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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話說從頭－ Python與MicroPython美麗的相會
眾所皆知，近年來國際上使用率成長最快、用量最高的程式編輯語言，唯 Python程式編輯

器或稱 Python程式語言莫屬了。而 Python之所以廣受世界各國大量使用，其原因不外乎是語

法簡單、好學、編輯格式簡潔又典雅、函式庫（library）功能多元化且強大以及免費的特色，

更讓 Python得以快速崛起。然而，對於教師及毫無程式語法基礎的中學生而言，不可諱言實是

一項教與學的挑戰，為減少師生在程式語法上教與學方面的默生與恐懼感，特以「看得到」、

「摸得到」及「聽得到」的micro：bit開發板 2.0（以下簡稱micro：bit開發板）做為教、學

Python時的橋樑與媒介，以達「好玩」、「好學」、「好用」等寓教于樂的程式設計法。

另外，為區別 Python在micro：bit開發板中的使用環境，Python軟體基金會與micro：

bit開發商英國廣播公司（BBC）特別建立一套以 Python為程式語法基礎並適用於驅動micro：

bit開發板等相關偵測元件的語法，本書作者引用 micro：bit官方網站對此語法之命名，稱

之 MicroPython。大抵上，MicroPython之邏輯運算語法與 Python無太大差異，相信藉由

MicroPython的體感學習，定能對 Python程式初學者有所幫助，這也是作者特為九上翰林版教

科書編輯此別冊之用意。

Chapter 1

Python與MicroPython的美麗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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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ython下載與安裝
首先至 Python官方網址（https：//www.python.org/）下載 Python3.9.5（或以上版本），

下載安裝檔畫面：

完成安裝並執行 Python idle介面視窗。

開啟Python idle視窗的上方功能列「File」中，點擊「New File」 ，即進入腳本式程式編輯頁面，

該編輯頁在本別冊最後章節處會派上用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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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icroPython官方編程網站登入
經由 google搜尋micro：bit官方網站，並登入官方網首頁。

點擊micro：bit官網上方紅圈處「Let’s code」，進入下方頁面。

點選頁面中紅圈處 Python editor，便可正式進入MicroPython編輯頁面，如下所示，並開始進

行 Python程式語法編程囉！

教學影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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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ython之 print（）與 input（）函式應用
在 Python程式設計的語法中，為呈現 Python運算後的結果，必定少不了 print（）函式之

使用，而其中（）內可使用字串（string）、整數（integer）或浮點數（float）作為呈現之內容。

通常為使用 print（）函式時，為表示內容之資料型態（data type）為字串，會以單引號 ' ' 

或雙引號 " " 來表示，舉例如下：

print（'歡迎使用翰林版教科書 '） 或 print（"歡迎使用翰林版教科書 "）

結果顯示：

歡迎使用翰林版教科書

為表示內容之資料型態為整數，print（）函式表式如下：

print（168）

結果顯示：

168 

資料型態係為整數（integer）。

為表示內容之資料型態為整數的字串型態，print（）函式表式如下：

print（'168'）

結果顯示：

168

資料型態係為字串（string），但結果外觀與上與先前 print（168）完全相同，然兩者的資料型態

實則不同。

為表示內容之資料型態為浮點數，print（）函式表式如下：

print（1.68）

結果顯示：

1.68

資料型態係為浮點數（float），也就是具小數位之數字型態。

補充說明：

上開資料型態，倘需作進一步印證，可使用 type（）函式驗證，想必定能對上開結果進步求證。

Chapter 2

MicroPython函式介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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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程式語法為求與使用者（user）間的多面向互動或協助處理輸入（input）之外來

訊息（extrenal data）以達訊息回饋機制，目前尤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自動控制之雙向資料接收及回饋使用最盛。為此，Python程式語法能給予設計者與使用者

（user）間，如同前開頭所提之雙向資料、訊息互通之機制存在，Python為之而生 input（）函

式，以達前述雙向機制。

在英文中 input單字翻譯成中文之語意為「輸入」，當此單字應用於 Python時，便以 input

（）的形式代表輸入之函式功能，其中（）內比照前開 print（）函式之使用方式，提供設計者輸

入字串資料以提醒使用者需輸入之訊息為何，以達程式設計者與使用者輸入資料上之雙向互動模

式。透過 input（）函式之提示字串，使用者依該提示輸入相關資料後，該資料結果顯示輸入之

資料型態係為單引號 '15' 之字串（string）資料型態，如下舉例詳述：

input（'請問您欲在翰林出版社待幾分鐘：'）

倘若輸入訊息為 15

結果顯示：

請問您欲在翰林出版社待幾分鐘：15

'15'

其中單引號‘15’表示其資料型態為字串（string），此部分需特別注意。

4 5



二、 MicroPython與 Python於輸出（output）與輸入（input）訊息功能的異曲同工
MicroPython函式中 display.show（）、display.scroll（）兩函式皆是屬輸出訊息的功能，

而micro：bit開發板各類感測器接收的資料，即是輸入訊息至該開發板的功能，前述兩者的功能

及作用恰好正是對應 Python函式中 print（）列出、輸出及 input（）接收、輸入的功能。

在micro：bit開發板正面，有一組 5×5矩陣 LED面板，其主要是由 25個發光二極體所組

成，該面板功能相當於透過 Python之 print（）函式，將運算、處理過後之資料呈現在個人電腦

的螢幕上，以達回饋使用者可觀可見之訊息畫面。

同樣地，MicroPython中 display.show（）及 display.scroll（）兩函式，可在 micro：bit

開發板 LED面板上，呈現出回饋予使用者的資料及訊息，至於該兩函式間的用途及差異性如下

說明所述。

1  display.show（）之功能及使用方式：

MicroPython中 display.show（）函式，主要是將處理後的訊息，以 LED面板一頁一頁的

靜態畫面方式呈現，屬於靜態影像顯示，其函式功能如同 Python中 print（）列印在個人電腦螢

幕上的功能，如下函式執行案例所示。

在micro：bit開發板上，執行程式如下：

（＃表示程式語法設計中，隱藏不執行部分，通常目的是用於說明該行程式之意義及用途）

from microbit import * ＃代表呼叫micro：bit開發板的所有內嵌函式庫

display.show（‘Y’） ＃在micro：bit開發板 LED上呈現一頁畫面的 Y字樣

程式執行結果呈現 Y 字樣的一頁固定畫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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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splay.scroll（）之功能及使用方式：

MicroPython中 display.scroll（）函式，主要是將處理後的訊息，於 LED面板上以跑馬燈

方式呈現，屬於動態影像顯示，以下是該函式執行的案例說明：

from microbit import * ＃代表呼叫micro：bit開發板的所有函式庫

display.scroll（‘Y’） ＃在micro：bit開發板 LED上呈現跑馬燈的 Y字樣

程式執行結果呈現：

在micro：bit開發板 LED面板上出現 Y字樣的跑馬燈。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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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cro：bit開發板各類感測器接收、輸入訊息功能如同 Python函式 input（）輸入之功能：

由於在micro：bit開發板上，沒有類似個人電腦一樣的鍵盤裝置，以提供輸入文字、數字及

符號的功能，但即使如此並不代表它沒有類似 Python中 input（）函式的功能，只是這項功能

已被micro：bit開發板上的眾多感測器（sensors）所取代，因此就不再需要有類似鍵盤的裝置

了。換言之，感測器感應接收到的訊息，當回傳給micro：bit開發板時，即代表相當於 Python

的 input（）所取得的輸入訊號。因此，對大部份的開發板而言，感測器及按鍵開關所接收的回饋

（feedback）訊號都是屬於輸入（input）訊號。

micro：bit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體積小、感測器種類多且功能強。micro：bit開發板感測

器種類，具有溫度感測器、加速度感測器、光感測器、羅盤感測器、聲音感測器、機械式觸碰感

測器及電流接觸感測器。以上感測器所偵測到的回傳訊號對micro：bit開發板而言，皆是如同

Python程式語言之 input（）訊息接收後的輸入功能。舉例而言，欲知micro：bit開發板上的溫

度感測訊號數值為何，僅需使用 MicroPython中 temperature（）函式，即可獲得攝氏溫度之

數值。該程式執行示範如下：

from microbit import * ＃代表呼叫micro：bit開發板的所有內嵌函式庫

display.scroll（temperature（）） ＃將溫度感測器所測得的數字訊號以跑馬燈的方式輸出

程式執行結果顯示：

在micro：bit開發板 LED面板上，呈現跑馬燈 29 字樣。

以上是藉由micro：bit開發板上的 LED面板功能與MicroPython程式語言編輯器間巧妙的

結合，讓初學 Python的程式設計者或使用者，可以很直覺地獲得立即視覺感觀上的回饋。此外，

於本章節後，會一一的介紹如何藉由micro：bit開發板，與 MicroPython程式語言編輯器間的

搭配與應用，引領教師及初學者在教授與學習 Python程式語言時，無論在聽覺感官或觸覺感官

上，甚至在動態肢體感受方面，皆能百分之百感受到Python神奇、好學、好玩又有趣等「做中學」

雙向雙工（duplex）的精神喔。

教學影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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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Python基本功鍛鍊篇

透過 Python的三大基本演算法，諸如循序演算法（sequential algorithm）、選擇演算

法（selective algorithm）或稱判斷演算法（decisive algorithm）、重覆演算法（iterative 

algorithm）或稱迴圈演算法（looping algorithm），以及 Python 不同資料型態（data 

type）與資料序列 （data sequence）的概念與語法，將於下個章節與 micro：bit開發板及

MicroPython函式庫一起搭配使用，以發揮 Python技高群雄、無與倫比、風華絕代的蓋世程式

功法。

一、常用的 Python資料型態（data type）
Python程式語言資料型態同前章節所提及，主要常用的型態分為字串（string）、整數

（integer）、浮點數（float）及布林值（boolean）。其中，整數或小數可透過Python中 str（）

函式，任意地轉換為整數及浮點數字串。如下所示：

當用 type（）函式時，可清楚識別整數 6及浮點數 6.6經字串 str（）函式處理後，亦即

str（6）及 str（6.6）的結果分別為‘6’及‘6.6’，其資料型態皆屬字串，也就是圖中 <class 

‘str’>結果。故由上亦可知，凡結果顯示具有單引號 ' ' 或雙引號 ” “ 的文字或數字，其

結果皆屬於字串的表示法。順帶一提，字串另一特性是字串彼此間是可相加的，運算符號以「+」

表示，如三個字串分別為 '2021' 、 '翰林 ' 及 '出版社 '彼此間相互相加，結果如下所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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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結果充分顯示，凡字串彼此間以 + 號相互連接，可得更長之字串。但在此要特別提醒不同

資料型態（data type），是不可利用 + 號相加的，例如：字串 ‘翰林’ 與數字（整數或浮點數）

2021 相加，結果顯示該相加的運算是錯誤的：

由結果可知，係因兩資料值的資料型態（data type）不同而導致的錯誤。

在小數值方面，亦可經由僅取整數位的 int（）函式，將小數值轉換為整數值。如下所示：

當中小數值 6.9，經取該函式處理後，結果呈現整數 6的結果。

另外，布林值的意義主要運用於呈現判斷條件式是否成立，或直白地講該條件式是否屬實，若屬

實，該布林值呈現True值，反之則呈現False值。通常以 bool（）作為布林值的函式，如下所示：

當中 5 < 6 之條件式，必定屬實即成立，故布林值呈現True的結果；反之，5 > 6之條件式，

必定不成立，故布林值呈現 False的結果。而布林值 True及 False的結果，對於本別冊將應用

於micro：bit開發板程式主題「來唷∼一起學 AI英語玩五科平均程式」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

因選擇演算法或條件式迴圈都會需要用到此布林值的結果，以決定後續處理程序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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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見的 Python資料序列（data sequence） 及變數（variable）的應用
Python資料序列主要有分為元組（tuple）、串列（list）、集合（set）及字典（dict），其

中串列是最常被應用到的，在此僅對本章節較常用的串列加以介紹及說明，元組僅作為對照串列

特性之附帶說明。

串列（list）是指其資料具有排列順序性，簡稱序位（index），並且其序位上的資料可任意

隨程式設計者或使用者的需求逕為增刪，深具彈性及可查詢性。而元組（tuple）是指同具串列的

序位（index）特性，但不具有可任意增刪組成資料的特性，其目的是可保護元組組成資料不被任

意變動，以提供資料永久保存性及不可破壞性。通常，串列會以中括號 []表示，而資料以逗號分

隔，如下示例：

[1,'tom','1',1.2]

該串列包含整數 1，字串 tom，字串 1及浮點數 1.2。但為方便後續使用，通常無論在 Python

或MicroPython皆會賦予一個名稱，此名稱統稱變數（variable）。此外，該變數不但可代表串列，

亦可獨立作為前述的字串、整數、浮點數、元組及集合等等。舉例而言，將該串列賦予一個變數

名稱名為 yoyo，該串列即可表示如下：

yoyo = [1,'tom','1',1.2]

若使用 print（）函式將 yoyo列印在螢幕上，其結果如下所示：

相同地，我們可使用 type（）函式，檢視 yoyo為何種資料序列，結果如下所示：



12 13

很明顯地，其顯示 yoyo係為‘list’亦即串列。相同地，在 Scratch的變數（variables）工

具列中，亦有一個名叫清單的積木，其英文名稱亦稱作 list。

無論在 Python的 list（串列）或是 Scratch中的 list（清單），基本上它們的意義及功能都是相

似的，只是外觀上呈現的方式不同而已。

另外，亦可命名一個空串列為 yoyo，如下所示：

yoyo = [ ]

空串列在 Python上執行及 type（）函式檢視結果如下所示：

結果表示，yoyo是空串列，相同地其資料序列屬於串列。

以上串列（lsit）係為變數（variable）概念在micro：bit開發上的應用尤其重要，關於串列

更詳細的內容說明，已於翰林國中資訊科技三上課本第二章中介紹，在此不多加贅述。



12 13

三、有限迴圈（finite loop）及無限迴圈（infinite loop）
Python的有限迴圈，亦稱 for迴圈，顧名思義即以有限或特定次數重覆執行一段程式。無

論在 Python或MicroPython皆是相同的語法及使用方法。其語法格式如下：

for 變數名稱（variable） in range（數字）：

  欲執行的程式或函式  ＃此行需壓 tab鍵退縮，因隸屬上一行有限迴圈語法下執行

或

for 變數名稱（variable） in 字串（string）或串列（list）或元組（tuple）：

  欲執行的程式或函式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上一行有限迴圈語法下執行

範例一：請將字串 'yoyo' 列出五次。程式及結果如下所示：

範例二：  請列出名為 name的變數，其資料內容值是字串 'yoyo'，並將其組成字母依序列出。

程式及執行結果如下：



14 15

Python的無限迴圈，亦稱 while迴圈，顧名思義即無條件或有條件情況下，無限次數重覆執

行某一程式。無論在 Python或MicroPython皆是相同的語法及用法。其語法格式如下：

while True：

  欲執行的程式或函式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上一行有限迴圈語法下執行

範例一：請將 'yoyo'字串列出無限多個。程式及執行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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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擇演算法（selective algorithm）及多元選擇演算法（multi-selective algorithm）的概念建立
選擇演算法通常是指，若符合條件式（即布林值為 True）就執行程式一，否則執行程式二，其

格式如下：

If 條件式：

 ◎程式一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if下執行

else：

 ◎程式二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else下執行

舉例而言，有 a及 b 兩變數，分別為 8及 3，若 a較 b大，請列出 a較大；反之，列出 b較大。

其程式編輯及結果如下表示：

結果顯示： a較 b大。

若反過來，有 a及 b 兩變數，分別為 3及 8，倘依舊以同上選擇演算法的程式執行，結果如下：

結果確實顯示：b較 a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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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擇演算法通常是指 2個或 2個以上的單一選擇條件情況，符合某一選擇條件（即布林

值為 True）後，再執行該條件下的程式，其演算格式如下：

If 條件 1： ＃若條件 1符合，即執行程式 1

　◎執行程式 1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if下執行

elif 條件 2： ＃若條件 2符合，即執行程式 2

　◎執行程式 2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elif下執行

elif 條件 3： ＃若條件 3符合，即執行程式 3

　◎執行程式 3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elif下執行

或

If 條件 1： ＃若條件 1符合，即執行程式 1

　◎執行程式 1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if下執行

elif 條件 2： ＃若條件 2符合，即執行程式 2

　◎執行程式 2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elif下執行

else： ＃若條件 1及條件 2皆不符合，即執行程式 3

　◎執行程式 3 ＃此行需鍵入 tab退縮，因隸屬 else下執行

舉例而言，有一變數 a，若其值大於 10就印出「a大於 10」，若等於 10就印出「a等於

10」，若小於 10就印出「a小於 10」

由程式執行結果可知，a = 20時印出「a大於 10」，a = 10時印出「a等於 10」，a=5時印出

「a小於 10」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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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icro：bit開發板應用中，常用到的 Python運算子（operator）種類及函式（function）
簡介

1  Python運算子介紹：

在 Python程式語言中 + , - , * , / 等四種算術運算子分別代表「加、減、乘及除」。另外 > , 

< , == , !=, >= , <= 等比較運算子分別代表「比較是否大於、是否小於、是否等於、是否不等於、

是否大於等於及是否小於等於」。以上相關運算子使用方式，已於翰林版國中資訊科技三上第二

章所述，在此不加贅述 。

2  Python常用函式介紹：

在Python的 time函式庫中，time.sleep（）函式表示等待的時間，以秒為單位。舉例而言，

設計一程式共印出 5次 'yoyo'字串，但每印 1次間隔 1秒，程式設計及執行結果如下：

另外，為添加串列（list）中的資料，需使用到串列名稱 .append（）函式 ，其中欲添加之資料

值置於（）中，該函式應用表示如下：

串列名稱 .append（資料值）

舉例而言，在命名為 yoyo變數的空串列中，添加 1個中文字串，1個整數，1個整數字串及 1

個浮點數，如下所示：

故經由 yoyo.append（資料值） 的函式，即可將上述四種資料型態值（value of data type）依

序添加至 yoyo串列中，先被添加的資料值會置於串列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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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MicroPython函式武功煉丹篇

先前章節提過，由於 micro：bit開發板上的觸碰感測器需要被啟動才得以運作，故需

使用 MicroPython函式庫，將前諸感測器喚醒以獲取資料使用。本次程式開發中，亦將透

過 MicroPython函式啟動 micro：bit開發板上所需應用到的觸碰感測元件，以利本次程式

開發主題「來唷 ~一起學 AI英語玩五科平均」的功能應用與創新。在本章節會以將應用到的

MicroPython函式一一作介紹及說明：

一、display.show（）、display.scroll（）及 display.clear（）函式簡介
由於 display.show（）函式即代表將運算處理過後的資訊，藉由 micro：bit開發板上的

LED面板，以靜態畫面一頁一頁地呈現出來，而 display.scroll（）函式代表將運算處理過後的

資訊，利用跑馬燈的方式在 LED面板上表現出來。至於前述兩函式之詳細使用方式，已於前面

章節說明，在此不多加贅述。另外，display.clear（）函式中的 clear，中文意思是清除之意，故

該函式係代表將micro：bit開發板上的 LED面板畫面全面清除。

二、 button_a.was_pressed（） 及 button_b.was_pressed（）函式意義及功能介紹
英文 button的中文字意表示按鈕，而 button_a即代表 a按鈕，此處使用了英文中單數

第三人稱 be動詞之過去式，即表示過去中 a按鈕曾有被使用者按壓過的記錄。凡走過必留下

痕跡，只要 a按鈕在程式執行等待 a按鈕輸入訊息的期間被按壓，其所有按壓訊息皆會被輸入

至 micro：bit中，作為執行運算的資訊。同理，button_b即代表 b按鈕，其角色及功能如同

button_a所述。關於 button_a及 button_b的按鈕位置，如下圖所示：

button_a
（Ａ按鈕）

button_b
（B按鈕）

pin_logo
（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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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in_logo.is_touched（）函式意義及功能介紹：
pin_logo是指可經由輕觸感應的圖標（logo），如前圖所示。pin在大部分的開發板中所代表

的意義，是指電流訊息進出開發板時的腳位（pin），故又稱 pin腳。

pin_logo.is_touched（）

即指當以手指輕觸 micro：bit開發板圖標時，可接收到受碰觸時所傳遞的輸入（input）訊號

（data）。

四、audio.play（）函式意義及功能介紹：
通常使用此函式前，會先帶入 audio函式庫即 import audio，而 audio的中文意思是指音聲。

因此 audio.play（）函式即代表播放音效的功能，舉例來說，播放快樂（HAPPY）的音效可用函

式如下：

audio.play（Sound.HAPPY）

五、speech.say（）函式意義及功能介紹：
使用此函式前，會先引入 speech函式庫即 import speech，而 speech的中文意思是口語。

因此 speech.say（）函式即代表 AI英文語音的功能，舉例來說，播放 AI英文語音 'English'單字

之函式如下：

speech.say（'Englis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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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來唷∼一起學 AI英語玩五科平均程式

透過Python和micro：bit開發板上觸碰、視聽感觀功能裝置與MicroPython感測器函式結合，

顛覆死板的鍵盤式成績輸入方式及總平均計算，更使程式學習者藉由 Python、micro：bit開發板及

MicroPython間的巧妙靈活搭配下，不僅開發出 AI口說英語操作環境，又可將國中學科國、英、數、

自、社總平均計算地有手感、快感及成就感，這不正是最具體的資訊科技雙語教育嗎？

註記：資訊科技雙語教育 = '程式語言教育 ' + '英語教育 '

接下來開始進入本別冊最重要的篇章，透過micro：bit開發板，以及 Python、MicroPython

程式邏輯演算及語法應用來創作「來唷∼一起學 AI英語玩五科平均程式」之專題，其設計步驟及說

明如下：

一、 將需要應用到的micro：bit函式庫引入至MicroPython中，如下所示：
from microbit import * ＃引入micro：bit開發板內嵌程式庫

import audio ＃引入音聲函式庫

import speech ＃引入 AI英文語音函式庫

二、變數的設立及函式庫的應用：

five_scores = [ ] ＃設立一個命名為 five_scores的空串列（list）

indication = ‘input 5 subjects’ ＃ 設立命名為 indication的字串（string）變數，該字串內

容如單引號內容值所示

speech.say（indication） ＃藉 speech.say（）函式，AI英文語音說出變數 indication的內容值

display.scroll（indication）＃ 藉 display.scroll（）函式，以跑馬燈的方式將 indication的內容值

呈現於micro：bit開發板 LED面板上

subjects = ['Chi', 'Eng', 'Math', 'Sci', 'Soc']  ＃ 設立一個命名為 subjects的串列（list），其內

容值如中括弧內的五個字串所示

subjects_speak = ['Chinese', 'English', 'Mathematics', 'Science', 'Society']  

＃設立一個命名為 subject_speak的串列（list），其內容值如中括弧內的五科學科英文名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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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計一可透過指壓micro：bit開發板上A、B按鈕及輕觸 logo圖標，來輸入五科學科國、英、數、
自、社的程式，並且在每次輸入各科成績完畢後，以 AI英文語音的方式說出已輸入之數字，並將
已輸入之各科成績記憶起來：

for num in range（5）： ＃有限迴圈執行五次輸入成績

 display.scroll（subjects[num]）  ＃ 以跑馬燈的方式在 LED面板上輪流呈現出 subjects

串列內各個內容值

 speech.say（subjects_speak[num]） ＃以 AI英文語音說出 subjects_speak串列內各個內容值

 tens = -1 ＃設立一個命名為 tens的變數，代表輸入成績的十位數數字，啟始值 -1

 units = -1 ＃設立一個命名為 units的變數，代表輸入成績的十位數數字，啟始值 -1

 while True： ＃無限迴圈

  if button_a.was_pressed（）： ＃如果 a按鈕被按壓時

   tens += 1 ＃同 tens = tens + 1 ，表示輸入成績的十位數累加 1

   tens %= 11 ＃同 tens = tens % 11 ，表示取輸入成績的十位數與 11相除的餘數

   if tens == 10： ＃若該 tens餘數為 10時

    display.scroll（tens） ＃以跑馬燈的方式在 LED面板上呈現出 tens餘數

    sleep（800） ＃等待 800毫秒即 0.8秒

    display.clear（） ＃清除 LED畫面

   else： ＃若該 tens餘數不為 10時

    display.show（tens） ＃顯示 tens餘數在 LED面板上

  elif button_b.was_pressed（）： ＃如果 b按鈕被按壓時

   units += 1 ＃同 units = units + 1 ，表示輸入成績的個位數累加 1

   units %= 10 ＃同 units = units % 11 ，表示取輸入成績的個位數與 11相除的餘數

  display.show（units） ＃顯示 units餘數在 LED面板上

 elif pin_logo.is_touched（）： ＃如果 logo圖標被輕觸時

  display.clear（） ＃清除 LED畫面

  grade = int（str（tens） + str（units）） ＃ 設立一名為 grade的變數，其資料值是由輸入

成績的十位數字串與個位數字串相加再以 int（）

函式轉換成的整數值

  speech.say（str（grade）） ＃以 AI英文語音說出方才所輸入的成績

  break ＃跳出無限迴圈

 five_scores.append（grade） ＃ 將每一次輸入成績而成的 grade變數值添加至 five_

scores串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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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將前述已輸入的五科學科國、英、數、自、社成績加總起來，以求得五科總平均，並且以音效及
AI英文語音方式說出該總平均數字兩次。

sum = 0   ＃設立一個命名為 sum的變數，以代表五科學科加總的成績，其初始值定為 0

for num in range（5）： ＃有限迴圈 5次，以利五科學科成績累加 5次

 sum += five_scores[num] ＃ 同 sum = sum + five_scores[num]，表示五科成績累加之用

average = sum/5 ＃計算五科學科加總後的總平均

for twice in range（2）： ＃有限迴圈 2次，表示呈現總平均結果 2次

 audio.play（Sound.HAPPY） ＃播放名為 HAPPY的音效

 sleep（2000） ＃等待 2000毫秒，即 2秒

 speech.say（'average' + str（average）） ＃以 AI英文語音說出字串 average及總成績

 display.scroll（‘ave. =' + str（average）） ＃ 以跑馬燈的方式，在 LED面板上呈現出兩個

字串相加的結果

五、 綜上，將程式編寫於micro：bit Python editor（簡稱MicroPython）官方頁面後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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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點選上圖中 connect後，點選已配對的 BBC micro：bit CMSIS-DAP裝置並連線，如下：

之後再點擊下方圖中最左邊 Flash字樣之圖示，動作至此即代表您已將所設計的「來唷∼一起學

AI英語玩五科平均程式」MicroPython程式安裝（install）至micro：bit開發板晶片中。

程式原始碼 教學影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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