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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文  愛樂教育顧問有限公司程式設計教師 陳玄揚  

台灣教育研究院專員 高嘉蔚

　　2019學年開始實施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十二年國教，資訊科
技強調以「運算思維」為主。著重培養學生適應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總綱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

為限，而應能與生活情境脈絡整合，透過實踐培育出跨領域整合與應

用的能力，主要分為八個領域，其中「科技領域課程綱要」（教育部，

2018）著重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學習，強調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等知識
及技能的整合運用；而「科技」領域則包括「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

二必修科目，資訊科技科目在國中階段有必修 6學分（每週一節課，
共六學期），高中階段必修 2學分，合計必修 8學分。此外，科技領
域在高中階段也規劃了 8學分的加深加廣、補強性及多元選修課程，
由學生自主選修。

十二年國教來臨，
資訊科技 應該如何教？
能教國小學生資訊科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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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3.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
能利用資訊科技表達想法並與

他人溝通。

4.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
能建立健康、合理與合法的資

訊科技使用態度習慣，並樂於

探索資訊科技。

　　十二年國教課綱將各領域

（科目）的學習重點分為「學習

表現」與「學習內容」兩部份。「學

習表現」是希望學生養成的能力

及行為表現，「學習內容」則是

希望學生習得的知識、技能、及

態度，透過「學習內容」的學習，

最終希望達成「學習表現」的目

標，學習內容可以說是達到學習

表現的有效工具。

　　資訊科技科目之「學習表現」

是以「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為核心，指標如下：
1.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
能具備運用運算工具之思維能

力，藉以分析問題、發展解題

方法，並進行有效的決策。

2.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
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並

進行創作。

▲ 學生們透過合作學習增強對運算工具之邏

輯思維能力，並進一步共同創作程式。

2十二年國教來臨，資訊科技應該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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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運算表達與程序
能將問題以運算形式呈現、或

能將資料以適合於運算之結構

表示；能利用程式語言表達運

算程序、或發展演算法以解決

運算問題。

6.資訊科技創作
能利用運算思維進行創作、或

利用資訊科技創作解決問題。

以上可包括六大學習主題：

1「演算法」

演算法的概念、原理、表示方

法、設計應用及效能分析。

2「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的概念、實作及應用。

可採用視覺化程式設計工具，

並搭配演算法進行教學。

3「系統平台」

各式資訊系統平台（例如：個

人電腦、行動裝置、網際網路、

雲端運算平台）之使用方法、

基本架構、工作原理及未來發

展。

4「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

數位資料的屬性、表示、轉換、

分析及應用。

5「資訊科技應用」

各式常見資訊科技應用軟體與

網路服務的使用方法。

6「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以及

資訊倫理、法律及社會相關議

題。

　　特別的是，小學階段無「科

技領域」的課程，其它七個領域

均橫跨於小學、國中、高中三個

階段，這是否意味著在新課綱的

委員眼中，小學生學習資訊科技

較為困難，故不設階段課程的想

法？若從我國中小學課綱來看，

資訊科技課程也隨著課綱每十年

修訂一次。1980年代以來，資
訊科技課程除了此次修訂外，尚

有四次的修訂，課程的核心主軸

與當時期資訊科技發展有高度相

關，依時間軸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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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程式設計
中小學資訊科技課程的萌芽期，國

中工藝課程和實用數學兩科目納

入「資訊工業」主題，國中小並未

實施資訊課程。

1990年：應用軟體
國小未設電腦課，直到 1993年台
北市編訂了國小資訊教育課程綱

要（台北市教育局，1993），是
地方政府將國小課程納入資訊科

技課程的先驅。

2000年：資訊科技融入
台灣國小階段資訊科技課程的源

起是 2000年公佈的「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電腦在大部分的台灣家庭中已非常普遍。

刪除了國中階段的「電腦」必修科目，只將「資訊教育」列為重大

議題，應融入各學習領域實施，即所謂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其後修訂的「高中課程暫行綱要」，也將「電腦」選修科目刪除，

另公告「資訊科技概論」選修科目課程綱要，學分數由四學分改為

二學分。此時電腦並未獨立於國小設科。

▲  國小階段的學生透過教學引導，亦

能具備獨立完成程式設計的能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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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核心概念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1980 程式設計 電子計算機簡介（選 4）

1990 應用軟體 電腦（必 6） 電腦（選 4）

2000 資訊科技融入
資訊教育重大
議題（融入）

資訊教育重大議
題（融入）

資訊科技概論（選 2）

2010 資訊科學 資訊科技概論（必 2-4）

2019∼ 運算思維 融入領域 資訊科技（必 6） 資訊科技（必 2）

2010年：資訊科學
2010學年實施高中「資訊科技概論」課程綱要，由選修二學分改為必
修二至四學分，資訊科技課程於高中開始成為必修課。

該課程目標強調培養學生之資訊科學基礎知識、運用電腦解決問題之

能力、及對資訊科技的正確觀念、態度與興趣。

　　從上述分析可以清楚了解到歷次課綱修訂國小階段都是

採取融入教學。但曾在學校現場教過書的老師們不難理解，

若沒列在必選修的課程，很難在學生的學習過程裡出現。那國小學階段

是否能透過學習資訊科技，特別是程式設計培養運算思維的能力嗎？

　　答案是肯定的。筆者透過課程教學發現小學生是能夠學習程式設計

的，特別是程式碼的編寫，現在小朋友玩遊戲的能力比我們以前還要豐

富，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玩的過程，會勇敢嘗試各種可能，對於寫錯

這件事不會有太大的壓力，能較積極的去學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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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而言，到高中階段的學生成績束縛感重，對他們而言每次的錯

誤都造成一種壓力，無法感受到寫程式的樂趣，挫折感增加後的結果就

是會開始擺爛，不願學習。這樣的情況下，反而是較小的學生想透過資

訊科技的學習增加邏輯思考能力較為容易。

　　但因為學生發展階段而言，年紀比較小的學生邏輯尚未發展完全，

在教學上容易造成困擾，所以在指令的引導上要慢，要很明確，才能確

保學生能完全吸收。從遊戲的方式去引導學生邏輯思考能力，若以學生

喜愛的遊戲作為切入點會事半功倍。

　　首先，了解學生所喜愛的電玩，再找出其中學生覺得有趣的功能進

行課程教學，最後共同創作新的遊戲。這樣的方式能夠激發學生的創意

以及思考能力，也能激發他們的邏輯性。

▲ 藉由任務導向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完成

指定任務，累積小任務成果後就完成大

任務，會增加學生自信。

▲ 反覆練習相似任務，有助於學生對核心

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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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過程中，往往會有速度較

快的學生，也會有速度較慢的學生，

建議等待慢的學生，因為程式每個

環節都會環環相扣，若一個地方的

螺絲鬆了，很容易跟不上進度產生

很大的挫折感，導致學生不願學習。

　　但速度快的學生也不能閒著，

可以讓這類學生做相同題型的變化

題，多鍛鍊同類型的邏輯性，以確

保他進度跟大家一樣，並培養更突

出的能力。現在的學生很少使用鍵

盤，多數都用手機較多，對於傳統

鍵盤的按鍵並不熟悉。如果想要教

學順利，應該在課程開始介紹按鍵

的部分也要下點功夫，不然會造成

學生學習上很大的困擾。

▲ 撰寫遊戲程式完後馬上測試，可以讓

學生更清楚自己做了什麼，也增加課

程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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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翰林出版數位部經理 吳萬萊 William Wu

▲ 科技對教學內容與教法的衝擊

一 數位科技對教學的衝擊

　　從實際教學現場可知，老師們對於學科內容要如何教學的知識和掌

握度，會大幅度地影響學生們的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因為這些熟悉學

科教材內容與教法的老師，通常能夠更瞭解學生的學習特質和行為，更

能運用各種讓學生有效吸收學習內容的教學方法，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興趣，並且能讓學生快速理解與吸收學習內容。

　　而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發展，科技對於老師們的教學，也產

生了新的衝擊：老師們除了要掌握學科教學內容與教法之外，還要具備

應用教學科技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能力，包含基本的電腦操作、資訊

概念、文書軟體操作、多媒體運用、瀏覽器應用、電子通訊軟體傳遞訊

息、教學數據分析、教學系統或平台等。這樣一來，現代的老師們要做

為一個好的教學者，就必須同時掌握了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科技，

以及學習者特質、教學情境等五大關鍵因素 (請參考下圖 )。

88以數位化教材  協助老師教導孩子



　　但是在老師的養成過程和教學環境與教學同儕中，常常缺乏科技

的刺激和培育因素，所以老師們通常比較能夠掌握教學內容和教學方

法，卻較不了解教學科技，或對教學科技僅停留在教學媒體的運用和

操作，更不容易把教學內容與科技結合、把教學方法與科技結合，若

要更進一步地將科技運用結合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對多數老師來說

根本是如同挑戰大魔王般的困難！

　　特別是數位教學工具與軟體持續快速地迭代出新，老師們都還沒

有熟悉就又出現另一個新的產品，所以很多老師心裡都普遍有著一種

資訊科技的焦慮；加上能以創新科技教學的往往是校內的少數老師，

如果沒有自己持續精進數位教學能力，或是有整個教學團隊的支持，

老師們常常無法順利地從「認可」科技化教學、逐漸「接受」，到開

始「適應」、願意進行額外「探索」嘗試，到能夠分享自己的經驗、「促

進」數位教學，完整地走完這些養成階段。

　　最可惜的是當老師們一旦曾經嘗試使用教學科技，卻沒有好的使

用經驗與成效時，還可能出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恐懼心

理，從此對科技化教學敬謝不敏，之後想要他們再使用教學科技，那

就難上加難了！

二 翰林出版在數位化教材上的突破

　　為了要協助老師們處理較為困難的科技融入教學議題，讓教師們

輕鬆地享受數位教學的便利與成效，翰林出版公司不斷地思考教育科

技在教學現場運用的可能和方式，持續觀摩專家老師的數位創新教學

方式，探討與瞭解其內在的設計思維，也觀察和省思學生們的反應與

理解狀況，因而，能夠在以下三個面向上，推出眾多實用的數位教學

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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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內容的科技化
　　翰林出版的數位與企畫部門，會依據單元教學目標，選擇需要影音、

操作、演示、互動、連續性觀察、特寫、對比、戲劇、趣味化表現等適

合以數位媒體方式來教學更有果效的內容，依據媒體的特質，重新詮釋

和整合教學內容，進而開發出各單元或跨單元統整的教學影片、教學動

畫、動態圖解、主題教學光碟，以及教學 PPT、資料統計表單、教學資
料庫等數位教學內容；另外也會從各媒體產製單位授權各式多媒體資源，

或是在 Youtube上成立學科專屬頻道，篩選和組織適合的影音資源，讓
老師挑選使用，以使學生更有效率地學習學科相關知識內容。

▲  各式的教學

DVD、CD、主

題教學光碟、

命題光碟

▲ Youtube上翰林各學科都有專屬頻道彙

整教學影片

▲ 方便下載大型數位教學資源的

翰林[行動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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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方法的科技化
　　翰林出版的數位部會持

續關心科技創新在教學上的

運用，彙整與分析老師的教

學行為與教學活動需求，設

法使用科技提升教學方法的

便利性與效率，並收集必要

的數據加以整理分析，開發

出各種線上出題系統 [雲端命
題大師 ]、手機閱卷 APP[閱
卷大師 ]；整合遙控桌機、資
源投播多功能，又能方便教

師們進行行間教學與掌握學

生學習動態的翰林 [遙控器魔
法師 ]；串聯教育部與各縣市
OpenID帳號，使老師登入使
用便利的 [帳號一把通 ]等工
具。只要熟悉這些數位教學

工具，老師們很容易就會成

為智慧化的效率教學專家。

▲ 3  整合遙控桌機、資源投

播多功能的翰林[遙控器

魔法師]

▲ 2 翰林[閱卷大師]系統與

APP

▲ 1  翰林[雲端命題大師]線 

上出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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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內容與方法的科技化
　　要以科技的方法重新組織教

學內容，並以創新的數位化方式讓

老師們來進行教學，這無疑是一項

很高的挑戰，但翰林出版數位部的

同仁不畏懼這樣的挑戰，他們深入

研究各種學生不易理解的概念或

內容，並研究各種科技有何特質能

簡化或轉化內容，再思考和建構使

用科技進行教學的新方式，因此才

能開發出可以備課、補充和連結線

上資源的跨平台電子書、整合教學

內容與活動的各學科 APPs，以及
趣味又能進行沉浸式學習的各學

科 AR、VR 軟 體； 結 合 Plickers 
APP的課堂即時互動診斷系統 [拍
立 測 ]； 將 試 題 匯 入 Kahoot!、
Quizizz、Quizlet等老師們常用的互
動評量 APP；讓同學們使用 Coggle
搭配教學進行心智圖協作等。

▲ 可以備課、補充和連結線上資源的跨平台

電子書

▲ 大明湖VR

▲ 結合Plickers APP的課堂即時互動測驗

系統-翰林[拍立測]

▲

  掃描右側 QRCode，

可檢視國中小各科教

學APP介紹與連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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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位化教材對學生學習的促進

　　這樣的教學內容與方法的科技化，除了能夠幫助老師的教學

之外，也可以直接由學生們自己來操作和學習：學生們可以使用學

校、家裡或自己的手機、平板電腦，在老師或家長引導下下載程式或

APP，透過遊戲式學習程式使學生的學習動機高昂、激發團隊學習意
識與增加溝通經驗，讓學習行為從課堂延伸到課後，也能促進學生們

個別化的學習和延伸學習。

　　也因為教學 APP的更容易下載取得，類似像統整各單元學習內
容的翰林 [趣學ㄅㄆㄇ ]、[趣學 123]，或是結合課本的 [運動會 AR]
等 APP，不但讓家長們可以了解孩子們在校的學習內容，也可以透過
這些 APP與孩子一起進行「親子共學」、增進親子的交流機會，更
有效地協助孩子進行複習和統整學習，讓孩子儘早習慣學習不是只有

在學校而已。

　　當然，孩子們在搜尋數位學習資源、獲取資訊、運用科技與媒體

的過程；以及在操作過程中遇到問題時的互助和溝通；透過操作數位

化教材學習到如何統整知識，並知道如何運用在生活裡，這些更是在

協助他們累積面對未來生活重要技能和態度呢 !

▲ 可以進行親子共學的國小國語[運動會AR]

APP

▲ 可以互動操作進行學習的[國中地理AR]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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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數位科技與老師們一起幫助孩子學會

　　數位科技的發展與教育思潮的改變，讓學生成為了學習的中心，

也讓老師從講台上走下來，成為協助孩子們的「專業教練」：老師們

需要像教練般去了解每個學生的特質、差異、學習問題與需求，找到

適合的教學媒材、資源及平台，然後彈性、創意、活化、連結、與教

學團隊合作，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透過有效教學引導學生，讓學生

學到需要的技能、養成必須的素養、適性成長發揮並從而獲得持續的

學習樂趣。

▲ 以過關挑戰方式學單字的[單字冒險島]APP

▲ 幫助學生認識孔門四科十哲的[孔子點點名]遊戲

▲ 可以使用大螢幕進行雙人對戰的[英語互動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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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這麼多事情要做，資訊時代的老師也都知道，並不是把孩

子丟到電腦、手機與平板前面，學習就會自然地發生，那麼如何持續

地學習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並且找到一個能不斷創新、能持續提供

優質數位科技教學媒材的夥伴，就是重要的課題了。

　　由於瞭解老師們面對數位化教學時，心裡那種「期待又怕受傷

害」的心境，所以，翰林出版期望能以「專業分工」的方式與教師們

進行合作，一起幫助孩子們不同的學習需求：由翰林出版結合專家能

量與實證研究，致力於發展優質的數位教材，成為教師們堅強的科技

化教學後盾；然後讓眾多老師們，持續接觸各式創新數位教材，不斷

燃起熱情，無後顧之憂地發揮教學的專業。

　　經過多年的開發和教師諮詢，我們知道：「人工智慧是跟人學習

的，如果數位教材裡沒有老師們的智慧和經驗，它一定聰明不起來的；

如果開發數位教材時沒有關注著孩子們學習的需求，它一定不會是

優良的產品。所以，把翰林變成一個交流匯聚的平台，使數位教材簡

單、方便、有效，讓老師『願意』和『持續』使用，就是協助老師們

搭上科技翅膀的最佳做法，也是和老師們一起教導孩子學習的最佳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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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畢業後，我們一腳踏

入科技教育領域，帶領著一批

又一批數位原住民的孩子一同

認識那影響未來世界運作的科

技素養，我們結合自己原有的

專業領域，在全台各地進行多

元創新的小型教育改革，也走

訪世界各地，找尋並思考科技

教育更多跨域結合的可能。

Google CS first－
為「非資訊背景」老師設計的免

費線上教材

　　2013 年， Google Education 
推出 CS First 免費程式課程，針
對國小四年級到八年級的學生設

計一套線上教材，學生使用 MIT 
Media Lab 所開發的免費線上軟體 
Scratch，搭配教學影片進行學習。

文  無界塾實驗教育機構科技領域教師 周子鈺、蔡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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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案裡看到跨領域的基底

　　CS First 中分為兩種教案模式 
(Curriculum) ，一種為一小時課程
(One Hour Activities) ，另一種為
多日課程 (Multi -Day Activities) 。
課程主題從各種領域切入，包含

英文語言藝術 (ELA) 、音樂、故
事撰寫、時尚、設計、運動、遊

戲等等。

　　每個課程都會有一套完整的

數位教案，包含：「啟動手冊、

課程計畫、解決方案表、資訊傳

單、學習護照、證照及勳章。」

且每個課程章節除了主要影片

外，都還有3-6個小單元 (Add-on) 
影片，這樣的設計能讓學生依照

自己的進度和興趣延伸學習，拆

解的每個小單元也能夠減少學習

負荷增加學習成就。

　　對照台灣，均一教育平台從

2019年 1月開始，推出〔基礎〕
Scratch主題創作坊，亦是台灣老
師的一大福音。

勇敢跨出去學習資訊科學

　　與其等待資訊科學準備好融

入各科，我們覺得「非資訊老師」

更應該勇敢的跨出去學習資訊科

學。CS First 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9 年七月底，除了加入兩個全
新的單元外，也更新了使用者介

面，使教師能夠更輕鬆的追蹤每

一個學生的進度、在每個班級裡

面同時加入多個單元課程。

　　而這個系統不只是幫助「學

生」學習， 更強調「非資訊背景」
的「老師」，也能透過線上免費

教案，帶領世界上每一個孩子在

程式設計領域中進行探索。

▲ 在 Cospaces EDU 的介面中設定物件和

場景後，再搭配程式設計，建立互動與

觸發機制

▲ 透過3D建構，學習新時代的內容敘事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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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aces EDU－
顛覆 VR 教與學的可能
　　Cospaces EDU 是德國慕尼黑
一個專注於建構 VR 空間的教育
軟體平台。乾淨俐落的介面搭上

豐富的內建物件，總是在第一時

間抓住學生想要「創造」的心。

不以工程角度切入，也無需搬出

一行行生硬的程式碼，「你想要

做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重新定義數位內容的互動性

　　CoSpaces 和其他 VR 軟體最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第一，學生

再也不是科技的使用者，而是操

作內容表述及互動性的開發者；

第二，學生可以把資訊科學應用

在任何科目上，只需要有基本的

運算思維。

　　我們曾帶無界塾實驗學校的

國小五年級學生利用 CoSpaces 建
造自己的天文台，結合自然科學

課程學到的知識，把知識內容轉

化成場景裡的機關、互動、觸及、

視覺，這樣的資訊轉化讓自然科

老師感到驚艷。

　　而這些學生也曾用 CoSpaces 
蓋圖書館，在設計的過程中重新

思考「場館」的功能性、如何「分

類」藏書、如何誘導使用者與空

間互動，這是和「語文科」老師

共備的圖書系列活動。

　　筆者也曾在青山國小的實驗

課程帶過「世界海洋日 VR 體驗
活動」，中年級的學生思考海洋

廢棄物是如何漂流到島上的，中

間可能發生哪些故事，學生最後

以漂流物作為第一人稱視角，設

計出一款淨灘遊戲。

重新設計「教學」，重新發現「學

習」

　　筆者去年到芝加哥參加 
IST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研討會
時，應徵錄取了 CoSpaces 的展場

ISTE 2018，我們在研討會的大黑板牆前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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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帶著這個格外難得的機會，

以「外國人」的身份和歐美洲的

老師說明如何操作使用該平台。

從和他們的 CEO、工程、研發團
隊等人真實互動過後，我們感受

到一種強而有力的研發氛圍——

重新設計「教學」，以及重新發

現「 學 習 」(Redesign teaching, 
rediscover learning)。
　　這是一個「非資訊老師」也

能帶玩資訊的時代，當各科都能

融入資訊科學時，其實有沒有在

「教」程式碼已經不是重點，而

是從中帶給學生的學習體驗。

▲ 

▲ ISTE 會場常會放置大型互

動看板（Quote）讓大家

拍照，這張攝於ISTE18，

球池旁的合影

▲ 在 ISTE 會場最令人興奮的就

是見到平時只會在螢幕裡的科

技教育偶像及前輩（左 1 和2 

是Chibitronics 團隊的 Natalie 

Freed 和 Qi Jie；右1 是知名

部落客 & 圖書管理員 Colleen 

Graves，現在是 Makey Makey 

的內容總監）

▲ 大圓桌是 ISTE Workshop 一種常見

的環境建置方式，老師們會一起動

手完成有趣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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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開發版—Chibitronics
　　Chibitronics是一片專為紙電
路設計的開發版，透過Makecode
線上 IDE撰寫程式並燒錄，官網
上的教學資源也寫的非常清楚完

整，其創辦人之一 Jie Qi是哈佛
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

的終生幼稚園組的研究員。

Jie Qi 設計 Chibitronics 的初衷
　　Jie 的興趣是藝術和手作，設
計這個產品是為了可以讓更多和

她一樣愛手作的人找到一種讓創

意發生的媒介。

　　而我們也特別喜歡這種適

合師生在沒有任何電路、程式基

礎下進行學習的套件，同時支援

各種裝置（電話、Chromebook
等等，只有它有耳機孔）。重

點是，寫程式最怕抓蟲 (debug) 

，在 Chibitronics 編譯環境裡，
比 Arduino IDE 容易讀懂並找到 
Error，這對於初學者來說是非常重
要的！

Hack A Paper—知識內容與數位互
動

　　以國小五年級的學生為例，從

紙電路到微控制器大概需要花四個

月來熟悉，才能逐漸釐清基本電路

原理和設計。在這四個月的尾聲，

學生以電路融入各科知識內容作為

「期末專題」，自由的選擇有興趣

的科目作為研究方向。

▲ 設計好電路後，將Chibitronics開發版

夾到紙上，就能夠輕鬆的控制紙上的燈

以及感測器了！

▲ 畫線、貼電路，沒有模板、更沒有正確答

案，只有一試再試的自學精神貫穿其中！

20資訊科學與跨領域學習─
帶領孩子認識未來世界運作的科技素養



　　選社會科的學生以地圖的

方式呈現台灣各地地理、行政區

劃分，並寫程式控制發光區域；

自然科以天文、星座作為融入，

LED燈完美的詮釋了閃爍的星星；
語文科則是結合報紙媒材，透過

報紙和電路，以閃爍、互動的方

式整理文章中的重要資訊。

　　這樣的專題不會發模板、沒

有正確答案，每個學生依照自己

對電路設計、程式語言的掌握度

進行設計，遇到問題就和組員討

論，或找網路上的資源解決，如

此的自學氛圍才是我們對教育的

想像。

108課綱科技領域
　　因應未來與世界的發展趨

勢，教育部在我國即將上路的

108 課綱中將「科技領域」列為
必修，除國小階段為彈性學習課

程外；國民中學教育以及高級中

等學校教育階段分別著重於「培

養學生利用運算思維與資訊科技

解決問題之能力」以及「了解運

算思維之原理而能進一步做跨學

科整合應用」。

一同認識未來世界的基礎－資訊

科學

　　學習「資訊科學」並非是一

種「專業」反而是面對未來社會

變遷最重要的「基礎」

▲ 積木式程式碼、俐落的介面、簡易的上

傳步驟，讓孩子可以互相合作找到程

式碼裡面的 Bug ，輕鬆應用「運算思

維」

▲ 對孩子來說，程式就是讓故事動起來的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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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並非要每個孩子

都成為資訊科學家，而是能夠將

資訊科學的觀念運用在生活甚至

是各行各業的領域當中。前述所

介紹的三種教育科技軟體，就是

為了幫助我們盡量避免讓孩子為

了學程式而學程式，作為科技教

育者，我們深知難處所在，因為

沒有快速的成效總會讓人感到焦

慮。

資訊科學與跨領域學習

　　正如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資

訊科學教授 Jeannette M. Wing 在
2006 年時曾經提過的，她認為所
有的基礎語言能力都應該加入電

腦運算的因素，例如我們讀、寫

和算數，分析能力中都該加入電

腦運算的概念，她說：「電腦運

算思考的技巧，並非資訊科學家

的專利，而是每個人都應該具備

的。」

　　科技正影響著生活中每一

個領域，而我們的科技教育也正

起步當中，我們能做的是讓孩子

透過資訊科學了解世界的運作模

式、取得改變的機會，在實際執

行面來看，我們必須從基礎到進

階，一步一步教導學生如何自主

學習、邏輯思考、溝通互動及創

新設計，培養面對未來世界所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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