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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機會中心行動近用計畫交流研習會議 

(一) 交流會目的： 

1. 邀請參與行動近用計畫之DOC、縣市政府及輔導團隊與會，分享計畫執行之策

略之方法及困難，透過團隊間之經驗交流，以降低計畫執行上的問題。 

2. 為與會人員安排系列增能課程及研習講座，透過執行學習與討論，提昇與會人員

數位素養，以利近用計畫的推行。 

3. 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與會分享圖書館電子資源、平板資安管理及近用計畫執行經驗

分享等，並藉由交流會分組討論推廣使用平板電腦以生活應用、資訊取得、網路

學習等面向作交流。 

(二)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 

2. 承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臺南高雄DOC輔導團隊) 

(三) 會議日期：107年5月22、23日(星期二、三) 

(四) 會議議程：詳如附件1。 

(五) 體驗活動：詳如附件2。 

(六) 競賽活動：辦理平板應用競賽活動，以鼓勵參與交流會之學員，能利用會議中所學及

與人交流過程中所獲之心得，利用照片或影片來紀錄並產出作品來參賽，詳如附件3。 

(七) 報到事宜： 

1. 報到時間：107年5月22日(星期二) 上午09:45至10:00 

2. 報到地點：3樓會議室 (臺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唭子瓦60號) 

(八) 交通服務： 

1. 107年5月22日(星期二)： 

(1) 高鐵臺南站：上午9:00於1樓-2號出口集合。 

(2) 臺鐵臺南站：上午9:00於後火車站出口集合。 

2. 107年5月23日(星期三)： 

下午4:00研習會結束，專車接送至高鐵臺南站及臺鐵臺南站 

3. 自行開車前往會場。 

(九) 參加對象：200名，額滿為止 

1. 全國辦理行動近用計畫之DOC人員 

2. 各縣市政府代表 

3. 教育部業務相關人員 

4. 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及專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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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會專家學者 

(十)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網址：https://itaiwan.moe.gov.tw/ 

2. 報名期間：107年4月16日至4月30日 

(十一) 聯絡方式： 

崑山科技大學-臺南市及高雄市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 

專案經理  林育任  (06)205-2235 

專案副理  顏佑真  (06)205-0162 

(十二) 注意事項： 

1. 與會人員於活動期間予以公(差)假。 

2. 本研習會之膳食、住宿費由承辦單位支付。參加人員往返報到地點之差旅費由

DOC營運經費、DOC督導費及輔導計畫等相關計畫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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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交流研習會議議程 

107年教育部行動近用計畫-平板使用交流研習會議程表 

107年5月22日 (星期二) 

時  間 議  程 講  師 

9:45-10:00 報到 

10:10-10:30 開幕式 來賓致詞 

10:30-12:00 

「專題講座一」 

-平板借用經驗分享 

-圖書館電子資源分享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賴忠勤副館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智慧DOC成果分享 旗山DOC、枋山DOC分享 

14:10-15:50 

「專題講座二」 

-近用DOC執行經驗分享 

分組討論及報告：平板運用面面觀 

彰化田中 DOC-陳學偉校長 

嘉義鹿滿 DOC-林俊良校長 

討論與報告 

15:50-16:00 休息 

16:00-16:30 平板近用問題面面觀暨綜合座談 教育部 

16:30-18:00 辦理住宿及園區導覽 

18:00-19:20 晚餐 

19:20-21:30 夜間觀星導覽 

107年5月23日 (星期三) 

時 間 議 程 講師 

07:30-08:30 早餐 

08:30-10:00 
「專題講座三」 

-平板資安管理講座 

亞洲大學資訊發展處-網路維運組/ 

陳偉嵩組長 

10:00-10:30 休息 

10:30-12:00 
「專題講座四」-讓你有永遠找不完

的生活樂趣-好用APP推薦 
臺南市 DOC講師-賴騏濬講師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DOC在地特色參訪、園區參訪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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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DOC 在地特色參訪 

 

A 行程-平板闖關~踏入時光軌道，探索歷史蹤跡 

一、 參訪地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二、 帶路者：館內導覽人員 

三、 參訪介紹： 

台灣歷史博物館保存維護臺灣的歷史文化資產，維繫臺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奠基

臺灣史研究傳統，推廣臺灣歷史文化教育，建置多元資源中心，提供學者研究及社會大

眾參考使用。 

展示內容涵蓋臺灣史的多元面向，拓展開闊的族群與文化視野，增進臺灣居民彼此

瞭解，相互尊重。本館學習計畫的目標，是讓民眾認識土地與多元文化，珍愛家園，守

護臺灣。 

以厚實的研究典藏及展示教育為基礎，持續辦理多元豐富的學習及展演活動，並結

合社會及學校資源，建構區域文化資源網絡；致力於品質、信任、創新的全方位的公共

服務。 

我們期望營造一座植根過去、展望未來，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誕生知識、快樂學

習、文化平權，屬於全體臺灣人的歷史博物館。 

資料網址來源：https://www.nmth.gov.tw/ 

四、 體驗特色： 

1. 參展過程中，安排學員利用手機、平板來搭配「臺史博出任務」活動，讓參展與數位結

合。 

2. 「臺史博出任務」活動，是一以博物館為場域，以團隊答題為主要形式之限時闖關遊戲，

以輕鬆的方式認識與體驗博物館場域。 

五、 參訪重點： 

1. 使用平板來查閱及展閱博物館內資料。 

2. 使用平板來協助活動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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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程-將軍 DOC 創客體驗之旅 

一、 參訪地點：將軍 DOC 

二、 帶路者：侯成育/創客教育講師 

三、 參訪介紹： 

將軍 DOC 創客課程，深受許多資深學員喜愛，由在地創課達人設計課程，藉由 3D

繪圖軟體學習，啟發學員創造思考能力，結合在地文化元素，再實際進行材料切割組合

成獨創的生活用品，將成果上傳至 DOC 網站與臉書，並參加 106 年度全國數位創作大賽，

特別是雷雕與熱印課程之產出，榮獲 106 年度數位創作大賽佳獎殊榮。 

107 年度將軍 DOC 與輔導團，更規劃加深創客課程之著墨，希望與在地社區特色結

合，吸引更多新力挹注 DOC 提高 DOC 層次。 

四、 體驗特色： 

1. 創課培力課程，指導學員腦力激盪、發揮創意，自製個性商品，可帶回木作自動鉛筆 1

支。 

2. 雷切創課培力課程，融合雷雕、熱印與數位設計製作創意作品。 

五、 參訪重點： 

1. 3D 繪圖、雷雕機及熱轉印等創客設備操作體驗。 

2. 腦力激盪、發揮創意的創客精神體驗。 

3. 創客個性商品製作(木作自動鉛筆)過程步驟。 

六、 本活動需自行負擔部分費用。 



6 

 

 

C 行程-體驗農村 E 創意/白河木棉花音樂之旅 

一、 參訪地點：白河數位機會中心 

二、 帶路者：臺南市農村再生社區營造協會 吳長庚理事長 

三、 參訪介紹： 

來白河，除了林初埤木棉花道，還可悠遊於農村之蓮花田園中，可順道至東山 175

咖啡大道悠遊於咖啡香與後壁稻穗田園中，社區～邀請您停下腳步，悠閒散步於各鄉間

小道，古厝，廟宇，與自然風光及溫潤的鄉野人情相遇，農村再生青年回留及社區已準

備好了！將熱情與您分享地方深度的文化內涵與豐沛的產業活力，讓您看見不一樣的農

村新勢力，發現農村原味的田園香！ 

透過體驗農村 E 創意的主題，帶著平板走上深度旅行的遊程，數位紀錄的方式留下

「心」痕跡，最終期許學員能在現今網路發達的時代，利用數位技術，將人文知識轉化

更親近大眾的資訊，深化觀光客對當地歷史文化的瞭解。 

此次旅程走訪白河區的在地特色體驗可以在田間漫步、體驗採摘作物的喜悅，親身

感受學習在不同季節、不同場所，利用當地特產食材規劃出一系列吸引人的農村活動，

如木棉花植物染，親自下田採收農作物，在創意特色農村新旅程中透過數位媒體的應用，

達到數位平板使用及在地記錄等實作面相多方發展。 

四、 體驗特色： 

1. 木棉花染體驗：在地特色植物-木棉花，體驗手作植物染 DIY，可帶回植物染 DIY 成品

1 件 。 

2. 稻荷咖工坊窯烤體驗：稻荷咖據點有一個窯，透過傳統柴燒方式來處理食材，體驗田園

樂趣。 

五、 參訪重點： 

1. 農村地方觀光資源與整合-簡報分享。 

2. 使用平板 APP 紀錄體驗過程。 

3. 實際平板 APP 操作教學達到平板應用推廣之目的。 

六、 本活動需自行負擔部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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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平板創作競賽 

一、 活動主題：手機平板隨手帶，相機攝影隨手拍─創作與紀錄競賽 

二、 活動目的： 

透過本次交流研習會議的課程講座及與會人員交流，了解近用計畫的操作與平板電腦

的生活應用使用，為鼓勵與會人員將講座內容學以致用，特舉辦本競賽，分享在本研

習與活動中學習到的東西，以展現出 DOC 對於學習數位科技之精神。 

三、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 

(2) 承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 

四、 參加對象與資格：本次與會人員，每人參加。 

五、 活動內容： 

(1) 讓學員以 APP 拍攝交流會的點點滴滴，並在作品中放入一句本次研習中，讓您難忘

的經典對話或講座中講師讓你印象深刻的重點，透過 APP 的編修功能來繪製出創意

有趣的回憶作品。 

(2) 參訪活動、帶路人及人事時地物之重點摘要。 

六、 作品規格及收件說明： 

(1) 圖片(JPG、PNG)、影片(.avi ; *.wmv ; *.mpg ; *.mp4 ; *.mov)，影片至多 30 秒。 

(2) 將作品於 5 月 24 日下午 4:00 前上傳至「107 年行動近用計畫交流會」之 LINE@生活

圈即完成。 

七、 活動時間：107 年 5 月 22 日 10:00 至 5 月 23 日下午 4:00 止。 

八、 得獎公告：得獎名單公布於「107 年行動近用計畫交流會」之 LINE@生活圈、偏鄉數位

應用推動計畫網站及臺南高雄數位機會中心粉絲頁。 

九、 評選方式與標準： 

(1) 由承辦單位邀請三位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進行評審工作，共同評分決定。 

(2) 評審標準：經典語句(30%)、後製技術性(20%)、整體美感(25%)、創意性(25%)。 

十、 獎勵方式： 

(1) 第一名：1 件，2,000 元等值地方特產。 

(2) 第二名：3 件，1,000 元等值地方特產。 

(3) 第三名：5 件，800 元等值地方特產。 

(4) 第四名：10 件，500 元等值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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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參賽規則： 

(1) 不符合作品提交規範者，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2) 主辦單位得因參賽件數及評審結果，彈性調整得獎名額。 

(3) 若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及承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

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4)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及承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登錄之作

品或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致使無法參加活動時，主辦及承辦單

位不負任何法律責任，參賽者亦不得有異議。 

(5) 獲獎人員須簽屬作品授權使用同意書，同意承辦單位無商業用途之推廣或結案報告使

用。 

(6) 參賽作品內容應為正向，若涉及猥褻、暴力、色情、誨謗等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承辦單位有權力取消參賽者資格，並須自負一切法律責任。 

十二、 洽詢專線： 

臺南市及高雄市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 

專案經理  林育任  (06)205-2235 

專案副理  顏佑真  (06)205-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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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交通資訊 

走馬瀨農場／742臺南市大內區二溪里唭子瓦 60號 

 

 

 

 

 

 

 

 

 

 

 

 

 

 

 

 

  

 

 

大眾運輸： 

高鐵：高鐵臺南站轉臺鐵沙崙線至臺南火車站下車，搭興南客運至玉井站下車，轉搭計程   車

至走馬瀨農場。 

火車：臺南火車站前搭興南客運往玉井(或楠西、甲仙線皆可)、玉井站下車，轉搭計程車至走

馬瀨農場。  

從善化火車站步行至善化轉運站，搭乘【橘幹線】公車開往《走馬瀨》，下車後步行至

走馬瀨休閒農場。 

自行開車： 

南二高:334K 官田-玉井系統交流道-臺 84 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東【玉井】→過走馬瀨隧道 38K

處右轉→走馬瀨農場 

中山高:299K接下營系統交流道-臺 84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東【玉井】→過走馬瀨隧道 38K處右

轉→走馬瀨農場 

停車資訊： 

設有大型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