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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小學教師研習


不插電課程台中場

科丁聯聯盟台中報導 20200718

隨著109學年年度即將開始，各個科丁⼩小學的教師們如火如荼地展開「不插
電」程式語⾔言的訓練；三天兩兩頭就有學校教師打電話來來詢問該如何上低年年

級每週⼀一節的科丁「不插電課程」、什什麼時展開教師培訓、課程計畫表何

時可以拿到......

課程中⼼心⾃自從設計好培訓報名表，到上課當天，從疫情緊張到疫情逐漸趨

緩，造成教師報名⼈人數⼀一直不斷的攀升……由於⼈人數破表，只好更更換場
地；幸好有崇正基⾦金金會⼤大⼒力力⽀支持，讓我們的培訓課程如期進⾏行行，培訓圓滿

成功，從精彩照片中就可以⼀一窺課程過程盛況空前，各個學校校長和老師

⼀一起學習，以⾝身作則，精神感佩 。

本次講師由中部分會孫觀科理理事擔任，內容緊湊有趣、融合許多實際上課

的經驗及補充教材，老師們都滿載⽽而歸。

感謝羅廷瑋會長、⽯石家鴻秘書長、崇正翁嵩慶執⾏行行長、王承祺特助、張智

為經理理……等⼈人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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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門中學夏令營

程式語⾔言營隊


暑假期間各種營隊活動紛紛出籠，普⾨門中學所推出的科丁程式夏令營，讓

學員在四天三夜營隊⽣生活中，學到時下正夯的程式設計，同時⾃自我管理理以

及融入團體⽣生活。 

本協會從創會之初，就以教育、推

廣程式語⾔言為宗旨，強調從國⼩小開

始學習程式語⾔言，奠定電腦程式邏

輯的基礎。除了了平時在全國許多學

校參參與程式社團課程指導外，從

108學年年起，推動「科丁⼩小學計
畫」，讓孩⼦子能從國⼩小⼀一年年級不插

電課程開始，到六年年級Scratch+跨
領域學習，完整學習初階程式語⾔言，

有趣、好玩地學習直到國⼩小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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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聯聯盟拜會

⾏行行政院數位政務委員唐鳳


推廣科丁，讓政府看⾒見見台灣未來來孩⼦子的需要，本協會劉劉⽂文堂理理事長，偕同

淡江⼤大學饒建奇教授；協會理理監事許炳煌、汪永芬，前往華⼭山1914⽂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會晤⾏行行政院數位政務委員唐鳳，交換科丁聯聯盟理理念念並尋求

政府⽀支持。 

劉劉理理事長向⾏行行政院數位政務委員唐鳳，簡介本協會從事的科丁培育計畫，

從校園科丁社團、科丁⼩小學、科丁學堂到國中科丁精英班；也簡報了了本協

會科丁⼩小學從⼀一年年級到六年年級的課程規畫。 

"許孩⼦子⼀一個雲端的未來來”是科丁聯聯盟的宗旨，營造孩⼦子快樂學習是我們的
初⼼心，⼩小學老師和家長成爲孩⼦子的啓蒙教練是我們的⽅方法，政府更更積極投

入⼩小學程式語⾔言教育是我們的期待，我們不是要培養⾼高⼿手，我們推動普及

教育是不想讓有潛⼒力力的孩⼦子被錯過了了。 

學科丁⼀一定要好玩。10%的學童⽇日後發揮努⼒力力，90%的學童有2個⼩小時快
樂學習時光。(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M1uWEu6yke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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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其實透過這幾年在⼩學教程式語⾔，有些孩⼦雖然還懵懵
懂懂，但是邏輯推理與運算思維能⼒被強化了！尤其⼩校若沒有
經費可以購買種種設備跟耗材，程式語⾔的教育: 由不插電到融
⼊各科教學, 是最省經費⼜棒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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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AI ⼈人⼯工智慧兒童夏令營


 
⼀一、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  
⼆二、協辦單位：桃園市國立成功⼤大學校友會 / 科丁聯聯盟 
三、參參加對象：國⼩小⼀一～六年年級 
四、活動時間：109 年年 7 ⽉月 20 ⽇日(⼀一)⾄至 24 ⽇日(五)9:00~16:00 
五、活動地點：桃園市平鎮區義興國⼩小


在⼤大數據引領的潮流下，AI已經成為解決⽣生活中的必要⽅方法之⼀一，甚⾄至未

來來的⼯工作或產品的研發，將可能都與AI息息相關。但是在進入⼤大學之前的

學⼦子該如何從「瞭解」AI開始，逐步透過「實作」以達到「應⽤用」層次，

是需要及早接觸相關的內容，並且熟悉操作的程序才得以形成⾜足以蓄積「知

能合⼀一」的專業能量量，並且在未來來無論投⾝身於任何學術或應⽤用領域，能夠

比其他⼈人更更擁有⼤大數據與AI專業的敏感度，也得以創造屬於具有個⼈人特⾊色

的未來來事業。因此「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大數據與AI研究中⼼心」提供專業

的教授級師資，堅強的助教陣容，提供紮實的課程內容、充分的教與學之

間的互動，共同探索AI在數據與⽂文字探勘等⽅方⾯面的應⽤用，也提前領略略⾼高等

學府中學術與科技結合的最新思潮以及未來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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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插電班


Hour Of Code (HOC班)


Scratch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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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中家扶中⼼心科學營】

許孩⼦⼀個雲端的未來 

派思客教育團隊舉辦科學夏令營 

派思客教育團隊暑假科學營⽇日前圓滿結束，兩兩天活動包含不插電程式設計
邏輯、Scratch 程式設計、3D 列列印XYZ 模組應⽤用以及Webduino遙控⾃自走
⾞車車，36位由南台中家扶中⼼心輔導的⼩小學⽣生熱情參參與，在派思客教育團隊
的專業教練及愛⼼心耐⼼心⼩小隊輔協助下，不僅擁有程式設計的初體驗，更更透
過團隊合作受科技的⼒力力量量。


此次科學營不插電程式設計課程，
以圖片式邏輯推理理為開端，引導孩
童動腦找出圖片不合邏輯的地⽅方，
並透過遊戲建立數理理及程式邏輯，
進⽽而學習coding 編碼，寓教於樂的
活動設計，讓孩童覺得新奇有趣，
潛移默化之中，了了解coding 編碼的
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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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耳熟能詳的3D列列印，透過實
際動⼿手操作，引導⼤大家利利⽤用3D繪
圖軟體(XYZ maker 3DKit)繪畫⾃自
⼰己的姓名徽章，再藉由3D列列印機
印出，從中了了解3D列列印的原理理與
在各領域的實際應⽤用，啟發創意。
在Scratch部分，教練以實體彈珠
台為課程主題，程式則採⽤用簡單易易
懂的Blockly積⽊木式的程式碼，讓孩
童們撰寫完程式後，還能進⾏行行競賽

活動，增加趣味度。⽽而遙控⾃自走⾞車車則透過Webduino開發套件，讓孩童們
能夠不靠繁複的程式語⾔言，即可輕鬆進入物聯聯網相關領域。

派思客教育團隊成員以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理系為主軸，結合有⼼心投
入公益及科技教育推廣的跨校系⼤大學⽣生，成員皆為科丁聯聯盟協會之科丁教
練。

兩兩天的科學營活動，派思客教育團隊投入12 位專業科丁教練進⾏行行教學、9 
位志⼯工⼩小隊輔協助活動進⾏行行，加上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理系授黃天麒、
教育部國立技專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博⼠士舒⽟玉熱情⽀支援，還有謝科丁聯聯
盟協會及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理系暨系學會全⼒力力相挺，科學營順利利圓
滿落落幕。

雖然派思客教育團隊在⼆二個⽉月籌備期間熬夜爆肝，但團隊都很⾼高興可以幫
助家扶孩童學習Scratch，⼀一起腦⼒力力激盪創作遊戲，成為新創客，尤其看
⾒見見他們完成程式設計任務，歡天喜地的雀躍表情，⼀一路路走來來的艱辛挫折都
值得了了。

派思客教育團隊指出，雖然經費和資源有限，懷抱著公益與科技教育的熱
情，完成這次任務，感謝包含群光電⼦子龍德政、中國⼈人壽孫維惠、⽊木作達
⼈人陳俊維、嘉陽⾼高中餐飲管理理科魏庄瑜、國立成功⼤大學統計系82級劉劉秀
琴、國立陽明⼤大學國際產學聯聯盟計畫辦公室陳稚均等贊助。 這次科學營
活動，只是⼀一個開端，派思客教育團隊將會⾏行行遍全國，與各縣市的家扶孩
童⼀一起建構coding世界，真正落落實科丁聯聯盟協會「許孩⼦子⼀一個雲端的未
來來」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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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科丁 HOC


6/28 苗栗南庄 蓬萊⽣生態農場天⾺馬科丁活動，學童是 台灣那麼旺 的參參賽
⼩小歌⼿手們，當天有些⼩小朋友的家長們就諮詢我們科丁在全省各地的活動和

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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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地區

科丁⼩小學師資培訓


7/22~23 嘉義縣⾼高中、國中、國⼩小的教
師們⿑齊聚嘉義永慶國⾼高中共備學習，此
場的學習，感謝永慶國⾼高中蘇淵源校長
⼤大⼒力力⽀支持，讓嘉義的科丁⼩小學夥伴們共
聚⼀一堂。                               


萬事起頭難，108學年年度嘉義的科丁⼩小
學只有六腳國⼩小⼀一間，109學年年度，和
蘇校長再次聯聯⼿手以永慶國⾼高中為主的週
遭附近國⼩小，彼此串串連起來來，成為科丁⼩小學的學習⽣生態圈，互相⽀支持、互
相共備，第⼀一天上場的是我負責不插電，不插電⼀一開始先打破老師們對
coding的框架，並且重新賦予coding的新定義，如何打造1~6年年級的
coding學習環境，需要靠各科⽬目的老師們共同學習，將coding的元素納

入到跨領域的科⽬目中，並互相融合學習，
coding不該是⼀一⾨門新的學科，劉劉理理事長
也⼀一直⿎鼓勵我們營造coding的學習環
境，讓coding融入各科⽬目中，讓每個科
⽬目都能有共同的coding語⾔言，並且在學
科中重新定義，⼩小孩無形中，⾃自然⽽而然
就如學語⾔言般的輕易易就將coding當成學
習的⼀一部份了了，情境式的教學，更更容易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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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進入到學習的樂趣。                                                                                         


第⼆二天上場的是由瑋翔老師負責的數學
+藝術+AI科技，今年年是第⼆二年年和瑋翔
老師合作，將艱澀難懂的數學知識融入
科技，以往我們需要透過⼈人⼯工操作呈現
的數學圖形，藉由簡單的Scratch即可
輕易易的⽤用簡單的指令重覆完成，⼤大⼤大的
節省了了許多的⼈人⼯工與時間，再藉由藝術
的加入，讓冰冷的程式，配上⾊色彩鮮豔的線條，讓每位老師們，不只⼿手到、
眼到、⼼心到、頭腦更更是燒腦的將原本不相關的知識，再次重新組合成⼀一個

個美麗的藝術作品。每⼀一次的科丁
活動，都需要許多幕後的貴⼈人協助，
特別感謝永慶國⾼高中蔡組長，⼈人數
遠遠的爆滿…⼀一加、再加、⼜又
加…，但您都默默的承受壓⼒力力…有
您真好！感謝來來⾃自各地的老師們也
熱情參參與，在⼤大家的專業上，我也
偷學了了好多呢！感謝科丁聯聯盟，感
謝所有⼀一路路上幫助我們的貴⼈人們。
(雲嘉南召集⼈人曾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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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高屏分會

109年年度夏令營課程紀實


【本協會⾼高屏分會報導】

近年年來來AI、5G、資安……等ETF集資屢屢創新⾼高，這代表⼤大眾皆認定這是
未來來科技發展趨勢，投資理理財的同時您是否知道這些產業的基本都是

coding。 

coding教育從⼩小紮根，是我們科丁聯聯盟協會的推廣⽬目的，各位家長有理理財
觀念念也要有關⼼心教育，讓您的孩⼦子⼀一定要學會第三語⾔言（程式語⾔言）。 

 7/20⽇日起科丁夏令營在38所學校同時開課，科
丁聯聯盟協會特別設計課程運⽤用Scratch將影⾳音、
動漫，結合讓⼩小朋友親⾃自寫程式作卡片，5天15
⼩小時的課程完全免費。 

⾼高雄科丁開班及課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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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你的⾝身影嗎？ 
夏令營照片集... 
https://photos.app.goo.gl/oaoJC1X88GAfriH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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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hotos.app.goo.gl/oaoJC1X88GAfriHJ6


�                                                   科丁聯聯盟協會會訊／2020 七⽉月號

科丁⽉刊 2020.七⽉號 page !20

刊　　名：2020 科丁⽉月刊七⽉月號（科丁聯聯盟協會會訊）
發 ⾏行行 ⼈人：劉劉⽂文堂
編 輯 組：陳記住．黃⼠士芬
聯聯合編輯群：各區召集⼈人、教務主任

協會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路42巷7號9樓樓
協會網址：www.codingnations.org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coding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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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ingnations.org
https://www.facebook.com/codingna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codingnations
http://www.codingnations.org
http://www.facebook.com/codingnations
http://codingnation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