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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Coding)⼩小學掛牌


領航未來來 AI 新世代

轉載⾃自~花蓮記者張⼩小菁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與科丁
聯聯盟協會攜⼿手合作共同推動⼩小
學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已邁入
第三年年，花蓮縣有⼗十所科丁⼩小
學八⽇日掛牌，宣⽰示兒童程式課
程於校內全年年段擴⼤大實施：富
世國⼩小、明義國⼩小、海海星國⼩小、
復興國⼩小、⻄西林林國⼩小、北林林國
⼩小、萬榮國⼩小，古風國⼩小、學⽥田
國⼩小及永豐國⼩小，象徵花蓮智慧教育思維的遍地開花，更更領先全國，擔任新課
綱實施改⾰革先鋒。 

全世界都在「夯」程式設計，希望透過基礎教育培養孩⼦子程式設計能⼒力力，
台灣也跟上世界的腳步，程式設計成為⼀一○八新課綱中眾所矚⽬目的焦點，⼆二○
⼆二○年年的今天，國中⼩小學⽣生都要學程式設計。 

教育處教育網路路中⼼心主任許壽亮表⽰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了幫下⼀一代準備
好⾯面對未來來的世界。在AI掛帥的時代，真正無法被取代的⼯工作技能有兩兩類，⼀一

類是跟⼈人⾯面對⾯面互動、
溝通交流思想的⼯工作，
另⼀一類則是需要⾃自學創
作以解決問題的⼯工作，
這兩兩種技能，都是⽬目前
⼈人類能夠主宰 A I的關
鍵，也是國中⼩小學習程
式設計的初衷，更更是是
培養下⼀一代學⼦子擁有⾃自
學、創新、實作解決問
題能⼒力力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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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來的世界，孩⼦子
必需有跨域的創造⼒力力、雲端
的合作能⼒力力及⼯工作上的協調
能⼒力力，套⽤用在科丁⼩小學成立
的宗旨上，規劃出：⼀一、 低
年年級以不插電活動、⼤大地遊
戲及桌遊課程為主，讓孩⼦子
在遊戲式學習中探索資訊科
技的雛形。⼆二、 中年年級以
Scratch圖形化程式應⽤用以培
養運算思維。三、 ⾼高年年級納
入科技創客動⼿手做課程來來訓練設計思考。 

今年年，是花蓮縣成果豐碩的⼀一年年，在全國三⼗十九所掛牌的科丁⼩小學中，花
蓮就占⼗十所，不僅全國領先程式教育百分之百全⾯面實施，也補助全縣超過⼀一半
學校都能有創客設備，包含3D印表機、雷射切割機、開放硬體套件等，同時在
師資培育上不遺餘⼒力力，讓這股能量量不斷地發光發熱，並積極媒合國內新創教育
體系的相關單位如科丁聯聯盟協會、中華⺠民國愛⾃自造協會、S4A 創客教師社群、
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聯聯發科技教育基⾦金金會、趨勢科技、中華紙漿廠、昱華
教育基⾦金金會等，活絡整體科技教育鏈的同時，也讓永續發展成為⾸首要⽬目標。 

 花蓮縣從致⼒力力推動到成功掛牌，是⾥里里程碑碑也是全新開始，教網中⼼心許壽亮
主任表⽰示，台灣受到世界浪潮的影響，程式設計教育普及⾄至基礎教育正式接軌，
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創造未來來、引領潮流，鬆動崇拜傳統知識權威的國中⼩小教育
體制，以回應快速變化的世界。 

改⾰革之始必有維艱之處，
關鍵在教育主政機關能
否快速且精準的建構專
業、強⽽而有⼒力力的系統體
制，使得城市及偏鄉，
都擁有充⾜足的硬體設備、
穩定的頻寬流量量及⼤大量量
的專業師資，若若能如此，
藉由程式設計教育的普
及來來弭平城鄉數位落落差、
降低教育的不平等，便便
不再只是⼝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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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科丁⼩小學掛牌 
有溫度的「科丁⼩小學掛牌」


為什什麼科丁⼩小學的掛牌材質及
設計品質沒有⼀一般廠商的標準呢？ 
「科丁⼩小學掛牌之所以珍貴，並不
在於掛牌的本質，⽽而是在於製作掛
牌的這個⼈人在製作的過程中，對科
丁⼩小學的投注與關懷、溫柔的照顧、
賦予的愛」。

⽽而這個⼈人就是新北市⼟土城區中
華中學的⾼高中⽣生們，幕後的推⼿手就
是科丁協會的Tony Liu 劉劉⽂文堂理理事

長及中華中學的卞紹莊校長，把
科丁⼩小學的理理念念分享給中華中學
的學⽣生。很⾼高興有多位的同學熱
⼼心參參與設計及製作，修修改改也
不求回報 (沒有公假也沒有嘉
獎)，Jackson同學說運⽤用繪圖、
雷雕、鑽孔、切割等在校所學的
技術，利利⽤用課餘時間，努⼒力力製作、
趕⼯工完成。過程中充滿的各式的
挑戰，也豐富了了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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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西林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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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力推程式設計教育 
臺東 2 所「科丁」⼩小學掛牌

程式設計(Coding)是108課綱科技領域的重要推動內容之⼀一，臺東縣政府教育
處與科丁聯聯盟協會攜⼿手合作，推動Scratch程式設計課程已邁入第2年年，今年年臺
東市康樂國⼩小及關⼭山鎮關⼭山國⼩小申請科丁⼩小學計畫，今(30)⽇日由縣長饒慶鈴親
⾃自揭牌。 

縣長饒慶鈴表⽰示，資訊素養是前進未來來之鑰，這個世代的孩⼦子有2項能⼒力力⼀一定
要學，⼀一是英語、⼀一是程式設計，英語讓孩⼦子與世界接軌，程式設計讓孩⼦子能
在世界各地找到⼯工作，希望透過科丁課程，培養孩⼦子未來來獨立⾃自主思考能⼒力力。 

Scratch是現今中⼩小學最夯的Coding軟體，因採⽤用積⽊木堆疊的圖像化設計，讓
學⽣生不需先學習複雜的程式語法，即能設計出深具個⼈人特⾊色的動畫及遊戲，受
到師⽣生喜愛，科丁協會聯聯盟提供2所科丁⼩小學1⾄至6年年級程式設計課程發展教
材，由學校融入相關的資訊課程中進⾏行行教學。 

縣府教育處長林林政宏表⽰示，其中康樂國⼩小同時是臺東縣前瞻基礎建設數位校園
計畫的前導學校，積極申請建置各層次智慧教室，提供各項教學模組與建置典
範供他校參參考，縣府也研議明年年將於⼀一所國中成立「新媒體互動科技專班」，
讓從⼩小扎根科丁課程的學童可以繼續往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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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林林政宏指出，⽬目前前瞻計畫經費已補助臺東國中⼩小200臺的平板、101間
創新科技課程教室、配發470間教室⼤大尺⼨寸顯⽰示器以及資訊整合控制器，並協
助82所學校的網路路進⾏行行重新佈建。 

林林政宏表⽰示，明年年各校將有1G⾼高速的骨幹網路路及順暢無礙的無線網路路品質，利利
於教學活動，並可透過⼤大尺⼨寸的顯⽰示設備，將資訊融入各領域教學，未來來縣府
將持續滿⾜足偏鄉教師應⽤用資訊科技於輔助、互動及進階創新的各項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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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小學計畫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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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丁⽉刊 2020.元⽉號 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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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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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聯絡⼈人： 
紀⽂文昌⼿手機：+886(0)910672007  郵箱：codingnation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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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科丁⼩小學 師資培訓


中部地區108學年年度科丁⼩小學雖然只有台中市⽂文雅國⼩小⼀一所，但在未來來的109學
年年度，全市已有 12 所國⼩小報名參參加科丁⼩小學，科丁教育在台中盛況可期。


為迎接109學年年度12所國⼩小所需要的師資，由台中教育⼤大學主辦、本協會協
辦，於2020年年1⽉月20~22⽇日在中教⼤大數學系辦理理「108 課綱科技領域融入教學
—以 Scratch 程式語⾔言為例例」研習。此次集合各校各科老師進⾏行行資訊融入課程
培訓，各校校長們踴躍參參加，親⾃自帶領學校老師，⼀一起度過美好的三天課程。


Scratch程式語⾔言親⺠民的風格，影響參參加研討會的校長、老師們，積極學習如
何以好玩、有趣的遊戲與動畫，帶領孩⼦子們向程式語⾔言康莊⼤大道前
進。校長、老師們加油，109學年年度科丁⼩小學就靠你們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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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因疫情
取消冬令營及科丁⼩學師培

配合教育公告防疫作戰，
⾼高雄市預定於寒假舉辦的科丁
冬令營，及109學年年度科丁⼩小
學師資培訓班均被迫取消。

科丁聯聯盟⾼高雄分會將於下
期學中，再擇期舉辦科丁⼩小學
師資培訓班。

雖然沒有舉辦冬令營，但
下學期⾼高屏地區國⼩小社團及社
區科丁班還是以蓬勃之勢，在
⽥田會長、市議員黃柏霖的帶領
下，⼀一路路往前衝。⾼高雄市加油，
⼀一定能引領風潮，科丁教育在
⾼高雄，必將發揚光⼤大。

(編者註：澎湖科丁師培班也因

疫情延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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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美國的張女⼠士特
地回國拜訪科丁聯聯盟
協會，到仁武 灣內
國⼩小參參加科丁聯聯盟協
會的 Scratch 初級推
廣班結業典禮。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81%A3%E5%85%A7%E5%9C%8B%E5%B0%8F/149780301754207?__tn__=K-R&eid=ARCmEZ6T0kxC81Yfw8MQBMEr3K-wBONydxqsdFJkevCiCq8FaGJo1JvQGuK2MtOXCPiezLC14wPS0Xrg&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ZX57xJjlEeqiXJeI3Ul41gT30mjypprHHYV8APt0Z5ihp3vmQdQ0MsBdRWr7OIhiGpt393Na-Nq4Qf2on8B6Zupe5pdLAt91UgFdI4-_P17oUPNEjLlRe5B6QGXdThj4Y6JT4MLuFDa5XVWjVBLh2e-UDqgudiBWf5DkDSBlxPOH5__FRT6-NQMigfHy0fgeDufVlZ9bCy14ZzOQf9KyZHqhXylKxVSLlp_Sjq8XGS2rFkdjMCbWZwTjXCYHB1VvadxO6I_95U27vC7kSdvNts6HbA6F9Zs8hMaG2ric7Zjtl4YB1JAzEJV27ixDB6IN9VUd8IIHG0D4BlroGXlbqvlI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81%A3%E5%85%A7%E5%9C%8B%E5%B0%8F/149780301754207?__tn__=K-R&eid=ARCmEZ6T0kxC81Yfw8MQBMEr3K-wBONydxqsdFJkevCiCq8FaGJo1JvQGuK2MtOXCPiezLC14wPS0Xrg&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ZX57xJjlEeqiXJeI3Ul41gT30mjypprHHYV8APt0Z5ihp3vmQdQ0MsBdRWr7OIhiGpt393Na-Nq4Qf2on8B6Zupe5pdLAt91UgFdI4-_P17oUPNEjLlRe5B6QGXdThj4Y6JT4MLuFDa5XVWjVBLh2e-UDqgudiBWf5DkDSBlxPOH5__FRT6-NQMigfHy0fgeDufVlZ9bCy14ZzOQf9KyZHqhXylKxVSLlp_Sjq8XGS2rFkdjMCbWZwTjXCYHB1VvadxO6I_95U27vC7kSdvNts6HbA6F9Zs8hMaG2ric7Zjtl4YB1JAzEJV27ixDB6IN9VUd8IIHG0D4BlroGXlbqvlI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81%A3%E5%85%A7%E5%9C%8B%E5%B0%8F/149780301754207?__tn__=K-R&eid=ARCmEZ6T0kxC81Yfw8MQBMEr3K-wBONydxqsdFJkevCiCq8FaGJo1JvQGuK2MtOXCPiezLC14wPS0Xrg&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ZX57xJjlEeqiXJeI3Ul41gT30mjypprHHYV8APt0Z5ihp3vmQdQ0MsBdRWr7OIhiGpt393Na-Nq4Qf2on8B6Zupe5pdLAt91UgFdI4-_P17oUPNEjLlRe5B6QGXdThj4Y6JT4MLuFDa5XVWjVBLh2e-UDqgudiBWf5DkDSBlxPOH5__FRT6-NQMigfHy0fgeDufVlZ9bCy14ZzOQf9KyZHqhXylKxVSLlp_Sjq8XGS2rFkdjMCbWZwTjXCYHB1VvadxO6I_95U27vC7kSdvNts6HbA6F9Zs8hMaG2ric7Zjtl4YB1JAzEJV27ixDB6IN9VUd8IIHG0D4BlroGXlbqvlI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81%A3%E5%85%A7%E5%9C%8B%E5%B0%8F/149780301754207?__tn__=K-R&eid=ARCmEZ6T0kxC81Yfw8MQBMEr3K-wBONydxqsdFJkevCiCq8FaGJo1JvQGuK2MtOXCPiezLC14wPS0Xrg&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ZX57xJjlEeqiXJeI3Ul41gT30mjypprHHYV8APt0Z5ihp3vmQdQ0MsBdRWr7OIhiGpt393Na-Nq4Qf2on8B6Zupe5pdLAt91UgFdI4-_P17oUPNEjLlRe5B6QGXdThj4Y6JT4MLuFDa5XVWjVBLh2e-UDqgudiBWf5DkDSBlxPOH5__FRT6-NQMigfHy0fgeDufVlZ9bCy14ZzOQf9KyZHqhXylKxVSLlp_Sjq8XGS2rFkdjMCbWZwTjXCYHB1VvadxO6I_95U27vC7kSdvNts6HbA6F9Zs8hMaG2ric7Zjtl4YB1JAzEJV27ixDB6IN9VUd8IIHG0D4BlroGXlbqvl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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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資訊：

銀⾏行行：808⽟玉⼭山銀⾏行行東⾨門分⾏行行
帳號：1193940012899
⼾戶名：社團法⼈人科丁聯聯盟協會

協會網址 科丁臉書

http://www.codingnations.org
http://www.facebook.com/codingnations
http://www.codingnations.org
http://www.facebook.com/codingn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