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交流研習會議（新竹場）
暨「從 DOC 看臺灣」數位應用創作大賽頒獎典禮
壹、 活動目的
邀請全國數位機會中心（以下簡稱 DOC）、縣市政府及輔導團隊與會交流，
會議中互相觀摩與經驗分享，以達到共同學習之成效，以文化探索與行銷為主軸，
規劃專題暨創意講座、主題參訪、竹苗選物展攤、藝術表演系列活動，分享文化場
域如何運用美學、數位與體驗融入地方創生，深化地方經營文化再生的議題與形
式。
偕同「從 DOC 看臺灣」數位應用創作大賽頒獎典禮，匯聚臺灣各地 DOC
的學習成果、地方特色與文化紀錄，邀請大賽評審講評並表揚得獎者學習表現，於
活動會場策展作品展覽，呈現全國 DOC 學員數位創作能量與美學成就，共同收穫
豐盛的文化展演。
貳、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明基文教基金會（新竹縣、苗栗縣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

三、協辦單位：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
參、 會議時程
一、日期：1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至 1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二、會議地點：新竹縣北埔鄉麻布樹排 6 號
三、報到時間：1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點至 10 點 30 分
四、會議議程：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二】
肆、 活動報名
一、系統開放報名人數共 150 名，額滿截止。
二、參與對象：
(一)
(二)
(三)
(四)
(五)

全國辦理數位機會中心計畫人員。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教育部業務相關人員。
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及專案人員。
與會學者專家。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止。

四、報名方式：管考系統後臺登入報名，網址：https://itaiwan.moe.gov.tw/
伍、 交通服務
一、活動第一日：1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去程接駁，共兩梯次接駁：
(一) 第一梯次 - 上午 9:10 集合，9 點 15 分發車
(二) 第二梯次 - 上午 9:20 集合，9 點 30 分發車
(三) 接駁地點：高鐵新竹站 4 號出口集合，搭乘臺鐵者，請自新竹火車站轉
乘六家支線至六家站下車。
(四) 自行開車：請於報到時間前往麻布山林。
二、活動前一日：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無提供交通接駁，需自行前往。
三、活動第二日：1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返程接駁，搭乘高鐵、臺鐵者，統
一於午餐結束後（約下午 2 點）接駁至高鐵新竹站。
四、麻布山林交通導引圖，請見【附件三】。
陸、 住宿事宜
一、住宿費用
(一) 雙人房（兩床房型／每人每晚 1,600 元），建議自行安排同住夥伴，於報
名時備註同房者姓名，若無則由主辦單位代為安排。
(二) 單人房（單床房型／每人每晚 3,200 元），需另行自付差額。
(三) 恕不受理住宿加床、額外自費訂房。
二、 住宿辦理
(一) 請於系統報名時填妥單位之完整抬頭及統一編號。
(二) 住宿費用請於 5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報到時繳交給所屬輔導團隊，
房卡請於當日參訪行程結束後，向所屬輔導團隊領取。
(三) 早餐時間：上午 7 點 30 分開始供應。
(四) 退房時間：請於 5 月 20 日 (星期五) 上午 9 點前完成退房。
(五) 本次交流會與會人員經成功報名並確認住宿者，若於 111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後以任何理由取消住宿，仍須繳交個人全額住宿費用。
柒、 活動報名
明基基金會｜新竹縣、苗栗縣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
聯絡人：李英嘉 (03)359-8800 # 2893 Vada.YC.Lee@BenQ.com
陳玉芸 (03)359-8800 #3122 Sayta.Y.Chen@BenQ.com

捌、 注意事項
一、與會人員於活動期間予以公（差）假。
二、本會議膳食由承辦單位支付。參加人員往返報到地點之差旅費及住宿費由各
數位機會中心營運計畫、輔導計畫等相關計畫經費支出。
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項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理要
點」第九條規定「參加各類會議、講習、訓練及研討（習）會之人員，不得
攜眷參加」，請務必配合遵守。
四、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集會規定，本會議與會人員請全程配戴口罩，進
出室內場地及餐廳，請配合量體溫及手部消毒作業。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
自主健康管理者禁止參加，如有發燒、咳嗽、流鼻水等症狀亦請勿參加。
五、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網站最新消息及【行前通知】
。

【附件一】活動議程

111 年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交流研習會議（新竹場）
暨「從 DOC 看臺灣」數位應用創作大賽頒獎典禮
1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

主講

10:00-10:30

會場報到

10:30-10:45

開幕歡迎

10:45-12:30

教育部

頒獎典禮

頒獎者與受獎者
午餐

14:00-14:30

DOC 主題參訪出發
《新竹金好風景》路線一
北埔茶金文學步道

14:30-17:00

麻布山林

「從 DOC 看臺灣」數位應用創作大賽

12:30-14:00

《新竹金好風景》路線二
芎林紙金工藝小徑
《新竹金好風景》路線三
新埔柿金古風曲巷

17:00-18:00

返回麻布山林

18:00-18:30

辦理住宿手續

18:30-19:30

晚餐

地點

詠山館 M31 教室
富森餐廳

北埔 DOC

北埔

芎林 DOC

芎林

新埔 DOC

新埔

富森餐廳

月光山林音樂會 +《DOC 小市集》
19:30-21:30

… 胡德夫〈太平洋的風〉

月光草坪

… 林雷諾〈流浪者〉
1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時間

內容

主講
早餐

07:30-09:00
09:00-09:50

09:50-10:40

優席夫

野生畫家重塑家園美學觀光

旅英藝術家

稻田裡的美術館

12:00-12:30

黃鼎堯
優雅農夫藝術部落
執行長

茶點時間

10:40-11:10
11:10-12:00

富森餐廳

專題講座（I）

專題講座（II）

創意講座（III）

林靖傑

用鏡頭看見土地情感

導演

綜合座談

教育部

12:30-14:30

午餐與交流

14:30-15:30

返程

地點

麻布山林
詠山館 M31 教室

富森餐廳

【附件二】主題參訪路線
壹、 《新竹金好風景》主題思想
新竹的山嶺蹊徑，見證茶金年代的產業風雲，竹林造紙手工產業傳承百工技
藝，狂勁九降風吹拂整片黃澄澄的柿餅，風乾永存客庄的百年智慧。
產業形塑新竹的經濟與生活，隨著時間沉澱為地方的文化與地景，深厚的人
文土壤養分，孕育了作家龍瑛宗、吳濁流、攝影師鄧南光、藝術家蕭如松、
音樂家鄧雨賢等文化雅士。
《新竹金好風景》透過新竹 DOC 所在地客庄的路線走讀，三個主題的人文產
業風華尋訪，沿著茶金、紙金和柿金產業，穿越百年的街屋、老舖與巷弄，
傾聽家族胼手胝足開創事業的故事，手作的傳統食物記憶常民生活，從地景
中感受歷史文化與現今的連結，仰望先民開墾歷史，建立自己的當代文化價
值與觀點。
貳、 《新竹金好風景》三大路線
一、 北埔茶金文學步道：北埔 DOC 結合茶金風華時代為主軸，探索全臺古
蹟最密集的北埔街區，古蹟走讀與地景散步，漫遊北埔山城文化魅力。
二、 芎林紙金工藝小徑：芎林紙寮窩保存了祖先手工造紙的技藝，由芎林
DOC 結合手抄紙體驗與小鎮探路，步行穿梭芎林新舊產業與信仰文化。
三、 新埔柿金古風曲巷：跟著新埔 DOC 走訪九降風吹拂的柿子工廠，體驗
客家生活文化，穿越三街六巷九宗祠，探索新埔家族的身世，認識百年
老店的再生。

路線一：北埔茶金文學步道

設立於文化氣息濃厚的客庄山城，北埔 DOC 長年帶領民眾運用數位工具，挖掘並轉
譯地方文史，讓民眾重新看見家鄉文化之美。運用設計美學，將在地文學作家龍瑛
宗作品，視覺化為《龍瑛宗文學地圖》，每年元宵《正月十五油笐火》紀錄持火把繞
山的經典畫面、雷雕地方風景畫框，北埔 DOC 不停歇的累積家鄉故事與文化資源。
隨著《茶金》影視作品帶來的觀光熱潮，北埔 DOC 以茶金風華時代為主軸，將帶領
參訪的夥伴探索全臺古蹟最密集的北埔街區，跟著在地夥伴漫遊古蹟，走讀老北埔
人眼中的地景故事，感受北埔山城的文化魅力。
壹、 文化走讀引路人
一、 彭瑞麟：北埔 DOC 文化講師、北埔導覽志工隊召集人、北埔鄉南興社區
協會理事長
二、 廖惠慶：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董事、姜阿新孫女
三、 古武南：北埔文史工作者
貳、 活動流程
時間

走讀行程

13:50-14:00

麻布山林出發

14:00-15:30

北埔古蹟巡禮

導覽人員
古武南老師

慈天宮、國定古蹟金廣福公館
北埔老聚落茶博館、歷史建築忠恕堂
15:30-16:30

尋訪茶金歲月

廖惠慶老師

姜阿新洋樓
16:30-17:30

鄧南光影像紀念館
北埔百年老店下午茶

17:30-18:00

返回麻布山林

彭瑞麟老師

路線二：芎林紙金工藝小徑

山林環繞的芎林小鎮，保存客家方口獅、手工造紙等傳統工藝，作曲家鄧雨賢、水
圳文化、王爺信仰，也是鄉民重要的文化資產與共同記憶。肩負文化工藝傳承的使
命，芎林 DOC 每年舉辦《DOC 志工小旅行》，透過來到紙寮窩進行手抄紙體驗與
造紙文化的導覽，帶領民眾記憶傳統工藝與產業的故事，透過《天空我的家—看見
芎林》、《我的偶動畫》、《竹苗色彩學》數位學習，創新呈現豐饒深厚的芎林鄉史。
芎林紙寮窩保存了祖先手工造紙的技藝，由芎林 DOC 帶路，透過手抄紙體驗與小鎮
探路，步行穿梭芎林的新舊產業與信仰文化，學習傳統工藝如何找到地方創生的一
席之地。
參、 文化走讀引路人
一、 楊禮仁：芎林 DOC 執行長
二、 楊秋賢：芎林文史工作者、紙寮窩劉傳老造紙文化發展協進會理事長
三、 劉邦平：耆老、芎林文史工作者
肆、 活動流程
時間

參訪行程

導覽人員

14:00-14:30

麻布山林出發

14:30-15:30
15:30-16:30

芎林紙寮窩造紙工藝
楊禮仁執行長
紙寮窩文史導覽、造紙工序、手抄紙體驗
劉邦平老師
芎林老街文化走讀
楊秋賢博士
鄧雨賢公園
文林閣 廣福宮 廣福巷
百年德家冰果店
半百年新美珍餅舖

16:30-17:00

芎林數位機會中心
芎林百年老店下午茶

17:00-18:00

返回麻布山林

楊禮仁執行長

路線三：新埔柿金古風曲巷

新埔 DOC 秉持「一里一特色」的初衷，持續以多元的影像形式，與在地文史工作
者共同紀錄宗祠歷史與家園美地，從《天空我的家—看見新埔》介紹三街六巷九宗
祠，到《PeoPo 公民新聞》報導小鎮的百年老店新生，讓外界看見新埔的歷史源流
與常民文化。
新埔 DOC 志工與在地夥伴共同合作，將點滴累積的故事與在地人情帶入參訪行程，
走訪新埔重要的柿餅工廠，體驗客家生活文化，穿越三街六巷九宗祠，探索新埔家
族的身世，跟著努力推動文化傳承的夥伴們踩踏，認識新埔百年老店再生的故事。
伍、 文化走讀引路人
一、 鄧恩隆：新埔 DOC 文化講師、新埔文史工作者
二、 張寶釧：新埔文史工作者
三、 黃有福：新埔文史工作者
陸、 活動流程
時間

參訪行程

13:45-14:30

麻布山林出發

14:30 -15:30

金漢柿餅教育農園

導覽人員 / 備註
劉興武園長

柿代相傳的柿餅人生
金漢好柿下午茶
15:30 -17:00

17:00-18:00

新埔小鎮走讀

黎萬興校長

新埔三街六巷九宗祠

鄧隆恩老師

百年義順治冰店

張寶釧老師

百年德興香店

黃有福老師

返回麻布山林

【附件三】麻布山林交通導引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