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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中地區校園小科丁結業報導 
【僑孝國小】 

  『藉由 Scratch 程式語言學習，啟發

電腦程式語言學習動機和興趣，使學生具

備程式設計、邏輯思維能力，培養耐心與

專注力，提昇未來競爭力。』 由社團法人

科丁聯盟協會提供資源，本校弘彰、名珊

老師擔任授課教練的「Scratch 程式語言課

程」班(初級)課程活動，辦理結業及成果發

表活動。感謝中部分會秘書長 陳記住老師

賢伉儷的蒞臨指導，感謝明基友達基金會的資源挹注！  

  大手牽小手的發表方式，期待讓孩子們不僅能用程式語言和機器(電腦)溝通， 

更懂得用分享的語言和別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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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厝國小】 

  本校自 10 月 1 日起至 11

月 26 日⽌，利⽤每週⼀下午辦

理何厝國小程式設計社團，感謝

科丁聯盟協會的協助、明基友達

基金會的贊助，使學生能免費學

習 24 小時的課程。本社團成立

後獲得家⻑的肯定，共 27 名四

年級學生幸運的參加本社團，期

間每個小朋友都能⽤ Scratch 程式設計軟體創作出小遊戲哦！ 

  在 11 月 26 日的結業式中，科丁聯盟陳記住秘書⻑及黃理事蒞臨指導，校

⻑也勉勵學生珍惜機會，在未來發光發熱。課程由資訊組⻑陳勝裕老師親自授

課，也感謝黃思榕老師擔任助教⼀同指導。結業證書上寫著，「學習結束才是

開始，期待你以後有更好

的表現」，小朋友的未來

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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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欣國小】 

 

 

 

 

 

 

兩個月的科丁 Scratch 程

式語言初階課程結業

囉！ 

  這兩個月來，對程式

設計有興趣的學生，利⽤

週五放學後的時間，留下

來學習，在佳蓉老師指導的 Scratch 課程中，孩子們快樂的學習、熱烈的討論

並實作，每個人都完成了 8 個作品，非常的有成就感。 

  感謝明基友達基金會提供資源，感恩社團法人科丁聯盟協會提供教材、文

案設計及師資培訓，希望這科丁的苗種能在宜欣繼續成⻑茁壯，開出朵朵美麗

多彩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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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國小】 

   

 

 

 

 

 

 

  



                            科丁聯盟協會會訊／十一月號 

 科丁月刊 11 月號 page 7

【陳平國小】 

  

  

【松竹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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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豐年國小科丁班 
  我們是臺東大學的大四生，

我是許智揚，就讀於臺東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而我是黃雅惠，就

讀於臺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擔

任本學期臺東市豐年國小的科

丁教練。在今年暑假前，看到科

丁聯盟與學校的合作，希望大學

生可以加入科丁教練團，成為⼀位在數位教育上⼀起努⼒的⼀員，科丁翻轉我

們既有對國小的電腦課是要學習 photoshop 或是非常好色…等工具，而是要讓

小朋友們利⽤視覺化程式積木來創造、思考，學習與他人分享合作，這也促使

我們為什麼加入科丁的原因。  

  在暑假短短的四天集訓中，每天都很充實地學習

Scratch 的操作與其概念，從各功能的介紹到動畫，最

後是遊戲設計。不管是哪⼀種活動，都讓此研習過程中

的我們不斷地思考要怎麼解決問題，藉由此集訓，我們

能快速地學習方向與掌握方法。 

  而以上的集訓除了讓我們快速地學習，更多的時候

是在豐年國小的教學現場快速成⻑，有許多外在因素是

老師要和學生們⼀起解決，像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帳號與

作業、要如何讓小魚偵測顏色，

或是學生自己寫出的遊戲不同的積木可以達到相同的

事。 

  每個程式邏輯概念的不同，造就積木寫出來的結果、

執⾏效率也會不⼀樣。教導小朋友的這段期間，有更多

的時候，是教學相⻑，讓老師與學生不斷地去探究、拆

解問題，分析、應⽤各項解決方式，並帶入執⾏可⾏性

高的方法來達成目標，我想這就是科丁教練所需帶給小

朋友的教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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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科丁教練班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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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科丁盃 

Scratch 創意賽 

廣邀全國各地參加本協會校園小科丁課程的小朋友們，

一起來參加本年度全國科丁盃 Scratch 賀年／聖誕節程

式語言創意賽。 

各位小科丁們，發揮你的創意―動畫、遊戲均歡迎報名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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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教練證頒發 
  本協會自創會以來，訓練無數科丁教練。自本年（107 年）起，凡參加科

丁教練班結訓，並進入學校實際參與校園小科丁課程教學，達 24 小時之教學經

歷者，頒給本協會合格教練證，樣本如下。 

  請各區教務主任，整理各區合格之教練，匯整至本協會，統⼀於本年度會

員大會中頒發。教練之資格審核，由各區召集人及教務主任擔任。 

  
＊ ■ ◆ ◇ 

科丁聯盟協會合格教練證申請辦法 

越來越多教育單位和公益團體希望和我們合作，由我們提供相關科丁訓練課程和師資，爲了
能推動科丁教育和創造科丁教練的工作機會，我們樂意接受。特定此辦法以確保推薦對外教
練的基本要求，日後支援協會對外教學，以合格教練為優先。 

第⼀條 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以向本協會申請合格教練證： 
1）協會會員 
2）參加科丁教練班培訓，並結業者 
3）擔任科丁初級班教練，並完成⼀學期課程，或累積 24 節教學經歷者 

第二條 各區教練向教務主任申請或由教務主任推薦，經召集人審核， 
不定期造冊提交總會秘書處，由秘書處統⼀製作合格教練證。 

第三條 提交申請者必須附上以下個人資料： 
1）個人電子相片 
2）身份證號 
3）生日 
4）教練班結業日期 
5）執⾏科丁班教學學校名稱和日期 
6）電子郵箱 
7）手機號碼 



                            科丁聯盟協會會訊／十一月號 

 科丁月刊 11 月號 page 12

致理科大～參訪與聯盟 
 

  

本協會與致理科大聯盟，為台灣科丁教育做最大的努⼒；本
協會將提供國小 Scratch 程式語言課程，致理科大成立課程
研究團隊，研發國中以後程式語言課程。相信在彼此密切配
合下，必能組成⼀支為台灣培養未來少年英雄的最佳團隊。
大家⼀起往前衝，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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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奔波～ 

劉會長、徐秘書長與劉理事 
理事⻑劉文堂，秘書⻑徐國鑫和理

事劉瑞娥，參加台灣董事學會的年

度大會晚宴，由理事⻑分享科丁教

育的經驗，期待能列入該會的小善

計劃。 

該會是台灣不同的家族企業組成。

以探討家族企業的延續，轉型，創

新為題。下午研討會的國外專家也

在晚宴中簡單分享。 

晚宴中劉理事⻑喜逢舊識大同公司董事⻑林蔚⼭，劉瑞娥理事也和舊識大愛電

視副執⾏⻑名主播葉樹姍談起科丁教育，爭取宣傳科丁聯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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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科丁菁英班聯盟討論會邀請函 

⼀、緣起 

  科丁是coding的譯音，也有科學園丁的意思。社團法人科丁聯盟協會向内

政部正式登記的公益團體。以促進臺灣學童學習編寫程式語言教育為主要目的，

以免費培訓師資並免費到各小學開學習程式語言的科丁初級班為手段。預計到

107年底會有350個小學接受過科丁聯盟贈送的24小時的課程。 

  我們發現小學有很多對程式語言有興趣而且具天分的學生，如果升上國中

後，按108課綱每週只有⼀堂程式課，是無法延續的他們的科丁能⼒。即使他們

去參與自造（maker）的課程，充其量也只是學會程式指令而已。面對未來以

雲端大數據為中心的AI時代，解讀和創建數據的能⼒才是主要關鍵，善⽤程式

語言是唯⼀的手段。我們必須給有天分的孩子，⼀個雲端的未來。 

  科丁能⼒不是教出來的，必須是練出來的。我們必須把它當成像體育/美術/

音樂⼀樣的術科。所以才萌起以訓練球隊的方式來陪訓有天分的孩子，先從國

中開始，將來也聯合高中接手繼續培訓。因爲是⾸創必須先聯合⼀些有大膽創

新思維的學校⼀起合作規劃，以實驗的方式來進⾏。 

二、參與學校的條件 

(⼀)有集訓專項球隊經驗的公私立國中。 

(二)能提供管理住食宿。 

(三)有高中部或配合的高中。 

(四)可開科丁專班或課後科丁社團。 

(五)每週能安排16小時以上使⽤電腦教室訓練時間（含課後時間）。 

三、成立聯盟的任務 

(⼀)制訂共同的參考課程。 

(二)共享師資，經驗交流。 

(三)制訂招生辦法/收費辦法。 

(四)制訂檢定/比賽/認證方式。 

(五)發動企業認養。 

(六)安排學生國際交流比賽。 

四、計畫目標(第⼀期)  

(⼀)聯盟校數：預計號召6-10所國中協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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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 

107 年 11 月 

(二)辦理區域：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宜花東等各至少1所。 

五、本案由區域參與學校共同組成聯盟委員會來擬定後續相關計畫。 
 

科丁聯盟協會理事長劉文堂 

佛光山普門中學校長蔡國權 
 
 

第二次討論説明會 
⼀、邀請與會對象：  

1.有興趣參與計劃的公私立國中學校代表。 

2.程式語言教育專家和熱血老師 

3.科丁聯盟代表 

二、時間：107年12月9日 9:30AM 

三、地點：高雄市大樹區佛光⼭麻竹園二樓雙園堂 

四、主持人：劉文堂（科丁聯盟理事⻑） 

五、討論參考議題 

1.成立宗旨 

2.執⾏原則 

3.集訓目標 

4.聯盟規章： 

5.報名： 

直接向劉文堂理事⻑報名tonyliu0401@gmail.com 

或是佛光⼭普門中學教務處副主任 南鳳瑋 mathteache@yahoo.com.tw 

07-6562676#216  手機0987876592 

＊＊＊＊＊ 

高雄．翻轉教育 
大學文憑不再是唯⼀，程式語言專⻑將是未來  

程式語言教育從小紮根 ，科丁聯盟已在全台灣 500 所小學推廣程式語言 scratch，108
年將在高雄成立程式語言人才養成計劃，首先會在高雄市三民區 10國小成立程式語言
社團，以類似球隊的訓練方式投入每週 8～13 小時時間，培養小學生熟練程式語言，
感謝黃柏霖議員與科丁聯盟合作，所有的講師費用將由黃柏霖議員負責勸募，共同培
養程式設計人才。 (科丁聯盟劉文堂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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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友達志工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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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明基友達基金會的贊助，讓桃園、新竹、台中三地校園科
丁教育蓬勃發展；明基友達志工們，努⼒奔走於各國小校園，
散播科丁種子，讓這些未來的程式小子們，在志工們熱⼒四射
的教學下，快樂學習這⼀個學期的 Scratch 程式語言初階課
程。 
程式語言教育，就是需要這⼀群年輕、熱血的志工，參與⼀次
⼜⼀次、⼀學期⼜⼀學期的科丁撒種工作，相信必會在校園
內，尋得台灣未來的希望。各位志工們，加油，並繼續為下⼀
個學期繼續參與程式教育許下心願… 
 
※凡在校累續教學時數達 24 小時的志工，由本協會頒發科丁

合格教練證哦，各位志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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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的故鄉─鹿谷 
尋找程式少年英雄 

  鹿谷位於南投縣最有名的旅遊名勝

溪頭下方，第⼀個加入科丁聯盟的學校

為內湖國小，於上學期完成第⼀學期

Scratch 初階課程，繼續於本學期，開始

進⾏內湖小科丁永續教育計畫，進⾏第

二學期程式語言進階課程。 

  另外，本學期在鹿谷鄉吹起科丁風，

附近各小學雖然人數均不多，但科丁聯

盟在內湖國小校園小科丁訓練成果不逕

而走，各校紛紛與中部分會連絡，並於本學期開始，陸續加入科丁聯盟，⼀起

為孩子建構⼀個美好的程式語言學習環境而努⼒。 

  在各校校⻑、老師的支持下，

預計於下學期成立「鹿谷科丁小

聯盟」，⼀起制定鹿谷地區科丁

發展計畫。成立聯盟的義意在於

資源互通、教師培訓、課程發展

等方面，能在最有效的情況下，

以最少的資源，達到讓孩子接受

程式教育的最大效果。該地區各

校校⻑們最關心的程式語言課程問題，由本協會開發足以在學校使⽤三年的程

式語言課程，⽤以支援、培訓各校教

師；並向南投縣政府、鹿谷鄉公所、

地區農會提出經費上的支援申請。期

望在大家群策群⼒下，為鹿谷─茶葉

的故鄉，建構⼀個完整的科丁學習環

境，並為鹿谷地區最大特色─茶葉，

找到新的活⼒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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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小子未來小子未來小子未來小子】】】】    

就讀學校 鹿谷內湖國小 六年級 

孩子姓名 葉子瑜、潘芯慧 

推 薦 人 張立民 

參賽作品 水世界 

程式說明  

1. 點擊小綠旗開始遊戲。 

2. 遊戲說明：移動滑鼠到遊戲圖案上可以看到遊戲規則。（請詳閱） 

3. 右遊戲：小魚生存遊戲、左遊戲：鯊魚食物。 

4. Play 按鍵：重新玩一次、menu 按鍵：回首頁選擇遊戲 

5. 右遊戲：【遊戲規則】用滑鼠控制小魚游動，小魚養小蝦子給鯊魚吃，每

按一次 Egg，生出五隻蝦子；鯊魚會追著小魚跑，如果小魚被鯊魚吃掉就

輸了，鯊魚尺寸大於 60，就死了（小魚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6. 左遊戲：【遊戲規則】鯊魚吃章魚不吃鋁罐，吃鋁罐減 2 分，吃到章魚就

加分，遊戲時間內，得分最高者為勝 (按空白鍵開始)。 

教練評語  

  本程式將兩個程式整合在一個選單上 並在滑鼠移到程式圖案 選單 時

出現說明文字。兩個遊戲均在基本程式─貓捉老鼠、螃蟹吃食物 做很特別的

變化 請參考程式網址。對於只學習半年程式語言的小學生 真是很特別。 

◆ 程式畫面 

  

※ 程式參考網址：https://scratch.mit.edu/studios/533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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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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細細的尋找中...各位教練 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