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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外交~聖露⻄西亞國際志⼯工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金會(國合
會)，以協助友好或開發中
國家經濟、社會、⼈人⼒力力資源
發展、增進與友好或開發中
國家間經濟關係、提供遭受
天然災害國家或國際難⺠民⼈人
道協助為⼰己任。


本次計畫為邦交國【聖露⻄西
亞】提供程式教育師資培訓，
由科丁聯聯盟的種⼦子教練【林林
平三】、【張榮錦】培訓當
地 6 所⼩小學的老師，為期 3 
個⽉月的師資培訓，透過
Scratch 程式積⽊木語⾔言協助
老師了了解運算思維、程式的運作
⽅方式，建立對程式設計的基礎概念念。


本計畫預期效益：


1.強化師資培訓與在職進修成效：優化師資培訓內容，加入
資訊科技運⽤用。


2.打造友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場域。


3.拓拓展教育現場長期輔導夥伴與網絡：建立教師專業學習交
流網絡，導入我國及國際既有教育資訊科技資源。


加油，科丁夥伴，⾶飛向世界，將台灣的科丁經驗帶到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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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林平三教練(左)、張榮錦教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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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人⼯工智慧時代

科丁教育深耕國⼩小

【台中教練團報導】


當初接到篤⾏行行國⼩小跟太平國
⼩小的程式設計（Scratch）
社團課，壓⼒力力有點⼤大，⼜又驚
⼜又喜外加很害怕，畢竟我們
從國⼩小畢業很久了了，擔⼼心現
在的我們跟他們有代溝，更更
不要說還得傳輸⼀一些邏輯觀
念念給他們，我們常聽⼈人說現
在的⼩小學⽣生都⿁鬼靈精怪，聰
明的很，萬⼀一遇到很⽪皮的⼩小
學⽣生，我們罩不住，或是教不好，怎麼辦呢？實際去上課後，發現跟我們想的
有的⼀一樣，有的不⼀一樣～⼩小朋友很聰明，是那種舉⼀一反三的聰明，⽽而且都很有
創意，雖然很調⽪皮，但是那些調⽪皮的⼩小玩笑都是想表⽰示⾃自⼰己的創意，教過他們
之後，才發現，原來來他們有時候故意使壞，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情感與想法，
才會⽤用調⽪皮搗蛋，引起我們的注意，只要我們耐⼼心跟他們都溝通，他們都能夠
慢慢說出真正的想法。


太平國⼩小教練：董國揚（左），篤⾏行行國⼩小教練：陳書妤（中）、林林宗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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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行行國⼩小跟太平國⼩小的⼩小朋友，有些⼈人對於Scratch設計遊戲很有興趣，有些
⼈人只想玩電腦不想學習，那些以前有學過的⼩小朋友都是知道怎麼操作，卻不了了
解其中的原理理，透過這學期的學習，我們告訴他們為什什麼要這樣⼦子操作，程式
邏輯是如何運作，他們就更更有興趣學習，且很認真做筆記。


篤⾏行行國⼩小有三個⼩小朋友報名參參加「2019 GMCC
世界數學科丁⼤大賽」，由陳書妤教練負責培訓。
個⼈人賽的部分表現不太理理想，因為都是數學類的
題型，我們平常都教授動畫、遊戲，個⼈人賽⼤大家
普遍表現不理理想；團體賽的部分，雖然有做完，
但是⼤大概就是基本分數，來來不⼰己展現加分的⼤大招。
其實，⼩小朋友對於Scratch還不熟悉，這次參參賽是
有點操之過急，對於教練來來說也是，教練第⼀一次
帶這樣的比賽，沒有題庫，沒有⽅方向，不知道要
如何去備課，也不知道安排的訓練課程對比賽是
否有幫助。經過這次的經驗，我認為讓⼀一個教練
先在這個班級上滿⼀一學期的課，對學⽣生充分了了解
後，再輔導他們做比賽培訓會比較好。


我們都覺得可以幫助⼩小朋友學習程式設計是很棒的經驗，還可以讓⾃自⼰己重複學
習，⼀一舉兩兩得，⽽而且⼩小朋友天⾺馬⾏行行空的想法，也刺刺激我們的想像⼒力力更更豐富，雖
然他們真的很⽪皮，差點讓我們發脾氣，但是⼀一起完成作品的感受真的很好，⼩小
朋友也很有成就感，尤其在教授過程中，慢慢認識⼩小朋友，發現每個⼈人都有不
同的個性，每個⼈人遇到Scratch難題的思考邏輯、處理理⽅方式、製作過程都不⼀一
樣，但程式設計沒有標準答案，結果都是正確的，這就是程式設計最重要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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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不管⿊黑貓還是⽩白貓，只要會抓老鼠的都是好貓，所以只要結果是正確的，
不同⽅方法，創意的過程怎麼樣都是好的。


國⼩小的程式設計（Scratch）社團課程，⼀一個班⼤大約10~15個學⽣生，安排⼀一個教
練⼀一個助教是差不多的，或者⼀一個教練兩兩個助教也可以，依班級⼈人數以及程度
作分配，科丁聯聯盟陳記住老師提供的課程，對於國⼩小的⼩小朋友很適合，如果真
的遇到程度很好的⼩小朋友，教練可以額外給他難題，讓課程內容更更多元化，⼩小
朋友們能夠開⼼心學習是最重要的。


未來來如果還要在國⼩小開設Scratch社團課程，建議教練要跟助教討論進度，助
教可以事先了了解課程，上課的時候協助教學之外，最好要幫忙管秩序；雖然⼤大
部分⼩小朋友都很認真在學習，但畢竟有些⼈人曾經接觸過Scratch，有些⼈人沒
有，已經學過的⼩小朋友，操作速度比較快，⽽而沒學過的操作比較慢，導致做完
的⼈人不知道要做什什麼，開始吵鬧，「秩序」是滿重要的⼀一環，不然進度很容易易
上不完；⽽而．對於課程較熟練的⼩小朋友，教練可以讓他當⼩小老師。另外，教練
最好要求⼩小朋友做筆記，回家要練習，甚⾄至安排作業，或是推薦⼀一些教學網站
給⼩小朋友，讓他們在家裡也可以線上學習。還有，如果⼩小朋友無法準時進教室，
可以跟國⼩小的承辦老師反應，不然⼩小朋友在校園亂跑不知道會不會怎樣，⽽而且
課程會被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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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這次國⼩小的程式設計（Scratch）社團課程，我們都覺得，不能⼩小看現在
的⼩小朋友，他們創意無限且潛⼒力力無窮，⾯面對他們的⿁鬼靈精怪，不僅在訓練⾃自⼰己
的EQ以及臨臨場反應，也在考驗⾃自⼰己的表達能⼒力力。我們⼀一直以來來都是學⽣生的⾝身分
在學習，現在以不同的⾝身分（教練或助教）進入教室，第⼀一次都會害怕、抗拒，
但是經過這段時間，現在變得比較勇敢了了，也比較知道怎麼跟⼩小朋友溝通。很
感謝科丁聯聯盟給我們機會前往篤⾏行行國⼩小、太平國⼩小教授Scratch，尤其我們完
成「家扶中⼼心Scratch志⼯工教練」的服務，再到篤⾏行行國⼩小、太平國⼩小，擔任教
練及助教，讓我們更更懂得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也更更加體會到教學相長，相信
下次的課程，我們⼀一定會有更更專業的表現。


篤⾏行行國⼩小助教：涂弘旻（左）、張凱棋（中），太平國⼩小助教：陳其傑（右）， 
協助⼩小朋友學習Scratch

感謝本期課程教練：董國揚、陳書妤、林林宗豫

感謝本期課程助教：涂弘旻、張凱棋、郭品辰、陳其傑、廖昱銨、賴玠佑

感謝「2019 GMCC世界數學科丁⼤大賽」培訓教練：陳書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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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在吉峰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
吉峰國⼩小迎來來⼀一對貴客：
黃⼠士芬及陳記住老師，原
本準備到隔壁學校上課，
因緣際會來來到吉峰國⼩小，
開啟吉峰孩⼦子與程式語⾔言
的初步對話。


由於時間配合和課程安排
的關係，吉峰國⼩小由四年年
⼆二班的同學體驗科丁聯聯盟
的Scratch 課程，每週上
課⼀一次，每次兩兩節課。剛
開始的時候，記住老師透過⽣生動活潑的講解與肢體動作的引導，讓學⽣生體會 
Scratch 程式積⽊木的各種功能與堆疊的邏輯順序概念念，學⽣生上課起來來都興趣盎
然非常開⼼心，⽽而且特別期待每周上課所帶來來的學習樂趣；慢慢的隨著課程更更加
深入複雜，學⽣生⾃自由發揮創意的地⽅方也越來來越多，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培養邏
輯思考及問題解決的能⼒力力，並且能設計出屬於⾃自⼰己獨特的作品。


駿瑋說：「⼤大概半個學期的課程後，幾乎老師說了了第⼀一個步驟，我就可以猜到
下⼀一步老師要做什什麼，我覺得 Scratch 真的很有趣！我可以做出屬於我⾃自⼰己的
遊戲！」喻涵說：「Scratch 真的很好玩！課程中，老師的幽默風趣和好玩的

課程，都讓我們不想下
課。但就像老師在最後
⼀一堂課告訴我們的，他
幫我們上的12堂課只是
個開始，我們以後要繼
續做更更多的練習，才能
變成⼀一個很棒的程式設
計師。」品瑄說：「我
覺得 Scratch 很好玩，
因為可以⽤用它設計出不
同的遊戲和程式，⽽而且
也可以在家裡跟家⼈人⼀一

科丁⽉刊 2020.⼆⽉號 page !6



�                                           科丁聯聯盟協會會訊／2020 ⼆二⽉月號

起設計想要玩的遊戲，學 Scratch 讓我覺得邏輯思考能⼒力力變得比較好，謝謝老
師讓我們在⼩小學四年年級就可以學到這麼好玩的課程。」


2020年年1⽉月出版的親⼦子天下雜誌主題：「教出 AI 時代的孩⼦子」，內容對於如何
培養能因應 AI 時代的孩⼦子給出⼀一些建議，⽽而科丁聯聯盟所做的，就是幫助學⽣生
培養AI素養、認識程式語⾔言的⼯工作。在⼀一個學期的與程式語⾔言對話之後，發現
原來來程式語⾔言並不是只有⼯工程
師才看得懂，它也可以以很簡
單的⽅方式教給⼩小學⽣生認識。因
此，吉峰國⼩小於109學年年度也將
加入「科丁⼩小學」，從低年年級
的不插電課程開始培養學⽣生基
礎運算思維，到中⾼高年年級學習
科丁聯聯盟 Scratch 和 Scratch+ 
課程，讓全校的學⽣生都可以更更
進⼀一步學習程式語⾔言課程；期
待每位學⽣生都能成為⾃自⼰己開發
做程式，不再只是使⽤用他⼈人程
式的 AI ⼈人才。


編者註： 
台中吉峰國⼩小經過⼀一學期熱烈參參與科丁活動，已報名109學年年度全國科丁⼩小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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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課程 英語融入教學 
為⿎鼓勵學校教師在參參與科丁⼩小學，學得程式語⾔言的基本功及設計技巧後，能發
揮個⼈人在各科的專長，設計更更多符合全國科丁⼩小學使⽤用的教材、教案，本協會
教練陳記住、黃⼠士芬兩兩⼈人特別以「Scratch 融入教學」為題⽬目設計專題，前後
共 10 個專題，集結成書，名為「Scratch 融入教學(⼀一) 練英打、學程式」，做
為英語融入教學的參參考教材。


本教材由認識英⽂文字⺟母、到背英⽂文單字，應⽤用 Scratch 程式基本技巧，⼀一步步
建構出學習英⽂文的部份⾯面貌。


本書特點：


①創造原⽣生應⽤用軟體。

②循序漸進由認識字⺟母到養成英打習
慣。

③學習觸覺打字法。

④⽤用節拍器有效增進打字正確率。

⑤建立應⽤用資料庫能⼒力力。

⑥無痛背單字，邊打字，邊背單字。

⑦原始程式碼完全公開。

⑧專題提供錄影課程。

本書的⽬目的是給學校具各科專業素養
的教師⽰示範，如何使⽤用⾃自⼰己各領域的
專業知識經驗，⽤用簡單的 Scratch 視
覺化程式語⾔言，就能寫出讓孩⼦子受益
⼀一⽣生的程式；特別適合學校教師，在
增進程式語⾔言融入教學與學習的能⼒力力
⽅方⾯面參參考使⽤用。


另⼀一⽅方⾯面，如果你已經看不下去孩⼦子使⽤用「⼀一指神功」、「兩兩指神功」、或「亂
指神功」輸入中、英⽂文，⼜又希望孩⼦子不是覺得無聊地練習英⽂文打字，那麼，請
⼀一起來來學習有趣好玩、關於英打的⼗十個專題，相信在無形之中，孩⼦子就能練習
英打、並習慣⽤用正確的⽅方式，快速地輸入英⽂文。


編者註：本書作者曾帶領⾼高職中、英打選⼿手，本書依帶領選⼿手經驗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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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課程 數學融入教學 
本書使⽤用 Scratch 程式語⾔言玩數
學，作者於序中寫道：


五年年前接觸 Scratch 視覺化程
式，發現除了了可做動畫、遊戲外，
尚有很⼤大的學習空間。


本⾝身任教於補教界，專教國中、
⼩小數學及⾼高中物理理，將近⼗十餘年年，
因此，做了了跨領域的結合，將數
學⽤用程式來來詮釋，程式概念念⽤用物
理理來來解說，同時運⽤用了了電腦硬體
強⼤大的運算功能，因此發現，非
常多有趣的題⽬目，包括⼈人⼯工智慧
及機器學習。


在本書中，每⼀一個例例題及類題，
本⾝身在課程上實際反覆教授過多
次，深受學⽣生及家長的喜好。例例
如：本書背⾯面的題⽬目(註)，你如何
去解決類似的數學或⽣生活上的問
題呢？學習程式語⾔言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程式語⾔言的精神，就是創客精神，從想像( 邏輯思考)到動⼿手做(解決問
題)，從畫出流程圖( 或⽤用演算法)到設計出程式，中間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充滿
了了驚喜和有趣，因為，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法，遠比知道結果來來得重要和踏實。


本書適合對象：


1.學習程式語⾔言的國中⼀一年年級新⽣生

2.國⼩小⾼高年年級程式語⾔言先修教材

3.特別推薦給想從事程式語⾔言教學者、或欲跨學科教程式的數學同好。


編者註：本書背後的問題，包括：兩兩數交換、BMI、韓信點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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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塊餅乾 

記得⼤大四那⼀一年年，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樣進入⼤大公司、領⾼高⽉月薪；如何在短
期內還清家中債務、出⼈人頭地…等。


很幸運的，我後來來進入了了國內某知名集團⼯工作，擔任外籍主管的翻譯兼特助。
由於職務的關係，我得以參參加很多⾼高階主管聚集的決策性會議，讓我這個念念應
⽤用外語出⾝身的社會新鮮⼈人，得以比其他同輩更更快學到很多關於零售採購、談判
技巧、利利潤分配、業績追蹤、⾏行行銷企劃等專業知識。


那時候，我以為這就是我要的⼈人⽣生。隨著⼯工作時間增長、⼯工作量量增多，我變得
早出晚歸，常常⼤大清早還就進入地下道內搭捷運，步出公司時已是晚上，⼀一整
天都沒看到陽光。 


因為加班，我常挨餓到晚上九點多，滿腦⼦子想的都是⽑毛利利與業績，邊吃泡⾯面邊
打隔天要⽤用的報告。


我忘了了要打電話回家關⼼心家⼈人，


錯過了了和朋友們的聚餐，割捨了了我最愛的
籃球和閱讀，忽略略了了四季的更更迭，更更嚴重
的是，我漸漸忘了了曾有的夢想，也越來來越
不認識鏡⼦子裡⾯面的那⼀一個⼈人是誰……。


於是我毅然決然遞出辭呈，並在⼀一週內訂
好機票和簽證，⼀一個⼈人獨⾃自⾶飛往印度，展
開了了我⼈人⽣生⽬目前以來來最有意義的旅程。在
這趟旅程中，我沒有事先訂任何飯店或做
任何⾏行行程規劃，甚⾄至，我連旅遊導覽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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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了⼀一個簡單的故事，却令⼈人同感。

有好多⼈人問我為什什麽搞科丁聯聯盟，老了了還要到處去化緣(募款)，
原來來我是願意把半塊餅乾分給沒有的⼈人。

我記得有次我感謝⼀一位⽇日本台商捐款給我們時，她說她才要謝謝
我給她做善事的機會。原來來她也是在找那個沒有餅⼲干的⼩小女孩。

其實⼀一點都不偉⼤大，只是⼈人性⽽而已，你沒有去做只是你沒遇到⽽而
已。 ~理理事長 劉劉⽂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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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就出⾨門了了。


我體驗了了「流浪」的滋味，更更重要的是，我透過與當地⼈人⺠民的接觸，了了解了了⽣生
命真正的意義。 


在窮苦的印度，連喝⼀一杯乾淨的⽔水都是祝福，我不再汲汲營營，每天清晨，我
划著⼀一艘⼩小船，在恆河上慢慢的渡著，當時間空間都被抽離後，⼈人就會很⾃自然
地回想⾃自⼰己的過去，遙想⾃自⼰己的未來來。


當我開始領悟到⽣生命的價值並不是取決於薪⽔水、位階、財產等等這些物化的東
⻄西後，我整個⼈人豁然開朗，開始想要多接觸當地⼈人⺠民的⽣生活。


於是我在恆河畔召集那些向觀光客兜售香菸、蠟燭與紀念念品的⼩小孩，他們年年紀
都很⼩小，有的才三、四歲就出來來做⽣生意。


每天黃昏，我們相約在⼀一個階梯式廣場，由我免費教他們英⽂文，


在夕照下，我們圍成⼀一個圈圈，


有時唱歌，有時這些印度⼩小孩，拉著我的⼿手寫印度⽂文給我看，


然後我們在夕陽餘暉中各⾃自漫步回家。離開印度的前夕，我買了了包餅乾，⽬目的
是要分給我的「學⽣生」們。 


只⾒見見他們⾃自然形成⼀一列列，⼀一個個乖巧的排隊等著領餅乾，我⼼心中感到非常欣慰。
就在這時候，我發現我的餅乾發光了了，卻還剩下最後⼀一個⼩小女孩沒有領到。我
想起⾝身再去買⼀一包，卻看到她失望地流下了了眼淚淚，⼼心急的我、想辦法⽤用簡單的
英⽂文告訴她我沒有忘記她， 但因為語⾔言上的障礙使得她難過的放聲⼤大哭。就在
我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男孩走了了過來來，將他⼿手中的餅乾剝⼀一
半遞給了了⼩小女孩，接著其他⼩小朋友跟著重複同樣的動作，⼀一眨眼，原本淚淚汪汪
的⼩小女孩⼿手中已有三四片餅乾，⼀一群⼩小朋友碰碰跳跳的笑著跑開了了。


親眼⽬目擊這⼀一幕的我、不禁紅了了眼框。 


原來來，幸福就是這麼簡單；原來來，分享是那麼樣的快樂。⽽而且最令我動容的，
是這位⼩小男孩發⾃自內⼼心的舉動，並沒有來來⾃自任何⼈人的指令或後天的教導，全是
他發⾃自內⼼心的⾏行行為舉⽌止。那⼀一晚在恆河畔，我想了了很多，為何物質⽣生活享受遠
超過印度⼈人的我們，在精神層⾯面上卻不⼀一定能像他們⼀一樣快樂？⼈人⺠民所得提⾼高
後，是否⽣生活就能夠變得更更幸福？


沸沸騰騰的教改，究竟改了了些什什麼？⼜又教會了了我們的孩⼦子些什什麼？現代的⼩小孩
⼦子不需要排隊領餅乾，究竟是禍是福？


他們如果不知道挨餓為何物，將來來樣怎麼懂得惜福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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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的教育、社會的價值觀乃⾄至評斷⼈人的標準，都不斷的強調名次、位階
與年年收入，扣掉有幸能夠符合這些標準的⼈人，剩下的芸芸眾⽣生如何平衡⼈人⽣生本
來來就會有的不完美？如何接受餅乾發到你時剛好沒了了？


有幸拿到餅乾的⼈人如何回過頭來來幫助沒拿到餅乾的⼈人？回國後，我⼀一直記得這
⼀一幕，並與週遭親朋好友分享這個難得的經驗。


希望這半餅乾能夠激發更更多⼈人的愛⼼心與善⼼心，讓這樣的善⾏行行⼀一直傳下去，讓我
們的社會更更加溫馨；也藉由這半塊餅乾，激發更更多⼈人去思考更更多與我們切⾝身相
關的問題，包括教育、社會價值觀、團體與個⼈人的平衡、貧富差距等。


⾝身處⼈人們越來來越趨向於私⼰己的時代洪流，我想我們所需要的，應是跨越種族紛
爭、黨派⾊色彩與階級差別的⼀一種互助精神。 


或許，⽬目前台灣社會最⽋欠缺的，是這半塊餅乾吧！...(版權聲明：摘⾃自網路路⽂文
章，若若有侵權請來來信告知)


科丁⼩小學計畫募款
科丁聯聯盟協會三年年多來來承蒙多⽅方的贊助，和會員的努⼒力力，已經得到許多⼩小學的
認可。協會計劃把科丁教育從課後社團課，轉成學校的正常課，並成立［科丁
⼩小學］，讓每年年級的學⽣生都能上科丁課程。

為了了⿎鼓勵學校能快速加入［科丁⼩小學］的⾏行行列列，本協會不向學校收費，並提供

師資培訓、學⽣生参考書等服務，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援。因此發動⼩小額捐款，讓
社會各界有更更多⼈人可以⼀一起参加公益活動，許孩⼦子⼀一個雲端的未來來。

線上捐款：可以掃描下⾯面的捐款條碼；也可直接點選捐款網址  
http://codingnations.org/donateonline/

科丁⼩小學計劃募款核准字號：台内團字第10500923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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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聯聯盟協會科丁⼩小學⽬目標

109學年年：100 所

110學年年：250 所

111學年年：500 所


預計 15 萬名學童受惠
募款 QR code

http://codingnations.org/donateonline/?fbclid=IwAR11jPJgs_jcwJLsyRmrQ6B-M1MudU3oyII91uJ8ouaH_dupnuVgRhrKO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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