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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會—新會長、新氣象

兩兩年年前的四⽉月，我們在台中教育⼤大學成立科丁聯聯盟中
部分會，由慈幼社員李明倫倫先⽣生擔任第⼀一任中部分會
會長，任期兩兩年年。今年年(2020)四⽉月，推選在地⽅方服務
深為選⺠民⽀支持的羅廷瑋市議員，擔任第⼆二任會長、⽯石
家鴻 (市議員服務團隊主任)擔任秘書長，以年年輕、有
衝勁、充滿朝氣的重組中部分會，相信未來來的台中，
在羅廷瑋會長的帶領下，中部地區無論在科丁教育或
是科丁⼩小學的推廣，必能更更加順暢。


今年年九⽉月起，109學年年度的科丁⼩小學，在台中市預計
有 13 所國⼩小參參與本協會科丁⼩小學計畫。科丁⼩小學是
本協會在未來來推廣科丁教育的重點⼯工作，除了了已報名
的各參參與計畫學校教師培訓外，舉凡各年年級科丁課程
安排 (包括低年年級的不插電課程、中⾼高年年級的程式語
⾔言課程)、參參考書籍出版、教案編輯等，現正緊鑼密
⿎鼓進⾏行行中...盼望新任羅會長，能以服務選⺠民的精神，
再次擴⼤大服務範圍，服務中部地區 (台中市、南投縣)
的科丁⼩小學及社團；並在推廣科丁教育的事上，得⼼心
應⼿手，結合地⽅方⼈人⼠士的⼒力力量量，為科丁教育憑添⼒力力量量，如鷹展翅⾶飛翔。


109學年年度中部分會會務


1.科丁社團：利利⽤用各校社團時間，舉辦科丁社團。預計每學期增加 5 所國⼩小科
丁社團。


2.科丁⼩小學：108學年年度1所 (⽂文雅國⼩小)、109學年年度13所(⼤大智國⼩小、旭光國
⼩小、何厝國⼩小、育英國⼩小、松⽵竹國⼩小、(北屯區)泰安國⼩小、益⺠民國⼩小、神岡
國⼩小、富春國⼩小、瑞井國⼩小、吉峰國⼩小、春安國⼩小、光復國⼩小、(南投)廣興
國⼩小)


3.成立科丁道館：預計成立中部第⼀一所科丁道館，現正積極規畫中。


4.成立募款專⼾戶：所募款項成立專⼾戶，⽤用在中部地區推廣科丁教育之⽤用。


5.募款活動：相信今年年的募款活動會⼤大⼤大有活⼒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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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會⾝身 羅廷瑋議員

新任秘書長 ⽯石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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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科丁 
資料來來源：台中市議員 羅廷瑋 臉書


很榮幸的，我能夠爭取到由科丁
聯聯盟贊助⼀一學期的公益程式語⾔言
初階課程在台中市的幾所⼩小學實
施。⼩小羅與科丁聯聯盟中部分會，
⼀一同致⼒力力於東南區的程式語⾔言教
育，所以前往和平國⼩小、⼤大智國
⼩小，參參觀⼩小科丁們上課的情況。


在⼤大智國⼩小鄭麗娟校長與和平國
⼩小郭盈師校長的陪同下，看著國
⼩小三年年級的孩⼦子們透過電腦，運
⽤用程式與創意，透過「玩中學、
學中做」的學習體驗，讓孩⼦子們
設計出不同風格的遊戲與動畫；⽽而且每ㄧ位⼩小科丁所設計出來來的程式，都是獨
⼀一無⼆二的！


⾼高雄市這幾年年積極推⾏行行三語教學(雙語、加上程式語⾔言)，讓⼩小朋友可以從⼩小打
好語⾔言基礎、和清晰的程式建構邏輯能⼒力力；雙語能⼒力力的重要性，在近幾年年已經
是⼤大家的共識；那麼，有⼈人會問，有了了雙語能⼒力力就夠了了啊，為什什麼還需要學習
程式語⾔言？賈賈伯斯曾經說過：「寫程式會教你如何思考。 」透過學程式設計能
夠訓練孩⼦子的邏輯、如何思考、如何將⾃自⼰己的想法實現成可視的成品、如何將
複雜的項⽬目簡化以及創意思考，更更甚⾄至是在遭遇失敗時如何⾯面對問題、修正與
調整。這就是為什什麼⼩小羅積極投入推廣程式語⾔言的初衷。


⼩小羅在台中正努⼒力力走在這條路路上，我覺得⺠民意代表不只要處理理⼈人⺠民現在需求，

更更要給予⼈人⺠民未來來需求，我們將努⼒力力在台中廣設科丁聯聯盟協會的「科丁⼩小學」，
讓每位孩⼦子從國⼩小⼀一年年級開始，透過不插電邏輯訓練、國⼩小三年年級開始，就學
習程式語⾔言，我們期望孩⼦子國⼩小畢業，就已經是程式語⾔言的⾼高⼿手了了！


未來來的世界除了了雙語之外，程式語⾔言更更是通往未來來世界的重點能⼒力力。讓「程式
語⾔言」許我們的孩⼦子⼀一個雲端的未來來；並在 AI 的世代，蘊育出比我們更更強⼤大
茁壯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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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不插電課程研習報導


【本刊⾼高雄報導】


程式語⾔言將是未來來的通⽤用語⾔言，
⽽而 coding 需要向下扎根，本協
會108學年年度贊助台灣 38 所國
⼩小 coding 課程師資培訓，並設
計教材免費提供給孩⼦子們使⽤用。

本協會109學年年度在全國召集 
100 所國⼩小，⼀一起實施「科丁⼩小
學」計畫，於⾼高雄市即將有 10 所國⼩小加入科丁⼩小學的⾏行行列列。

為提供即將來來到，九⽉月份開始實施的科丁⼩小學，本協會⾼高屏分會實施
「不插電課程師資培訓」，於4⽉月22⽇日起陸續開課，現已排課到 6⽉月3
⽇日，於下列列各校陸續實施師資培訓課程。

感謝⾼高屏分會熱烈參參與的不插電課程教練、助教們，讓我們⼀一起為⾼高
雄市的科丁教育，培訓各校的老師，讓老師們能在要來來的109學年年
度，於各校親⾝身參參與科丁教育；另外，感謝⾼高雄市教育局的統籌配合，
讓⾼高雄的孩⼦子有 coding 的雲端璀璨未來來。

課程內容為：不插電學校版本K1-E1_E2
1.坪頂國⼩小：109.04.22（約15⼈人）已完成培訓
講師：劉劉伃娟

2.仁美國⼩小：109.04.22（約40⼈人）
講師：張簡美容、陳勝昌(助教)    已完成培訓

3.信義國⼩小：109.05.06（約30⼈人）
講師：吳芳雯(教練)、盧東海海(助教)

4.安招國⼩小：109.05.13（約23⼈人）
講師：蔡今淑(教練)、陳建弘(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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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公國⼩小(含港埔國⼩小)：109.05.20（約35⼈人）
講師：劉劉伃娟(教練)、李順吉(助教)

6.福安國⼩小：109.05.20（約12⼈人）
講師：林林億龍

7.福康國⼩小：109.05.27（約35⼈人）
講師：張簡美容(教練)、林林秀霞(助教)

8.六⿔龜國⼩小：109.05.27（約10⼈人）
講師：林林億龍

9.溪埔國⼩小：109.06.03（約15⼈人）
講師：邱淑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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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林、彰化科丁報導 
1/21全彰化校長會議上，
蒞臨臨了了超過將近200多位
各校校長參參加，感謝彰化
縣教育處提供時間，讓我
們可以宣導科丁⼩小學。本
協會劉劉理理事長專程來來宣傳
報告，並指導彰化分會推
廣，此次的宣傳，讓全彰
化縣學校都認識了了「科丁
聯聯盟」！


2/11劉劉理理事長⼂丶陳俊華教
授及彰化分會團隊在彰化分會線上會議上開會通過，曾婧玲擔任彰化分會會長
⼀一職，參參與科丁聯聯盟彰化分會各項科丁教育服務⼯工作！


緊接著3/11立即招開彰化分會會議，於建國科⼤大舉⾏行行，除了了檢討⽬目前業務進
⾏行行，也展望未來來科丁⼩小學服務⽬目標！


4/1感謝彰化教育處惠茹課督再度費⼼心安排，進⾏行行第⼆二次科丁⼩小學 Q&A 座談會，
截⽌止⽇日前，109學年年度彰化科丁⼩小學報名參參加～確定有興華國⼩小、⽂文德國⼩小、
崙崙雅國⼩小、新⽣生國⼩小 及國聖國⼩小這 5 所學
校。感謝每⼀一位校長們願意和本協會⼀一起為
⼩小孩的教育⽽而努⼒力力，本協會中部分會監事、
雲嘉南召集⼈人曾婧玲⼩小姐，也會將雲嘉南地
區科丁⼩小學服務的經驗，傳承給彰化各校，
讓我們⼀一起~許孩⼦子⼀一個雲端的未來來。


恭喜曾婧玲

榮任科丁聯聯盟彰化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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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谷科丁報導

【南投縣鹿⾕谷鄉初鄉國⺠民⼩小學報導】


由張東盟校長帶領的初鄉國⼩小，雖然沒有廣⼤大的校園及幽美的校舍，但，孩⼦子
們在各種學習上表現得可圈可點，尤其在 Scratch 程式語⾔言的學習上創意⼗十⾜足；
令⼈人敬佩的是校長、主任為孩⼦子們寫計畫申請經費、募集⼆二⼿手電腦、改善電腦
教室的環境(之前兩兩⼈人共⽤用⼀一台電腦、網路路常常當掉，只能使⽤用離線版)……，
如今，孩⼦子們可以⼀一⼈人⼀一台電腦，加上順暢的網路路，上起課來來真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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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每個孩⼦子都有電腦，學習效果佳

感謝科丁聯聯盟協會到校推廣 Scratch 程
式語⾔言，透過程式語⾔言 coding 教學，培
養本校孩⼦子邏輯分析、啟發創意思考、
學習流程控制、解決問題、合作學習…
的能⼒力力，⼀一舉數得！
#感謝記住老師活潑有趣的教學，孩⼦子們
興趣滿滿且每週充滿期待
#感謝⼠士芬老師隨時個別指導，讓所有孩
⼦子跟上進度
#感謝家扶中⼼心⽀支持coding計畫，初鄉的
孩⼦子真有福氣
～幸福初鄉，夢想啟航～
～多元展能，⾃自在⾶飛翔～

英打⾼高⼿手～由A到Z，26個英⽂文
字⺟母居然只⽤用4.8秒！⽬目前國⼩小
的紀錄保持⼈人是初鄉國⼩小四年年
級的張同學

剛開始兩兩位孩⼦子共⽤用⼀一台電腦

校長的話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4%9F%E8%AC%9D%E8%A8%98%E4%BD%8F%E8%80%81%E5%B8%AB%E6%B4%BB%E6%BD%91%E6%9C%89%E8%B6%A3%E7%9A%84%E6%95%99%E5%AD%B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YWNWKicFsc-W9CxQs-_B-oXYt7t4Fv87bWBdryaU74DvvxiIYAzQiPVJe_gmDz8Q6Qm_akuPRrl48pHLORt8GbQEPlaTe4lTGXe-7JE9fDRWXTdFmX3DZmCANrEZTDYzxkDyTZb22AHZ8TQ3-3USZzq0Hgtq6DYsWqdOs0ay_zaVGUY5mPwRYIr_avvj3XDzdgJ_Bjjw0je5gWCpe2VGTbAI2Mwqf0od0sGHNrqd3oTHBZ_rh0R-3R8otMfmxQeNX1JTctV9PQDLdhB8NYH7GbJ2SwuQ97fg9YGfwjugNGXbGBUlL2LRcfyUQM_AVHkrxNCv2Sik8iW1aM9LXfBMF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4%9F%E8%AC%9D%E5%A3%AB%E8%8A%AC%E8%80%81%E5%B8%AB%E9%9A%A8%E6%99%82%E5%80%8B%E5%88%A5%E6%8C%87%E5%B0%8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YWNWKicFsc-W9CxQs-_B-oXYt7t4Fv87bWBdryaU74DvvxiIYAzQiPVJe_gmDz8Q6Qm_akuPRrl48pHLORt8GbQEPlaTe4lTGXe-7JE9fDRWXTdFmX3DZmCANrEZTDYzxkDyTZb22AHZ8TQ3-3USZzq0Hgtq6DYsWqdOs0ay_zaVGUY5mPwRYIr_avvj3XDzdgJ_Bjjw0je5gWCpe2VGTbAI2Mwqf0od0sGHNrqd3oTHBZ_rh0R-3R8otMfmxQeNX1JTctV9PQDLdhB8NYH7GbJ2SwuQ97fg9YGfwjugNGXbGBUlL2LRcfyUQM_AVHkrxNCv2Sik8iW1aM9LXfBMF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4%9F%E8%AC%9D%E5%AE%B6%E6%89%B6%E4%B8%AD%E5%BF%83%E6%94%AF%E6%8C%81coding%E8%A8%88%E7%95%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YWNWKicFsc-W9CxQs-_B-oXYt7t4Fv87bWBdryaU74DvvxiIYAzQiPVJe_gmDz8Q6Qm_akuPRrl48pHLORt8GbQEPlaTe4lTGXe-7JE9fDRWXTdFmX3DZmCANrEZTDYzxkDyTZb22AHZ8TQ3-3USZzq0Hgtq6DYsWqdOs0ay_zaVGUY5mPwRYIr_avvj3XDzdgJ_Bjjw0je5gWCpe2VGTbAI2Mwqf0od0sGHNrqd3oTHBZ_rh0R-3R8otMfmxQeNX1JTctV9PQDLdhB8NYH7GbJ2SwuQ97fg9YGfwjugNGXbGBUlL2LRcfyUQM_AVHkrxNCv2Sik8iW1aM9LXfBMF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4%9F%E8%AC%9D%E8%A8%98%E4%BD%8F%E8%80%81%E5%B8%AB%E6%B4%BB%E6%BD%91%E6%9C%89%E8%B6%A3%E7%9A%84%E6%95%99%E5%AD%B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YWNWKicFsc-W9CxQs-_B-oXYt7t4Fv87bWBdryaU74DvvxiIYAzQiPVJe_gmDz8Q6Qm_akuPRrl48pHLORt8GbQEPlaTe4lTGXe-7JE9fDRWXTdFmX3DZmCANrEZTDYzxkDyTZb22AHZ8TQ3-3USZzq0Hgtq6DYsWqdOs0ay_zaVGUY5mPwRYIr_avvj3XDzdgJ_Bjjw0je5gWCpe2VGTbAI2Mwqf0od0sGHNrqd3oTHBZ_rh0R-3R8otMfmxQeNX1JTctV9PQDLdhB8NYH7GbJ2SwuQ97fg9YGfwjugNGXbGBUlL2LRcfyUQM_AVHkrxNCv2Sik8iW1aM9LXfBMF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4%9F%E8%AC%9D%E5%A3%AB%E8%8A%AC%E8%80%81%E5%B8%AB%E9%9A%A8%E6%99%82%E5%80%8B%E5%88%A5%E6%8C%87%E5%B0%8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YWNWKicFsc-W9CxQs-_B-oXYt7t4Fv87bWBdryaU74DvvxiIYAzQiPVJe_gmDz8Q6Qm_akuPRrl48pHLORt8GbQEPlaTe4lTGXe-7JE9fDRWXTdFmX3DZmCANrEZTDYzxkDyTZb22AHZ8TQ3-3USZzq0Hgtq6DYsWqdOs0ay_zaVGUY5mPwRYIr_avvj3XDzdgJ_Bjjw0je5gWCpe2VGTbAI2Mwqf0od0sGHNrqd3oTHBZ_rh0R-3R8otMfmxQeNX1JTctV9PQDLdhB8NYH7GbJ2SwuQ97fg9YGfwjugNGXbGBUlL2LRcfyUQM_AVHkrxNCv2Sik8iW1aM9LXfBMF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4%9F%E8%AC%9D%E5%AE%B6%E6%89%B6%E4%B8%AD%E5%BF%83%E6%94%AF%E6%8C%81coding%E8%A8%88%E7%95%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vYWNWKicFsc-W9CxQs-_B-oXYt7t4Fv87bWBdryaU74DvvxiIYAzQiPVJe_gmDz8Q6Qm_akuPRrl48pHLORt8GbQEPlaTe4lTGXe-7JE9fDRWXTdFmX3DZmCANrEZTDYzxkDyTZb22AHZ8TQ3-3USZzq0Hgtq6DYsWqdOs0ay_zaVGUY5mPwRYIr_avvj3XDzdgJ_Bjjw0je5gWCpe2VGTbAI2Mwqf0od0sGHNrqd3oTHBZ_rh0R-3R8otMfmxQeNX1JTctV9PQDLdhB8NYH7GbJ2SwuQ97fg9YGfwjugNGXbGBUlL2LRcfyUQM_AVHkrxNCv2Sik8iW1aM9LXfBMF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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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年度科丁⼩小學 
繼續報名中...


本協會於 109 學年年度重點⼯工作為：推廣全國 100 所科丁⼩小學計畫。⽬目前報名
已額滿，但有意參參加的學校，不要放棄，繼續申請中...各校都是極願意配合科
丁⼩小學計畫，並努⼒力力在今年年九⽉月份前，完成各校科丁教師培訓計畫；本協會也
積極編寫科丁課程計畫表，供各校參參考；再依各校的情況，各⾃自調整課程計畫，
呈報教育主管單位(教育局、處)。


⽬目前全國參參加科丁⼩小學的名單分布區域：

北北基地區：15所

桃⽵竹苗地區：1 所

中彰投地區：22所

雲嘉南地區：18所

⾼高屏地區：15所

花東地區：12所


⾄至於教師的培訓，於五⽉月開
始，陸續於全國各地區展開，
並會透過網路路課程，幫助各
校老師，熟悉課程內容，並
進⾏行行實務操作；各種本會出版的科丁教育參參考書籍，也會陸續於九⽉月份開學前，
印製完成，送達各校。


109學年年度科丁⼩小學參參考⽤用書⼀一覽表：

⼀一年年級 不插電課程 E1

⼆二年年級 不括電話程 E2

三年年級(上) HOC初階認識程式邏輯 

三年年級(下) 科丁聯聯盟 Scratch 初階課程

四年年級(上)(下) Scratch 這樣學就對了了、教戰⼿手冊及12個專題

五年年級(上) Scratch+課程~融入教學(⼀一) 練英打、學程式 
五年年級(下) Scratch+課程~教電腦學數學

六年年級(上) Scratch+ 跨領域學習

六年年級(下) Scratch+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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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初階課程線上培訓


本協會為服務廣⼤大的社會⼤大眾、熱⼼心參參與科丁教育的學校教師、孩⼦子的⽗父⺟母、
⼤大學畢業有志從事科丁教育的⼤大學⽣生等學習程式語⾔言的機會，從2020年年開始，
每兩兩個⽉月⼀一期的「Scratch 程式語⾔言初階課程網路路培訓」，只要加入本會成為
會員，即可享受免費學習程式語⾔言的機會。


本期課程精彩萬分，從最基本程式概念念，到精美的專題(遊戲、動畫)設計，均
會成為你(未來來的教練) 的必備程式語⾔言基本功夫。快快加入本協會，成為會
員，並上本協會臉書，加入成為粉絲，你就可以收到關於台灣程式語⾔言教育最
新、最棒的資訊；也歡迎加入線上培訓課程，成為在台灣推廣科丁教育⼤大家庭
的⼀一員。


你，必要學會程式語⾔言；程式語⾔言，必將改變你的⼈人⽣生...


快快報名參參加網路路培訓課程...沒有壓⼒力力，在家學習，⾃自訂進度，並為你解答所
有程式語⾔言的奧秘！


報名畫⾯面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bHvGbT9mX35k9G6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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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上⾳音樂課了了 — 節拍器 
程式製作：陳記住


國中時為了了學習古典吉他，買了了⼀一個德國進⼝口的節拍器，超貴的...現在，會使
⽤用 Scratch 程式語⾔言，也為了了現在練習樂器時需要節拍器，就動⼿手寫了了⼀一個程
式—Scratch節拍器。尚在更更改中，但⼤大致上的功能都有了了：


1.可以選擇每分鐘打幾下拍⼦子


2.可增加或減少節拍數


3.每⼀一拍都會發出⼀一個聲⾳音


4.可以選擇樂曲的拍數(⼤大多數的⾳音樂都是2拍、3拍、4拍或6拍)


節拍器畫⾯面如下：(與傳統節拍器形狀狀不同，掃描QRcode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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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動桿程式


最主要的是利利⽤用「演奏速度」，動態控制移動桿的轉動速度及重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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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愛圖案 + 眼睛 

 
為了了讓可愛圖案的眼睛「看著」移動桿上的「球」，我們將「眼睛」分開處理理，
讓眼睛「看著」球移動，程式如下：


使⽤用 sin 和 cos 三⾓角函數，主要是將「球」移動的軌跡「縮⼩小」，成為可移動
的眼睛。


⾄至於可愛圖案，就只是常規設定⽽而已。(如下)





3. 改變節拍速度


 
 
點⼀一下按鈕，改變演奏速度 (加 4 或減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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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詢問樂曲拍數—使⽤用變數


使⽤用變數「拍數」決定需要發出的節拍⾳音效。
配合「拍數為⼀一」...「拍數為六」，發出必
要的節拍聲⾳音。 
(請參參考原始程式，下⾯面以每⼩小節三拍為例例)








原始程式：https://scratch.mit.edu/projects/390470693/  
(改編時，請註明原程式出處)


程式簡介影片：https://youtu.be/hatLRCL_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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