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坊綱要
1. 導言: 一個外語教師結合翻譯教學與程式設計、運算思維的探索之旅

2. 資訊素養、運算思維、程式設計的同心圓：語言資產管理的核心技術應用

1) 資訊素養與翻譯技術工具

2) 處理語料所需之運算思維

3) 用NLTK與GOOGLE COLAB結合語料處理與程式設計之學習

3. 谷歌翻譯解密：導引外語學生進入編程世界的鑰匙

4. 遊戲與實做時間

1) 透過CODE.ORG遊戲學編程入門HTTPS://STUDIO.CODE.ORG/HOC/3

2) 用SCRATCH 程式積木學運算思維:應用清單製作單字與雙語教材

5. 結語：與AI 時代的外語教師共勉

https://studio.code.org/hoc/3


導言: 一個外語教師的程式設計探索之旅



資訊素養、運算思維、程式設計的同心圓

4 https://ai.googleblog.com/2015/07/should-my-

kid-learn-to-code.html

Google for Education (2015) “Should My Kid 
Learn to Code?” 

https://ai.googleblog.com/2015/07/should-my-kid-learn-to-code.html


程式設計導入翻譯課程之策略



翻譯與資訊素養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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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大綱

01-大數據時代翻譯技術發展與譯者技術素養

02-電腦輔助翻譯技術概論

03-翻譯文檔管理基礎

04-翻譯記憶管理及技術應用

05-術語管理及其技術應用

06-翻譯搜索及其技術應用

07-翻譯品質控制及技術應用



翻譯與資訊素養總結性評量設計



翻譯與程式設計



翻譯與程式設計：形成性評量



翻譯與程式設計總結性評量



谷歌翻譯解密：導引外語學生
進入編程世界的鑰匙





I. 谷歌翻譯API 
1. What is API

2. API applications

3. Sample API: Google Translate API (多語翻譯）

II. 語料庫與NLTK (python應用）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應用程式介面

 小簡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add9Cflc

 API 經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6X8O6oZKw

 https://g.co/kgs/hGzzx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add9Cflc
https://g.co/kgs/hGzzxp


程式語言

運行結果



1. 第一行用from...import...的語法，叫電腦從
Googletrans 匯入 Translator功能

2. 2-4行：定義/宣告x變數
2. translator＝Translator ()

3. text=(‘I love you’)

4. language=[‘fr’, ‘es’, ‘it’, ‘de’, ‘pl’, ‘ru’, ‘cs’, ‘hu’, 
‘eu’, ‘is’, ‘iv’, ‘ja’, ‘ko’]



5-7行：
for x in range (0, len(language)):

translated=translator.translate(text,src=“en”, dest=language [x])

print (translated.txt)

用for迴圈命令電腦將source text 是英文”en”的文字轉譯
為上面定義的多語譯文，最後印出運行結果

src原文文字是英文時，電腦要印出上面定義的translated.text

print translated (translated.text)



1. translator.translate()是上面import進來的google translate套件

2. translator.translate(要翻譯的文字,翻譯文字原文語系,要翻譯成哪幾
種語言)

3. 最後再放進translated的變數中並print出來

translated=translator.translate(text,scr=‘en’,dest=language (x))

意思是

translator.translate(要翻譯的文字,翻譯文字原文語系,要翻譯成哪幾種
語言)







from nltk.book import*

from nltk.corpus import inaugural

inaugural.fileids()



from nltk.book import*

from nltk.corpus import inaugural

print(inaugural.fileids())



Codecademy Python Syllabus
• 1 Python Syntax

• 2 Strings and Console Output

• 3 Conditionals and Control Flow

• 4 Functions

• 5 Lists & Dictionaries

• 6 Student Becomes the Teacher (Interactive Project)

• 7 Lists and Functions

• 8 Loops

• 9 Exam Statistics (Interactive Project)

• 10 Advanced Topics in Python

• 11 Introduction to Classes

• 12 File Input and Output

• Estimated 13 hrs

• https://www.codecademy.com/learn/python
25

引自

梅興老師工作坊

https://www.codecademy.com/learn/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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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AB編程示例

27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drive/1Nsem0MroJXrPyVUYHdeZUzeA5sxBe1DI

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drive/1Nsem0MroJXrPyVUYHdeZUzeA5sxBe1DI


無國界譯師臉書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780098152033
344&id=862401280469707

用google excel 翻90種語言

https://steachs.com/archives/1755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Av7JPzxsrwGOzedz
avYWqBca0d9E7QvSbMqW_k--3A/edit#gid=0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780098152033344&id=862401280469707
https://steachs.com/archives/1755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Av7JPzxsrwGOzedzavYWqBca0d9E7QvSbMqW_k--3A/edit#gid=0


透過CODE.ORG遊戲學編程入門

• HTTPS://STUDIO.CODE.ORG/HOC/3

https://studio.code.org/hoc/3


運算思維:入門介紹影片

Sour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Xo-S7gz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Xo-S7gzds


運算思維應用

引自

梅興老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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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CRATCH 程式積木學運算思維

以下資料引自

呂奎漢老師的SCRATCH 工作坊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UaNkXiwzvd8VNdMhGoHnc7SIYkxKoHL7gq8eYUPuSds/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UaNkXiwzvd8VNdMhGoHnc7SIYkxKoHL7gq8eYUPuSds/edit#gid=0


七
大
運
算
概
念

•對某一個任務，確定一系列的步驟序列（sequence）

•重複執行相同的序列迴圈（loops）

•在同一時間讓許多事同時發生平行（parallelism）

•一件事引發另一件事的發生事件（events）

•根據條件做決定條件（conditionals）

•支援數學與邏輯的表達運算子（operators）

•儲存資料、讀取資料與更新資料資料（data）



序列 迴圈 平行 事件 條件 運算子 資料

一個特定的動作能被細分並表示成

各個步驟或指令，依序執行。

範例：

依照順序執行英語單字教學



序列 迴圈 平行 事件 條件 運算子 資料

對同一個序列或動作重複執行，透過觀

察、分類，將相同規律的程式積木重複

執行，使指令更加簡潔。

範例：

能使用迴圈有效減少積木使用數量



序列 迴圈 平行 事件 條件 運算子 資料

平行就是同時執行多個指令。

範例：

能同時發出讀音及顯示文字



序列 迴圈 平行 事件 條件 運算子 資料

事件，指的就是一件事觸發

一個/多個應對機制。

範例：

透過廣播進行



序列 迴圈 平行 事件 條件 運算子 資料

程式會依據設定的條件式，

做出判斷（例如：如果...），

滿足條件時才會觸發動作。

範例：

按下a及b時，滿足不同條件

執行不同指令。



序列 迴圈 平行 事件 條件 運算子 資料

運算子即是做數學運算

（例如：+、-、*、/）或邏輯運算

（例如：<、=、>）。

範例：



清單的應用:從單字到雙語教材

• HTTPS://WEB.MICROSOFTSTREAM.COM/VIDEO/2F9841B8-A7DB-4D28-8D28-C70D4FFEBF39

https://web.microsoftstream.com/video/2f9841b8-a7db-4d28-8d28-c70d4ffebf39


學生作品

https://scratch.mit.edu/projects/390442549

https://scratch.mit.edu/projects/390442549




跨領域教與學：AI時代外語教師的新挑戰



新時代外語教學的契機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