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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交流研習會議(臺南場) 

壹、目的 

一、讓與會者能充分了解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畫目的，達到縮減數位落差，普及數位

應用之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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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與會人員

數位資訊素養，以利計畫之推行。 

三、本次主題以數位加值為主軸，藉由媒體行銷工具、社群經營及農村特色規劃，強

化DOC人員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能。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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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林鳳國小 

四、協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臺南市、高雄市數位機會中心輔導團隊) 

參、會議日期：108年5月9、10日(星期四、五)。 

肆、會議議程：詳如附件1及2。 

伍、報到事宜 

一、報到時間：108年5月9日(星期四) 上午9:45至10:00。 

二、報到地點：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60號。 

三、交通服務 

1.108年5月9日(星期四) 

(1)高鐵臺南站：上午9:20於1樓-2號出口集合。 

(2)高鐵嘉義站：上午9:20於1樓-3號出口集合。 

(3)臺鐵新營站：上午9:30於後火車站出口集合。 

2.108年5月10日(星期五) 

 下午2:00研習會結束，專車接送至高鐵臺南站、嘉義站及臺鐵新營站 

3.自行開車前往會場，詳如附件3。 

陸、參加對象：辦理DOC計畫相關人員、各縣市政府代表、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及專案

人員、教育部業務相關人員及專家學者等計150名，額滿為止。 

柒、報名方式 

一、管考系統登入報名，網址：https://itaiwan.moe.gov.tw/。 

二、報名期間：108年4月1日至4月7日。 

捌、聯絡方式 

一、 顏沁榆輔導員(06)205-2235/yochen.yen@gmail.com。 

二、 李瑋盈輔導員(06)205-2235/wene66@gmail.com。 

玖、注意事項 

一、與會人員於活動期間予以公(差)假。 

二、本研習會之膳食由承辦單位支付；參加人員往返報到地點之差旅費、住宿費

由DOC營運經費、DOC督導費及輔導計畫等相關計畫經費支出。 

三、住宿費及發票資訊(抬頭、統編)由各輔導團統一收齊後，交由南高輔導團處理。 

四、請參與本次交流會人員，務必加入 LINE@可隨時接收本活動最新訊息。 

https://itaiwan.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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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8年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交流研習會議(臺南場)議程表 

第一天：108年5月9日(星期四) 

高鐵臺南站9:20/高鐵嘉義站9:20/臺鐵新營站後站9:30  集合出發 

時間 議程 講師/主持人 

09:45-10:00 報到~歡迎大家來到臺南 

10:00-10:3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10:30-12:00 
【專題講座Ⅰ】 

創新農村實踐力-共創文化新價值 

稻田裡的餐桌計畫-幸福果食 

廖誌汶老師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前往DOC【臺南DOC學習體驗】 

14:10-16:50 

A行程:西濱鹽田海味之旅(參訪將軍DOC)  

B行程:胡麻與藺草氣味之旅(參訪西港DOC) 

C行程:龍崎竹藝藝術之旅(參訪龍琦DOC) 

16:50-17:30  前往住宿地點 

17:30-18:30 經驗交流與分享 

18:30-20:00 晚餐 

第二天：108年 5月10 日(星期五) 

時間 議程 講師/主持人 

07:00-08:30 早餐 

08:30-10:00 
【專題講座Ⅱ】 

社群軟體@行銷應用 
圭話行銷公司-何佳勳老師 

10:00-10:20 DOC 特色名產展/辦理退房 

10:20-11:50 
【專題講座Ⅲ】 

如何應用社群軟體廣告 
三星統計顧問公司-謝章升老師 

11:50-12:30 【綜合座談/分組結論分享】 

12:30-14:00 午餐 

14: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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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臺南 DOC 在地特色體驗 

 

A 行程-西濱鹽田海味之旅 

 

一、參訪地點：臺南海線北門(將軍 DOC 在地特色) 

二、帶路者：將軍 DOC-許德文校長、將軍創客-侯成育老師 

三、參訪介紹 

臺南西濱海線於民國 94 年起陸續設有七股、北門、將軍等 DOC，共同推廣海

線地區之數位學習課程，於 104 年結合七股、北門、將軍等西濱沿線 DOC 共同規

劃以北門遊客中心為起點之三條濱海小旅行路線及【濱海旅遊大亨】桌遊組，共同

推廣海線小旅行。繼北門及七股自主營運後，由將軍 DOC 持續推廣海線數位課程，

於北門區開設空拍北門等數位課程，本次將邀請將軍 DOC 分享如何串聯海線資源及

體驗北門西濱之美。 

四、體驗特色 

1.將軍 DOC 創客課程，深受許多資深學員喜愛，將由在地創課達人設計課程。 

2.創課培力課程，指導學員腦力激盪、發揮創意，帶回自製個性化商品。  

五、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行程 地點/講師  

13:30-14:10 抵達北門遊客中心  

14:10-14:40 將軍 DOC 發展營運簡報 將軍 DOC/許德文校長 

14:40-15:40 創客 DIY 體驗課程 將軍 DOC/侯成育老師 

15:40-16:50 北門在地特色參訪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趙秀娟、陳煜楠解說員 

16: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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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程-胡麻與藺草氣味之旅 

一、參訪地點：西港 DOC 

二、帶路者：DOC 職人-謝坤農、DOC 職人-康家瑜 

三、參訪介紹 

西港 DOC 經濟面發展為特色，其中以在地文創品牌之藺草工坊及阿農兄芝麻

糖為主要推動職人商家，藺草工坊透過藺草藉由創新的商品設計及故事內容行銷及

包裝，透過網路行銷開創一條新商機，甚至海外行銷至日本等國。另 DOC 推廣西港

在地的芝麻，從產地、商品到行銷一手包辦，DOC 職人謝坤農藉由商品文案、商品

攝影、一頁網的設計到社群等 DOC 系列課程的學習，成為西港 DOC 資深學員最佳

模範。 

四、體驗特色 

1.DOC 職人-藺草工坊：全臺唯一藺草工藝製造所，最古早的文創商品在這裡。 

2.DOC 職人-阿農兄：胡麻的故鄉在西港-體驗在地農產「心氣味」。 

五、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行程 地點/講師  

13:30-14:10 抵達西港 DOC  

14:10-15:00 藺草工坊營運介紹 西港藺草工坊/康家瑜專案經理 

15:00-16:00 藺草 DIY 體驗課程 西港藺草工坊/杜素珍小姐 

16:00-16:50 阿農兄芝麻糖製程介紹 阿農兄芝麻糖/謝坤農先生 

16: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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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行程-龍崎竹藝藝術之旅 

一、參訪地點：龍崎 DOC 

二、帶路者：龍崎國小陳新昌校長、李國隆老師 

三、參訪介紹 

 龍崎因崎嶇不平的地形而得名，由於泥岩遍佈加上開發得早，所以擁有許多的

豐富名勝景觀也有許多的民俗文化遺產，當地盛產竹筍、鳳梨，由於龍崎擁有沙質

土壤所以當地的竹筍與鳳梨更是別有特殊風味，本次活動將帶大家體驗龍崎文化面

到教育面結合體驗課程一探龍崎之美。 

四、體驗特色 

運用龍崎在地材料-竹子與 DOC 資訊科技雷雕應用課程，切割竹材組裝製成名片

盒，一起動手體驗完成自己的名片盒。 

 

五、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行程 地點/講師  

13:30-14:10 抵達龍崎 DOC  

14:10-15:00 龍崎 DOC 發展特色簡報 龍崎國小/李國隆老師 

15:00-16:00 雷雕名片盒 DIY 體驗課程 龍崎 DOC/郭家豪先生 

16:00-16:50 龍崎在地特色參訪 龍崎國小/陳新昌校長 

16: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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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交通資訊 

會議地點：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 號  

 

◆ 高鐵(嘉義太保站) 

  轉乘計程車至會議地點(約 50 分) 

◆ 臺鐵 

搭乘火車至新營站下車，轉乘計程車至會議地點約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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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開車 

路線 1：行駛國道 3 號，於柳營交流道下(322K)，往東山方向接南 110 號，至 165 縣道後

左轉往東山方向，在山仔腳村莊(24K)依指引前往即可到達。 

 

路線 2：行駛國道 1 號，新營交流道下(289K)，往新營方向行駛切內側左轉接長榮路直行至

台 1 線道右轉，於 291.8 公里處，往東接義士路(南 108)接 165 縣道，於山仔腳村

莊(24K)依指引前往即可到達。 

路線 3：行駛台 1 線省道，於 291.8 公里處(奇美柳營分院/台糖加油站)，往東接義士路(南

108)、165 縣道，到山仔腳村莊(24K)依指引前往即可到達。 

路線 4：從嘉義市接 165 號縣道，行經白河、東山，往六甲之指標，到山仔腳村莊依指引

前往即可到達。 

 

※提供會議地點經、緯度位置與導航座標，便於提高導航精準度： 

◆經緯度資訊：23.266749,120.392637 

◆導航座標資訊：請設定 GPS 為下列座標 +120∘23'04",-23∘15'52" 並請記得更新您的導航 

圖資，以避免迷航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