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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聯盟 107 學年度 

旗 開 得 勝 
  暑假期間全國各地區紛紛開辦程式教育教練 教師培訓班 其中

也包括澎湖與金門教練培訓班。八月底前 各教練班陸續訓練完成

為即將到來的 107 學年全國科丁教育 注入全新的活力。同時 科丁

聯盟推出「教練備課網站」 幫助全國科丁教師於各校校園小科丁上

課前的備課...展現本協會支援全國所有科丁教練 成為科丁教育中堅

分子的決心。 

  新的學期 即將有 300 所以上全國各地區國小成立科丁社團 為

台灣的科丁教育空前盛況記下一筆。全國科丁教練們 加油 x N 一

起為台灣的科丁教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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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科丁嘉年華 
─台灣今年最盛大的科丁盛會 

【本刊八月 26 日土城中華中學報導】本年度(2018)科丁嘉年華於 

土城中華中學舉行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微星科技、科丁聯盟協會、

中華中學協同舉辦。新北市政府全力支援 朱立倫市長親自致詞 開

始一天的闖關遊戲。下午五點準時結束 真是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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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影片紀錄  

開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dhfM15ZTAM&featu

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l1XeHyJ8MA 

闖關記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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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丁聯盟簡介： 

  利用視覺化、模組式的程式語言 用拖曳、組合的方法 免指令輸入的困

擾 來創造互動式故事、動畫、遊戲、音樂和藝術 提高思考層次。完成的

作品可上傳到官方網站 分享給世界各地的小朋友 可以結交到各國的好朋友

培養國際觀。 

  科丁聯盟成立全國性社團法人來推廣。科丁乃取 Coding 的譯音 又有科學

園丁的含義 符合我們推動青少 學習電腦軟體創作的教育工作。本團體是一

個非營利社團 希望能有 同的個人 學校 補習班 企業 社團加入 故以

聯盟命名。 

  Coding life 是我們比較準確的主張 今天大多數的人是在別人的 Coding

下過 life 例如電玩 手機 App 信用卡 導航 交通 甚至 Shopping。我們

希望新的下一代有愈來愈多能 Coding 的人 唯有有 Coding 能 的人才能創新

才能掌握自己的 life。 

  科丁聯盟協會為推展青少年 coding 積極培養 coding 種子老師 由種子老

師來教導青少年的 coding。透過 coding 促進親子關係、培養邏輯分析、啟發

創意思考、學習流程控制、解決問題、合作學習…的能力 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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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台塑六輕合作 

─讓雲林程式設計教育如鷹展翅 

  教育是百年大計，從敦親睦鄰開始，由點到線到面，短、中、長
期的規畫，一起全面規劃，從雲林出發～在雲林縣議員沈銘恭和古坑
鄉公所秘書盧瓊枝的陪同下，本協會劉理事長和科丁雲嘉南區召集人
曾婧玲，再次拜訪麥寮六輕，報告雲林科丁啟蒙教育計劃，尋求台塑
企業支持。 
  本次拜訪，拜會了麥寮管理部陳文仰副總、沈議員和黃協理，氣
氛更為融洽，午餐並品嚐著名的台塑牛排。 
  了解科丁聯盟的宗旨後，陳副總覺得有意義，決定協助向總部申
請計劃補助。 
  由於雲嘉南區科丁第一期 25 所小學的規劃都在山線，陳副總非
常關心海線小學的教育，希望我們也能把科丁班課程擴充到海線。 
  知道因為地處偏遠；師資不易找，會中提議合作，由科丁聯盟負
責培訓六輕的員工成為科丁教練，由六輕的科丁教練開辦海線小學的
科丁課，當場達成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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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大學教練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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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30 日培訓，主要針對金門大學的學生，包含陽光天使社、科普
志工社、機器人社與資訊志工社，以及其他以興趣的家長或志工媽媽。
至於國中小教師，將於開學後 9 月或 10 月份，與縣網中心合辦師資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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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中區結訓及授證 
【本刊台中報導 2018.8.18】 

  本次參與培訓的教師，均為台中區各校教師，本次培訓班的目的即是：各
校教師能於結訓後，在各校成立社團；並本協會提供必要的課程教案、課程錄

影及後續的課程研討。所以，於培訓開始前，各校教師們即已宣示回校後要自
行開課...真是非常棒的一群教師。 

  課程中，講師陳記住以如何讓世界變得更美為開場，帶領卅多位教師模擬

學生上課時會提出的問題及反應，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讓每位教師立即上手、
收穫滿滿。 

  在充滿熱情與能量的結業式中，各教師讓要來的這一學期的校園小科丁，

滿了盼望；這麼說吧，這一期的教練們實在是太優秀了。 

 

 

 

 

 

 

 

 

 

 

 



                               科丁聯盟協會會訊 八月號 

 科丁月刊 8月號 page 8

明基友達教練班開訓 
一群熱血的年輕人，成為程式教育的中堅  

【本刊台中友達報導 2018.8.16】 

為了台灣的下一代  

自天上班 晚上繼續充電  

透過陳記住老師幽默逗趣的上課方式 暫時忘卻一整天的疲憊 

 
 

 

 

 

 

 

 

註：明基友達基金會贊助本協會，於桃園、新竹、台中各國小成立校園小科丁社團，並於桃

園、新竹、台中三地同時開設「科丁教練培訓班」，鼓勵員工成為科丁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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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廣善緣拓廣善緣拓廣善緣拓廣善緣，，，，結合社會資源結合社會資源結合社會資源結合社會資源    
新竹縣科丁教練班圓滿結訓新竹縣科丁教練班圓滿結訓新竹縣科丁教練班圓滿結訓新竹縣科丁教練班圓滿結訓    

【本刊新竹縣報導】向社會傳播學童科丁教育觀念，本協會科丁教練班，首度
嚐試與寺廟及里集會所結合，拓寬觸角，讓兒童科丁教育的觀念，更寬更廣的
落實於社會中，嚐試走出校園和課堂，落實於生活和社會間，逐步實現 coding 

life 的願景。圖為新竹縣教練班，結合竹北天后宮、竹北福德里集會所資源，圓
滿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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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敬高職教師研習 
劉理事長受邀分享科丁教育 並協助該校下學期開始 每個高一學生都要上

Scratch 程式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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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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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未來小子】 

親愛的科丁教練們 當我們在校園中努力地陪孩子練習 引導孩子程式概念及

快樂地創作時 睜開我們的雙眼 細細尋找 隱藏在孩子們心中的偉大夢想...

請幫忙本刊 尋找未來明亮小科丁 並推薦到本刊。 

 

推薦格式(樣本) 

就讀學校 中華國小四年級 

孩子姓名 王小明 

推 薦 人 陳科丁(教練的名字) 

孩子作品 老鼠、蟑螂與貓.sb2(檔名) 

 (作品請上傳「尋找未來小子」

 https://scratch.mit.edu/studios/5339079/) 

教練評語 (請敘述...) 

 

我們將在本專欄中 為孩子報導他(她)的作品 並給予適當的鼓勵。 

未來小子 在我們的眼中...各位教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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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學一點...】（拋磚引玉，一起來學習，請程式設計先進們不吝提供哦。） 

兩個物件同時消失的程式技巧 

(Frame Delay) 
情況：程式設計時，有時候需要兩物件碰撞後，一起消失。但在下例中，當子彈碰到貓時，

因為子彈先消失了，貓會偵測不到「被碰撞」，而沒有消失。使用 Frame Delay技巧，

可以讓兩物件同時消失。 

目標：兩個物件碰撞，同時消失的程式技巧。 

 

◆ 四個角色：  

◆ 變數：沒有 
◆ 清單：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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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消失的貓 

 

 

◆  消失的子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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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消失的貓 

 

 

◆  和貓同時消失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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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 Delay技巧： 

 
增加兩行程式，多了一點電腦時間，可以同時（幾乎同時）處理兩個物件的消失指令碼。 

 

※ 程式撰寫／陳瑞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