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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科丁聯盟全國會員大會 
科丁種子教練 

科丁教育活動志工 

協會發起人 

科丁教育先趨者… 

聚集在科技最發達的城市 

我們將是…那一群 

許孩子一個雲端未來的人 

    
感謝兩年來默默支持的每一雙手… 

企業界贊助、教育界視我們為教育合夥人 

及您… 

全國各地區召集人、教務主任、教師、教練及協會會員 

 

讓我們…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記得我們對孩子許的雲端未來承諾 

向著標竿 竭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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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剪影～    

 



                      科丁聯盟協會會訊／2018 十二月號 

 科丁月刊 2018.12月號 page 3

 

←大會視頻 QRcode ◆ https://youtu.be/IBaza4BEp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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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走讀學堂遇見 Coding 

107年 8月 1日我來到台東縣太麻里三和走讀學堂實驗

小學，位於東海岸邊一個民風淳樸村落裡的實驗小學。暑期，

我為這個學校帶來了機器人體驗營，學生們天真可愛的笑臉

上透露著對學校的期待，參與機器人體驗的孩子們透過活動

中與小教練們的交流後，對於機器人的喜愛及憧憬有很大的

興致，以前他們沒有這樣的經驗，以爲機器人的設計離他們

很遙遠。機器人體驗營的過程中，我發現三和走讀學堂的學

生對機器人從陌生到喜歡，對程式設計從害怕到產生興趣，

對新朋友從害羞到暢所欲言，看到如此火花，我在心中期許，

我一定要讓這裡的小孩發現自己對未來的想像，而且不只是

想像還可以創見。 

果然，有念頭及有執行力的人世界會替你開路！三和走

讀學堂實驗小學的顏冠明主任跟我有同樣的想法，他拿出科

丁計畫詢問我要不要參與，想當然耳我一定參與，於是陳芭

比教練及顏助教的 Coding組合開始發想如何讓程式設計更

有趣，更接近學生學習的本質。 

玩 Coding創見新學習 

創造教與學的樂趣，這是芭比教練與顏助教對於學習共

同的信念。三和走讀學堂以混齡教學為主軸，於是我們把科

丁的目標學生設定為中年級混齡教學，程式設計的教學媒材

為 Scratch，那可愛的貓總是能吸引小朋友，有句話說「人

因夢想而為大」，所以我們決定用目標任務來讓學生對學習

充滿期待，而這個任務為「創意程式遊戲-運動會票選活動」，

學生分組設計程式遊戲，並在運動會時邀請親師生一起瘋程

式，票選出最好的遊戲設計，有了此目標，孩子對於程式設

計有了具體的目的。 

每次課堂的小任務引導中，我們一步步的讓孩子發現編程的

功能，例如，任務指令「請你在遊戲中加入時間限制」，但

不一開始告訴學生怎麼設定，請小組觀察在編程積木中的各

項設定功能裡，找製作時間限制的方式。遊戲設計的歷程中，

看到學生將生活的小物創意轉化成遊戲構想，一邊創作一邊

遊戲，可以說是玩中做，做中玩，讓學生對成品擁有想像，

讓學習不只是聽取知識，更由動手做來創見自我。每次課堂

都在差異化學習中互相激盪，初階組的學生也許只需幾堂課

三和走讀學堂 

遇見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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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可以進階，進階組的學生也可能有更創新的想法，讓遊戲的刺激度增加，從學生設計的

思維中更可發現，學生的創意因為不斷的引導而有新的啟發。三和走讀學堂的科丁課程，更

是符合本校混齡教學模式的目標，透過混齡分組跨越年齡的限制讓學生激發創意，在同樣的

任務目標下，教學者給他們嘗試錯誤的時間，也允許邏輯運算的空間，所以可看到學生的作

品會產出個人遊戲與雙人對戰等不同的設計。 

這樣的學習歷程中，老師扮演鼓勵及引導的角色，適時的觀察每組的情況，並在下課前，讓

達成任務的小組分享他們的作法，這樣的目的是讓每個學生去觀察別人的想法，再審視自己

哪個環節沒有想到而進行修正，更可以增強學生達成任務後的自信。不僅如此學生完成遊戲

設計後，還會向教練解說遊戲設計概念，並邀請教練試玩，師生對戰讓學習有趣且有效度，

此歷程正是符合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精神。非常感謝科丁給的機會，讓三和走讀學堂玩

Coding創見新學習。 

      

     
玩 Coding 創見新學習 

三和走讀學堂 
科丁教練陳芭比

科丁助教顏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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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國小科丁初級班結業 
【二重國小科丁初級班】 

贊助單位 淡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帶班教練 蔡佩珊、陳力揚 

班級編號 1/317 (全國 317 所國小分之一) 

 

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小科丁初級班結業嘍  

學生們各個都發揮創意將學習的內容與自己的興趣結合  

使整個發表活動歡笑連連 期待孩子們在未來能夠有更好的發展^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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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國小科丁初級班結業 
由【淡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瑞芳國小科丁初級班】結業嘍  

教練【紀文昌】 

助教【汪筱媛】 

每周 2節課的科丁課程讓學生們的科丁練習時間增加了 在課程結束的前 2周

學生們已經可以從口語的表達中 增加自己的運算思維 表達得越清晰 積木

程式就很順利的排列完成。學生們都很興奮的說:老師你看 我自己做出來的遊

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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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榮國小科丁初級班結業 
由【淡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同榮國小科丁初級班】結業嘍  

教練【王舜禾】 

助教【蕭又綺】 

上課的學員除了可愛的小學生 還有 5 位對科丁程式充滿興趣的老師 一起跟

著學生們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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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校園小科丁結業代表 
【台中軍功國小報導】學生們彷彿化身為程式設計高手 整個學習活動變得既

豐富又充滿樂趣 特別感謝明基友達志工周小姐撥空到校協助教學 最後再次

感謝科丁聯盟及明基友達基金會贊助這樣豐含教育意義的課程 期待有更多的

孩子能參與這麼棒的學習。 

 

【台中喀哩科丁報導】這學期喀哩國小在明基友達基金會及科丁聯盟協會的協

助下 成立了程式設計社團。興趣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課程內容的安排

完全以充滿趣味性的遊戲設計為主 經過 24 小時育教於樂的課程後 發現有些

同學對程式設計充滿高度興趣 老師只要稍加指導便能出做出創意十足的作品

對於這些學生的表現及未來發展 我們充滿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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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聯盟在豐村 
【台中報導】是誰說「柯」與「丁」只能當死對頭 當北方的柯丁還在如火如

荼的激烈競爭時 中區的「科丁聯盟」已經成立 三十幾所立志推動程式教育

的中區國小在明基友達基金會的贊助下 在各校校內推動 Coding 課程。 

 

當招生的簡章發下之後 在校內立刻引發學生熱烈的迴響 25 個招生名額在半

天內就立即爆滿 向隅者還必須說聲抱歉 下回請早。9/8 是豐村國小歷史性的

一刻 「科丁初級班」正式開跑 科丁聯盟中區分會李明倫理事長親臨本校勉勵

學生 豐村國小是豐原區第一個開辦科丁課程的學校 有如荒漠中的第一道甘

泉 雖然才剛剛開始起步萌芽 只要持之以恒 未來將充滿了無限的希望。 

科丁聯盟安排的課程既緊湊又有趣 加上講師精心的課前準備與補充 更是具

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如 在「打磚塊」課程裡 學生在創作遊戲之餘 也瞭解

了這個遊戲的時代背景故事 更體驗了 Google 的隱藏打磚塊遊戲密技 在「跳

跳外星人」課程裡 小朋友們才知道原來常用的 Chrome 瀏覽器裡的恐龍是可以

用鍵盤操控的 讓玩家在網路中斷時還可以從事一絲的消遣活動 而在「小小

畫家」裡 體驗在 Scratch 裡自製的繪圖工具 再跟電腦裡常用的繪圖軟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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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小畫家」、「PhotoCap」等來做比較 更能瞭解其他程式設計者的用心良

苦 使用時要好好的珍惜。 

本校在課程進行時最大的特色 就是會向總務處借用平常在中走廊展示的大呎

吋螢幕來協助學生寫程式 而科丁聯盟對本校的厚愛更是讓每一位參與都能感

受到 中區分會理事長開幕的勉勵、派出大專志工助教來協助課程的進行、結

訓活動的參與等 都讓學生體會到能擁有這麼精彩絕倫的課程 是多少人的付

出與辛苦才能換來的。 

24 小時的課程對大家來說都是很短暫的 在意猶未盡之中很快就進入了尾聲。

學習程式語言的目的 並非要將所有學生培訓成程式設計師 而是透過學習程

式語言 開拓更寬廣的學習途徑。學習寫程式就是在學習創意思考、有系統的

推論、和團隊合作 而這些技能不僅在各領域都用得上 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能力之一。就如同科丁聯盟的理想 「我相信的事情 要在十年內在台灣發

生....就是....一群年青人─年輕的程式設計師 要在各行各業裡嶄露頭角

成為未來台灣的希望。」而這群台灣的希望現在正在我們的手上 希望能盡一

己之力 把握短暫的相聚時刻 激盪出耀眼美麗的火花。 

國書的話―高屏分會即將成立 
我們到國小推廣一種語言 一種與未來

機器人 AI 溝通的語言 我們是科丁聯

盟協會。 

整個禮拜忙著到各國小頒發 scratch

的結業證書 又忙著四處說明 scratch

班 python 班。每天都往外跑我的老

闆已經警告我了… 我說爲孩子的未來

付出 是志業 何況人家都幫忙募款 我只是出力花時間。 

科丁聯盟協會將成立高屏分會 敬邀願意為孩子未來付出的朋友踴躍加入  讓

全高雄屏東的小朋友能從小學習程式語言 與 AI 機器人互聯網 等未來產業做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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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科丁助教   
擔任科丁的助教 覺得每一次上課都有它有趣、好玩的地方。喜歡看每一

位 學生為了做出像教練那樣酷炫的特效效果 而拼命動腦筋嘗試的樣子 喜歡

看每一位學生因為解開疑惑 而恍然大悟的樣子。這些都是我在科丁看到的美

好。  

身為助教的我 不僅是教導學生 而是我也同時被學生教導。看到學生想

到用另一種方式呈現相同效果 卻是我不曾想過的方式 真的是讓我驚訝不已

看到學生有了比教練更多的想法後 而努力試著找出方法做出來的樣子 那不

服輸的精神 我真的打從心裡佩服他。我想所謂的教學相長 正是如此吧   

學習圖像化程式語言 使學生對於程式語言不會感到陌生、排斥 反而能

夠讓學生喜歡接觸它 甚至誘發學生主動去找尋相關的書籍、資訊 以便更加

了解。學習圖像化程式語言還有另一個優點 學生能夠及時得到反饋 馬上驗

證自己思考的方式是否正確 明確知道自己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增強學生的學

習動機。  

學生遇到問題時 願意主動思考 藉此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才能使

他們立足於未來時代。 

 

新竹市-建功國小 
助教 陳怡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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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金門縣科丁計畫 

Scratch 程式語言課程成果發表會 

透過 Scratch 程式競賽 提昇學生邏輯思考與創作能力。經由實作與成果分享

推廣金門國小程式編輯教育 促使學生融入生活發揮所學、快樂學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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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國中精英班聯盟會議 
【科丁高雄佛光山報導 2018.12.10】 國中科丁精英班全國聯盟第二次籌備會

於本日於佛光山麻竹園召開。會中討論如何接續國小程式語言學習 讓孩子能

進入中學後 能進一步學習程式語言。 

  與會有多位校長參與 且熱烈響應 紛紛表示對於設立國中科丁精英班的

高度支持 並立即於下學期開學前 舉辦科丁冬令營 加強宣導程式語言的重

要 並推出系列課程 由本協會配合各校營隊 協助科丁教學。 

  本次會中 繼上次第一次籌備會的分組決議 於本次會議中 選出普門中

學校長蔡國權擔任行政組召集人 饒建奇教授擔任課程組召集人 進行行政與

課程的密切配合 期於三月底前 完成國中三年程式語言課程大綱 供各校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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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冬令營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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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終科丁教練班在虎科大 

 

【科丁虎尾 2018.12.23 報導】2018 是本協會飛躍成長、發展快速的一年 全國各地區參與校園小

科丁程式語言初階班課程 已累積 317 所。隨著全國各國小熱烈參與科丁計畫 教練班開設數量

也大大增長 本年度協會最後一班科丁教練班 於虎尾科技大學舉辦。 

  虎科大楊達立副校長 成功大學校友 全力支持 資管系、資工系投入大量服務志工 幫助本

次培訓課程 於 12 月 23 日順利完成。協會劉理事長更於訓練期中 特地從台北南下虎尾 勉勵學

員 改變「佃農」想法 教育下一代孩子 努力成為「地主」 獲得極大迴響 並有多人當場加入協

會 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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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拉教育基金會一克拉教育基金會一克拉教育基金會一克拉教育基金會、、、、致理科技大學致理科技大學致理科技大學致理科技大學與本協會與本協會與本協會與本協會 

攜手攜手攜手攜手共共共共推新北市科丁啓蒙教育推新北市科丁啓蒙教育推新北市科丁啓蒙教育推新北市科丁啓蒙教育 

  有鑒於資訊科技一日千里，雲端大數據世代的來臨，許多工作因電腦及人工智能的發展

而逐漸消失，為了加速臺灣孩子與世界同步，提早小學生學習程式語言的機會，美國德州達

拉斯一克拉（ECLAT) 教育基金會於今(16)日假致理科技大學，致贈一學期科丁初級班課程給

30 所新北市國中小學，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代為受理。一克拉基金會為啟動新北地區科丁啓

蒙教育計畫，委由科丁聯盟協會與致理科技大學，於本(1)月 21 日起連續四天，在致理科技

大學辦理「科丁教練培訓班專業研習營」培育此活動的師資。多所新北市國中小學校長表示，

近年來深刻體認資訊教育若再不急起直追，恐將錯失競爭的優勢，願意共同為推廣程式力一

起努力。 

  新北市教育局局長張明文表示，面對未來以雲端大數據為中心的 AI 時代到來，解讀和應

用數據的能力，對提升競爭力至為重要。程式語言跟學習任何語言一樣，越早開始越好。新

北市政府多年前即開始在國中小學推廣程式語言，目前已有部分學校將程式設計排入正常或

社團課程，但在國中小學教授程式設計的專業師資不足，推展資訊教育的進度不如預期。張

局長表示樂見「科丁教練培訓班」可以加速師資的培訓，對國中小學資訊力的提升必能發揮

相當的助益。新北市教育局將督導報名參加培訓課程的國中小學教師，在完成種子師資培訓

課程返回學校後，能將所學融合在資訊課程中，相信在短時間內，有更多新北市中小學校，

會共同投入推廣程式力的行列。 

  一克拉基金會是 2011 年在美國德州達拉斯市成立的非營利慈善機構，由一群美籍華人組

成，自成立以來，即開始關注偏鄉地區學生的教育，為增加均等教育機會，減少社會階層流

動阻力，一克拉基金會長期扶助家庭經濟情況不佳，偏鄉地區青少年的教育，主要資助的地

區包括中國大陸、臺灣及美國等國。此次一克拉之所以投入推展新北市國中小學程式力，主

要是看到科技浪潮已席捲全球，世界正在翻轉，一克拉基金會理事楊慧美表示，提升台灣資

訊力刻不容緩，希望透過此次活動拋磚引玉，引起更多的人一起關注從小培養資訊人才的重

要性。 

  科丁聯盟協會劉文堂理事長指出，該協會致力於推廣台灣學童程式設計教育，目前已於

全台培訓超過 600 名種子教練，有超過 300 所國小學生上過科丁初級班的課程。此次特別感

謝一克拉基金會及致理科技大學，共同推動科丁(程式設計)種子師資培訓，培訓合格之師資，

分派到新北市 30 所中小學，將培訓課程所學的 Scratch 程式，以每週 2 小時，共 12 週 24 小

時，在新北市教育局的見證下，以大手牽小手一起「玩中學」的過程中，開啟孩子們與電腦

溝通之門，並展開自己創新資訊之旅。 

  致理科大尚世昌校長表示，學校一直以「在地連結．區域合作．社會創新」為目標，期

能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師生社會創新，以創造共榮雙贏的新境界。此次特別響應一克拉

基金會程式語言教育向下扎根活動，與科丁聯盟協會結盟合作，共同在新北市國中小學推動

程式設計能力，以培育下一代智慧創新人才。 

  歡迎新北市國中小學教師踴躍參加，將於 10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至 1 月

24日(星期四)的程式設計師資培訓課程，共同為提升學童程式設計能力而努力。

活動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dAYuavBtlKziLo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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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全國科丁盃創意賽 

～名次公布～  
【全國前三名】 

第⼀名 陳昶佑  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六年級 
教練：陳威廷老師、謝維軒老師、 
蘇彥寧老師 
助教：蕭凱峻老師 

第二名 黃律筑  屏東縣⺠⽣國小五年級 
教練：林逸⺠ 

第三名 崔郁慈  屏東縣⺠⽣國小六年級 
教練：林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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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名次】  

北北基    

1 何苡頡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五年級。教練:陳力揚、紀文昌  
2 陳宥云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小五年級。教練：王舜合。助教：蕭又綺  
桃竹苗    

1 王麒富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國小四年級 。教練：黃秀娟、助教：殷立緯 
2 張予甄 新竹市東門國小四年級 。教練：吳俊成、助教：傅岑育 
中彰投    

1 林柏宇 南投縣僑建國小四年級  教練:孫觀科 
2 邱裕勝 南投縣僑建國小四年級  教練:孫觀科 
雲嘉南    

1 陳昶佑 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六年級。 
教練：陳威廷老師、謝維軒老師、蘇彥寧老師；助教：蕭凱峻老師 

2 王泓閔 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五年級。 
教練：陳威廷老師、謝維軒老師、蘇彥寧老師；助教：蕭凱峻老師  

高屏 

1 崔郁慈 屏東縣⺠⽣國小六年級  教練：林逸⺠ 
2 黃律筑 屏東縣⺠⽣國小五年級  練：林逸⺠ 
宜花東    
1 黃昱嘉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小四年級   教練：林國賓、助教：盧曉慧。 
2 柯佩妘 臺東縣三和走讀學堂實驗小學四年級  教練： 陳君涵老師，助教：顏冠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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