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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科丁學堂揭牌
市長媽媽親⾃自參參加揭牌儀式

本協會今年年在台中及⾼高雄設立「科丁學堂」，以非營利利⽅方式營造學習

程式語⾔言環境，今(6/28)⽇日在台中崇正基⾦金金會進⾏行行台中科丁學堂揭牌

儀式，並舉⾏行行中部分會長交接典禮；由現任會長李明倫倫交接給新任會

長兼市議員羅廷瑋。市長媽媽盧秀燕出席祝賀，感謝本協會與中市學

校合作，成立校內程式教育社團。未來來市府會持續推廣程式語⾔言教育，

提⾼高學⼦子的科技能⼒力力。

「給孩⼦子⿂魚吃，不如教他釣⿂魚！」盧市長表⽰示，讓國⺠民有科技能⼒力力，

要從⼩小扎根、學會程式語⾔言能⼒力力。109學年年度台中市有14所學校全年年

級加入本協會「科丁⼩小學計畫」，從國⼩小⼀一年年級開始實施「不插電」

邏輯訓練課程，到⾼高年年級Scratch+課程，讓每⼀一位學童都可以從⼩小開

始學習程式語⾔言，並養成好的使⽤用電腦習慣。市長媽媽很⾼高興地表⽰示，

科丁聯聯盟協會與崇正基⾦金金會結合推動科丁教育，讓孩⼦子不但擁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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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力，也教導他們道德⽂文化，讓他們走在

正道上，這就是台中市科丁教育最不同的

地⽅方！

「給孩⼦子⼀一個雲端的未來來！」本協會理理事

長劉劉⽂文堂致詞時表⽰示：和學習語⾔言⼀一樣，

程式語⾔言更更需要不斷練習。為了了提供愛好

科丁的學童在課餘時間有⼤大量量練習，並與

同學互相切磋的場所，本協會今年年(109年年)
在⾼高雄及台中設立兩兩處「科丁學堂」；感謝崇正基⾦金金會提供場地及華

碩基⾦金金會提供 30 部⼆二⼿手筆電，給學童學習進階程式語⾔言的機會。今

⽇日是全國廣設科丁學堂的起步，將來來在全台各地，都會出現「科丁學

堂」，將台灣的程式語⾔言教育，推展到另⼀一個層次。

今⽇日科丁學堂揭牌暨分會長交接儀式

包括盧市長、教育局長楊振昇、科丁

聯聯盟協會理理事長劉劉⽂文堂、崇正基⾦金金會

執⾏行行長翁嵩慶、市議員賴義鍠、沈沈佑

蓮及多位地⽅方⾥里里長也到場⾒見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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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廣設科丁學堂
培養程式語⾔言⼈人才庫

科丁學堂者，如同古時候的私塾、學堂一般，

提供本協會在全國各地培養無數的孩子一個

回家後，可以繼續練習編寫程式代碼的地方。

成立的初衷，即著眼於培養程式語言人才，

需要從小開始，並透過不繼練習，才能將電

腦語言格式，儘早輸入到孩子的大腦，並內

化成為與電腦交流的「自然語言」。	

學堂不但是孩子學習的地方，也是培訓教練

的地方，盼望本協會各地教練們，能在科丁

學堂中教學相長，成為引導孩子的最佳夥伴；

更建議父母能陪孩子一起成長，一起學習最新的程式語言。	

其實，學習程式語言	(和電腦溝通的語言)	現有的環境已非常成熟，

很多資源都有，不必從頭學習，只要跟著本協會的課程，一步一步陪

孩子學習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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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聯聯盟⾼高屏分會報導】


科丁聯聯盟協會⾼高屏分會將於暑假舉辦
60班的 Scratch 夏令營，歡迎各位老

師結業後，加入我們的教練群。


本年年度夏令營共分三個梯次：


第⼀一梯次：109/7/20(⼀一)~109/7/24(五)


第⼆二梯次：109/7/27(⼀一)~109/7/31(五)


第三梯次：109/8/03(⼀一)~109/8/07(五)	 


時間：每⽇日早上 9~12 時 (科丁學堂早
上、下午、晚上各⼀一梯次)


參參加學校共36所，名單如下：


⼤大樹區興⽥田國⼩小、⼩小港區坪頂國⼩小、仁武區八卦國⼩小、仁武區烏林林國⼩小

仁武區登發國⼩小、岡⼭山區岡⼭山國⼩小、岡⼭山區前峰國⼩小、林林園區王公國⼩小

林林園區港埔國⼩小、前鎮區仁愛國⼩小、前鎮區愛群國⼩小、美濃區吉洋國⼩小

楠梓區加昌國⼩小、楠梓區油廠國⼩小、⿎鼓⼭山區內惟國⼩小、⿎鼓⼭山區明誠⾼高中

⿎鼓⼭山區⿎鼓岩國⼩小、橋頭區五林林國⼩小、橋頭區仕隆隆國⼩小、燕巢區安招國⼩小

燕巢區深⽔水國⼩小、燕巢區橫⼭山國⼩小、燕巢區燕巢國⼩小、鹽埕區光榮國⼩小

普⾨門⾼高級中學、⾼高雄科丁學堂、三⺠民區愛國國⼩小、三⺠民區鼎⾦金金國⼩小、

六⿔龜區六⿔龜國⼩小、湖內區⽂文賢國⼩小、新興區信義國⼩小、旗⼭山區嶺⼝口國⼩小

屏東復興國⼩小、橋頭區橋頭國⼩小


⾼高雄科丁學堂更更以每⽇日三梯次 (早上、下午、晚上) 舉辦科丁夏令營，發揮

科丁學堂的最⼤大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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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科丁學堂





⾼高雄科丁學堂的成立，真是⼀一個「眾志成城」的最佳典範...沒有電腦，由紐約

張奶奶捐款，購置三⼗十台全新筆電；沒有場地，是由奧林林匹克數學贊助；所有
的軟體安裝、硬體建置，由⾼高雄市科丁教練群⼀一起完成...這當中，有多少的故
事，多少志⼯工的付出。


今年年(109年年)暑假，就要 向所有參參與暑期夏令營的孩⼦子、家長
們展現它優美的⾝身段、 和無限的可能。


⾼高屏地區的教練們， 謝謝你們，願你
們有⼀一個美好的回 憶，和
充實的暑假；願所
有報名參參與夏令
營的孩⼦子們，有
⼀一個改變⼀一⽣生的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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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科丁學堂

學堂電腦由紐約張奶奶捐款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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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諾～⼀一位明⽇日之星

⼤大家好，我是康以諾，我希望以遊戲作
為⼀一個切入點⽤用來來教孩⼦子程式與設計。


我是⼀一位對於遊戲設計很熱忱的⾼高中⽣生。
⼩小學三年年級開始⾃自學程式與設計，國⼆二
的暑假開始在 YouTube 上分享 Scratch 
的教學影片。頻道⾄至今已累積上百部教
學影片和上千名訂閱者。經營頻道的三
年年內我除了了製作遊戲與影片以外還辦過
⼀一場 Scratch Day Taiwan 2019，由我

與其他九位中壢⾼高中的同學免費邀請 20 
位孩⼦子與我們⼀一起做 Scratch 遊戲。最

近的專案是⼀一本關於 Scratch 與遊戲設
計的書，即將要出版。


我希望從遊戲設計的⾓角度去教 Scratch 的程式與設計。遊戲設計不只是程式⽽而
已，它是程式的邏輯與設計的美感的結合。做遊戲時孩⼦子們會先想出遊戲要有
的功能，再⽤用程式與設計能⼒力力去建構出這個想像。當他們遇到障礙時，會比較
有耐⼼心與毅⼒力力去找出解決⽅方法，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自⼰己定的，⽽而且非常清楚。
這時，解決難題的動機不再來來⾃自課業壓⼒力力，⽽而是源⾃自對於對創作的興趣。這種
情況下解出的難題也會是提供最多成就感的體驗。


設計也是做遊戲的⼀一個關鍵，程式和邏輯能夠將遊戲裡的圖案、⾳音樂、背景連
結在⼀一起，但是沒有設計就根本不會有這些素材給程式連結在⼀一起。程式就好
像⼀一齣戲劇的劇本，⽽而設計則是戲裡的演員。⼀一齣好的戲劇兩兩者兼顧。同理理，
⼀一個好的遊戲裡程式與設計缺⼀一不可。


我希望能夠將創作的喜悅和更更多⼈人分享，所以將課餘的時間全部投入製作遊戲
與影片，然⽽而影響⼒力力有限，做了了三年年尚未能夠看⾒見見理理想的成效。在出版社老闆
的介紹之下了了解科丁您們在做的事。我看⾒見見了了⼀一個很好的機會與更更多⼈人分享遊
戲設計的喜悅，所以⿎鼓起勇氣聯聯絡了了劉劉理理事長，開始有機會與您們交流與合作。
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紹與⽬目標，請各位老師多多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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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五所國⼩小科丁社團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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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小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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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和平國⼩小

三年年級科丁社團結業


本學期由中部分會羅會長特別指定實施本協會「校園⼩小科丁」社團的台中市和
平國⼩小，在品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經費贊助下，順利利完成。


本次社團很特別的是，由三年年級⼀一班學⽣生參參與，在導師的陪伴下，完成⼀一個⼀一

個的作品；學⽣生個個在好玩、有趣的課程
中，回饋熱烈...


老師，我的恐龍不會張⼝口、閉⼝口；老師，
我的貪吃蛇長不⼤大；老師，快來來看，我的
神奇泡泡發射台...每⼀一次的上課，看到孩
⼦子們眼睛張得老⼤大的、精神抖擻、充滿笑
聲，並對⾃自⼰己的創作滿是歡喜。最後⼀一堂
課，⼤大家異異⼝口同聲道，老師，我們何時再
⾒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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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品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的經費

讓我們可以在108學年年度下學期於台中市的五

所國⼩小撒下科丁種⼦子，期許他們成為⼀一個個
⼩小⼩小程式設計師...

贊助學校包括：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小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小

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東陽國⼩小

臺中市豐原富春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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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年度全國科丁⼩小學分布圖

地圖網址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EpLYC-gjSLgo1c-a1z9_iXLWbM-tjPws&ll=23.659292513780052,120.98188954999998&z=9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EpLYC-gjSLgo1c-a1z9_iXLWbM-tjPws&ll=23.659292513780052,120.98188954999998&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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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創造舞台給你

～台灣囝仔加油


【作者 / 陳記住】

陳⼠士駿、黃⼠士傑，⼀一位是Youtube的創辦⼈人、⼀一位是電腦圍棋AlphaGo重要推

⼿手，兩兩⼈人的共同特點：來來⾃自台灣，但都不是在台灣發展⾃自⼰己的專業！其實，台
灣也沒有舞台，讓他們「留留」在台灣發展！


為什什麼台灣有這等⼈人才，卻不能培養、留留住這等⼈人才？！陳⼠士駿決定回台灣發
展，據媒體報導，回台兩兩年年間，連證件、⽣生活，都還搞不定！對於留留住⼈人才，
幫助他們留留在台灣，真要徹底反省。


我有⼀一位朋友，發展⼀一套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課程錄影軟體，但卻只能「守」
在台灣，沒有辦法發展成為全球企業！台灣的軟體⼈人才，⼤大都只能靠⾃自⼰己打拼；
找沒有機會，就會像黃⼠士傑⼀一樣，遠走他鄉發展；不能到國外者，只能留留在台
灣，努⼒力力「⽣生存」下去；⽣生存、發展，要獨靠⾃自⼰己的努⼒力力！


在國外遠距教學尚未成為氣候、網路路教學尚在起步時，在台灣，就有⼀一群老師、
有志之⼠士，努⼒力力地發展很多年年的網路路教學，想要幫助偏鄉孩⼦子學習；幾年年後，
美國⼀一位⼯工程師，為了了幫助千⾥里里之外家鄉的孩⼦子，⽤用很簡單的⼯工具錄製了了⼀一些
課程在網路路上流傳，立刻引來來⼀一家全球頂尖軟體企業的注意，投注⼀一筆可觀的
發展基⾦金金幫助這位⼯工程師，發展更更多網路路課程。現在，這些課程，已成為全球
最⼤大的網路路學習網站。在台灣呢？這些年年，免費的網路路教學還在原地踏步中...


到底台灣出了了什什麼問題？沒有環境、沒有舞台給這些有才能、肯努⼒力力的孩⼦子，
就是現況。我們能不改變⼀一下嗎？


[以下出處⾃自維基百科]


陳⼠駿  臺灣出⽣的台裔美籍企業家，為網路影⾳分享網站YouTube的創辦⼈之
⼀，美國雜誌Business 2.0在2006年公布的全球排名第28最具影響⼒企業⼈物。 

⿈⼠傑  臺北市⽴成功⾼級中學畢業。國⽴交通⼤學資訊科學系畢業，⽽後進
⼊國⽴臺灣師範⼤學資訊⼯程研究所取得碩⼠、博⼠，其博⼠班時期開發的
Erica圍棋程式，曾於2010奧林匹亞電腦遊戲程式競賽得到圍棋冠軍，畢業後加
⼊DeepMind，為AlphaGo的重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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