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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教練暑期科學營
新⽵市仁愛兒童之家程式設計夢

派思客教育團隊(以下簡稱派思客)的暑期科學營於8/19假新⽵市境福社區
活動中⼼熱鬧登場，活動包含不插電程式邏輯、Scratch程式設計，參加
活動的新⽵市仁愛兒童之家⼩朋友在派思客專業教練及⼩隊輔協助下，不
僅擁有程式設計初體驗，更充分感受團隊合作的科技成果。

派思客成員以臺中科⼤資管系為主，由黃天麒教授領軍並結合志同道合跨
校系學⽣，秉持毅⼒(Patience)、態度(Attitude)、熱誠(Sincere)、創新
(Creativity)，成立派思客(PASC) 教育團隊，以弱勢⼩朋友的科丁教育為

發想⽬標，希冀落實聯合國永續
發展⽬標：確保有教無類及⾼
品質教育。

派思客的教練皆為科丁聯盟協
會之科丁教練，在捉襟⾒肘窘
境下依舊秉持公益與科技教育
熱情完成艱鉅任務，非常感謝
各界贊助，活動籌備期間雖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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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爆肝，但團隊都很⾼
興幫助仁愛之家⼩朋友，
在腦⼒激盪下，使⽤
Scratch創作遊戲，體驗
程式設計的樂趣。

活動結束，教練楊上賢
贈送3D列印鑰匙圈給新
⽵市仁愛兒童之家的⼩
朋友；新⽵市仁愛兒童
之家的⼩朋友都表⽰，課程新奇有趣，紛紛表⽰「好好玩！」⼩隊輔全程
陪伴，讓學習無障礙，⼩朋友都希望以後可以再參加類似課程；新⽵市仁

愛兒童之家的社⼯老師很感謝這次科學營活動圓滿成功，尤其⼗分讚許派
思客教練們事前不厭其煩溝通協調，並積極了解⼩朋友個性，展現⼤哥哥
⼤姐姐的熱情，並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讓所有的院童參加科學營。

派思客督導陳書妤表⽰，派思
客將會繼續幫助弱勢⼩朋友進
入coding世界，提前接觸程式
語⾔，許孩⼦們科技的未來，
真正落實「確保有教無類以及
⾼品質教育」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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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希望、智慧、勇氣
科丁教練帶領新⼿教練造福鄉⾥

2018年從宜蘭⾼商國貿科畢業的林
宗豫，進入台中市朝陽科技⼤學就
讀，在宜蘭⾼商數學老師陳稚均推
薦下，受訓成為科丁聯盟協會的科
丁教練；並在2019年3～5⽉偕同科
丁教練彭煖蘋、陳書妤返鄉服務，
幫助宜蘭家扶中⼼的孩⼦學習程式
設計，還找了當時讀宜蘭⾼商⼆年
級的學弟妹⼀起擔任志⼯，陪伴家
扶中⼼⼩朋友學習；其返鄉回饋的
事蹟，當時還獲得葛瑪蘭新聞網的
報導。（https://www.kamalan-
news.com/activity/40/6404）

經過科丁聯盟協會⼀年多的訓練，他已經累積數⼗⼩時的國⼩、家扶中⼼授課
經驗，並成為台中地區學⽣團隊【派思客教育團隊】的【教練長】，負責團隊

新⼿教練的養成，並
訓練教練們教材、教
法及班級經營技巧。
派思客教育團隊在7
⽉底剛辦完南台中家
扶中⼼的科學營，亦
獲得廣⼤迴響，媒體
多⽅報導。
（https://udn.com/
news/story/
6898/4752313）

宜蘭⾼商國貿科學妹林品瑜及蔡玗潔，深受林宗豫學長的感召，在2020年考完
統測後，受訓成為科丁教練，並參與南台中家扶中⼼科學營的志⼯服務，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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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科丁教練林宗豫偕同彭煖蘋、陳書妤返
鄉回饋，到宜蘭家浮中⼼教授⼩朋友程式設計。

派思客教育團隊7/29-30在國立臺中科技⼤學舉辦的南台中家扶
中⼼科學營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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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的號召之下，再度回到
宜蘭家扶中⼼教授 Scratch
程式設計，為家鄉的孩⼦盡
⼀份⼼⼒。Scratch不採⽤
過去傳統⼀⾏⼀⾏寫程式來
設計遊戲，改由堆積⽊的⽅
式，讓初學程式設計的⼩朋
友也能夠快樂學習，⼩朋友
們都直呼「很好玩」！

 
宜蘭家扶中⼼不管在學期中或是寒暑假，
都會安排課輔班，幫助弱勢⼩朋友學習，
課程內容包含學校課業輔導、⽣活⾃我照
顧能⼒、甚⾄專業的程式設計…⽽宜蘭家
扶中⼼督導吳珮瑜表⽰，宜蘭⾼商的學⽣
時常到家扶中⼼擔任志⼯，協助⼩朋友學
習，且不會主動爭取要志⼯學分，精神令
⼈感動；⾝為科丁教練同時也是宜蘭⾼商
畢業的林宗豫、林品瑜、蔡玗潔都表⽰，
能發揮所學回饋家鄉，覺得很開⼼。

林宗豫接受正聲廣播電台李蘭欣主播
採訪的時候說，他很感謝科丁聯盟協
會對他的訓練，科丁聯盟協會沒有收
取訓練費⽤，還提供教材教法，甚⾄
安排進階課程，讓教練們可以精益求
精。他回想起剛開始當教練去授課的
時候，非常的緊張，有時候會吃螺絲
或是⼝吃，甚⾄詞不達意，但是他越
挫越勇，總是提前在家裡練習，且把
練習過程錄影下來，斟酌不好的地⽅，
⾯對鏡⼦，反覆講授；有時候授課的
地點比較遠，怕早上起不來甚⾄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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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教練林宗豫帶領新⼿教練林品瑜、蔡玗潔，及宜商
志⼯呂尚旻，⼀起幫助宜蘭家扶中⼼的⼩朋友學習程式
設計。

正聲廣播電台李蘭欣主播專訪
（https://www.facebook.com/
NancyLee.iln.csbc/videos/
61996880226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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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就到授課的縣市住，清晨趕最早班的公⾞前往上課。透過經驗的累積，
林宗豫現在已經能在課堂上輕鬆教學，也找到⽅法讓⼩朋友開⼼學習。林宗豫
亦分享他擔任【派思客教育團隊】的教練長，憑著⾃⼰摸索的過程，能夠快速
理解新⼿教練初上講台的恐懼跟⼿⾜無措，更能夠貼切協助新⼿教練突破瓶頸，
他以萬通集團創辦⼈馮侖的⼀段話勉勵新⼿教練「⼈往往是先有態度後有能⼒，
⾯對轉換，態度積極，你會發現⼀切皆有可能。」

即將升⼤三的林宗豫主修保險⾦融，⾯
對畢業專題、業界實習、畢業就業，林
宗豫表⽰，他很明確知道⾃⼰未來的⽬
標，也不害怕畢業就失業；這段時間透
過科丁聯盟協會的教練訓練，他學習到
怎麼跟陌⽣⼈拉近關係，怎麼跟不同年
齡層的⼈溝通，感受到同理⼼與共情⼼，
尤其台風、⾃信跟講演技巧都在平時授
課中越來越好，這也是他當初始料未及
的，他相信，過往的訓練，⼀定可以讓他未來就業的路更加寬廣穩妥。

甫滿20歲的林宗豫，年紀輕輕就知
⾜感恩懂得回饋，不藏私，樂於分
享傳承，剛從宜蘭⾼商畢業的林品
瑜、蔡玗潔，認同學長林宗豫的理
念，將愛傳出去，讓宜蘭弱勢孩⼦
可以接觸程式設計，縮短城鄉差距，
真的很難得，他們將宜蘭⾼商的校
訓－希望、智慧與勇氣發揮得淋漓
盡致，衷⼼希望林宗豫、林品瑜、
蔡玗潔助⼈為善的正能量可以傳達
出去，拋磚引⽟，讓更多⼈投入公
益，讓我們的社會擁有更多希望、
智慧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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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丁教練林宗豫與新⼿教練林品瑜、蔡玗潔都
表⽰，很開⼼能發揮所學回饋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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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屏分會科丁夏令營

圓滿結業、喜樂滿溢


科丁聯盟協會⾼屏分會109年度夏令營共54個班次於8/7順利結訓，這次以製作

節⽇賀卡為⽬標引導學⽣們從中學習Scratch，教學過程中讓⼤家⾃由發揮想法

和創意，培養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成果發表時學⽣們總會帶給我們各種驚

喜，此次夏令營愛國國⼩的學⽣運⽤Scratch製作動畫及迷宮遊戲製作賀卡，爸

爸只要成功走完迷宮就可以得到女兒寫的⽗親節卡片。 

(愛國國⼩ 郭家甄同學作品：https://scratch.mit.edu/projects/

41612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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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台灣科丁教育

進入新⾥程碑


隨著109學年度的到來，台灣科丁教育進入新⾥程碑；全台86所國
⼩，同步採⽤本協會製作的科丁教育教材，⼀起實施「科丁⼩學計

畫」。參與計畫的學校，每位學童於開學後均收到⼀本適合該年級、

該學期上課的完整科丁新課本；並於九⽉份開始，依低年級每週⼀節

不插電課程、中⾼年級每週兩節Scratch程式語⾔課程，由學校老師
接收本協會科丁培訓，再於課堂中進⾏程式語⾔教學。


科丁⼩學課程安排，低年級在不使⽤電腦情況下，以不插電⽅式進⾏：

課堂遊戲、地板體感活動等，⽣動活潑地傳達程式邏輯與運算思維，

在有趣、好玩的情境中，讓孩⼦快樂學習，打下中年級以後學習程式

語⾔的基礎。


中年級開始，以 Hour Of Code (簡稱HOC) ⽅式，讓孩⼦與世界接
軌，同步學習全世界孩⼦都熱烈學習的程式邏輯；下學期開始，以
Scratch程式語⾔為主，學習如何製作動畫、電腦遊戲，運⽤程式基
本邏輯，以積⽊⽅式堆疊出程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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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中年級 (三、四年級) 的程式訓練，⾼年級開始，以「程式應⽤」
為主，設計跟學習相關的應⽤軟體；五年級上學期以英語融入為主、
下學期則以數學為主；六年級上學期進⼀步將程式融入各領域、各科
的學習，最後在六年級畢業前，學習如何製作⼿機應⽤程式 (APP)。


關於科丁⼩學的相關資料，請參考本協會專⾨網站  
(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odingnations/)。


申請參加110學年度科丁⼩學計畫，請洽本協會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coding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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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全國科丁⼩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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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連結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1EpLYC-gjSLgo1c-a1z9_iXLWbM-tjPws&ll=22.51298686437806,118.0095571791202&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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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科丁⼩學的募款說明

本協會依創立之宗旨，製作科丁教育相關材教、培訓國⼩教師以增進其程

式語⾔能⼒，所需印書、培訓之費⽤，⽇益擴⼤。109學年度86所⼩學⽤
書及教師培訓，約需300萬元。110學年度依協會規畫，擴展到全國200所
⼩學參與「科丁⼩學計畫」，屆時所需要的費⽤更加龐⼤。因此，除了積

極向各⼯、商、企業界募款外，更需有其他⽅式進⾏募款。


需要您的參與與贊助...

如果您收到本⽉刊，表⽰您是本協會熱情參與者，歡迎您以任何⽅式捐款

給本協會，我們會以最有效的⽅式使⽤您的贊助，幫助全國孩童與世界同

步學習最新的程式語⾔。


以下是各種捐款⽅式：


贊助匯款銀⾏資訊：

銀⾏：808⽟⼭銀⾏東⾨分⾏
帳號：1193940012899
⼾名：社團法⼈科丁聯盟協會

線上捐款連結：

http://codingnations.org/donateonline/

線上捐款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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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ATE

本協會從事⼯作內容： 
1.選擇/制作適當的教材和教
案。 

2.培訓種⼦⽼師/合格教師/輔
導員。 

3.宣傳活動⼀發表園地，定期
網上比賽。 

4.協助合格教師開班授課。 
5.遊說立法將Coding教學列入
正規教育 

6.組織偏遠地區⼩學Coding⽀
援教學。 

7.為達成上述⼯作，需要經費，
藉由募款來供各項需求(印
書、培訓等)

http://codingnations.org/donate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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