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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新里程碑 

全台 250 所小學同步開課 
  新的學期開始 全國各地紛紛開始本學期

的校園小科丁社團活動。統計到九月底止 全

國共計 250 所小學開辦科丁社團 並由各地區

科丁教練班培訓出來的教練們 實際進入校

園 開始撒佈科丁種子。祈天祐台灣 使科丁

種子 發芽成長 成為未來台灣大樹。  

以下是全國各地區開課的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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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商在圓山 
【科丁聯盟台北圓山報導 2018.9.26】 

旅居世界各國的台商 是台灣經濟奇

蹟的貢獻者。九月廿五 廿六日 在圓山

舉行「世界台商大會」。科丁聯盟散播台

灣未來科丁種子 需要有遠見台商們的支

援。九月廿五日起 兵分兩路 由本協會

劉文堂理事長率科丁志工們 一方面在大

會會場上 劉理事長為台灣孩子的科丁未

來發聲 廣邀全球台商 加入科丁聯盟在

台灣的科技教育革命 一起出錢出力 共

組全球台灣科丁隊伍 另一方面於展覽會

場 由劉理事長夫人率隊 廣發科丁聯盟協會宣傳小冊 向詢問的台商說明科丁在台灣現階

段發展與表達對科丁教育的熱情  

由於本聯盟的宣導 驚見台商熱烈支持 在展場上 不斷有台商來詢問本聯盟在台灣為孩

子們所做的努力 並給予強大的支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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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花蓮科丁嘉年華 

 
為了 10/13 辦理全縣的科丁嘉年華活動，花崗國中的師⽣和校⻑假⽇仍在學校努⼒精

進，希望來參加嘉年華的學員都能滿載而歸。非常感謝花蓮縣教育處縣網中心許多高手前來
指導，讓我們的學⽣短時間內迅速成⻑，看來有許多⼈已能獨當⼀⾯擔任關主，學⽣們願意
展現積極的態度是我們最樂意見到的。如果有任何國中小的學⽣想報名參加 10/13 的科丁嘉
年華，我們仍非常歡迎接受報名喔！請來電 03-8323924-211 找王小姐報名即可。 



                               科丁聯盟協會會訊／九月號 

 科丁月刊 9 月號 page 5

桃園科丁啟航記者會 

 

【科丁聯盟桃園報導 2018/09/25】桃園市科丁
啟航記者會，9/25 於桃園陳康國小舉行。感謝
「明基友達基金會」熱情贊助科丁計畫所需經
費，並促成明基友達員工參加科丁教練的培訓，
出錢出⼒貢獻科丁計畫。 

本協會率領桃園地區 20 所學校教練團隊，投入
桃園市資訊科技教育行列，提供弱勢孩子利用課
餘時間強化資訊能⼒。為了培養學⽣創造⼒及程式能⼒，本協會提供國小學⽣積木式的程式
設計軟體（Scratch ）初階課程，讓學⽣”玩中學、學中做”，進而將程式教育向下紮根，

使孩子們能共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並提升研究、
改進的能⼒，並加入校園環境為背景，提升學⽣觀
察⼒也讓他們發揮創意，提升學校相關特色，相輔
相成。科丁教練團隊也透過引導式教學，⼀步⼀步
帶領學⽣進入程式的世界。學⽣們經過⼀連串的分
析整合、邏輯訓練，進而習得『自主學習』以及『創
意激發』兩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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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AI 的時代 
～雲林縣啓動科丁啓蒙教育計劃 

【科丁聯盟雲林報導
2018/9/20】 

為讓雲林子弟提早接觸程
式語言，雲林縣政府和科丁聯盟
協會聯手推動科丁啓蒙教育計
劃，縣內有 25 所小學加入科丁
初級班的行列，今(20)⽇在親⺠
大廳舉辦記者會，縣⻑李進勇、
縣議員蔡岳儒、古坑鄉⻑黃意
玲、科丁聯盟協會理事⻑劉文
堂、虎尾科大副校⻑楊達立、雲

科大資管系主任莊煥銘等⼈，以及 25 所小學校⻑共同見證 AI 教育啟蒙計劃在雲林
正式啟動。 

李縣⻑表⽰，感謝科丁聯盟協會能夠提供雲林縣 25 所小學開辦科丁學習課
程，此課程可以讓孩子們早⽇接觸到程式語言學習環境，加速雲林子弟與世界趨勢
接軌，更希望藉此將⼈才留在雲林；今天的活動只是第⼀步，希望未來程式語言的
學習能夠推廣到雲林學校的每⼀個⾓落，讓雲林邁入 AI 的新世代。  

科丁聯盟協會理事⻑劉文堂表
⽰，跟學習任何語言⼀樣，程式語言
越早學越好，這學期科丁聯盟協會在
全國 250 所小學開設科丁初級班，雲
林就占了 25 所，之所以有這麼高的比
率，是因為教育處和各小學的積極配
合，以及老師們熱情參與，讓籌備工
作非常順利，希望在短時間內能展開
第二期計劃，讓程式語言的種子在雲
林普及。 

爲了科丁教育的在地化，科丁聯盟協會與環球科大合作，在 8 月底已順利地培
訓了縣內 30 多位由國小老師和大學⽣組成的科丁種子教練，肩負第⼀期 25 所小
學科丁初級班主要教師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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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是英文 Coding 的音譯，也有
科學園丁之意，由於以雲端大數據為中
心的 AI 時代來臨，編寫電腦程式語言
（coding）的能⼒成為世界之趨。 

今⽇的啓動儀式由鎮⻄國小打擊隊揭
開序幕，在各校⻑們上台接受課程贈送
後，也宣告啟動雲林邁向 AI 時代的第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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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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科丁計畫記者會 

 
【本協會台中市報導 2018/9/14】 

繼台中地區於八月十八日教練／教師班結訓後，於本學期開始，隨即展開各校

的科丁社團成立活動。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並於 9 月 14 日於烏日國小舉辦「台中市

科丁計畫」啟動儀式。明基友達基金會童

文池執行長、林㦤貞秘書及社團法人科丁

聯盟協會徐國鑫秘書長、中部分會李明倫

會長、中部分會陳瑞宜秘書長、理事及本

協會志工老師們共襄盛舉。 

本學期台中地區校園小科丁程式設計

初階課程，由明基友達基金會捐贈，並由

本聯盟研發程式設計教材、及培育各校程

式設計種子教師，台中市截至目前，共計

32 所國小參與本學期的社團，並在課堂

中實施程式設計教學。 

捐贈議式由台中市教育局劉副局長

主持，並遞送明基友達基金會及本協會感

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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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友達教練班結訓 
一群熱血的年輕人，成為程式教育的中堅  

【本協會報導 2018.9,14】 

本協會自從獲得明基友達基金會的贊助 該基金會不僅贊助本學期五十所國小

程式設計初階班課程經費 同時也發動相關企業、公司從業人員、工程師們 投入

科丁志工的行列 於桃園、新竹、台中各舉辦「科丁教練培訓班」。各地教練於九

月中旬陸續結訓 頒發結業證書 並積極投入 到各校擔任志工教練、助教。 

感謝明基友達基金會的贊助 使科丁教育在台灣推廣更加得力 也祝福各地的

年輕工程師們 加油了,,,陪孩子成長的同時 自己也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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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科丁的由來 
同學會變科丁聯盟 

「科丁聯盟協會」就是一個由同學會產生的故事 劉理事長移民德國從事電腦行業數十

年 曾擔任歐洲臺商會總會長 去年退休返回臺灣。第一件事情就是參加同學會 四十年前

的老同學相逢 吃吃喝喝 熱烈暢談過去話題 又繼續約下一次。直到第三次後 同學驚覺

老是談過去  越來越老掉牙 於是大家商討應做些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事情。劉理事長發現

國內的電腦程式語言教育 還留在專業科目的範圍 而在德國電腦程式邏輯編寫(Coding 音

譯為「科丁」)能力從小就很普及 因為這是未來社會主要行業的工作都須要具備的。所以

德國非常重視從小學就培養孩子學習 Coding。於是 他提議推動臺灣的「程式語言教育」做

公益 感性同學會變成了理性「科丁聯盟協會 Coding Nations」 臺灣也多了一股電腦暖流。

教育部於一 O八年課程綱要新增了科技領域電腦學科 以迎接 AI世代的來臨 在國中教育階

段學習重點需要提供科丁課程內容。但劉理事長的德國經驗主張國小學生就要開始學習 且

大量培訓科丁教師已刻不緩。我曾當校長目前是聘任督學 了解學校教育現況和一 O八年課

綱 我也認同這個理念 樂意協助科丁聯盟 希望學生都及早學會 Coding。 

 

及早學習程式設計 

AI 世代已正式來臨 全世界企業的營運模式以及人與人的互動模式 徹底被顛覆了 有

些學校也翻轉了 少數開始推動程式設計 才能與電腦對話 利用科丁指揮電腦。雖然程式

設計只是科丁的一部份 但已經可以讓你成為邏輯思考和解決問題高手了 臺北市忠孝國中

九年級的王品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品翔是二 O一七年網際網路程式設計全國大賽國中

組冠軍得主 將代表參加國際資訊奧林匹亞。他在小學開始接觸程式設計 就一頭栽進程式

設計的世界。他表示 小學開始接觸程式設計領域覺得很好玩 上了國中雖然課業壓力重

但覺得自己在這方面有天分又有興趣 就繼續學習。老師提供講義給他自學 他大部分都能

看懂 不會的就上網找資料 學習以不同思考方法解題。他喜歡午休時間練習解題 每天放

學回家第一件事也是先練習解題半小時 學習程式設計讓邏輯思考比較快又完整 對課業也

很有幫助。優異的演算方法 和勇於嘗試的解題膽識 使他的數學成績表現非常傑出。王品

翔說 「希望未來能進入微軟 成為一流程式設計工程師 開發更多軟體。」 

 

玩電腦不被電腦玩 

我們期待王品翔未來能如願進入微軟公司 開發更多軟體 更希望聽過劉理事長的德國

經驗以後 鼓勵平常還在「被電腦玩」的孩子 找機會接受科丁教育 早一點跟 AI對話。培

養在二十一世紀需要的四種能力 創新的能力、獨立自主思考的能力、主動的動機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 就會越容易實現 成為電腦的主宰 而不變成電腦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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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推廣小手冊＆背心 

為使推廣科丁更加順利，本協會印製宣傳小冊子，內容豐富，適合科丁理念宣

傳、募款活動等。已發送至各地區教務主任處，請各位志工老師、科丁同道們

加油 …. 另，製作活動背心，現已完成，近⽇發送到各地區，請於活動時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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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學⼀點...】分身編號 

題目 產生分身時 賦予每個分身一個編號 

程式說明 按空白鍵 左球向右移動。當左球碰到右球時 右球會分

裂(分身)成很多個小球 並各有自己的編號 左球(造型二─紙

飛機)碰到右球分身(小球) 程式結束。 

變數 右球有兩個自己的變數(區域變數) speed→球速、T01→分身

各自編號。區域變數是本程式設計的關鍵。 

◆  向右移動的球 

◇ 按空白鍵向右移動、碰右球 廣播 停止這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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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接收廣播 

 
自身接收播廣「分為二」後 不變向滑鼠移動 如果碰到右球(分身後的球) 則停止程式。 

 

◆  右球 分裂(分身)的球 

◇ 定位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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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分身 分身性質定義 

 

 

◇ 當分身產生後的動作 

 

 

※ 程式撰寫／陳瑞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