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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教育部數位機會中心 
交流研習會議計畫書(苗栗場) 

壹、依據：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7 日臺教資(三)字第 1060178326F 號函。 

貳、目的 

一、讓與會者能充分了解偏鄉數位應用推動計畫的目的、策略，達到縮減數位落

差，普及數位應用。 

二、使與會人員於交流會議中，互相觀摩、意見交流與經驗分享，以達到共同學

習成長之成效。 

三、以在地產業及文史生活結合影像紀錄為主軸，藉由影像課程分享、主題式討

論等模式，強化數位機會中心(簡稱 DOC)專業多元知能，打造全國 DOC 多

媒體推動之共識。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協辦單位：苗栗縣、新竹縣數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明基友達基金會) 

肆、會議日期：107 年 4 月 19、20 日(星期四、五) 

伍、會議議程：詳如附件 1。 

陸、報到事宜 

一、報到時間：107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30 至 10:00。 

二、報到地點：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106 號。 

柒、交通服務 

一、107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 

(一)竹南火車站：上午 9:20-9:50 於竹南火車站後站出口集合，接送至會場。 

(二)苗栗高鐵站：上午 9:00-9:15 於 2 號出口前集合，接送至會場。 

(三)交通搭乘建議詳如附件 2。 

二、10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4:00 結束，專車接送至苗栗火車站及苗栗

高鐵站。 

三、自行開車：地理位置，詳如附件 3。 

捌、參加對象：全國數位機會中心人員、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及輔導員、各縣市政府

代表、與會專家學者及教育部業務相關人員預計 150 名。 

玖、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網址：管考系統 (https://itaiwan.moe.gov.tw) 登入報名。 

二、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7 年 3 月 26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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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聯絡方式 

苗栗縣教育資訊網路中心 

陳美君課督 pen228@gmail.com ；037-559700 

黃國皓老師 h791012@gmail.com ；037-559700 

陳哲妮 Jennifer.Chen@BenQ.com；(03)359-3233 

壹拾壹、注意事項 

一、本次與會人員於活動期間予以公(差)假排代。 

二、本交流會召開期間之交通及膳食由承辦單位相關活動經費項下支付。 

三、參加人員往返報到地點之差旅費、住宿費由各 DOC 營運計畫、輔導計畫

等相關計畫經費支出。 

四、本次會議場地屬開放性空間，與會人員請務必配戴本次活動之識別證，始

得進入各會場，並請自備環保杯。 

五、會議議程若有更動，以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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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7 年教育部數位機會中心交流會議 (苗栗場)議程表 

107 年 4 月 19 日 (星期四) 

時間 議程 主持人/講師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開幕 貴賓致詞 

10:30-11:30 

【專題講座 I】 

用學習找回創意的心 

用數位找到職人的路 

故事原生器 O2O： 

故事 Online、好物 Offline 

李耀威主任 

11:30-12:00 
綜合座談 

DOC 行動近用計畫分享 
教育部資科司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專題講座 II】 

公民新聞的曲徑與大道 
陳治安導演 

14:00-15:00 
【專題講座 III】 

蟾蜍山腳的土地與歷史記憶 
林鼎傑導演 

15:00-15:30 茶敘  

15:30-16:30 
【專題講座 VI】 

原來我不是攝影師 
陳建維攝影師

16:30-17:30 經驗交流與分享  

17:30-18:00 辦理住宿  

18:00-19:30 晚餐  

19:30-21:00 
以影像燃亮人文地景，為百年村莊說故事 

《石圍墻村語》特映分享會 
林靖傑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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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4 月 20 日 (星期五) 

時間 議程 地點 

07:30-08:30 早餐  

08:30-09:00 辦理退房  

09:00-10:00 前往公館 DOC   

10:00-12:00 

【農村人文導覽 I】 

石墻村與百年人文地景 

百工職人─草鞋編織 

公館 DOC 

石牆活動中心

12:00-13:00 午餐  

13:30-14:20 前往苑裡 DOC  

14:20-16:20 

【農村人文導覽 II】 

藺草生態與苑裡文物 

百工職人─藺草編織 

苑裡 DOC 

山腳國小內 

日式宿舍 

16:20 會議結束  

16:20-17:00 苗栗高鐵站 & 苗栗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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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交通搭乘建議 
一、 台鐵建議班次 

     

火車車次 到達竹南站 接駁地點 說明

南下 莒光 507 車次 9:10 9:20 竹南火車站後站集合  

北上 自強 108 車次 9:44 9:50 竹南火車站後站集合  

 

二、 高鐵建議班次 

 

高鐵車次 到達苗栗站 接駁地點 說明

南下 809 車次 8:58 9:05 於 2 號出口處集合  

北上 806 車次 8:54 9:05 於 2 號出口處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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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會議地點：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106 號 

 

 

交通資訊 

一、自行開車 (路線指引、車程時間)： 

(一)第二高速公路由北往南，請於香山交流道下，直行第二個路口左轉經台 13

甲線往竹南方向接永貞路，左轉公園路，車程約需 10 分鐘。 

(二)第二高速公路由南往北，請於竹南交流道下，右轉(1 己線)直走，左轉永貞

路，右轉公園路，車程約需 10 分鐘。 

(三)中山高速公路於頭份交流道下，直行建國路，右轉中央路，左轉八德一路，

右轉公園路即可抵達飯店，車程約需 10 分鐘。 

二、搭火車： 

  搭火車至竹南火車站，火車站東出口下步行約需 15 分鐘，車程約需 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