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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科丁活⼒力力的花蓮

本會花連報導





3⽉月29⽇日和本協會劉劉理理事長開⾞車車到花蓮，參參加花蓮特⾊色教育展，展覽標題「斜
槓主張」，意思是說...孩⼦子的學習，不僅⽌止於課本上的知識，還要結合技術與
藝術多元發展，讓教育豐富⽽而多采。


您聽說過「斜槓主張」嗎？相信
⼤大多數的⼈人都沒聽說過，當然也
不知道內容到底是什什麼！經過花
蓮縣網中⼼心邱⽂文盛老師的詳細解
說，及參參觀斜槓主張成果發表後，
終於知道原來來科丁聯聯盟對於花蓮
所提供的內容、及對於花蓮科丁
教育的推展，也可說是花蓮「斜
槓主張」的經典代表作—「孩⼦子
不僅⽌止於課本上的知識，還要結
合技術與藝術多元發展」，發展教育的特⾊色。開幕典禮花蓮徐縣長致詞完畢，
立刻邀請本協會劉劉理理事長上台致詞，可⾒見見花蓮縣政府對於科丁教育⽅方⾯面是非常
重視，且積極執⾏行行，成果豐碩。


徐縣長致詞中指出，花蓮縣政府在科
丁聯聯盟的協助下，全縣各國⼩小快速、
順利利推展科丁教育，成為全國推廣科
丁教育的指標，非常感謝本協會的⽀支
持與協助。劉劉理理事長在簡短致詞中，
更更以「建立平台」做為主軸，期望花
蓮成為資訊平台中⼼心，在 5G 世代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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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徐縣長致詞

劉劉理理事長上台致詞發表科丁願景

斜槓影片介紹

https://youtu.be/2kuWwhrkNcE
https://youtu.be/2kuWwhrk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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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許多多資訊⼈人才來來花蓮⼯工作， 也讓
花蓮本地孩⼦子，立⾜足花蓮、放眼世界。
會後理理事長並與地⽅方⼈人⼠士、中⼩小學校
長交換推廣科丁教育的經驗，並說明
本協會能夠提供的服務；並積極尋找
可以參參加本協會，成為推廣科丁教育
助⼒力力的單位。


編者的感受是，有了了縣政府及教育主
管單位的積極介入配合，在花蓮推廣
科丁教育是順風順⽔水，正⼤大步向前邁
進。開幕結束後，在展場會議室針對
要來來的花蓮科丁PK競賽、未來來科丁
教師、教練培訓、及各樣作品如何推
廣⽅方⾯面、及建立教學、展⽰示平台等⽅方⾯面進⾏行行討論。⼀一群對於台灣科丁教育的熱
情參參與者，正討論如何讓各校優秀的老師，發揮他們的專業，讓科丁教育融入
到學校教育的各⽅方⾯面。讓我們為花蓮成為全國發展科丁重鎮喊⼀一聲...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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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劉理理事長積極介紹本會，並尋找助⼒力力單位；
圖中某保險單位主管正詢問如何參參與科丁
教育

展場會議室熱列列討
論花蓮科丁教育如
何發展

展場合影—  
前右四 徐榛蔚縣長、 
前右三 教育處李裕仁處長、
前右⼆二 本協會劉劉⽂文堂理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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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地圖

AI時代即將來來臨臨，⾯面對未來來的競爭⼒力力，
兒童的程式訓練已經刻不容緩。因此，
本協會以 「 推動全台兒童程式教育風
氣」為宗旨⽽而成立。


「科丁」是 Coding 的⾳音譯，同時有科
學園丁的寓意，「許孩⼦子⼀一個雲端的未
來來」是科丁的 Slogan。本協會從成立⾄至
今，已在全台近 700 個學校，開辦為期
⼀一學期，免費的科丁入⾨門⽰示範課程，受
惠的學童上萬⼈人。


本協會推動的科丁教育能夠在全國順利利
推展，⾸首先要感謝各⽅方捐贈，包括很多
的⺠民眾與企業，另外要感謝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全⼒力力⽀支持，以及各個學校校長、
老師們的熱⼼心推動，才能讓科丁教育迅
速擴展；⽽而默默⽀支持推動的科丁教練和
助教們，以及各級⺠民意代表，全都功不
可沒。


109學年年度開始，科丁聯聯盟為將科丁教
育落落實在各校各年年級成為普遍教育，推
出「科丁⼩小學」計畫。108學年年度全國
已有39所國⼩小加入科丁⼩小學計畫，並經由本協會
培訓學校老師、使⽤用本協會製作編輯的各種科丁
參參考⽤用書及網路路課程，將科丁課程在校內全⾯面實
施；⼀一、⼆二年年級每週⼀一節課不插電課程、三~六年年
級每週兩兩節課實施程式語⾔言教育。


如果您是國⼩小校長、老師、家長會成員，有興趣

參參加本協會「科丁⼩小學」計畫，請上網填寫報名
表單，與本協會連絡窗⼝口連絡。參參加科丁⼩小學計
畫的學校，由本協會提供以下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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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科丁社團地圖  
 (持續增加中)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fbclid=IwAR2ricrwSIhGxj7a74BUNagEVE1xB3ab0yQjcGKggJ-CLC9rAEPNptvOgGo&mid=1QXIC0NMGWVbCXzlemY9GfH_582EDSUTZ&ll=23.83522049226404,121.0214588&z=7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fbclid=IwAR2ricrwSIhGxj7a74BUNagEVE1xB3ab0yQjcGKggJ-CLC9rAEPNptvOgGo&mid=1QXIC0NMGWVbCXzlemY9GfH_582EDSUTZ&ll=23.83522049226404,121.0214588&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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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課教材：由資訊專業⼈人⼠士編緝，傳遞正確的程式語⾔言知識與經驗，讓學校
老師輕鬆愉快上課。


2.知能培訓：於寒、暑假，或學期中舉辦科丁課程培訓，讓教師的知能⽅方⾯面得
到提升，並完全掌握教材與教法。


3.教材錄影：所有教材均規畫錄影課程，讓老師在上課前可以多次複習，經鬆
掌握課程重點、愉快地上課。


4.提供諮詢：108學年年度參參與科丁⼩小學學校，全國已有39所，可以提供未來來
109學年年度各校發展課程的經驗、分享在校實施狀狀況及課程內容。


以下是108學年年度參參加「科丁⼩小學」計畫的學校地區分布圖，請各位參參考。


科丁⼩小學申請書表如下
https://forms.gle/h16bmbY1MJeFdccr6

協會窗⼝口： 

1. 本協會執⾏行行秘書： 
    紀⽂文昌 0910-672-007  
    Line 同⼿手機號碼。 

2. 策略略聯聯盟協議書下載:  
    http://gg.gg/fo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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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年度科丁⼩小學地圖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xAir_1_378aHvpBlU5rTn00conYWHdhi&ll=23.533593139808094,120.98196354999993&z=8
https://forms.gle/h16bmbY1MJeFdccr6?fbclid=IwAR15k7Oiw4Sv7vL_O1K0ANg_LSuWjXBjvj0u_eyU1CpkzeWpD5dc9GczLfo
http://gg.gg/fos60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xAir_1_378aHvpBlU5rTn00conYWHdhi&ll=23.533593139808094,120.98196354999993&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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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統⼀一資訊系統 
為本協會⽇日漸擴⼤大的服務有統⼀一查詢窗⼝口，也為各
地區教務之科丁教練調配、⽅方便便傳遞訊息，由⾼高屏
分會主導的科丁統⼀一資訊系統正建立中。各地區的
召集⼈人、教務主任配合提供各樣資訊，以便便放置於
資訊系統裡⾯面。


系統簡介

⽬目的： 
為全台科丁⼈人可以了了解⽬目前本協會運作狀狀況， 
也讓贊助科丁教育的眾多捐助者看到本協會努⼒力力的成果， 
並記錄科丁走過的每⼀一步⾜足跡！


架構：


以理理事長為⾸首，轄下建置7個分會，分別介紹各分會執⾏行行狀狀況及成果分享、全
台聯聯絡窗⼝口、科丁國⼩小分布、當前開課學校狀狀況、公開⾏行行程表，加上臉書上的
訊息整合、科丁⽉月刊...等


運作⽅方式：


總會及各分會⾃自⾏行行維護各地區資料，會⾃自動反
饋到這個統⼀一窗⼝口。介紹本會會務時，也可以
這個為主要窗⼝口，讓捐助者看到本協會的現況
與努⼒力力成果。其他，如臉書等社群，可以照現
⾏行行⽅方式維護，⾃自動反饋到本窗⼝口。另外需要各
地區召集⼈人及教務主任配合更更新各地區⾏行行程曆，
讓看到窗⼝口的⼈人明⽩白本協會的努⼒力力。教練⼈人⼒力力
調配，也可利利⽤用本窗⼝口達到更更便便利利、透明。任
何問題，請向⾼高屏分會取經，看看⾼高屏地區利利
⽤用本窗⼝口所完成的各項調配情況。


請各地區召集⼈人、教務主任配合完成，讓會務
⼯工作、彼此溝通更更為順暢。


相關狀狀況、內容維護⽅方式，請與⾼高屏分會燒茶茶
先⽣生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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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連結

http://tcb.web30.pro/r/4cB885D9
http://tcb.web30.pro/r/4cB885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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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 Scratch 教練

彰化家扶中⼼心迸出熱情火花永留留⼼心中

我們是科丁聯聯盟台中分會的教練，參參加陳記住老師108年年9⽉月的線上課程，並且
在彰化家扶中⼼心和美分會進⾏行行志⼯工教練的服務，還沒有前往家扶中⼼心服務之前，
我們覺得家扶中⼼心感覺像是⼀一個安親班，應該有很多課業上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而且我們從台中市北區騎⾞車車到彰化和美分會，每次⼤大概要騎⾞車車⼀一個⼩小時，很怕
⾃自⼰己會因為距離遙遠導致無⼒力力，半途⽽而廢。


前往家扶中⼼心服務後，我們發現家扶中⼼心不僅幫助弱勢家庭，還提供各式各樣
課程讓⼩小朋友學習，雖然家扶中⼼心的設備沒那麼理理想，可是⼩小朋友都不以為意，
在課堂中給我們回饋，⽽而且好學⼼心還是很充⾜足！家扶⼩小朋友們都非常的活潑、
聰明、調⽪皮，當學習 Scratch 遇上挫折，他們不僅不喪志，都很樂觀繼續奮發
向上持續努⼒力力，這是我們覺得 令⼈人感動的地⽅方！


這次輔導彰化家扶中⼼心的⼩小朋友參參加「2019 GMCC世界數學科丁⼤大賽」，我
們都認為準備不及，⽽而且時間太短，教練對於訓練過程也覺得很緊繃，尤其我
們平常 Scratch 的授課是以動畫、遊戲為主，「2019 GMCC世界數學科丁⼤大
賽」的個⼈人賽都是數學題，⼩小朋友沒做完，真的很可惜。但是，家扶⼩小朋友並
沒有因此被擊敗，比賽前，他們利利⽤用課餘時間⾃自動⾃自發到家扶中⼼心練習，比賽
當天還很認真想辦法要做出來來，還說明年年要再參參加比賽，不會因此就放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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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家扶中⼼心的程式設計課程結束，教練與⼩小朋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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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甚⾄至還安慰我們、⿎鼓勵我們說，「教練，沒關係啦！我們下次會更更好

喔！」真的是群貼⼼心的孩⼦子，這次比賽雖敗猶榮！以後如果還要輔導家扶⼩小朋
友參參加競賽，建議教練要根據考古題，提前安排密集的訓練計劃，以達事半功
倍之效。　


雖然每次去彰化家扶中⼼心做志⼯工服務，騎⾞車車單程就要1⼩小時，體⼒力力很累，但是
經過這次彰化家扶中⼼心的 Scratch 志⼯工服務，我們都覺得收穫很多。彰化家扶
中⼼心的 Scratch 課程只有五次，⽽而且分散 2~3 個⽉月，讓學習效果打折，我們很
希望未來來開課，⽇日期間隔可以安排集中⼀一點，或者直接辦 1~2 天的科學營，讓
孩⼦子可以完整地學習。


結束這次彰化家扶中⼼心 Scratch 的志⼯工教練服務，覺得對於教學的耐⼼心有所提
升，⼀一向不耐煩的我變得更更有耐⼼心，⼩小朋友雖然活潑、調⽪皮，但並不是不聽話，
稍微勸戒都會聽話，上課也很認真聽，還熱情回饋我們，這樣⼦子我們就很⼼心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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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GMCC世界數學科丁⼤大賽」賽前
選⼿手培訓，教練與選⼿手⼀一對⼀一訓練

彰化家扶中⼼心的⼩小朋友利利⽤用課餘時間，
主動到家扶中⼼心練習Scratch

投影機直接投影在牆壁上會不清楚，但
⼩小朋友依舊認真聽講

數學科丁⼤大賽參參賽⼩小朋友與教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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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足了了。原本我們擔⼼心會因緊張表現不好，但⼩小朋友上課歡樂的氣氛，讓我們
在教學過程中不會緊張；剛開始擔⼼心我們為因為距離、⼼心累⽽而半途⽽而廢；但是，
真的去服務後，發現我們可以幫助⼩小朋友學習寫程式，還可以增進⾃自⼰己教學的
經驗，真的很開⼼心。尤其看到⼩小朋友學會程式的笑容，我們都覺得⼀一切很值得，
再累都願意再次騎⾞車車前往。


我們非常感謝科丁聯聯盟的栽培、陳記住老師的教導，更更感謝彰化家扶中⼼心所有
老師對我們的協助跟⽀支持， 要感謝家扶⼩小朋友對我們的熱情配合跟回饋。


�

志⼯教練督導觀察與建議

課程內容：

這期家扶中⼼心的課程基本上都是使⽤用陳
記住老師的課程去做教學，但這次安排
的課程比較困難，且教練不夠熟練課程。
雖然和美的⼩小朋友有⼈人上過，但在操作
上有些⼈人還是會跟不上，或是不太了了解。
建議教練們以後要在家扶中⼼心開課，第
⼀一堂課⼀一樣是基礎的 Scratch 介紹，然
後做稍微簡單的操作變化，以了了解⼩小朋
友們的資訊，像是誰的基礎比較好、誰
對什什麼議題比較有共鳴、⼩小朋友的個性
是如何等....，資訊都可以記錄下來來，然
後在課程結束時能夠做為後續課程上的
參參考依據，接續課程的教練可以利利⽤用第

⼀一次上
課時的
資訊，調整難易易度或題型，更更適合⼩小朋友學習。

⼈人員安排：


和美的⼈人數⼤大概是在10名左右，其實這樣的⼈人
數⼀一名教練和⼀一名助教⼈人數會是充裕的，有時
候可以從⼩小朋友裡找出⼀一個⼩小幫⼿手來來幫助⾃自⼰己
教其他有問題的⼩小朋友，我認為能夠讓⼩小朋友
喜歡上這⾨門課程也會更更認真上課。每⼀一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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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弘旻（左）、張凱棋（右）努⼒力力克服
場地與設備的困難，依舊充滿熱情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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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助教要先了了解教練預定上的課程內容，或是⼀一起討論要上什什麼樣的課程，
並培養彼此之間的默契，這樣在管理理整個班級會有更更好的成效，畢竟，教練在
教學時要掌握好每個⼩小朋友的學習狀狀況，盡量量讓⼩小朋友跟著⾃自⼰己的節奏走，不
要因為⼩小朋友歡樂開⼼心的氣氛就延誤進度，這點比較重要，我們還是要讓⼩小朋
友學到完整且正確的 Scratch 觀念念跟技術。另外，教練要認識⾃自⼰己並發覺⾃自⼰己
的特質，讓⼩小朋友喜歡教練，可以讓⼩小朋友更更認真的學習。


時間：


兩兩個⼩小時時間很剛好，如果像是要裝置筆電跟投影機的話，建議提前10-20 分
鐘抵達會比較好，這樣課程也不會被壓縮到。每次授課兩兩⼩小時對於⼀一些基本或
簡單的題型是 OK 的，操作完建議可以考考⼩小朋友，甚⾄至增加⼀一些上課沒講的
技巧進去，看看他們學習狀狀況跟反應；若若是比較困難的課題，兩兩⼩小時會比較緊
迫，建議以後上課的教練要依照家扶⼩小朋友的程度量量⾝身打造，重新規劃適合程
度的課程，⼀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方式，對⼩小朋友比較有幫助。


⼈人員建議：


建議採⽤用輪輪替式排班，例例如：第⼀一堂課弘旻當教練、其傑當助教、宗豫當顧問，
第⼀一堂課可以了了解班級以及⼩小朋友的狀狀況，弘旻有⼀一種容易易讓⼩小朋友喜歡的感
覺，其傑在適當的時間會管理理秩序，這樣會更更好的控制班級秩序，且兩兩⼈人很有
默契，會是不錯組合；第⼆二次的課程改由其傑當教練、昱銨當助教、弘旻當顧
問，第三次課程則由昱銨當教練、凱棋當助教、其傑當顧問，以此類推；不僅
可以讓每次的教練知道前⼀一堂教什什麼，顧問也能夠給與教練⼀一些意⾒見見，如果有

發現課程狀狀況不佳，可以隨時調整
後續的課程規劃。


• 感謝本期課程志⼯工教練：涂弘旻、
張凱棋、郭品辰、陳其傑、廖昱
銨、賴玠佑

• 感謝本期課程志⼯工教練督導：林林
宗豫、陳書妤

• 感謝「2019 GMCC世界數學科
丁⼤大賽」培訓教練：廖昱銨、涂
弘旻、陳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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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英打字⺟母在教學上的應⽤用 

南投僑建國⼩小  林林堂麗 

教學設計：林林堂麗老師


教學⽇日期：109年年3⽉月26⽇日(星期四)


教學時間：第⼀一節課8:40~9:20  (40分鐘)


教學對象：三年年級


教學⽬目標：認識英⽂文字⺟母在鍵盤上的位置與觸覺打字正確指法


教學材料：Scratch 程式語⾔言編寫認識鍵盤程式 
                  (內容：認識英⽂文字⺟母在鍵盤上的位置與觸覺打字正確指法， 
                   程式請參參考後⾯面附錄)


教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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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丁聯聯盟協會會訊／2020 三⽉月號

教學流程


教學回饋


1.⼤大部分⼩小朋友分享，這⼀一個程式很好玩、新奇、有趣。


2.會寫程式的⼩小朋友看到這個程式，第⼀一句句話就是，這要寫很久嗎？(編者註：
其實程式原理理很簡單，學過Scratch的⼩小朋友都會，但是要有耐⼼心及⾜足夠細
⼼心)


3.⾃自認英語字⺟母不熟悉的⼩小朋友，受到同儕⿎鼓勵，感覺有⾃自信。


4.⼩小朋友分別扮演挑戰者與出題者，感覺很新鮮。出題者還可以協助挑戰者完
成任務，很有成就感。

教學省思


1. 我個⼈人非英語教師，無法掌控語⾔言教學恰到好處。例例如:⼤大聲讀出。爾偶，
我才會想到要跟讀或⼀一起讀。學習語⾔言，⼤大聲說出是⼀一條捷徑。


2. ⼀一開始我擔⼼心⼩小朋友不夠⾼高，會無法點擊到正確字⺟母(上課使⽤用觸控電視)。
個⼦子⼩小的孩⼦子，在點擊 上⾯面⼀一排字⺟母時，確實較吃⼒力力。如果這程式要運
⽤用在⼩小⼩小孩 (低年年級⼩小朋友)，需要把程式中的鍵盤位置下降。


3. 這⼀一個程式畫⾯面⾊色彩很吸引⼩小朋友學習。不知道是程式關係還是觸控螢幕
關係，當點擊螢幕後，會延遲幾秒鐘發出聲⾳音，等待時間太久。(編者註：
這可能與連網速度有關，因為要唸出來來需要找網路路 AI 語⾔言助理理)


4. 對初學英語的孩⼦子，建議不要增加英⽂文單字。例例如: L lion，顯⽰示L即可，等
孩⼦子精熟字⺟母後，再置入單字較無壓⼒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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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些學⽣生已經會唸⾳音標， 例例如:BBB ㄅㄅㄅ。雖然這些孩⼦子字⺟母已經很厲
害，可以營造ㄧ些任務讓他們表現。例例如：先來來點擊。適當⼝口頭⿎鼓勵：喔！
速度很快喔！然⽽而，對於未學習或未精熟或較沒有⾃自信的學⽣生，可以適度
降低難度，讓他們容易易達成任務，建立學習語⾔言的⾃自信。等到孩⼦子已經熟
悉字⺟母之後，程式再加入拼⾳音練習，對學⽣生學習搭建語⾔言鷹架，較能穩固。
(編者註：原程式發⾳音有英⽂文字⺟母及相關單字)

• 附錄⼀一：程式畫⾯面 

• 附錄⼆二：程式原始碼下載 (改編請附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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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簡介影片程式原始碼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lti67vkgz7_ENUTy6mI4WwAfEjSCwdP
https://youtu.be/cZ7-vHAvURE
https://youtu.be/cZ7-vHAvUR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lti67vkgz7_ENUTy6mI4WwAfEjSCw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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