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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本會與彰化縣合推廣科丁教育 
  人工智慧（AI）風潮席捲全球，為推展學生程式設計教育，培養孩子邏輯
分析、問題解決、創意、專注和競爭力，彰化縣政府與科丁聯盟協會攜手合作，
六月廿六⽇上午在縣府中庭舉⾏記者會，縣府教育處⻑鄧進權代表縣⻑魏明⾕

與會，宣布推動本縣今年 20 所⼩學進⾏為期⼀學期的「⼤手牽⼩手科丁(Coding)
教育」課程。鄧處⻑帶領與會來賓在彰化縣鄉鎮地圖上貼上聯盟合作圖⽰，共
同宣布「⼤手牽⼩手科丁課程」合作方案啟動，相信透過科丁學習計畫能夠培

養彰化縣孩子邏輯分析、創意思考、流程控制、解決問題及合作學習等能力，
有效掌握數位經濟的契機，厚植新世代的國際競爭力。 
  鄧處⻑表⽰，未來將是⼀個 AI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發展的社會，縣府為了培

養師生具備程式語言的能力，與科丁聯盟協會合作，並在暑假辦理教師科丁素
養培育計畫系列課程，在下個學期對縣內 20 所學校的學生進⾏科丁(Coding)
教育。 

  科丁聯盟協會理事⻑劉文堂以 Trivago 為例，透過雲端資料庫的擷取，消
費者即可在網路上搜尋比價訂房，創造出數位經濟，科技創新服務是未來趨勢；
唯有電腦程式語言教育向下扎根，才是創造數位世代優質人才的不二法門，能

夠與彰化縣聯盟合作營造普及化的科丁教育，更是別具有意義與價值。 
  本次科丁(Coding)教育課程由科丁聯盟協會提供相關師資及課程內容，透
過暑假的教師科丁素養培育計畫系列課程，逐步推動全縣中⼩學生程式設計活

動，讓學生可以運用所學，進⾏自我挑戰或團隊合作，落實透過運算思維解決
問題之資訊教育⽬標，給孩子們⼀個發現自我、表現自我的最佳舞台。期許學
生們透過電腦程式語言的即早學習、向下扎根，培養符合未來科技潮流的頂尖

人才。 
  與會貴賓還有彰化縣議員賴岸璋、黃育寬、縣府秘書林淑連、吳禎祥、各
校校⻑、各級⺠意代表、地方仕紳等人與會。 

記者會影片：https://youtu.be/soB0vgMbf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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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區 scratch 程式設計初階課程 

～電腦軟體融入各科教學教師實作工作坊 

  7 月 3～6 ⽇於台中教育⼤學舉辦台中區 Scratch 程式設計初階課程，感謝
中教⼤數學教育系陳嘉皇主任的⼤力支持，得以順利舉辦。 

  本次科丁教練培訓，講師江昭漢以 6/27 屏東地區黃文玉老師的教案為基

礎，同時傳授許多好玩有趣的⼩技巧，來豐富 scratch 教學內容；除了 scratch 的
基本運用，加上老師多年的教學經驗無私分享，讓這次的培訓課程非常特別。 

  期盼此次研習能為所有⼩孩開⼀條路⼂引導⼩孩快樂學習⼂並開啟自學能

力的路，⼀條延續 coding 生活化的學習康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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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崇光社區大學教練培訓 
【紀文昌新北市報導】 

  本教練培訓於 7 月 17～19 ⽇舉辦，每位教練及助教台風、口條、幽默感等
等，各具特色!!!感謝新店崇光社區⼤學，提供本協會舒適優質教室及設備，得以
培育科丁教練人才，為兒童程式教育推廣奉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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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科丁教練培訓班 
【邱文盛台東報導】 

台東的老師們超級認真，下課不下課，放學也不離開，佩服佩服-台東科丁的三

天（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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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教練培訓班 
【汪永芬中壢報導】 

⽇期：7 月 2-5 ⽇ 

中壢普仁［科丁教練班］完成培訓，看⼤手們的笑容，就知道成果豐碩。 

⼜有⼀批科丁生力軍加入，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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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中寮偏鄉至誠國小 

~許孩子⼀個雲端的未來 
【中部分會陳俊華南投報導】 

  ⾄誠國⼩的謝澄賢校⻑和學務組⻑王麗玲老師參加1/29-2/1科丁聯盟和
台中教育⼤學數學教育系合辦的 scratch 師資(科丁教練)培訓後，就主動表達
希望科丁聯盟能派師資到⾄誠國⼩協助推廣程式教育(科丁24⼩時scratch課

程)。之後敲定7月初的第⼀個禮拜⼀~禮拜六，每天早上8:00~12:00的科丁24
⼩時 scratch初階課程。 

  全校學生⼀年級到五年級全員參加，經過⼀個禮拜；兩位科丁教練的努力

教學與陪伴指導，最後⼀天共有七位家⻑來參加成果展，孩子們展出了令人驚
艷的學習 成果：興趣盎然、主動學習、創意無限、分組作品豐碩。 

  校⻑頒了感謝狀給科丁聯盟，由中部分會的理事陳俊華教授(建國科技⼤

學資訊網路通訊系)代表接受。校⻑說：『真的非常感謝科丁聯盟給⾄誠國⼩
孩子⼀次學 習程式設計課程的機會，教育部在未來的108年即將實施新課

綱，其中已經正式將程式設計列為7年級學生必修的科⽬，⾄誠國⼩很榮幸有
機會搶先起跑奠下基礎。這些習得的能力也能充分應用在其他課程領域的學
習，引導孩子自動自發的學習動機，建立學習的興趣與自信。』 

 

【科丁小故事】 

  全校學生從⼀年級到六年級全員參加(加上⼀位主任的孩子隨班附讀)，其

中有對家⻑把他們的孩子從南投市送到中寮鄉⾄誠國⼩念書，他們的女兒才⼀
年級，本來擔心能否學得好?結果，她和另外⼀位也是⼀~二年級的組員用
Scratch設計了⼀個動畫故事;孩子⼀旦被啟發，就充滿了興趣主動學習，遇到

困難會主動找老師請教，甚⾄回家跟⽗⺟⼀直討論; 學生主動學習，老師在旁
協助與指點，真是翻轉教育的好典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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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小朋友們展示報告他們設計的模擬世足賽踢 12 碼球遊戲 

 

照片二：校長頒了感謝狀給科丁聯盟，由中部分會的理事陳俊華教授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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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課程結束後的團體大合照 

 

圖片四：左一謝澄賢校長，左二陳俊華教授， 右二黃品喆小朋友，中間是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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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拜訪台中巿教育局 
─許台中孩子⼀個雲端的未來 

【李明倫台中豐原報導 2018.7.13】 

  劉文堂會⻑與 BenQ 明基友達基⾦會童文池執⾏⻑拜會台中巿教育局劉火
欽副局⻑，會商台中巿科丁初級班教師培訓，會中討論相關配合事宜。 
  本次拜會初步決定：由 BenQ 明基友達基⾦會贊助台中巿 20 所⼩學科丁

初級班經費，由科丁聯盟負責教練培訓班。會中並決定，由台中巿教育局於七
月底前指定 20 所⼩學。八月份將由科丁聯盟協會培訓科丁教練，學員分別是明
基、友達的員工和 20 所學校的老師。台中市政府於九月份舉辦記者會並完成派

遣教練任務，交由各校執⾏九月學期開始校園 Scratch 程式設計初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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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中市教練／教師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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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地區科丁請益活動 
【紀文昌北北基報導 2018.7.7】 
  北北基地區科丁請益活動，地點北部科丁道館。 
  饒建奇老師的澎湖科丁種子教師培訓分享，邱文盛老師的多年教學經驗分

享及賴國安老師 scratch 帶隊比賽分享；還有 Ben 的創意分享。 
  利用 scratch 這個工具來讓各科⽬的老師來呈現想要的教學效果!!收穫滿滿
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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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第一個科丁道館成立 
  科丁聯盟第⼀個科丁道館於 7 月 18 ⽇在豐原成立，由中部分會李明倫會⻑
主持，內設電腦教室，可供⼩學生學習科丁，進而來此聚會互相學習練功。 
  道館並於 7/17 開設教練班，培養科丁道館教練，同時儲備台中地區科丁教

練，以因應學校科丁教練的需求。 
※特別感謝廖為同老師和白育南助教，也感謝江昭漢老師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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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過黑水溝的科丁教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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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嘉年華會］ 
(公益活動免費參加)(詳細請看報名網址) 

開放個人報名：親子⼩組共同闖關，六個關卡；課程不同；各有特色，闖關成
功可獲得獎勵品。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1nfojLqw6TunZY97wxe_3Q7SzVvt_
mGVvpYjpk9xBw/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活動⽇期：107 年 08 月 26 ⽇(週⽇) 

親愛的家⻑們好，雲端⼤數據和 Al 人工智慧的時代來了，您能告訴你的孩子；
那是什麼嗎？您知道什麼是程式語言嗎？科丁(Coding)是掌握程式語言的能

力。您的孩子為什麼必需學？ 

請帶著您的孩子；⼀起來參加［科丁嘉年會］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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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作] 
愈來愈多的公司及個人，支持科丁聯盟旳宗旨，出錢出力，⼀起推動兒童程式
語言教育。 

感謝明基友達基⾦會出資協助，而且鼓勵該集團員工接受培訓，成為科丁教練。 

歡迎加入科丁教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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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全國大學院校與國小名單] 

編輯中... 

請各區提供本學期及下學期名單 

(含⼤專院校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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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學⼀點...】（拋磚引玉，請各位前輩提供優良 coding，⼀起來學習） 

由 Scratch 計時器 → 鐘面計時器 

Scratch 計時器如下，移動的貓在計時時間到，就停止移動。 
⼀般的程式碼如下： 

     

◆ [舞台]倒數計時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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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不停走路 coding 

 

◆ [舞台] 加上詢問時間的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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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設計成鐘面計時器，則要考慮到分針和秒針的移動速率，比較有挑戰。 
有四個角色：鐘面、分針、秒針和結束畫面。 

 

四個角色：  

◆  鐘面 

 

鐘面：定位到最下層，尺寸設為適當（50%)，不斷定位到適當位置 (-17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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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針 

 
分針： 定位到鐘面的中心點（造型中心），移到上層 
面朝著...計算角度（每分鐘 6 度） 
不斷地每隔 1 秒走 0.1 度 



                              科丁聯盟協會會訊 七月號 

月刊號 201807- 22 

◆  秒針 

 
秒針：定位到鐘面中心點，將詢問的時間（分）換算成秒，面朝...（角度計算）度，走的速
率為每秒 6 度，時間到→Game Over 
 

◆  結束畫面 

 
標準結束畫面程序 
你可以試著做做看哦！（不是唯⼀答案，可以試試其他方法....）  ◇ 程式設計／陳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