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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Coding for Taiwan 教師培訓計畫 

暑期程式貼圖動畫線上課程研習 

 

壹、 計畫緣起 

有鑒於自動化與機器人的興起，與台灣少子化趨勢，讓「每個」孩子具 

備創意思維（運算思維＋數位表達＋數位素養）並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資 

訊教育扮演關鍵的角色。台灣因應世界潮流，108 年實施新課綱，將資訊科 

技（包含程式教育）列為國高中必修，國小資訊課融入各科教學。然而，多 

數學校缺乏程式師資，製作校本課程將遭遇困難，無形中也擴大城鄉數位差 

距。 

 

社團法人台灣快樂學程式推廣學會與樂學科技攜手，自前年(108 年)啟 

動 SUN (Schools United Network) 陽光計畫，提供偏鄉或非山非市學 

童有機會、快樂學習新世紀的溝通語言「程式設計」。結合民間善心人士與 

機關團體的力量，目前已在苗栗縣造橋鄉、三灣鄉與後龍鎮、彰化縣田尾鄉、 

宜蘭縣三星鄉、嘉義縣布袋鎮、以及新竹市香山區等地國小提供免費程式課 

程；也獲得苗栗縣國小偏鄉資優教育計劃選用。 

 

提到通訊軟體 LINE，生動有趣的貼圖令人印象深刻，不僅拉近手機兩端 

的距離，更能引起彼此會心一笑。樂學教材跳脫學習程式的刻板印象，讓 

「創意」成為程式學習的「發動機」，從貼圖與動畫的創意發想中引導學生 

主動思考、挑戰問題，廣受老師與家長的好評。 

 

希望能協同貴府培育在地程式師資，啟動老師們學習程式的熱情， 

在彰化縣扎根數位創作與思考的種子，培育台灣孩子創造力、自學力 

與程式力，迎向人工智慧的時代！ 

 

貳、 計劃目標 

藉由貼圖與動畫的創意發想，為老師增能，不僅傳授運算觀念與程式實 

作技巧，並讓老師們體會並享受寫程式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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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課程摘要 

I try,  I think,  I conquer！ 

以 MIT（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開發的 Scratch 程式設計語言做教 

學，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Creative Computing）。 

 

Scratch 是製作舞台劇的程式工具，學生從創意發想（劇本）開始，為 

自己的舞台劇設計角色、場景，並配上口白與配樂。在自主創作中，學生 

發展嘗試、思考與主動解決問題的態度與能力。還能將作品分享到 Scratch 

官網，讓全世界看見，也看見全世界。 

 

以創意為根本的動態貼圖、音樂影片及動畫，都是本培訓課程的實作成 

果。透過「code to learn」，讓老師們能順暢的應用運算思維，輕鬆進入程 

式創作，愛上寫程式。 

 

肆、 實施對象 

彰化縣各國中小有興趣學習程式教育之教師。 

 

伍、 實施方式 

本案由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函文各國中小遴派教師參加研習課程，本次以 

線上學習為主要辦理方式。 

 

陸、 上課地點與設備 

由參與者使用自己的時間學習線上課程影片，需有網路、電腦、耳機等 

可進行線上學習之工具。 

 

柒、 培訓內容 

(一) 課程教材 

以樂學科技（Coding for Fun）的 Scratch 數位創意-貼圖動畫課程做為教 

材。教材主張「適性學習」，克服學生個別差異（快思或慢想）與不同 

的學習風格（視覺型、聽覺型、與動覺型）。讓學習者不只是「學過 

了」，而是「學會了」，有能力透過程式發展創意，建立數位表達力與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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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課模式 - 雙師合擊，自學無敵 

課程進行模式為雙師架構：一位是引導課程的線上老師（樂學教材）， 

另一位是隨時解惑的現場老師。 

「線上老師」提供個人化的學習，以影片為主。以學習者的理解速度為 

進度，並細緻地引導學習者思維與嘗試，開啟學習興趣，建立自信。中 

等以上程度的學生幾乎可以自行完成課程，無論是「快思」或「慢 

想」，都能安心進行課程。 

「現場老師」提供個人化的指導，帶領學生進行討論並指導作業。在學 

生進行自主學習時，提供個別提示與解惑，把時間留給需要幫助的學生 

，大幅提高學習效率。  

 

(三) 本案由本學會派遣會員講師擔任含 6小時線上課程加上 24 小時多位 

助教線上個別指導。 

 

(四) 經費由零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嘉勳董事長贊助。 

 

捌、 整體成效 

(一) 培育兒童程式設計師資。 

(二) 推廣程式教育真諦：建立學生嘗試、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自學力。 

(三) 具體成效： 

  1. 發掘具備「程式天份」的學生 

  * 邏輯思考能力強，願意接受挑戰、克服困難。 

  2. 發掘具備「創意表達天份」的學生 

  * 結合文學、繪畫與音樂，將故事做情意上的表達，打動人心。 

  3. 培育每位同學具備「創意思維」 

  * 普及課程不應讓孩子只是陪玩、消耗時間。而是建立信心，未來 

    有機會將程式與領域知識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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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後續推動 

（一）本案實施完成並有具體成效後，可再合作規劃「遊戲創作班」 

    (第二階段) 師資課程。 

（二）愛心待用教材公益募集，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愛上程式，擁抱未來！ 

 

拾、 Scratch數位創意-貼圖動畫班線上專班課程介紹（第一階段） 

課程綱要: 

主題 課程說明 學習預期成效 

1. 
課程介紹 

1.離你家最近的軟體公司在哪裡? 
2.何謂創意思維? 
3.如何發展創意思維? 

1. 了解程式教育對孩子的影響與課程特色 

2. 
與 Scratch 

相遇 

1.建立上課規則 
2.向量圖、點陣圖、角色舞台 
3.改編 Water Slide 

1. 了解學習原則:眼到、耳到、心到、口到、手到 
2. 啟動學習興趣  
3. 熟悉繪圖工具、理解物件概念 

3. 
自我介紹 

1.動作積木 
2.與玩家互動 
3.了解平面座標 
4.創意專案：自我介紹 

1. 會用程式設計指令、序列、註解、隨機、平行等概念 
2. 應用心智圖分析創意主題 
3. 製作專案：自我介紹 

4. 
建立樂團 

1.事件積木-人機互動 
2.音效積木、音樂積木 
3.角色移動/聲道變化的動畫 
4.創意專案：建立樂團 

1. 會用程式設計迴圈、事件、平行、RESET 概念 
2. 會用音效與音樂變化豐富創作主題 
3. 製作專案：建立樂團 

5. 
完美作品 

1.外觀積木 
2.測試與準備專案 

1. 運用圖層、製作影像特效 
2. 如何準備展示作品 

6. 
音樂影片 

1.如何解決問題 
2.創意專案：音樂影片 
 

1. 學會找圖、修圖、貼圖等製作技巧。 
2. 學會簡單的偵錯技巧 
3. 製作專案：音樂影片 

7. 
成果發表 

1.成果發表企劃 
2.進行專案 
3.學習成果發表及頒發結業證書 

1. 增進創造力特質:好奇、想像、冒險、挑戰 
2. 製作成果發表專案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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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Scratch 數位創意-貼圖動畫班線上專班課程時數 

 

彰化縣  暑期師資培訓  動態貼圖班線上專班  20 小時 

週次 日期 預計授課內容 時數 

                                                            

一 

  

7/28     

1:30~4:30 

遠距上課 

課程進行說明 

3 

第一單元 與 Scratch 相遇 

第二單元 繪圖編輯器 

第三單元 角色與舞台 

作業 A1：改寫 water slide 

7/29~8/4 

線上自學 

審查作業 

第四單元 指令/序列/座標 

3 
第五單元 積木介紹 

第六單元 自我介紹 

作業 A2：about me 積木, 自我介紹 

二 

8/5~8/11 

線上自學 

審查作業 

第七單元 迴圈 /事件 /平行 

3 
第八單元 音效積木 

第九單元 建立樂團 

作業 A3：樂團創作  

三 

8/12~8/18 

線上自學 

審查作業 

第十單元 外觀積木  

3 
作業 A4：重新改裝    

四 

8/19~8/25 

線上自學 

審查作業 

第十一單元 思考與解決問題 

5 第十二單元 動態貼圖  

作業 A5：音樂影片 

準備成果發表 

8/26             

1:30~4:30 

遠距上課 

線上成果發表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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