知道敵人腳色何
時被摧毀？如何讓敵人角色能不停迎面而
來？



攻略
Step1:用Path toolAdd Road畫出三條平行
的橢圓賽車跑道；新增一間工廠



攻略
Step2: 將工廠轉向，讓門口面向跑道，將三
條跑道變換為不同的顏色



攻略
Step3: 新增一隻cycle，Change Settings
開啟Creatable



攻略
Step4: Program cycle①DO move+on
path+white ②WHEN health+00 points
Do score+white+01 point



Checkpoint2:

• 增加白色分數是為了通知工廠進行生產



攻略
Step5: 複製若干cycle(可自行調整)



攻略
Step6: Program 工廠①WHEN scored+ 
>=+01 pointDO create+Cycle1+once+ 
random②(後縮一階)DO set score+white+
00 points



Checkpoint3:

• 工廠得知cycle被消滅後，就再生產一台，
並取消通知(白色分數歸零)



攻略
Step7: 新增一隻Kodu，Program Kodu①
keyboard+notDO turn+north②keyboard
+SpaceDO shoot+blip



Checkpoint4:

• 強制Kodu在不移動時，固定面向北方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cycle被摧毀後是否會自動重生？調整
cycle的初始位置讓每台cycle行進的方向一致



攻略
Step8: Program Kodu③WHEN bump+ 
any thingDO end④WHEN scored+red+ 
20 pointsDO win



攻略
Step9: Program Kodu⑤keyboard+Right
DO move+east+quickly⑥keyboard+ 
LeftDO move+west+quickly



Checkpoint5:

• 限制Kodu只能左右移動



攻略
Step10: KoduChange Settings將前四
項Multiplier的數值調到最高，加快移動速度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Kodu是否可以左右閃避cycle、被撞到是
否結束遊戲、打敗20台敵人是否贏得遊戲？



攻略
Step11: 新增一隻fly fishChange Settings 
開啟Creatable，Program fly fish①DO 
move+on path+black



攻略
Step12: Program fly fish②WHEN health 
+ 00 pointsDO +score+black+01 point
③(後縮一階)DO +score+read+01 point



攻略
Step13: Program工廠③scored+black+ 
>=+0 pointDO create+Flyfish 1+once+ 
random④DO set score+black+00 points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想一下如何調整難易度



動手玩KODU (12/12)
第十二課直向卷軸射擊遊戲(1943)



創造新世界

Main Menu->New World



任務

設計一個直向卷軸射擊遊戲



攻略
Step1: 畫一條南北向的長卷軸



攻略
Step2: 新增一架jet並將尺寸更改為適當大小，
Program jet①DO move+forward②DO
turn+north③Do (view)follow④WHEN
keyboard+ArrowsDO move



攻略
Step3: ⑤WHEN keyboard+UpDO move 
+quickly⑥WHEN keyboard+SpaceDO
shoot+blip+north+once



攻略
Step4: ⑦WHEN bump+appleDO eat it
⑧WHEN bump+apple+redDO switch+
page 2



攻略
Step5: 滑鼠移至上方頁簽，按右鍵選Copy 
Page，按鍵盤右鍵移至第二頁，貼上



攻略
Step6: 修改第二頁，⑥去掉once，⑧改成綠
色蘋果和切換到第三頁



攻略
Step7: 複製第二頁為第三頁，再刪除⑦和⑧，
改為⑦(內縮一階)DO shoot+missile+boom



攻略
Step8: 在卷軸的中段和後段各新增一顆紅蘋
果和綠蘋果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測試jet吃了蘋果汁後有何變化？



攻略
Step9: 新增敵人飛機，新增一台紅色jet
Change SettingsBlip Reload Time改為2



攻略
Step10: 修改敵我雙方飛機的飛行速度
(Forward Speed Multiplier)至適當的數值



攻略
Step11: 畫一條敵機飛行的路徑，然後
Program敵機沿著路徑飛，邊飛邊往南射擊



攻略
Step12: 複製貼上若干架敵機，重複
Step11~12在卷軸前方布置多群敵機



• Checkpoint1：

– 讓學員討論敵方主艦要如何設計？



攻略
Step13: 改變卷軸末端的地面質材



攻略
Step14: 將我機的第三頁程式碼複製到第四頁，
並新增一行程式碼至第一頁至第三頁

WHEN on land+type(卷軸末端的質材)
DO switch+page4



攻略
Step15: 修改第四頁，刪掉第一行，只留下以
下幾行：



攻略
Step16: 製造Boss在卷軸尾端不同質材地
板處新增fly fish，更改boss大小



攻略
Step17: BossChange SettingsMax Hit 
Points改為1000(boss血量)，打開Creatable



攻略
Step18: Program Boss一看見我機就開始
左右移動，並發射導彈和子彈，永遠面向南
方



攻略
Step19: Program jet第四頁⑥DO 
create+Flyfish1(boss)+once⑦DO
scale(instant)放大我機至適當的大小



攻略
Step20: 設定Boss戰的背景音效(myst B)



Let’s Play Game!
按下”ESC”按鍵切換”遊戲” 與”編輯” 模式

你打得贏巨大的Boss嗎？



• Checkpoint2：

– 完成本課所需步驟較多，所以不贅述設定輸贏
條件的程式碼，請參考前面幾課

– 可設定敵我的攻擊力、血量、發射頻率、形體
大小以調整難易度

– 可參考經典遊戲194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Xf77
Hhe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Xf77Hheeo




Kodu class going on now at www.planetkodu.com

Follow us on twitter  @koduteam

FB中文社群：一起玩Kodu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70224519906656)

http://www.planetkodu.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70224519906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