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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光復國小科丁計畫	
陳嘉彬 老師

　　「老師，我要怎麼把我做的遊戲上
傳，讓其他⼈人可以搜尋到？」⼀一位學⽣生
在⼀一次程式課中興奮地說著。

「我創造了了好幾個公主的⾓角⾊色，讓這個
答題程式，變成了了公主的Party。」另⼀一
位學⽣生迫不及待地找⼈人分享她的公主世
界。


　　在幾個⽉月前，很難想像到這樣的情
景在我眼前發⽣生，⼀一切都發⽣生的太過迅速了了。


    從上學期開始，與⼤大興國⼩小⽂文正主任開始
討論；想要在兩兩校開始⼀一些科技教育的課程，
剛要起步的我們，⼀一開始都徒具想法，還不
知道該如何具體落落實，⽽而我們兩兩校能夠上課
的⼈人數湊⼀一湊，也只有⼗十個⼈人，就趕緊聯聯絡
了了太巴塱國⼩小的芙代主任，⼀一個三校聯聯合的

⼩小⼩小團隊在這⼀一刻開始成形了了。


    我開始蒐集了了資訊，在去年年⼗十⼆二⽉月第⼀一次
去智慧教育中⼼心研習遇到了了⽂文盛老師，提到了了想要在光復國⼩小申請科丁計畫，

隔天就接到了了科丁協會忠郁主任的電話開始調查⼈人數、確認課程，這樣的效率
讓我也開始繃緊了了神經，趕快聯聯絡、調查⼈人數、規劃地點、處理理交通等等繁瑣
的事情。


　　⼀一直到這學期第⼀一次上課以前，都
還處在很緊張的狀狀態之下，不知道這些
課程能否順利利推⾏行行，也很擔⼼心學⽣生的反
應，要讓我們的學⽣生犧牲週三下午的玩
樂時間，繼續待在學校上課，簡直難上
加難。好在，第⼀一堂課開始，學⽣生們第
⼀一次接觸了了程式，開始玩code.org的⼀一
⼩小時玩程式，每個⼩小朋友都興奮得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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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課。在第⼆二週的週三放學前，就有學
⽣生跑來來找我，跟我說她很期待今天的課程，
希望繼續破關，即使她上次被幾個困難的
關卡弄弄得⼼心煩，如何絞盡腦汁也過不了了關。

  　幾週的課程過後，對於學⽣生的學習狀狀
態，我算是放下了了⼼心中的⼤大⽯石頭。看著有
些學⽣生可以迅速理理解老師的要求，開始舉
⼀一反三，變幻出各式各樣的遊戲；有的學

⽣生設計⾃自⼰己的⾓角⾊色，跟同學分享⾃自⼰己的創造；有的學⽣生努⼒力力地寫程式，就是要
創造個⼩小動畫來來捉弄弄同學；有的學⽣生在那
邊愁眉苦臉想破頭，想要解決問題，在得
到解答後⼜又綻放真誠的笑容。這些情形每
週的科丁課程都在上演著，讓我重新在學
⽣生⾝身上找到了了學習的成就感與喜悅，也使
我相信我們走正走在正確的道路路上。

　　我們學⽣生不是不⾏行行，只是缺乏了了讓他
展現的機會與舞台，雖然我們現在剛開始
起步，但是從他們⾝身上可以預⾒見見到他們寬
廣的未來來。直到現在科丁的課程已經進⾏行行了了⼀一半左右，我仍然是戰戰兢兢的，
每週還是會擔⼼心整個活動的進⾏行行、學⽣生的反應、家長和另外兩兩校的情形。我深
刻地感受到了了計畫執⾏行行時，需要注意的許多細節，很謝謝科丁協會給了了我們這

⼀一機會，使我們可以踏入
程式教育的世界，當然也
很感謝兩兩校合作的好夥伴
⽂文正主任、芙代主任，讓

我們的課程得以順利利進⾏行行，
也希望後續可以⼀一起為我
們孩⼦子創造更更多的美好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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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小學培訓⼼心得 
科丁聯聯盟⾼高屏分會科丁⼩小學教練 林林億龍


        ⼀一般⼈人都會認為程式設計是⼀一⾨門艱深難懂的專⾨門技術，通常是理理⼯工科或者

資訊相關⼈人員才會的技能，國⼩小老師們也不例例外，更更何況科丁⼩小學的計畫實施

是要由學校老師們去推⾏行行，更更加深了了老師們的恐懼。 

       前些⽇日⼦子參參與了了福安及六⿔龜國⼩小
的教師研習，主要是指導⼀一年年級不插

電課程。在進入主題前，我先詢問老

師們：1.什什麼是程式設計？2.為什什麼要
學程式設計？有著不同的回答。我簡

單的說明：讓⼩小朋友學習程式設計，

不是要讓每個⼈人去成為程式設計師，

⽽而是希望可以⽤用來來分析、解決問題。

接著介紹科丁聯聯盟的組成緣由，以及

(三年年級以後) HOC、Scratch 的畫⾯面，均是屬於積⽊木式程式語⾔言，最⼤大的特⾊色
是「無障礙、沒挫折」地學習程式語⾔言，還有科丁⼩小學的課程規劃說明。 

       簡報說明結束，就是進入主題：不插電課程。教材就是給⼩小朋友使⽤用的，
所以說明內容後，老師們理理解沒有問題，在各單元內，我會補充說明在實際教

學過的經驗分享；並強調有些題⽬目的答案不是唯⼀一，⽽而是讓⼩小朋友們學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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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的概念念，沒有分數的評比；接

著做⼀一單元的實際演練，讓課程能有效

的學習，釐清盲點。 

      如此學校老師們從⼀一開始的稍微恐懼
排斥，到能夠理理解接受，並欣然接收任

務，在課堂上執⾏行行程式語⾔言不插電課程。

雖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還望⼤大家⼀一起

努⼒力力執⾏行行，學中做、做中學 (所謂「教學
相長」也！)，給低年年級的⼩小朋友們開啟⼀一扇通往世界的窗，種下科技種⼦子，等
待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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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校園話唐詩 
雲嘉南科丁報導  曾婧玲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黃⽟玉枝教授指導學⽣生時，說道：
『話唐詩，考驗⼩小朋友的打字速度和情境故事設
計』『情境故事動畫需要⼈人⽂文素養，藝術美感等, 這
些不是在程式設計課程中可以培養的；⼆二⼗十四孝故
事/四格漫畫轉動畫，都是可以快速發揮的題材；國
⽂文/英⽂文/社會科的老師教導的內容都是可以轉化的；
數學運算的部分，APP inventor 較容易易發揮。下周
主題: 互動遊戲討論喔!』


『新嫁娘詞 可以讓同學們編劇發揮/應⽤用學過的相關程式⽅方塊。背景中有⼀一鍋
湯，⾓角⾊色有新嫁娘 abby 和⼩小姑 anina，⼩小姑吃完後可以⼿手舞⾜足蹈! :) 表⽰示讚
賞。也可另選其他⾓角⾊色，讓吃完後的反應以動作表⽰示出來來。』 

上⾯面三則對話是台南應⼤大黃教授實際在⼤大學端的指導實況對話，記得婧玲剛剛
到雲嘉南地區推動，⼈人⽣生地不熟，非常幸運總有貴⼈人鼎⼒力力相助，黃教授就是婧
玲在台南推動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貴⼈人。感謝教授⼤大⼒力力⽀支持「⼤大⼿手牽⼩小⼿手」，
結合學校理理論及實務，讓台南科丁業務順利利開

展。進入合作第⼆二年年了了，
⼤大家越來來越有默契，協助
的學校也有更更多的創意學
習傳出。雖然訓練的⼤大學
⽣生會畢業，但「⼤大⼿手牽⼩小
⼿手」在地深耕的計劃不能
停，感謝⼀一路路上⽀支持的貴
⼈人，感謝所有來來接受訓練
的老師們，感謝所有服務
學習的⼤大學⽣生們，更更感謝
台南三股國⼩小許志彰校長，

不僅親⾃自帶著老師到雲林林參參加科丁⼩小學師資培訓，還以⾝身作則擔任助教參參與科
丁公益社團課程.....，婧玲在第⼀一線陪伴⼤大家成長的過程中，有挫折也有歡
笑，但我深深的相信，教育的本質，是我們⼤大家所堅持的，⽽而⼩小孩的笑容，更更
是每⼀一位參參與科丁推動者最⼤大的動⼒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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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年度

⾼高雄科丁⼩小學程式教師培訓


為要來來的九⽉月份⾼高雄地區八所科丁⼩小學所需要的科丁教師，本協會⾼高屏分會除
舉辦國⼩小低年年級不插電師資培訓課程外，將於6⽉月7⽇日起，開始網路路視訊24⼩小時
的科丁⼩小學學校教師培訓課程。我們將使⽤用週六、⽇日早上的美好時光，⼀一步⼀一

步和科丁⼩小學教師們，建立程式語⾔言的教學能⼒力力；並且帶領⼩小朋友們，在好玩、
有趣的課程內容中，體驗何謂「與電腦溝通、指揮電腦幫我們做事」的簡單積
⽊木，與⼀一連串串驚奇的程式學習之旅。


本次 Scratch 程式語⾔言培訓，⾼高雄市教育局⼤大⼒力力⽀支持，為所有參參加培訓的教師
提供「研習時數」，及各項事前⼯工作的安排；感謝⾼高雄市教育局的⽀支持，讓科
丁教育在⾼高雄能快速傳遞到全市的國中、⼩小，讓參參與培訓的老師們更更有動⼒力力學
習，並回到學校開始引導⼩小朋友們學習程式語⾔言。


本次培訓最主要的參參與老師，是參參與本協會109學年年度科丁⼩小學的⾼高雄市⼩小學
老師，請老師們準備好⼼心情，「好玩」、「有趣」、「開⼼心地」學習整個課程，
願你們在未來來教學歷程，加入科丁的元素，成為您⼀一⽣生教學的最⼤大亮點。


⾼高雄科丁教師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xG9epstjAjBHh6j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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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論壇在台北


專訪本協會理理事長 
109學年年科丁⼩小學募款活動

科丁⼩小學簡介：每周每位學⽣生在正常課，由該校老師執教程式語⾔言課程，科丁
聯聯盟協會提供参考課程的⼩小學叫科丁⼩小學。由科丁聯聯盟協會免費提供師資培

訓、和師⽣生課本或教材。

109學年年 (2020/09~2021/06) 全國預計有 85 個⼩小學參參加科丁⼩小學計畫，需培訓
1,188 位老師，贈書 31,363 位學童。經費預算 250~300 萬。

109學年年度科丁⼩小學名單
https://reurl.cc/V6MMkA

各年年級贈送書單
 https://reurl.cc/V60Orn

科丁聯聯盟協會簡介
https://reurl.cc/KkdnXj

為了了⽅方便便⼤大家捐款，提供信⽤用卡等線上捐款連結。捐 2000 元以上者；將其芳
名印在每本書的內⾴頁捐款名冊，捐款⼀一萬元以上者；將其芳名印在每本書封底
捐款名冊。

捐款線上連結(2020年年8⽉月⽌止)
http://codingnations.org/
donateonline/

謝 謝 您 的 ⽀支 持 ！

科丁聯聯盟協會理理事長
劉劉⽂文堂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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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視訊  
https://youtu.be/-5LWGISnn-0

https://youtu.be/-5LWGISnn-0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s%3A%2F%2Freurl.cc%2FV6MMkA&redir_token=RHl5IcLI-7a5h4VkyjPFxjqzMbN8MTU5MTA2MTE4OUAxNTkwOTc0Nzg5&event=video_description&v=-5LWGISnn-0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s%3A%2F%2Freurl.cc%2FV60Orn&redir_token=RHl5IcLI-7a5h4VkyjPFxjqzMbN8MTU5MTA2MTE4OUAxNTkwOTc0Nzg5&event=video_description&v=-5LWGISnn-0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s%3A%2F%2Freurl.cc%2FKkdnXj&redir_token=RHl5IcLI-7a5h4VkyjPFxjqzMbN8MTU5MTA2MTE4OUAxNTkwOTc0Nzg5&event=video_description&v=-5LWGISnn-0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3A%2F%2Fcodingnations.org%2Fdonateonline%2F&redir_token=RHl5IcLI-7a5h4VkyjPFxjqzMbN8MTU5MTA2MTE4OUAxNTkwOTc0Nzg5&event=video_description&v=-5LWGISnn-0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3A%2F%2Fcodingnations.org%2Fdonateonline%2F&redir_token=RHl5IcLI-7a5h4VkyjPFxjqzMbN8MTU5MTA2MTE4OUAxNTkwOTc0Nzg5&event=video_description&v=-5LWGISnn-0
https://youtu.be/-5LWGISn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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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會成立科丁學堂


科丁學堂發起的緣由，本於科丁聯聯盟協會於全國700所⼩小學辦理理「校園科丁社
團」，發現有許多孩⼦子對於程式語⾔言有著熱情、並願意花時間在學習程式語⾔言
上。


本著提供孩⼦子多⽅方學習與發展程式語⾔言的機
會，本協會除了了在國⺠民中學端成立科丁菁英

班 (全國已有七所中學辦理理科丁菁英班），
培養有程式語⾔言天賦的孩⼦子外，並預計從今
年年 (⺠民國109年年) 起，陸續於全國各地成立
「科丁學堂」，讓國⼩小有程式語⾔言潛⼒力力的孩
⼦子們，放學回家、功課做完後，能就近到各
地的「科丁學堂」練習程式語⾔言的基本技巧，
熟練地應⽤用在程式創作上⾯面。


「學堂」也者，練習專業知識的地⽅方也；且要時時練習，⽇日⽇日精進。程式語⾔言
是⼀一種「技能」，需要練習的時間也長，據估要培養⼀一位優良的程式語⾔言師，
每天練習的話，也要好幾年年！還好，孩⼦子有的是時間，如果能在教練的指導下
有系統的練習，很快地就能上⼿手，開始創作屬於⾃自⼰己、並融入社會的程式作品。

科丁⽉刊 2020.五⽉號 page !8

台中崇正基⾦金金會志⼯工—科丁學堂師資培訓班上課剪影

程式語⾔言課堂活動—程式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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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中部分會，於五⽉月份新任羅會長上

任後，本著幫助孩⼦子、貢獻教育的決⼼心，
結合地⽅方教學資訊，即將成立全國第⼀一所
科丁學堂。讓我們稍待片刻且拭⽬目以待中
部地區科丁學堂如雨後春筍，⼀一個⼀一個成
立，也必將成為培育台灣科丁⼈人才的另⼀一
個搖籃。


曾婧玲講師分享~  

崇正基⾦金金基科丁師資培訓課程，能在極短
的時間內，招聚全省有志⼀一同的學員共同
學習，培訓過程中，整⿑齊畫⼀一的制服，學員⽤用⼼心學習的態度，真是讓主講的教
師倍加賣⼒力力，整場培訓也讓⼈人⼼心曠神怡。 

在會前，基⾦金金會動員志⼯工全程協助量量體溫等
必要防疫措施；中午⽤用餐，使⽤用環保餐具；
崇正基⾦金金會領導⼈人～樞紐，全程陪伴⼤大家⼀一
同上課學習；除此之外，經過⼀一天六⼩小時的
師資培訓，當天晚上即全體動員，敏捷、有
效率的將所學的程式語⾔言知識，立即應⽤用在
讀經班及後續⾃自學的團隊進修，不得不佩服
如此⾃自律律且嚴謹的社團⽂文化。 

相信在新任羅廷瑋會長帶領下，加上崇正基
⾦金金會的加入，勢必為科丁聯聯盟帶來來更更嶄新的氣象！更更期盼在整合更更多團隊資源
的⼒力力量量下，⼀一起為更更多的⼩小孩⽽而努⼒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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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語⾔言課堂活動—頒獎

中部分會羅會長致詞

不插電課程講師—曾老師精采的不插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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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聯聯盟協會 ⾼高雄科丁學堂 

緣起：

科丁聯聯盟協會是⽬目前唯⼀一專業推廣Coding的公益團體，我們在各國⼩小免費教授
24⼩小時的Scratch程式課程 (市價8,500元以上)，⾄至今已超過700個班次，⽬目前
我們仍在努⼒力力推廣中。

動機：

本協會在全國各地努⼒力力募款尋求⽀支持，⾼高屏區⾄至今已開辦 :初級Scratch師資培
訓班，國⼩小Scratch推廣班、社區夜間Scratch推廣班、⼩小港社教館假⽇日Scratch
推廣班、燕巢圖書館假⽇日Scratch推廣班、暑期coding夏令營、ACTC不插電師
資培訓班、低年年級不插電體驗活動、星際桌遊mbot師資培訓班、千⼈人科丁嘉年年
華、Micro bit師資培訓班、進階Scratch教練班、Python師資培訓班、國中
Python推廣班...等總計超過200個班次。

有感於開班密集，因此亟需要⼀一個專屬的電腦教室可以做師資培訓場地，也可
以讓弱勢及家扶孩⼦子有學習的教室，更更可以讓家裡沒有電腦⼜又喜歡Coding的孩
⼦子們彼此切磋、⼼心得交換、甚⾄至比賽。

如今感謝『美國媽媽聯聯誼會』捐贈了了25部NoteBook，使成立科丁學堂的構想
能⾺馬上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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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1.培訓科丁⼩小學更更多元的師資：讓國⼩小低年年級學習不插電課程，國⼩小三、四年年
級學習Scratch，五、六年年級上進階Scratch及⾃自走⾞車車或機器⼈人。

2.開設Scratch初級班、Scratch進階班、Python班等延續性的Coding課程，長
期從⼩小培養國家AI軟實⼒力力，讓台灣在程式設計領域中慢慢成長。

3.讓家中沒有電腦的孩⼦子前來來練習解題，培育⾼高雄更更多程式設計種⼦子。

4.國內⼤大學理理⼯工科的第⼀一志願已經是中央資⼯工系，國立⼤大學資⼯工相關科系都必
須有APCS證照 (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 ⼤大學程式設計先
修檢測)，協會將免費幫家扶及貧困弱勢的國⾼高中學⽣生輔導通過APCS的能⼒力力
檢定，透過特殊選才管道申請上國立⼤大學資⼯工資訊資管相關系所，減少⽗父⺟母
經濟壓⼒力力及培訓⾼高雄在地程式設計⼈人才。

5.培養⾼高雄當地⼈人才可讓⾼高雄軟體科學園區、路路⽵竹科學園區、屏東農業⽣生技園
區、⾼高屏所有加⼯工區的AI升級，除了了提升企業競爭⼒力力、繁榮⼤大⾼高雄，也可讓
⾼高雄⼦子弟們根留留⾼高雄、不再北漂。

結語：

「Coding」是與未來來的AI科技世界唯⼀一能溝通的語⾔言。

科丁聯聯盟協會有上百位Scratch教練，有最多推廣程式語⾔言的經驗。

我們會善⽤用電腦設備，讓⾼高雄更更多的⼩小學⽣生從⼩小對「Coding」產⽣生樂趣，讓有
興趣學習「Coding」的孩⼦子們能繼續進步。為了了讓我們的下⼀一代更更有競爭⼒力力，
也為了了給⾼高雄的孩⼦子們⼀一個雲端的未來來，我們⼀一定會更更盡⼼心盡⼒力力，也期待⼤大家
都能來來共同努⼒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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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學堂學員募集中......

⾼高雄地區符合以下資格，均可申請科丁學堂學員證，憑學員證可⼀一年年免費報名
參參加⾼高雄地區科丁學堂所開的任何課程，並可在課餘時間來來使⽤用館內電腦設備。

1.弱勢或貧困家庭，持證明即可申請學員證

2.家扶中⼼心學⽣生，持家扶證明即可申請學員證

3.⼀一年年內曾捐款科丁協會⾼高屏分會2000元以上者，憑捐款收據即可申請學員證

4.在學校上過科丁的課程(含社團班)，並且在⼀一年年內曾捐款科丁協會⾼高屏分會
1200元以上者，憑捐款收據即可申請學員證

5.各界推薦並審核通過的學⽣生

6.歡迎各界、各社團或基⾦金金會認養學校學⽣生或課程

為科丁學堂永續經營，需要您的捐款贊助，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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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線上捐款資訊
華泰銀⾏行行(代碼:102)
新店分⾏行行
帳號:26030-0000-7628
⼾戶名：社團法⼈人科丁聯聯盟協會

台中捐款請入此帳號
國泰世華銀⾏行行(代碼：013)
林林⼝口分⾏行行
帳號：134-03-000404-0
⼾戶名：社團法⼈人科丁聯聯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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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中部分會新任會長


第⼀一次理理監事會議

因應疫情緩和，中部分會於五⽉月底召開第⼆二任第⼀一次理理監事會議，會中決定科
丁學堂正式籌備，並預定六⽉月下旬舉⾏行行科丁學堂揭牌儀式，恭請市長及教育長
官蒞臨臨指導外，同時，宣⽰示台中市科丁教育推展的決⼼心。


理理監事會同時決定未來來中部地區科丁教育推展的⽅方針、學校科丁社團繼續推廣、
台中市參參與本協會109學年年度科丁⼩小學計畫的13所國⼩小的培訓計畫等。


109學年年度重點⼯工作：


1.科丁⼩小學：培訓學校老師、不插電課程、Scratch各階課程培訓，成為台中
13所科丁⼩小學的後盾


2.校園科丁社團：中部地區⾃自籌經費，繼續舉辨各校校園科丁社團第⼀一學期免
費課程


3.科丁學堂：成立中部各地科丁學堂、培訓教練、創造孩⼦子學習環境、培訓學
堂教練、發掘程式語⾔言潛⼒力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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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不到的地⽅方


科丁種⼦子正發芽、成長... 
~偏鄉的科丁教育


第⼀一個想到的是花蓮，每⼀一次收到花蓮科丁教練寄來來的科
丁報導，都⼼心存感激，並感謝上天，給花蓮孩⼦子⼀一個改變
的機會，辦程式競賽、展演、社團...看到照片上⼀一個個純
真的笑臉，就像天使....天使⽇日後會
成為台灣科丁的重要⼈人物...


第⼆二個想到的是⾼高雄，⾼高雄似乎有股魔⼒力力...優秀的⾼高屏
分會團隊，在⽥田會長的帶領下，吸引各地的贊助者，教
育當局重視科丁教育，更更有著最積極、充滿陽光與教育
熱忱的市議員，和⼀一群訓練有素，懂得與⼩小朋友們交⼼心的

教練...⼀一切的優良條件，就造寒假 100 科丁班、暑假 
60 個科丁班、社區班、學校社團...想想，都不知道
⾼高雄市的科丁夥伴們，是如何達成這「艱鉅的不可能
任務」！就算極為偏遠的⼩小學，都有⾼高雄市科丁教練
們來來回穿梭的⾜足跡！(除地圖上的⼩小學，還有很多⼩小
學沒有記在地圖上⾯面)


第三個，是您，所有科丁的夥伴。您有
沒有發現，您也改變了了...到處撒下科丁種
⼦子，也許不是您看到開花、結果，但是，
有您⾜足跡的地⽅方，就有希望...因著守著這
份對於孩⼦子的承諾，許孩⼦子⼀一個雲端的
未來來...這不是夢想，這是已經在逐步實現
的、真實的事情，您的⾜足跡，⾒見見證了了這
⼀一切。


科丁夥伴們，經過這次疫情之後，科丁的⾜足跡還要踏遍全島，我們要⼤大⼤大宣⽰示，
這是未來來孩⼦子們的希望。加油，青春不老，永遠與我們同在。(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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