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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春大吉．福到平安 

科丁聯盟協會高屏分會成立 

【科丁聯盟協會高雄報導】高屏

分會成立大會 於 108 年 1 月 24

日 四 晚上於高雄市大八大飯

店舉行。感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局長吳榕峯、黃昭順立委、黃柏

霖議員、陳麗娜議員、高雄市各

級學校校長、熱心科丁教育的志

同道合夥伴蒞臨指導 給了我們許多鼓勵。大家對資訊教育從小紮跟都很支持

期望我們的努力會被更多人看見。我們將努力將程式語言推廣至所有的國小

培訓教練班、親子假日班、課後社團班、冬令營、夏令營 都是可進行的 期

待更多各界人士加入科丁大家庭 許孩子一個雲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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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教育基⾦會、致理科技⼤學與本協會舉辦 

致理科大科丁教練班結訓 
⼀克拉基⾦會為啟動新北地區科丁

啟蒙教育計畫，委由科丁聯盟協會

與致理科技⼤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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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結訓當天，除頒發科丁結業證書

外，學員們更展現學習成果，各各

充滿創意。結訓後，由本協會媒合

教練與學校，於下學期開始，進行

連續 12 堂校園科丁程式語言初階課程。盼各位學員充滿活力地進入校園，並得

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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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的 Scratch 課程，感謝科丁聯盟在全台各地都致力推廣

程式設計的教學活動，讓台灣的學童大大提升程式邏輯的素養，

資訊不落人後，與國際接軌。 

一月 是一年的開始 也是學期的尾聲 細細回顧這學期以來孩子在程式

設計上的進步 要特別感謝科丁聯盟如此優良的計畫及授課老師林均翰的悉心

指導 還有宜昌國小的陳建文老師擔任助教大力幫助。 

寫程式聽起來好像有些困難 但對於這一代的孩子們 卻是未來的趨勢

是必備的技能。每周一的午後 趁著睡醒最清醒的時刻 傾入 Scratch 的設計

中 從簡單的遊戲中學習邏輯 並將自己培養成面對未來更多變社會的多方人

才。 

課程中透過實作以及各式小任務來讓學生學習運算思維 從預測程式 實

際觀察一次程式的執行 再去做調整 來創造出自己的遊戲、動畫 知道要做

遊戲以及動畫 學生都迫不急待的上課 甚至是樂不思蜀不想下課呢 真正實

行了樂在學習的精神。 

本學期在科丁聯盟及宜昌國小的支援下 讓學童有不同接觸、運用電腦的

機會 這也提升了多個面向的電腦能力。期待在這計畫的推廣下 能一步步提

升自己的能力 成為具備未來關鍵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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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科園國小-教練上課日誌 
（這間國小的教練助教是由 BenQ 員工輪流擔任的。明碁友達基金會集團志工陪

伴小學生快樂學習，分享教學經驗與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志工─丁友信 
第一週教練心得 (進度: 環境介紹

與動作積木) 

1. 50%小朋友來上課是因為爸媽指

定或是爸媽說學程式很重要

20%小朋友想了解什麼是程式或

是認識電腦 有一位小朋友說因

為以後賺錢會用到 另有一位說

是想來練習打字 (hahaha) 

2. 班級混合三到四年級 有些四年

級已經有外面學過程式語言 程

度差異較大 統一教學時配合低

年級放慢速度 各自實際練習時

有視情況調整介紹的積木難度(有同學已經在使用迴圈) 

3. 三年級還沒有座標與象限概念 全體幾乎對於負數與小數都尚未有清晰概念 第二週時將

特別說明一次 

4. 小朋友很可愛 學習很積極 發問很踴躍 老師跟助教面對 30位小朋友很辛苦 

ps 當老師/助教真得好辛苦 敬祝所有老師/助教教師節快樂 

 

第二週進度以及上課心得 

1. 由於三年級與部分四年級對於舞台座標 以及代表方向的正負號較沒有概念 故本週先說

明舞台的座標定義。 

2. 本週進度複習第一週課程的腳色/動作/等待 並新介紹可以用來簡化程式長度的重複迴圈

/說出對話以及同一角色造型變化。 

3. 以上講解約 30~40 分鐘 剩下 80~90 分鐘交由學生自由創作卡片或是故事情節 並要求程

式需包含角色移動與對話情節。 

4. 最末 30分鐘開始開放學生個別成果檢查 達成程式要求的學生則陪同存檔後可自行使用

電腦(大部分在看卡通) 

5. 個別檢查時 點名單上打 V代表完全達成指令使用要求 旁邊小點代表還沒有相當熟悉運

用方式 未打勾代表完全無法完成或繳交白卷(約 4/29 有此情形 集中於三年級) 

6. 第三週上課時會再依此協助落後學生進入狀況 但是程度落差可能越來越明顯。本週已出

現程度好的學生覺得教得節奏偏慢 程度落後學生則跟不上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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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上課紀錄 (進度 : 無限迴圈; 如果/那麼迴圈; 按鍵條件偵測) 

1. 三年級小朋友難以接受負數與座標概念 所以第三週一開始重複上週內容 重新說明 XY

座標與負數代表的方向關係。據實際應用觀察 四年級約略可以接受負數代表的方向概

念 只是偶爾會忘記需要提醒 但三年級小朋友接受程度還是不佳。 

2. 上課時間目前覺得以這樣分配不錯 提供後續接手教練參考: 上課 20~30 分鐘 指定主

題撰寫 40分鐘 一個一個分別看過小朋友的作品 40分鐘。以本週為例 請小朋友使用

鍵盤或是滑鼠控制腳色的動作與位置 達成者檢查過後可以自由使用網路(大多在看卡

通)。小朋友會很認真的完成指定內容 因為可以趕快看卡通 但是又必須要先得到檢查

者的同意 所以可以逐一確認學習程度與狀況。 

3. 點名單上紀錄 若完全達成指定指令使用 則打勾 若部分達成則加一個點 若幾乎無

法完成則雙點 可連續追蹤個別小朋友的學習狀態。 

4. 已預告第四週將利用前面指令寫一個自己的小遊戲 希望這樣可以保持孩子的興趣。 

 

第四週上課紀錄 (進度 : 條件迴圈如果-那麼 / 廣播) 

1. 按照老師的提示 第四週進度抵達廣播 本週按照先前承諾孩子的 撰寫一個小遊戲(電

流急急棒) 並可於中途遇到獎品或是終點時觸發廣播指令。 

2. 四週教學畫下句點 後面的講師請接力 加油!  

志工─詹芳惠 
第五週上課記錄 進度 廣播  

1. 利用廣播方式完成角色間的對話。對於訊息的編號順序 小朋友容易弄混。部分三年級小

朋友對於當收到訊息積木/說話積木/廣播訊息積木的邏輯不太清楚 需要各別指導。 

2. 利用廣播方式進行舞臺背景的更換 並且在重新執行程式時 舞臺可以回到初始背景。因

為忘了辨識背景名稱而無法更換到預期的背景是小朋友常出現的問題。經提醒後 四年級

小孩大都能注意到。 

3. 四年級男生大部份喜歡寫遊戲 所以會將廣播設計在關卡的障礙中 背景更換使用於換關

卡時。其他同學則會學著模仿老師舉的例子。 

4. 上課時間安排與前四週的大致相同 約 10分複習之前利用等待秒數方式完成對話 再用

約 20分鐘講解新進度 用廣播方式 。之後 90分鐘請小朋友進行實作。2 40 後 完成

者可舉手請老師過去確認。 

5. 提早完成的四年級生 我請他們當小小助教去協助其他有問題的同學 基本上他們都很願

意。 兩個人對 30個小朋友有點應付不過來  

志工─林懿貞 
第六週上課紀錄(一樣是廣播) 

1. 沿襲上週進度教導廣播 除了一對一廣播+一對多廣播示範 教導繪圖 與抓圖再編輯。 

2. 這次上課時間做段落 預留時間讓他們練習 並且準備小獎品激勵他們在下課前做出一個

作業完整的話 選前三名有小獎品。 

3. 課程說明部分 我運用提問技巧 不直接給答案 而是讓他們去想回答 猜錯也沒關係

氣氛會蠻活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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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提問的部分 確實差異很大 舉例還有學生問為何一直打不開 scratch?其實只是畫

面收起來而已(但此例有 3-4 位) 

5. 本來想多加清單 後面沒時間 不過鼓勵作業完成度高的孩子分享給大家看(很好) 

6. 自我檢討:上課演練例子可以更簡單一點 示範完預留時間讓他們做 這樣可以讓更多孩

子完成度更高。 

志工─詹芳惠 
第七週上課紀錄 進度 隨機取數  

1. 利用迴圈/如果…那麼/偵測物件等功能 搭配新進度隨機取數來寫遊戲。 

2. 第一個遊戲 賽車 先解釋程式並示範隨機取數的使用。這個遊戲比較簡單 主要是針

對三年級小朋友。後來三年級幾乎都能編改這遊戲 完成度很高。 

3. 第二個遊戲 接雞蛋 讓小朋友了解遊戲的玩法後 請四年級小朋友先想如何寫來呈現

遊戲的效果 並試著寫出來。四年級一片哀號後 開始認命的去思考 有的還組成小組討

論起來。經過一個多小時後 有小朋友達陣。 

4. 有些三年級小朋友完成賽車後 也嘗試著去寫接雞蛋 很欣慰啦。 

 

第八週上課紀錄 進度 變數  

1. 複習隨機取數的概念 並藉由打地鼠的遊戲來學習利用變數讓遊戲有得分功能。 

2. 課堂中 有三年級小朋友來告知 有個三年級女生一直打隔壁三年級男生的頭。馬上過去

制止後 當堂課沒再發生。後來楊組長課後告誡打人的三年級小朋友 不可再犯。 

 

第九週上課紀錄 進度 變數及隨機取數複習  

複習變數及隨機取數的概念 使用夜市射氣球及猴子接香蕉遊戲學習 利用變數讓遊戲有得

分及計時功能 多數人在繼續上次的打地鼠遊戲 所以我只在前面約 30分鐘講解程式如何

寫 後面就交給小朋友們自行發揮 有些小朋友對基本的操作還不是很熟悉。但是同時要應

付 30個學生 還真的有點吃力 感覺有點混亂 但是還是有幾個比較厲害的四年級同學 很

快就完成任務 後面就給他們自己自由發揮。 

 

第十週上課紀錄 進度 變數及分身  

複習變數 增加分身功能 讓同學知道可以重複使用角色 建立分身 不需要同一個角色複

製很多次 搭配變數完成計分及計時 這次主要是要求同學要能完成分身的功能 示範了打

磚塊還有記憶大考驗 來說明分身的用法 同時也再次的講解變數用法 四年級同學很多人

很快就完成任務了 三年級學生則還不太會用這個功能 下次可以再複習一次。 

志工─詹芳惠 
第十一週上課紀錄 

1. 本週複習分身 並進一步讓分身搭配隨機取數作變化。再配合無窮迴圈、如果…那麼、變

數記分、變換背景等之前教過的積木來完成小遊戲。 

2. 有些四年級的學生會去思考如何增加過關的難度。還有一位學生利用雲端將遊戲傳回家繼

續修改。另一位則在下課收拾好書包後 還黏在中控台前討論如何用分身來寫打地鼠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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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致高昂的說要回去試試。很可愛啦  

 

Jason 建伸竹教練 科園國小 BenQ 

今天要謝謝助教 MuJin 和楊主任的幫忙!也謝謝 Jane 這陣子的提醒和幫忙! 

實際上陣後才有所體會 一定要讓小朋友聚焦! 

若要讓他們從官網自行尋找最喜歡的一支程式 說說喜歡的原因 或想想這 11堂課的學習心

得 並用程式做出來 其實大部分的小孩都沒有想法 有一半的小孩只想要玩 GAME, 看

Youtube...... 編者註 正常  

最後有帶著他們上官網註冊帳號 實際上傳專案 並鼓勵他們上傳作品 但從他們的反應來

看 這部分以後可不用了。 編者註 正常  

今天的兩小時比較像是他們替我上了一課 反而我的收穫比他們還多! 

楊主任今天也不吝分享他的教學方式 可做為以後上課的參考。 

實際上完課才體會當老師的辛苦 在此也謝謝各位老師和助教! 

希望以後可以跟大家繼續參與志工教學的行列! 

 

編者註：為讓各界人士了解本協會校園科丁班上課情況與內容，本文照原稿全登，請耐心看

完哦…並感謝明基友達基金會志工們全心全意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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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星～神奇種子小科丁 
南投縣僑建國小林堂麗 108.01.30 

    107 年 4 月 27-28 日參加 scratch 全國貓咪盃競賽 南投縣縣網人員張嘉麟老師

介紹加入發展和推廣教育的科丁社團。一直在思考 如果有人或單位可以支持優質的

電子積木教學 我的學生們將改變學習方式、從中大大受益。 

    透過網路 很快聯繫上科丁聯盟協會。貴社團與學校接觸的人員是陳記住先生

多才多藝、幽默風趣、親切隨和 讓我聯想到張大春的<兒子的大玩偶>。 

科丁教練不斷主動與學校接洽溝通 人數、對象、課程大綱等細項後 107 年 9

月 11 日敝校正式開課。參加對象是 2 年級到 4 年級的學生 因為場域限制 總共招生

限制 20 位。只有 3 位 4 年級小朋友曾經接觸 scratch 其他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觸。科

丁教練是一位鄰近安親班的孫主任。課前就準備好一本厚厚的 scratch 教學資料 每

週五下午一點半準時開講 札實上滿兩小時的課程。總共上 17 週 課程在 108 年 1

月 11 日一個階段結束。 

    在學校正式課程中 2 年級小朋友還沒有上過電腦課 有幾位小朋友連開機都還

不會。更遑論鍵盤上 abcd 或ㄅㄆㄇㄈ的位置。一開始 教練講解時 小朋友像看電視

一樣盯著螢幕看 畫面還給小朋友時 孩子完全不知道要動滑鼠。可以想像那種靜止

的畫面出現在電腦教室上。經過幾週 在教練使用ㄧ些巧妙的教學技巧 與小朋友抓

到教練的教學節奏後 一件件會動且聲光效果十足的作品 在小朋友食指中拼接完成

孩子像小魔術師一樣 變幻出多彩的異想動畫或遊戲。因此 我將 scratch 社團名稱

稱為電子積木社團 拉近家長對”程式設計”的距離 強化小朋友學習的意願。 

    指導低年級的小朋友學習 scratch 可以這樣做  

1. 好習慣 建立堆程式的順序 不管哪一個角色出現 都依序先堆出”綠旗、顯示、

尺寸、定位、面向、移動”。習慣養成後 操作速度自然就快。 

2. 安心學 安插學習快的夥伴 依據小朋友學習狀況 調整座位。學習快的坐在學習

慢的旁邊 彼此可以互相幫忙、協助、觀摩作品。打團體戰讓學習慢的小朋友可以

安心學。 

3. 像鸚鵡 口述教練積木 當教練說明完成後 請小朋友口述一次新堆的積木。確實

收到小朋友口述時 畫面再還回去讓小朋友操作。這樣小朋友通常較容易達成指定

的任務。我看見一位 2 年級的小朋友用了這方法 有效地跟上教練進度 順利完成

指定任務。 

4. 慢慢來 不要講太快或太多步驟或積木 一下子堆太多積木 電腦螢幕畫面還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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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初學者會恐慌且無法消化 容易呈現”呆滯”狀況。低年級小朋友尤其是這種

學習狀態。建議每次講解步驟或積木 只要說明 3、4 個。第一次能順利完成任務

或作品就好 不要對初學者要求快速。 

5. 找關係 讓程式變成好玩 把完成的程式做數字的改變。例如:移動 10 點。10 可

以換成座號、生日、電話號碼、今天日期….讓小朋友學習到數字和程式的關係。 

6. 展魅力 發表作品 教練喜歡除錯、小朋友喜歡找砸。小朋友喜歡玩別人的作品找

別人哪裡有錯 可以透過交換位置試玩他人作品或者發表自己作品 增加小朋友學

習 scratch 自信與能力。有機會可以讓小朋友炫一下。 

7. 一勤天下無難事 多看就不怕 學 scratch 過程中 多看多操作就不會害怕 不怕

就會變高手。小朋友是這樣 想成為厲害的教練也是這樣。 

期末 已經有小朋友預約繼續參加下學期課程 科丁聯盟協會種下的程式語言小種子

逐漸在這不山不市的校園中逐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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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教練迴響… 

偏鄉之路、步步艱辛、教學相長、樂在此山 
圖、文 陳記住‧黃士芬 

偶然的機會 去年初第一次去偏鄉上課 因

為實在太偏鄉了 沒有教練可以去上課…… 

以後隨著每次上課 心裡告訴自己 不能急

著上完每個單元課程內容 因為孩子們才第一次

接觸程式語言 「玩」的成份比較重 重要的

不是「完成課程」 而是培養快樂、自信、保持

興趣地學習程式語言。 

一個學期下來 每次上兩節課 來回超過四

個小時 說不累是違心 但想到有一個孩子可能因為學習程式語言而改變一生 心中只有“值

得”兩個字  

歷經 24節課的指導 在校長的小小客人節目中 孩子們一組一組展現出令人大開眼界的

作品……誠如會長說的「就當自己是教練 陪著他們練就對了 」恰巧學校有位「很可以陪」

的張老師 真是太棒了 張老師還利用中午時間訓練孩子如何簡報 並且向全校 包括低年

級及部份中年級 學生說明自己寫的程式 還邀小朋友上台試玩……最後 連校長也玩了起

來 校長的 EQ真高 。 

一學期的程式語言課 能教的內容其實不多 大概就幾個內容 程式邏輯 依序、重複、

條件、物件在舞台上跑來跑去、遇到什麼情況要 Game Over! 孩子真的是玩出心得、也玩出

自信來  

第二個學期 科丁聯盟不能再補助費用 學校積極

自籌經費 要科丁聯盟教練繼續去學校教程式語言。這

下可好 又要一個學期舟車勞頓  

孩子已經學了一個學期 此時 學校老師覺得可以

參加程式設計縣賽。心想…只學過一個學期 哪能學到

什麼 每次不是玩得很厲害 就是自信地犯錯 看官們

你說結果會如何  

為了參加比賽 親自為學生設計一套「選手自學課

程」 請老師天天陪著練 自己也覺得這可真是一套「自我訓練」教材 自己在家也天天練。

為了確保訓練的內容有效 比賽結果 竟然得獎了 不僅孩子、老師和教練都開心快樂

而我 也因為那個自我訓練 更加熟悉 Scratch 語言的特性  

如今第二個學期順利結業 學校繼續自籌經費上課 真是堅定持續 這次 心裡踏實

多了 經過上個學期參加比賽的「自我魔鬼訓練營」 掌握十之八九程式語言特性 如今 編

起課程教案 就順手應心、水到渠成。期許各位教練們…加油 因為 我們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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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園茄荖國小結業 
充滿活力、動能與盼望的茄荖小科丁 

他們是⼀群⼩三、⼩四的孩⼦，因著學了科丁，叫⼈不再⼩看他們年幼,,, 

舞台：彰化芬園茄荖國⼩視聽教室 

角色：三、四年級學生 

事件：期末展演分組程式設計成果 

計時：每組五分鐘 

最令孩⼦們期待的頒獎 (獎品是他們的最愛：32G 記憶卡) 

感謝贊助者：霆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春豪先生 

感謝科丁聯盟協會：代表許炳煌先生 

感謝教練：陳記住老師、助教：黃士芬老師 

感謝校⻑給學生機會學習，感謝黃春豪校友捐贈的禮物，讓孩⼦們都快樂得不

得了，真是裡外都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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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協會~創新記錄 
全台同日開訓5 教練班 

【本會訊】英雄來自四面八方，各地學校踴躍參與。本協會於 1 月 21 日，同時

於全省各地開辦五班科丁教練培訓班。全部報名 200 餘名學員，其中⼤半是國

⼩學校老師，顯示愈來愈多國⼩校⻑、老師及社會⼈士，加入我們科丁的行列。

本學期開始，即將加速科丁程式語言教育在台灣⼩學生根。 

另，1 月 28 日起，尚有桃園、台中中教⼤班、彰化建國科⼤班即將展開四天科

丁教練培訓，本島各地區科丁教育呈現欣欣向榮景況。盼教育界先進與更多企

業界更多參與和贊助，讓本協會彈藥充足，無後顧之憂，努力開展科丁教育，

使全國國⼩學生早日能在正常課程學習科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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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班受訓學員分享 
【本會高雄訊】高屏區

Scratch 初級教練班培訓

1/21～24 在苓洲國⼩舉辦。

結訓日，學員踴躍分享學習

心得，發表自己創作的作品，

真是琳瑯滿目，內容豐富且

極富創意。以下是⼀位國⼩

老師的分享…. 

 

以前從來沒有學過scratch要如何寫？自己在自學時常常亂掉，不然就是卡住，

不知道哪邊出錯？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講師會教我們要先做哪些

動作、這麼有層次、漸進式、簡單易懂的教學，真的讓我受益非常多。 

我去年有機會參加了一場研習，兩天下來完全不知道在學什麼；在學校教

scratch 的時候經常板個面孔，常常氣到不行，血壓升高！因為像我們學校的學

生有些沒有興趣，有些很有興趣，非常兩極化。我上了四天的課最大的收穫，

也是讓我大開眼界的是：原來教程式設計可以這麼的快樂！感謝老師具體化的

教我們如何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解決了我在教學上遇到的瓶頸。 

～受訓學員邱老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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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ed by Coding 
圖文 黃士芬 

原來，鹿谷鄉的冬季是這樣霧茫茫的…… 

同樣的清晨， 

不同的視野、 

不同的心境！ 

我常在想，如果沒有遇到科丁，我還會重拾

教電腦的路嗎？ 

當年在社區大學教成人電腦，常常有學員來

巴結老師：要不要吃這個、喝那個；教中文

輸入法常常被老學生問倒，最常被問到打注

音符號還是打不出中文來！(明明就是老"師ㄕ"他偏偏唸成老"師ㄙㄨ"，當然打

不出來)有遇到老闆想來學第二把刷子的，常常缺課，我也就常常幫他補課…… 

這樣的生活其實還蠻快樂的～ 

原以為，應該就這樣一直教下去吧～ 

然而，事與願違！因為父親患了重病，我只得返鄉照顧他，說是照顧，其實主

要是幫父親完成眾多客戶的帳務問題；幫父親了卻了這塊大石頭之後，原以為，

應該緩和不少了吧！然而，父親樂得輕鬆自在地離開我們…… 

現在想想，若沒遇到科丁，我應該不會再教電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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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琴化藝～新南國⼩ 
許孩子一個遠端的未來 

時間：1 月 8 日下午 5:00·  
 

科丁乃取 Coding 的譯⾳，⼜有科學園丁的含義，⼀

個非營利社團，推動青少年學習電腦軟體創作的教育

⼯作。今日，科丁聯盟會⻑劉文堂、縣府邱黃主秘，

與新南校⻑、老師討論資訊教育、雲端科技及在地產

業的合作契機。 

科丁聯盟準備在屏東將科丁程式語言發展在屏東各個學校，受惠給每個孩⼦，

將規劃：⼀⼆年級不插電、三年級 HOC、四年級電腦、高年級程式語言課程。 

搶先讓新南 70 位孩⼦都會利用運算思維及⼤數據，面對未來世界及⻑⼤留在屏

東好發展！縣府邱黃主秘殷切期盼，從⼩學習雲端運算思維，將屏東產業--北泰

武咖啡推銷世界，讓青年留在屏東就可以與世界接軌！ 

 

【劉理事⻑分享】 

只要多幾個像新南國⼩這樣的校⻑

和老師，再加上政府單位推動科丁教

育的決心，翻轉台灣的時刻就來臨

了。 

從陳淑蕙校⻑的說明上來看，在 108

課綱的實施策略上，每個孩⼦每週上

2 堂科丁課是可行的。如果學校不做

是不為也，不是不能也。她讓我的信

心更壯⼤，科丁聯盟積極編寫教材，

培訓教練，來加速⼩學科丁普及的速度。讓政府的資源分⼀些硬體的預算投入

科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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