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教育部「偏鄉數位關懷推動計畫」溫馨故事 

(一) 苗栗縣頭屋 DOC／因為 DOC，生活變得生動活潑而有趣 

【文．圖／頭屋 DOC-賴秀鳳學員】 

未進 DOC 之前對電腦是一知半解，常讓它生

氣(當機)，幾年前就知道象山社區有電腦教室，

因從事小吃業較忙，一直無法下定決心參加。今

年二月份在江姐的慫恿催促下，才決定踏進了頭

屋 DOC，當時抱著「活到老學到老」的心態，沒想

到竟有了新的生活天地。 

 

藉着頭屋 DOC 的課程，我學會了上網，有了

自己的 e-mail，連時下流行的"非死不可

"(facebook)也開始運作起來；隨着進階課程的

開設，讓我知道了 Google 在社區地理資訊的運用；影音多媒體課程方面，讓我平常呆板的

生活照片，變得生動活潑而有趣，朋友生日也可以在 FB上傳自己設計的卡片或以短片祝賀，

完全改變了原本枯燥的生活，這些都是因為 DOC。 

 

頭屋 DOC 是個和樂的大家庭，在這兒可以學

習電腦，還可以交到許多"老"朋友，因為頭屋的

同學多數都上了年紀，但是大家都熱心提供學習

電腦的心得，彼此互相鼓勵提攜，讓所有學員永

遠保持高昂的學習熱忱，這些都要感謝教育部，

在財政困乏的情況下，為了提升偏鄉的數位水

準，仍然大力支持偏遠地區的電腦課程，還有明

基友達輔導團隊的用心，以及苗栗縣政府的協

助，更要感謝負責電腦教室的忠義老師，他的細

心、熱心、耐心和積極，帶動了學員對 DOC 的向

心力（有從苗栗市、銅鑼鄉過來的學員），讓頭屋 DOC 充滿著歡笑與溫馨。 

 

苗栗是個山城，頭屋更是多數人以務農為主的鄉村，這些日出而做、日落而息又勤

儉的農民們，多數是電腦的門外漢，期盼教育部能繼續支持 DOC 計畫，讓我們鄉下

的民眾有機會利用數位推銷自己並改善生活，最後還是感謝 DOC，讓我的生活更加

充實與豐富。 

 

 



(二) 彰化縣溪州 DOC／樂齡學習‧永保赤子心 

【文．圖／專訪彰化縣溪州 DOC-鍾久美 奶奶，採訪者：黃敏菁】 

久美阿嬤今年 71 歲，是個喜歡學習的人。前幾年，在水尾

國小夜間成人識字班總會看到她認真學習的身影。今年，學校新

開辦了數位機會中心的電腦學習課程，阿嬤也來報名了，而且一

報，就報了六個梯次。 

我問她為何這麼勤學？阿嬤客氣的說：「因為我學一學就會

忘記，所以要認真，不然會學不起來。」她還說，鄰居都笑她：

「吃老不認老，年紀都這麼大了，還跟人家去學電腦。」她想，

與其在家閒閒沒事做，倒不如去學校上上課，跟同學一起上課很

有趣，東扯西聊的覺得很開心，整個人也變得更有活力、心態也

更年輕了。晚上去上課其實很方便，從家裡到學校的這段路，一

路上都有路燈陪伴。趁現在身體還健康的時候，多上一點，其實

有一次身體不是很舒服，但還是想去學，去到學校，其實也沒人發現他不太舒服，連家人也

沒發現呢！訪問到這段，還真是替阿嬤的堅強捏了把冷汗，卻也佩服她好學的心。 

 

與久美阿嬤的對話中，她還特別提到晚上的志工，她很

讚許這群從彰化師範大學來的這群志工哦！他覺得這群志工

很熱情，也總是笑容可掬的。阿嬤會覺得這群志工好像都喜

歡來敎她，其他學員也有人覺得志工對她似乎也比較好呢！

想一想，這些志工的年紀其實跟久美阿嬤的一些孫子相仿，

或許他們的互動就有如祖孫般的互動吧！ 

 

訪談到最後，問阿嬤在數位機會中心開課的這段時間學到了哪些？她笑笑的說：「其實我

一開始只是要去學如何開機跟關機，想不到後來還有機會拿數位相機去拍照，我覺得我照得

還不錯哦！連兒子都有稱讚我。我要謝謝靖勤老師在攝影比賽後，還幫我用傳輸線把照片傳

出來。」雖然這回阿嬤的攝影作品沒有入選，但她還是很高興有出遊的機會，她還邀了另一

位較年輕的奶奶，明年參加我們的電腦班呢！ 

 

 

 

 

 

 

 

 

 



(三) 臺南市玉井 DOC／活到老，就要學到老 

【文．圖／玉井 DOC-黃茂生】 

 

聽到電腦兩個字就覺得害怕，總覺得自己學不

來，某一天看到報紙說玉井國小有免費學電腦的課

程，就照著簡章上面的電話打去問，「您好，我是在

報紙上看到你們有在開設電腦課程，不過我不曾使

用過電腦，我也可以上課嗎？需要費用嗎？」駐點

人員接起電話，細心的解釋給我聽，「我們的課程都

是教育部補助的，無須繳交任何費用，當然不會使

用電腦，正是我們想要找的學員啊，大哥不要怕，

電腦基礎班下星期就開課囉，我幫你報名了，記得

過來上課，相信一定可以學會的」，一聽之下才知道原來在我們玉井區也有著這麼好的福利，

我更應該加以善用，在曾文水庫裡工作十多年的我，對電腦的使用，依然只能略懂一二，在

工作上，只要與電腦息息相關的問題，我就很想逃避，但是總覺得不行，所以我只能常麻煩

別的同事幫我解決問題，但時間一久，總覺得對他們感到非常不好意思！ 

 

電腦基礎班開課的第一天，因為不太懂電腦而

因此心裡難免有點害怕，但是當開始接觸之後，似

乎之前的擔心都是白費的，因來這裡學習的人幾乎

都跟我一樣，電腦方面都是在初學階段，大家一起

學習就沒什麼好害怕的；當然有老師細心的教導，

讓我們這些學員們倍感親切，不懂的地方老師也都

耐心幫我們解決問題點，當這堂課上完，頓時讓我

覺得『活到老，學到老』這句話。 

 

自從電腦基礎班課程上完之後，只要時間上可以配合的話，都會打電話向駐點人員詢問

其他課程報名是否額滿等問題。漸漸得長期學習下來，我並不再是一個依賴孩子的父親。在

工作上詢問年輕同事的次數也相對減少，自己有時候覺得原來一台電腦裡藏著這麼多豐富的

資訊，但還是感謝數位機會中心。在這裡學到以前所沒有的知識與技巧，也發現到網路原來

可以這麼便利，讓我的生活有了不一樣的步調。 

 

 

 

 

 

 

 



(四) 宜蘭縣南澳 DOC／透過電腦螢幕，用雙眼感受世界 

【文．圖／南澳 DOC 蘇文彬】 

白白的頭髮，皺皺的皮膚，人生已過半的阿婆，抓起滑鼠時，眼神是明亮的，心情是愉

快的，就好像小孩子一樣，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心。 

 

阿婆說：我今年 75歲，今天是我第一次摸電腦，這句話還挾帶著一些些日語，哈哈。其

實數位學習不單單只是城鄉之間落差，在原鄉部落的小孩和青少年，個個都是電腦高手，真

正需要的，我想就是那些手裡拿著杯子的婦女和阿婆。 

幸好有數位機會中心，將電腦帶入她們的生活，讓他們知道外面的世界不只是他們眼中

所見，還有更廣闊的天空能讓他們探索。或許無法親自抵達，但還是能夠透過電腦螢幕，用

雙眼感受世界。 

 



(五) 澎湖縣馬公 DOC／把遺失的知識又找回來了(新住民) 

【文．圖／馬公 DOC 謝施】 

 

 

 

我是重慶人，嫁來台灣 3 年了，在這個陌生的地

方，我沒有朋友也沒參加過任何活動，偶然在電視上面

看到有馬公 DOC 將在馬公市新住民中心辦理電腦教

學，就打電話報名了。 

 

來這邊上課的第一天，雨珊小姐稱呼我們：『姐妹們』，讓我感覺好親切，來了這麼久還

沒有過這種感覺、有點激動、有點心酸、我想家了……。 

 

不過我很快的調整我的心情，認真聽老師介紹我們要學習的內容：Word、表格、Gmail、

Excel、非常好色等，其實 Word 跟表格我國中的時候就學過了，可是太久沒用，有些也都忘

了，其他的我就完全不知道是什麼東西了！ 

 

上完兩堂課，我很開心，因為我把遺失的知識又找回來了，而且還學到了更多，接下來

我學了 Excel，現在想想整個學習過程，受益最多就是這部份了，因為我每個月底都會熬夜

幫我媽媽算帳，現在我可以用 Excel 做帳，省事多了，學這個真的是太適合我了！ 

 

不過現在我只會一些簡單的操作，真希望以後我可以學到更多關於 Excel 的知識，後來

我們有學了 Gmail，雖然到現在我還沒發現它好用的地方在哪裡，不過我相信以後一定用的

到，最後就是非常好色，學這個真的很好，不但可以自己做桌曆，還可以把實實在在的成品

拿回家，讓家裡人可以看到我的作品、知道我是真的有學到東西！ 

 

總之，上完整個課程後，我收穫很多不但學習到知識，還有讓我認識新的朋友，也了解

了政府對我們外籍新娘的種種優待和幫助，我開始覺得我沒那麼孤單了！以後我一定要多多

參加類似的活動，豐富自己的生活，真的越來越喜歡待在澎湖了！ 

 

 

 

 



(六) 高雄市甲仙 DOC／努力不懈，善用空閒時間 

【文．圖／高雄市甲仙 DOC-鐘振榮】 

對於現代人來說，打電腦是最稀鬆平常的事

情，但是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像我這樣沒有讀很多

書的人)，對於電腦的認識還有基本操作根本就是

一知半解。 

 

我是一個從沒摸過電腦，就連開機按鍵在哪

裡都不曉得的鄉下俗，白天在地區負責擔任警衛

工作，晚上就在家裡照顧妻小，在偶然的機會

下，知道自己白天擔任警衛工作的學校『寶隆國

小』，在今年設立了甲仙數位機會中心，規劃了

很多電腦課程，最重要的是，數位機會中心規劃的課程，是由最基本的基礎電腦開始教起，

就像學校汪主任與輔導員鼓勵我的：『不會電腦也可以來學。你來就對了啦！』 

 

從沒有碰過電腦的我，在眾多鼓勵之下晚上閒暇時間，我開始進入寶隆國小(甲仙數位機

會中心)接觸一系列的電腦課程，從一開始的電腦認識，讓我知道怎麼讓電腦開機，大家都在

說的軟體跟硬體的差別，打字練習、測驗與比賽，也讓我從手寫慢慢的喜歡用電腦輸入，加

上後來的網路、文書處理課程，對我這個上了年紀的中年人來說，是一種很大的挑戰，但心

想，竟然學了，就要學到好。 

 

而且，學習的地點跟老師，又是自己時常接觸的人，在老師的課程帶領下，讓我對於學習電

腦不再有恐懼感，在工作比較空閒的時候，我也會試著利用開放時間進入電腦教室自己使用

電腦，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是個電腦達人。 

 

 

 

 

 

 

 



(七) 雲林縣崙背 DOC／一種學習的另類體驗 

【文．圖／崙背 DOC 趙朝杉】 

    我是趙朝杉，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來到了崙背數位機會中心。今年我已經 60歲了，在

這個年紀來學習電腦，對我來說是一大考驗。但是跨出學習電腦的第一步，似乎沒有想像中

的那麼困難，也讓我找到另一種休閒的管道。 

    我來到崙背數位機會中心學習電腦還不到一年的時

間，卻讓我擁有許多特別的體驗。以前總是看著孫子女

常在玩電腦，我都聽不懂他們電腦方面的術語，讓我覺

得跟他們之間有些許的隔閡，想要融入他們的網路世界

更加困難。去年九月時，縣府在崙背 DOC 舉辦「背著書

包上網去」，讓我第一次接觸到了電腦，為了能融入孫子

女的世界，我有了想學習電腦的動機。 

    剛來到 DOC 時，心中總有些不安，或許是來到了一個

陌生的環境，加上害怕會跟不上別人學習電腦的進度。然

而經過幾天的學習之後，發現自己擔心跟不上別人學習電

腦的進度是多慮了，因為許多學員們都不會使用電腦。此

外，老師非常有耐心地教導我們這些初學者，讓我覺得電

腦對我來說不再是遙不可及，也讓我多來另一種休閒活動的選擇。 

    在老師細心的教導下，我對於使用電腦愈來愈上手

了。我很喜歡唱歌，現在都會利用網路線上收聽想聽的歌

曲。因為數位機會中心的幫助，讓我學會使用電腦，不但

拉近了與孫子女間的距離，也體驗到數位資訊帶來的便利

生活。再者，也因為數位機會中心的關係，讓我加入了崙

背國小的志工行列，希望學習之餘也能回饋自己的一點心

力，讓 DOC 能一直繼續成長下去。 

 



(八) 資訊志工/偏遠學校教電腦，柚子哥 4 年不渝 

【文．圖╱謝進盛】 

 

台南市遠東科大資管系應屆畢業生

林政佑，大學暑假幾乎都帶領學弟妹前

往偏遠小學，教導小朋友學電腦，獲選

為優秀志工獎。儘管畢業了，他依舊帶

領學弟妹完成資訊科學營活動，他有始

有終的堅持精神，讓學弟妹上了寶貴一

課。 

  

 

在許多小朋友眼中的「柚子哥哥」

林政佑，用「愛」做資訊志工，畢業前經學校報名教育部「數位 i 關懷，深耕 e 畝田」全國

資訊志工選拔，共有 3000 多人報名，選出 27 名優秀志工，林政佑順利入選。  

 

林政佑今年暑假畢業，暑假期間他還率領學弟妹，前往關廟崇和、文和國小、六甲國小、

湖東分校參加資訊科學營活動，有始有終，讓同行的學弟妹相當佩服。  

 

「可能是小時候渴望學習的那種期待，一直深植於內心吧。」出身單親家庭的林政佑說，

小時候住彰化北斗阿嬤家，討厭讀書就愛玩，最希望表哥放假趕快回來教他玩電腦。上了大

學，老師號召同學們組成資訊志工團隊，他就搶著報名，「其實有沒有獲選為優秀志工，一點

都不重要，只想為偏鄉小朋友多一點關懷。」林政佑說。  

 

林政佑大學 4 年暑假都投入資訊科學營，當初一起上山下海的同伴，到大四竟僅剩下他

一人，讓他始料未及，感觸良深。 

 

 

 

 

 

 



(九) 資訊志工/大學生熱情投入，縮減城鄉落差 

【文．圖╱中央社】 

 

教育部推動大學投入志願服

務，培養學生關懷社會議題，期許學

生在課業外重視城鄉落差。真理大學

三芝資訊志工團與三芝農會合作推

動產業行銷活動，從部落格建置、農

場體驗、兒童營隊、故事行銷到商品

設計都結合業界師資共同學習企劃

與改善。本月 4日到 6日，志工團隊

結合三芝農會、公共電視及神腦國際

基金會的資源，舉辦農產品創意短片

行銷營隊，小朋友不但玩得開心，更是創作出許多十分具有創意的短片。 

 

志工團莊詠智與朱若華同學表示，「很驚訝小一的學生就可以在引導後自行完成一隻創意

短片，小朋友的創意真的很驚人。」邁入第四年的三芝志工團隊表示，這幾年的服務經驗讓

他們學習到很多不一樣的經驗，指導老師李沿儒老師表示，很少接觸電腦的學生，只要用對

教學方式，其實學習起來比接觸過的小朋友還快，重點要放在啟發一種樂趣而不是教導他們

複雜的技巧。指導老師進一步表示數位落差真正的問題在於是否認識資訊科技的價值，當應

用的方式正確，勝過投入龐大的硬體資源。 

 

真理大學資管系從開始投入志工服務以來，三年多來師生已經辦理過超過十幾場營隊活

動，師生的足跡已踏遍尼泊爾、印尼、泰國、越南與中國，在國內部分也遍佈三芝、石門、

淡水、澎湖七美和馬祖北竿等地方，充分落實大學教育應有的多元價值以及應盡的社會責任。 

 

 

 

 

 

 

 



(十) 數位學伴/彌補課堂教學的線上課輔計畫 

【文．圖╱新北市貢寮國小】 

 

  「老師，我今天數學考 85

分耶！」、「老師，班上有一個

運動會的節目，要表演跳舞，

我沒被選進」、「老師，我參加

扯鈴比賽得第六名耶！」每週

二四的晚上 7：00，在貢寮國

小的電腦教室裡總能聽到小

朋友七嘴八舌的和老師分享

這一二天的生活點滴與感

受，乍聽之下很吵雜，但小朋

友卻能集中精神，不受外在環

境干擾，這就是數位學伴的魅

力。 

 

數位學伴所提供給孩子的是一對一的課輔教學，它除了針對小學學伴的課業（數學、國

語等主科）進行補救教學外，也帶領偏鄉的孩子擴展視野。貢寮國小屬於文化不利地區，超

過 50%的學生符合弱勢族群的指標（單親家庭、隔代教養、新住民子女、寄親等等），因此，

文化刺激不足也是一個普遍的狀況，而大學學伴往往在上課當中補充許多課外知識，介紹學

童許多優質網站。 

 

記得有次在五年級的課堂上，社會老師提到「心智圖」，問小朋友知道心智圖的舉手，這

時，全班只有一個小朋友興奮的舉手說「我知道」老師問她是怎麼知道的，她說：「夜間課輔

老師告訴我的」，這時的得意心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還有一次，已經 8：30 了，小學伴們紛紛收拾好行囊準備回家時，有一位三年級的小朋

友依依不捨的跟老師說：「老師，晚安，回家路上要小心哦」關懷之情溢於言表，對一個母親

不在身邊的孩子來說，來自課輔老師的噓寒問暖，是否也燃起了孩子心底對親情的渴望呢？ 

 

 

 

 



二、 教育部「偏鄉數位關懷推動計畫」媒體報導 

(一) 101 年 2 月 16 日/中國時報 

 

 

 

 

 

 

 



(二) 101 年 2 月 16 日/卡優新聞網 

 

 

 



(三) 101 年 2 月 28 日/聯合報 

 

 

 

 

 

 

 



(四) 101 年 3 月 6 日/人間福報 

 

 

 

 

 

 

 

 



(五) 101 年 3 月 6 日/聯合報 

 

 

 

 

 



(六) 101 年 6 月 5 日/YAHOO 奇摩新聞 

 

 

 

 

 

 



(七) 101 年 6 月 26 日/澎湖時報 

 

 

 

 

 

 

 

 

 



(八) 101 年 7 月 2 日/中央社 

 

 



(九) 101 年 7 月 14 日/台灣新聞網 

 



(十) 101 年 8 月 11 日/大成報 

 



(十一) 101 年 9 月 3 日/聯合報 

 



(十二) 101 年 10 月 15 日/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