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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花蓮科丁嘉年華報導 

【【【【報導報導報導報導 01010101】】】】科丁嘉年華科丁嘉年華科丁嘉年華科丁嘉年華…………親子闖關玩科技親子闖關玩科技親子闖關玩科技親子闖關玩科技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今（13）日舉辦「107

年智慧教育成果-科丁嘉

年華」，來自縣內 38 所

國、中小學，超過 500

位親子參加，現場設置六

大關卡，親子攜手體驗

3D 列印、設計胸章、共

玩桌遊等，展現花蓮縣智

慧教育成果，並提供親子

共學機會。 

  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輔導員邱文盛指出，花蓮縣近年來雖然積極推展創

客、科丁（Coding）、運算思維等課程，但許多家⻑對此其實並不瞭解，要培

養未來人才，除了學校方面努力，家庭的參與也不可少。 

  透過「科丁嘉年華」安排的六個關卡，親子可以設計胸章、設計程式、繪

製 3D 圖、以 3D 列印筆創作並共玩桌遊，邱文盛老師說，這些關卡的材料都相

當簡單，無論是網路免費軟體或

是可以便宜價格買到的素材，甚

至完全不必使用電腦的「桌遊」，

都是訓練孩子運算思維、動手操

作的方法，家⻑在家也可以跟孩

子⼀起玩。 

  帶著三個孩子⼀起來參加的

家⻑蔡如溱女⼠就說，孩子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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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開始，在學校接觸「機器人」，

以往只覺得那是玩耍，這次跟小孩⼀

起體驗過才發現，這些課程不僅新

奇、有趣、又極富教育意義，尤其 3D

筆，讓她也相當心動。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劉美珍

說，以往大家都說「得語文者得天

下」，但是「得 AI 者才能得未來」，

花蓮縣希望培養未來的人才，除了學

校之外，更期待家庭能夠⼀起參與。 
 

 

【報導 02】親子闖關…關主全是國中生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舉辦的「107 年智慧教育成果-科丁嘉年華」，超過 500

位親子分組，展現手作、想像力等能力，闖過六大關卡，⽽每⼀關都由花蓮縣

立花崗國中學⽣擔任「關主」，既要解說規則，又要⽰範操作，個個展現「⼀

夫當關」的氣勢。 

  「3D 藝術家創作」的關主之⼀，七年級的沈昕蓉同學說，這⼀關使用的是

「3D 列印筆」，這支筆的原理，就像熱熔槍⼀樣，將材料加熱後熔化、接觸空

氣後就冷卻，因此，無論往平面或立

體，都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圖型，甚

至還可以運用「黏著」特性，組合出

想要的作品。 

  侃侃⽽談的「關主」，充滿自信，

花崗國中主任林佑信說，這就是學校

積極爭取，讓學⽣擔任關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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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希望讓學⽣能夠從中學習知識，

更藉此展現自信。 

  同樣擔任關主的七年級施育凱就

說，為了擔任關主，9 月 29 日、30

日兩天，特別來參加特訓，這段期間

也⼀直反覆練習，不只要講解清楚、

⽰範確實，還要保護使用者安全，他

自己使用 3D 筆，就被燙到好幾次！

⽽這次闖關的親子「沒有人被燙到」，就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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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推動資訊向下紮根 

與新竹市政府、明基友達基金會一起努力 
【本協會新竹報導 2018.10.12】 

  新竹市政府今（12）日於青草湖國小辦理「科技教育向下札根，培養程式

設計小子」記者會，市府教育處與明基友達基金會、非營利組織「科丁聯盟」

合作，在竹市 10 所國小推動 Scratch 程式設計課程，並透過師資培訓計畫，讓

教師成為程式設計教練在國小推動科技教育。 

  教育處⻑李芳齡表⽰，「科技教育向下札根，培養程式設計小子計畫」是

為推動竹市新課綱科技教育，將全市資訊課程向國小延伸。此次授證的青草湖、

東門、載熙、高峰、舊社、新竹、香山、竹蓮、科園、建功等 10 所小學，率先

申請科丁營隊資源，讓小學⽣學習 Scratch 程式語言，利用積木式的拖拉指令

建立邏輯概念，幫助小學⽣迅速理解程式設計背後的邏輯，培養程式設計知識

與創造力，未來將持續推到全市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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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草湖國小校⻑許慶恭指出，明基友達基金會與科丁聯盟的免費師資培訓

課程，解決國小現場推動科技教育的師資問題，教學組⻑蔡麗卿在暑假參加完

培訓課程之後，對於開學後的營隊課程與教學的專業知識非常有信心；許慶恭

說，坊間程式設計及機器人課程較為昂貴，免費的 coding 營隊課程，讓弱勢家

庭的孩子也可獲得相關資源，只要在營隊第⼀堂課闖過 20 關，即獲得成為「程

式設計小老師」機會，也增加學⽣學習自信心。 

  科丁聯盟理事⻑劉文堂指出，「科丁」兩字是「Coding」譯音，又有「科

學園丁」的含義，希望藉由親子共同遊戲、探索、體驗等闖關活動方式，學習

程式設計，開發孩子多元能力，培育國家未來科技資訊人才，並增進親子互動

關係。劉文堂回想自己在國外工作時，感受國外的國小學⽣就能將程式設計學

得好，所以下定決心要回國培養我們下⼀代具程式設計的能力，他感謝明基友

達基金會資金贊助及新竹市政府的協助，讓他的夢想能在竹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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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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小子―高聿鎧 

就讀學校 義興國小五年級 

孩子姓名 高聿鎧 

推薦人  楊偉宏 

孩子作品 Escaping from the fire hydrant 4 

教練評語  

我的教學主軸在於引起孩童對於程式的興趣，以及盡情發揮創造力來

做出與眾不同的遊戲作品。這位孩子將一個平凡無奇的接硬幣遊戲，

融入了計分、商城、以及紀錄使用者名稱等等新穎功能，做出了一個

全新、有趣且非常有創意的一支專案！期待這位學生的後續發展，相

信他能繼續發揮自己的創意點子，以及在這程式的跑道上持續奔馳下

去！ 

    
參考網站參考網站參考網站參考網站 https://scratch.mit.edu/studios/533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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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科丁親子班週六科丁親子班週六科丁親子班週六科丁親子班    
【協會台北報導】 

  台北市平等國小科丁

親子班，在每個周六早上

時段 9:00~12:00，由爸爸

媽媽帶著心愛的孩子，一

起學習科丁。其中有一對

母女，讓我們想要分享。

媽媽本身對於電腦的操作

不太孰悉，女兒雖然是第一次接觸 scratch，但也透過媽媽講話的內容，把他表

達到 scratch 的作品上，讓我們感動，因為有家長的參與，在家長參與的過程中，

看到了自己付出之後，孩子的程度得到了全面的提高，這樣不僅可以有效提高

父母主動參與的意識更能了解小孩的想法。

https://scratch.mit.edu/projects/254119518/#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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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的科丁精神 
【新竹市-建功國小-李怡瑩老師】 

  帶程式設計團隊，⼀開始抱著戰

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但聯盟給

予我⼀個信念是，不需要學員複製教

練的程式，只要指導程式積木的使用

方式，讓學員從做中學，錯誤當中去

修改，三堂課下來不僅看到學員從中

獲得成就感，也讓我更了解 Scratch

的用法，更精進了程式組合方式。在

過程中，出了⼀個動畫題目—我們的

海洋，先前找了幾段有關海洋的網頁、影片與書籍讓學員參考，希望激發他們

的想像力，再去設計劇本，演出⼀段屬於學員想像中的海中奇緣，其中⼀位學

員連做了 5 個版本，情節、對話⼀幕幕的增加，他說：「真是太有趣了，我還

要繼續做第六個版本。」雖然他的故

事風格傾向搞笑版，若要參加動畫比

賽可能也難以上榜，不過他樂在其

中，我也就不多加干涉了，附上學員

製作第五版的海中奇緣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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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山裡的科丁聲―奇美國小 

【文：奇美國小洪宿珠老師、吳浩瑋老師】 

  程式設計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邏輯思維及刺

激創意發想，而不是訓練出一位工程師，就像中

文系是為了培養人文素養及美感觀照，而不是訓

練出一名作家。為了讓奇美的孩子能接觸更多元

的課程、有更廣泛的學習，我們申請了科丁聯盟

的計畫。 

  我們現在的課程以 Scratch 為主，孩子利用

積木的堆疊，讓人物有了動作、對話；讓場景有

了不同的變化，並運用自己的創意，建構出一完

整的作品。為了做出自己心中完美的作品，每個

孩子都卯足全力認真學習、遇到問題會主動提

問，因為他們正在完成自己的創意，是為了「自己」而學。孩子思考著要如何

堆疊積木，才可以做出自己理想的畫面，這就是邏輯的培養；每當堆疊出一組

積木，看著靠自己雙手創作出來的成果，孩子們更加躍躍欲試，這就是最好的

增強！ 

  在這超高速資訊的年代，科技幾乎以光行進的速度在發展，因此這方面的

學習是不能等的，我們很感謝科丁聯盟協會及

花蓮教育夥伴們的幫忙與協助，讓我們這群生

活在山裡(奇美部落)的孩子，有機會接觸這不

一樣的思維與學習，我們期待透過 coding 課程

設計與學習，增進孩子們的邏輯並啟發創意思

考，讓孩子們感受到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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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教練班陸續展開 
【協會各區報導】 

  因應協會於全國各地區國小

推廣程式語言的進展，訓練有素

的科丁教練需求日殷；也為下學

期各地區校園科丁初級班準備足

夠的教練，近期內於各地區紛紛

開設科丁教練初級班，培養能進

入校園，散播科丁種子的園丁，

也為培養台灣未來科丁少年英雄

盡⼀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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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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程式都「不⼀樣」    
  編寫程式，要有不⼀樣的想法；不是只有模仿，要有創新的成份在裡面… 

  這裡是⼀個「潛水漁夫射魚」的遊戲，畫面上有⼀個潛水漁夫，拿著魚槍，按空間棒後，

會射出魚叉。大大小小的魚由右邊出現，游向左邊，也消失在左邊；漁夫射到魚會「得分」。

計時 3 分鐘，得分高者獲勝。 

  【不⼀樣的想法】a. 配合海洋環保，魚的尺寸小於 20、大於 40 魚類不能射，射到扣 5

分；其他尺寸魚類可以射，射到加 3 分。b. 魚在距漁夫⼀定距離，會「逃竄」c. 左下角有

漁夫的臉。 

◆ 程式畫面 

 

◆ 角色：   

◆ 程式參考網址：https://scratch.mit.edu/studios/5339079/ 

※ 程式撰寫／陳瑞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