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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點‧台灣」，讓一切變得不一樣 

  每年夏天，均有 20 多組大學生，因參與「蹲點‧台灣」活動，蹲進台灣各個角落，用半個月的

時間駐點社區，在社區和部落裡一手服務、一手記錄，和社區朋友變成一家人，從在地的角度說出

最道地的社區故事，也在過程中用新的角度看這個世界、看自己。 

 蹲在全台各地的「數位好厝邊」 

    「蹲點‧台灣」大學生駐點的地方，都是中華電信基金會與在地組織合作設立的「數位好厝

邊」，透過這個學習空間，我們期待「蹲點‧台灣」大學生能為社區帶來更多活力與希望，也讓台灣

各個角落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見。 

2020 年，歡迎你的加入 

    歡迎全台大專院校學生報名參加，不論性別、科系、年級、國籍，都能一起「蹲點‧台灣」，為

社區注入不一樣的視野與想像，也給自己一趟翻轉人生的小旅行。 

 

壹、 主辦單位 

        

貳、 活動期間 

於社區蹲點期間為 2020 年 7 月 6 日～8 月 31 日，每組蹲點 15 至 20 天不等（視社區需求而

定）。 

參、 活動辦法 

一、 報名資格 

（一）歡迎全台各大專院校學生，不限科系、年級、性別，兩人一組報名參加。 

（二）如為在台正式修讀學位之外籍「學位生」，需具有基本中文溝通能力，並與中華民國籍學生

共同組隊報名參加。 

二、 錄取名額 

（一）本會將根據評審標準及每組志願順序，錄取共計 30 組至指定社區進行蹲點服務。一經錄

取，不得任意更換地點。 

（二）本會可視情況調整實際錄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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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及評審方式 

（一） 報名方式 

1. 限線上報名：請至活動網站報名 http://youth.chtf.org.tw/register。恕不受理

書面投遞報名表。 

2. 填寫報名表時，請參考「蹲點社區簡介表」（附件一）所公布之蹲點

社區介紹，於線上報名表中依序填寫希望前往蹲點之志願社區。 

3. 完成線上報名後，如欲額外提供相關書面參考資料，需於 4 月 30 日

前寄出（以郵戳為憑）。郵寄請寄至「100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 21-3 號

705B 室 中華電信基金會 蹲點台灣 收」。 

（二）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 

（三） 評審及錄取通知（實際日期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本會將採二階段評審，以評選出錄取團隊。 

1. 第一階段：書面評審。預計 5 月 8 日於本會網站公告參與第二階段

現場面試名單與相關辦法，並以 email 通知線上筆試連結位址。 

2. 第二階段：複審。包含 

(1) 線上筆試，佔 40%，於 5/13 前各組自行上網填答。 

(2) 現場面試，佔 60%，預計 5 月 16 日於本會址舉行。 

a. 本會址：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 21-3 號。 

b. 未經本會同意無故缺席者，將自動喪失入選資格。 

3. 錄取通知：本會將於 5 月 22 日，以 e-mail 或電話個別通知錄取學生（正取 30 組，備取 3

組），並告知錄取蹲點社區；若錄取學生無法接受被分配之地點，可選擇放棄並退出此計

畫，由本會另行挑選團隊遞補。 

 

四、 行前訓練課程 

（一） 行前訓練營：5 月 30 日（週六）、5 月 31 日（週日），二天一夜 

1. 課程主要內容為蹲點社區介紹、參與權利及義務等活動細節說明，以及文字與影像記錄、

田野調查、社區採訪等知能培養。詳細內容將於錄取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 

2. 所有錄取之正取與備取學生均需全程參加。無故缺席者，將取消其正取或備取資格，由本

會指定其他組別遞補。 

3. 參與學生，均將於行前訓練營中簽署「參與活動同意書」；若於簽署該同意書前對本活動辦

法產生任何疑慮，可隨時向本會表示退出、放棄獲選資格，並由本會指定其他組別遞補。 

（二） 行前訓練進階課程：7 月 4 日（週六）、7 月 5 日（週日） 

1. 課程包括紀錄片拍攝工作坊、教案活動設計、網路行銷等主題課程。 

2. 所有錄取學生均須至少選修一門。紀錄片拍攝工作坊為必修課。 

3. 詳細內容將於錄取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供錄取團隊選修。

即日起至 4/30
線上報名

書面評選

5/8
公告參與
面試名單

5/16
面試

5/22
公告錄取

名單

活動報名、評選流程

5/9-5/13
線上筆試

http://youth.ch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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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課程補助 

凡參與行前訓練課程，本會均將補助交通費用（補助方式另行通知），如有特殊需求請自行

與本會聯絡，將視個案狀況協助。 

五、 活動內容 

凡參與「蹲點‧台灣」活動，均需完成「一手服務、一手記錄」的蹲點任務。「一手服務」

指需提供符合蹲點社區需求的在地服務；「一手記錄」指需以文字和影像記錄蹲點社區的在地故

事。 

以下說明「一手服務」、「一手記錄」之內容： 

（一） 一手服務：提供社區需要的服務內容 

1. 每組蹲點期間，學生需視蹲點社區之需求協助社區服務，可能是義務協助社區事務，或依

自身專長規劃符合社區需求的服務內容。 

2. 不限服務主題、類別與形式，將由學生與社區共同討論出可進行的服務方案。 

（二） 一手記錄：以文字與影像記錄在地故事 

每組於活動期間，利用 FB、Blog、活動心得記錄並分享進行在地體驗、觀察與感受： 

1. 活動日誌：蹲點期間，每天需記錄當天的見聞與感想，及蹲點服務內容與過程。以下兩種

形式，可擇一進行 

(1) 各組每天一篇 Blog 日誌：每天至少 500 字之圖文紀錄；blog 文章連結同步上傳各

組 FB 粉專。 

(歷屆 Blog 日誌，可參考 https://blog.xuite.net/chtf2006/twspot) 

(2) 各組每天一則 FB 日記：包含圖文（字數不限）與一則短片（片長 3 分鐘以內）；短

片同步上傳各組 YouTube 頻道。 

2. 活動心得：蹲點結束後，每位成員需繳交 2 篇心得文章，內容說明如下： 

(1) 包含一篇個人蹲點心得，及一篇在地故事記趣。 

(2) 每篇至少 1000 字，另附上 10 張搭配照片。 

3. 上述紀錄之詳細規格與方式，將於行前訓練營公告。 

4. 本會鼓勵各組以紀錄片的方式拍下蹲點社區的故事，不但能為社區發聲，也在拍攝的過程

中聽見在地的聲音、貼近社區的生活。除行前安排扎實的紀錄片拍攝課程，也特別設立獎

項鼓勵社區紀錄片創作。「蹲點•台灣」活動 11 年來已累積上百支社區紀錄片，請點此觀

賞。紀錄片拍攝的相關細則，將於行前訓練營公告。 

 

六、 活動期間權利義務 

（一） 蹲點社區與蹲點期間： 

1. 本會將依各組繳交之報名資料與複審表現，以及各蹲點社區之需求，決定錄取團隊之實際

蹲點社區。本會並保留日後調整各組蹲點社區之權利。 

2. 活動期間需連續在蹲點社區（或部落）生活 15 至 20 天（含例假日），本會得視個別社區狀

況調整天數。 

https://blog.xuite.net/chtf2006/twspot
https://www.youtube.com/user/clicktaiwan/playlists?view=50&sort=dd&shelf_id=6
https://www.youtube.com/user/clicktaiwan/playlists?view=50&sort=dd&shelf_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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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手服務」、「一手記錄」之蹲點任務： 

1. 所有在當地進行之服務，皆屬於志願服務，故本會或蹲點社區均不再支付其他費用。 

2. 文字與影像紀錄需於規定時限內繳交，並需由各組獨立完成，本會不提供任何創作所需之

軟硬體設備及場所。 

 

（三） 著作權相關： 

1. 依本活動辦法完成之所有文字、靜態與動態影音作品（包含但不限於活動結束需繳交的記

錄片、相片、心得、blog、於蹲點期間所為之服務產出，及蹲點過程中所有產出之文字與影

像等），以學生本人為著作人，其全部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同時，無償讓與本會，學生承

諾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本會擁有運用作品之元素於相關宣傳活動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廣告、宣傳、刊印及展覽等形式與用途，且不另行通知或給付酬勞。學生本人僅得為非營

利之使用，惟使用前應徵得主辦單位同意並取得授權方得使用；使用時並需註記出自本活

動。 

2. 學生應保證於本活動之文字、拍攝影音等著作，係為學生獨立創作，且無任何侵犯或抄襲

第三人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如有違反，須自負法律責任，本會將取消該組活

動資格，不再支付任何費用，並追回補助金，所有權利義務隨即終止。 

1. 各組需完成蹲點交通費用、其他相關補助之核銷 

七、 活動補助說明 

（一）每人壹萬伍千元之獎助學金：所有成員如完成本活動任務，經本會審核通過後，即可獲得。 

（二）蹲點期間之補助： 

1. 本會將負責蹲點期間各組之住宿費用、保險費用，並補助交通費用（補助辦法將於行前訓

練營公告）。 

2. 用餐費用須自理，不予補助。 

八、 參與活動獎勵 

本會將針對今年所有錄取蹲點團隊之表現進行評選，獎勵蹲點服務、蹲點紀錄、社區互動等各

方面表現突出之優秀組別，總獎金額高達 20 萬元，歡迎優秀團隊爭取，詳細辦法將於行前訓

練營中公告。 

肆、 參考資料 

（一） 歷屆活動影音資料與花絮：請見「蹲點‧台灣」活動網站：http://youth.chtf.org.tw/ 

（二） 蹲點社區詳細介紹：可參考中華電信基金會網站：http://www.chtf.org.tw/project/344 

 

 活動最新消息將公告於中華電信基金會網站(www.chtf.org.tw)；學生於參加本活動時，即已

同意本活動辦法之規定，主辦單位保留對活動辦法解釋及變更之權利；如活動期間遇不可

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地震、嚴重疫情等），主辦單位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 

http://youth.chtf.org.tw/
http://www.ch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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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縣

市 
數位好厝邊 

可安排 

蹲點期間 
地址 簡介 備註 

1 
新
北
市 

財團法人天

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

會-新北市跨

國婚姻家庭

服務中心 

8 月 

新北市五

股區成泰

路 二 段

208號3樓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成立以來，為扶助受暴婦幼、棄虐兒、不幸少女、單

親家庭、原住民家庭、新住民家庭…等弱勢族群而努力，堅守「一個人

的價值高於全世界」，以深度陪伴的方式關心每一位照護的對象。新北

市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以服務新住民家庭為主，為了幫助新住民媽

媽早日熟悉與融入台灣的生活與文化，社工人員從風土民情、建立良好

家庭及夫妻關係、親子相處溝通等不同面向協助與陪伴；另一方面，也

協助照顧新住民之子，孩子放了學，會有志工哥哥姐姐陪伴他們寫作

業，還有點心能暫時填飽小小的胃，然後安心的等待父母下班接送。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設計並帶領家庭團體課程(8/9、8/15、8/22、8/29)，

希望有親子共同參與互動。(孩子幾乎國高中生) 

2. 社工系、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學生為佳，或有相關

經驗者。 

2 
新
北
市 

基隆 

過港社區 
7~8 月 

基隆市暖

暖區過港

路 54 號 

過港社區位於基隆市暖暖區，古時是基隆河流域下游至中游段經濟發

達的港口，後於國民政府來台後逐漸發展為文教區，教育體系、生活機

能完善；另有自然景觀「壺穴」與「黃蠟石」及生態豐富的溪西股步道

等，經在地居民與志工隊的維護，目前是鄰近中小學進行鄉土教育的珍

貴資源。目前社區面臨高齡化問題，在里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合作

下，透過關懷據點與志工隊共同關心社區長輩，並善用社區空間推動

「社區即博物館」的概念，希望能打造友善長輩的家園。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設計與帶領長者活動。 

2. 社區推動壺穴守護，也有黃蠟石博物館剛開幕，常有

外來參訪。可協助或記錄相關活動。 

3 
新
北
市 

基隆 

武崙社區 
7~8 月 

基隆市安

樂區武崙

里基金一

路 164 號

7 樓 

因應社區高齡化現象，武崙社區發展協會以「在地老化、在地照顧」為

宗旨，將社區裡的婆婆媽媽凝聚起來組成志工隊，增加鄰居間的互動也

增進社區間的交流，讓退休生活既豐富又有趣。除此之外，也希望擴及

孩子的照顧，因為「社區的孩子，就是我們的孩子」，以最在地、最有

人情味的方式陪伴孩子，讓家長能安心就業，孩子能健康安全成長。社

區近年發展社造，改造社區角落設立寵物便所站，水塔與回收資材則成

為社區大型造景，運用創意讓社區美輪美奐。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長輩關懷據點有健康促進、健康講座、烘培、手作等

課程。可協助設計與帶領長者、學童或親子互動活

動。 

2. 社區推廣種子(台灣原生種)盆栽課程，並致力培育講

師，可進行記錄或協助。 

https://reurl.cc/24XvxX
https://reurl.cc/24XvxX
https://reurl.cc/24XvxX
https://reurl.cc/24XvxX
https://reurl.cc/24XvxX
https://reurl.cc/24XvxX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Community-Organization/%E9%81%8E%E6%B8%AF%E7%A4%BE%E5%8D%80%E7%99%BC%E5%B1%95%E5%8D%94%E6%9C%83-334196180329426/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Community-Organization/%E9%81%8E%E6%B8%AF%E7%A4%BE%E5%8D%80%E7%99%BC%E5%B1%95%E5%8D%94%E6%9C%83-334196180329426/
https://www.facebook.com/%E5%A4%A7%E6%89%8B%E7%89%BD%E5%B0%8F%E6%89%8B-%E6%AD%A6%E5%B4%99%E5%90%91%E5%89%8D%E8%B5%B0-1444183022564134/?ref=search&__tn__=%2Cd%2CP-R&eid=ARCpcR0mlhaUuq9SA4NO1Q8tOJoyNmuvZoF_26I8ho071qsFUgedA0IaSTEbDGajORUgKa8BROjUvgV_
https://www.facebook.com/%E5%A4%A7%E6%89%8B%E7%89%BD%E5%B0%8F%E6%89%8B-%E6%AD%A6%E5%B4%99%E5%90%91%E5%89%8D%E8%B5%B0-1444183022564134/?ref=search&__tn__=%2Cd%2CP-R&eid=ARCpcR0mlhaUuq9SA4NO1Q8tOJoyNmuvZoF_26I8ho071qsFUgedA0IaSTEbDGajORUgKa8BROjUvgV_


     第十二屆 「蹲點‧台灣」活動    附件一、蹲點社區簡介表     ※點下社區名稱可連結社區網頁 

序

號 

縣

市 
數位好厝邊 

可安排 

蹲點期間 
地址 簡介 備註 

4 
桃
園 

永揚社區 7~8 月 

桃園市楊

梅區永寧

里校前路

342 巷（永

揚綜合活

動中心） 

社區是「老樹之鄉」，有許多樹齡 200 多歲以上的老樹，還有 5 條步道，

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居民以客家人為主，仍維持單姓村落，飲食慣用客

家食器，並保有曬菜乾等客家傳統文化，全村如同客家博物館。近來社

區發展協會規劃社區觀光，從市區巡禮、山林健走、老樹老宅鐵馬行、

挑炭古道遠足等等，讓外界認識社區之美與珍貴的客家文化。而社區活

動中心，不但是導覽中心，也是關懷據點，讓 65 歲以上老人來此共餐，

也可從土風舞、唱歌、農園中獲得生活樂趣，讓銀髮生活過得更精彩。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可設計活動與社區長輩互動，以促進長輩健康(關懷據

點長輩平均約 75 歲，約 40 人)。 

5 
桃
園 

台灣老大人

活力發展 

協會 

7~8 月 

桃園平鎮

區環南路

186 巷 23

弄 2 號 

從帶領長輩製作自己的生命故事繪本，到長輩陪讀計畫，協會從推動老

人閱讀開始，希望能從終身學習著手，充實樂齡生涯及心靈；也從深度

訪談、園藝、戲劇、音樂等面向促進銀髮生命活力，同時分享長輩的生

命智慧。另一方面，則積極建立長輩照護網絡與專業團隊，持續推動助

老護老、敬老尊老的工作，也進行老人相關研究，希望能從學理與實務

雙管齊下，讓台灣人能有更幸福的老年生活。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協助據點課程進行，包含日文班、手機班、烹飪活

動等。也可自行設計課程、帶領教學。 

2. 學生需會手機、電腦操作；善於做影片、做簡報。喜

歡與人互動、主動積極為佳。 

6 
台
中 

天恩社區 

關懷協會 

7 月中~ 

8 月中 

台中市大

肚區向上

路 五 段

1316 號 

朱書英牧師從台東移居台中之後，發現社區裡單親、隔代教養情形普

遍，認為這對下一代的影響，不僅僅是教育學習層面，還間接影響到生

活習慣、日常禮節的養成，所以他決定從照顧弱勢學童做為傳佈福音的

起點，遂自 2008 年起，朱牧師一家人正式展開照護學童的工作。照護

工作旁人看來或許單純，但對他們來說卻是辛苦的學習。幸而有家人的

支持以及各方善心夥伴做為後盾，朱牧師說：「只要孩子能改變，我就

願意繼續做下去」。目前除了弱勢學童課輔外，新成立的關懷據點也為

社區長者帶來不間斷的服務。另外暑假期間也將關懷帶到台東，讓當地

弱勢家庭孩童能在暑假接觸寓教於樂的營隊活動。 

須會騎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設計與帶領長者(20-25 人)、學童活動(15-20 人)。 

2. 暑期上午協助學童完成暑假作業；下午課輔主題為

傳統童玩，將安排手作課程。歡迎學生設計相關活

動或課程。 

3. 有機會參與台東暑期營隊活動(3-4 天)。 

https://reurl.cc/z62MN
http://www.activeageing.tw/
http://www.activeageing.tw/
http://www.activeageing.tw/
https://www.facebook.com/tianenassoci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tianen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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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彰
化 

路上教會 
7 月中~ 

8 月中 

彰化縣芳

苑鄉福榮

村上林路

469 號 

彰化縣芳苑鄉路上教會成立於 1952 年，當地外籍配偶、單親家庭、隔

代教養的比例非常高，教會的「弱勢家庭子女課後陪讀班」輔導學童課

業及才藝學習，弱勢學童自此下課後有地方做功課、有人關心與照護；

也針對社區居民不定期舉辦親職教育，從親子教育、衛生保健到園遊

會，透過互動讓居民對教會更了解，也更能投入社區工作。2009 年起

成為中華電信基金會數位好厝邊，結合鄰近大學志工教導學童正確使

用電腦；也針對社區民眾、國中生開設符合需求的課程，希望讓電腦教

室成為社區大小朋友交流與學習的最佳場域。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設計與帶領長者、學童活動。 

2. 今年夏令營預計上午有老小共學課程(學習用平板

電腦拍片)，下午讓孩子跟長輩一起回家拍攝家庭生

活，蹲點學生可從旁記錄與協助。 

8 
彰
化 

彰化莿仔埤

圳產業文化

協會 

7~8 月 

彰化縣溪

州鄉溪州

村復興路

50 號 

協會於 2011 年成立，初期與溪州農民一起進行護水抗爭，保衛農業命

脈——莿仔埤水圳。成功保住農業用水之後，積極開展「溪州鄉立幼兒

園在地食材計畫」、「水田濕地復育計畫」以及每年「溪州文化季」，期

望能從產業與文化來改善在地的農業環境，並致力推廣在地學子的鄉

土教育。 

會騎機車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協助街道(溪州街)田調，包括文字影像紀錄，會先採訪

店家(包含老舊店家)、溪州糖廠歷史調查(目前僅剩鐵

道與老樹)，以論述、對比歷史演變。 

9 
雲
林 

華山華南 

社區 
7~8 月 

雲林縣古

坑鄉華南

村 28 號 

華南國小學生人數曾落到僅剩二十多人，面臨與它校裁併的命運，經社

區居民強烈反對及陳清圳校長努力而轉型成為特色小學，結合鄰近學

校推廣生態、閱讀、咖啡學習，如今甚至有平地孩子跨學區就讀、有教

授特別送孩子來讀書。校長認為學校應和社區緊密結合，因此將社區特

色融入教學課程，一方面讓孩子在課堂上更認識自己的故鄉，也讓孩子

將所學轉化為行動力，用實際行動改變社區。校長更進一步推動「巡迴

式數位好厝邊」，將數位軟硬體設備帶到全社區，一齊縮短數位落差。 

需會騎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今年一月開始發展社區產業，可協助社區產業商品

包裝(咖啡、米等)及網路行銷。 

2. 可協助空間改造，將於共生田旁整建戶外休憩中心

(參與雲林縣社區規畫師競賽)。 

https://www.facebook.com/losiong/
http://www.water-farmer.com.tw/index.php
http://www.water-farmer.com.tw/index.php
http://www.water-farmer.com.tw/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Huanan2017/
https://www.facebook.com/Huana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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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雲
林 

麥仔簝文化

協會 

7 月中~ 

8 月 

雲林縣麥

寮鄉中正

路 89 號 

麥寮背山面海，早期以農業跟漁業為主，後有工業進駐。麥仔簝文化協

會除邀請在地人共同思考如何讓工業與農業共存並繁榮，也讓年輕人

重新認識鄉土，同時推廣二手玩具再利用，致力於推動環保的生活態

度。目前正與雲林科技大學、鄰近工廠、工業設計老師合作用二手玩具

的塑膠製成可長久使用的再製品，並轉變成環境教育課程，目標希望能

回溯塑膠履歷。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麥寮國高中暑期輔導課程，設計並帶領環境教

育課。 

2. 協助二手玩具屋的建置籌備(位於西螺托育中心)。 

11 
嘉
義 

來吉部落 

不舞作坊 
7~8 月 

嘉義縣阿

里山鄉來

吉村 4 鄰

113 號 

嘉義來吉部落坐落於北阿里山，居民以種植高麗菜、竹筍、烏龍茶、

及山葵為主，境內有數條登山步道，近幾年逐漸發展出屬於來吉的觀

光產業；此外，來吉村內藝術家匯集，部落儼然是小小藝術村，四處

可見由石頭雕塑、模樣生動的山豬，許多出自當地「不舞作坊」之

手。「不舞作坊」的主人─不舞‧阿古亞納，努力思考將祖傳工藝結

合時尚媒介，成為原鄉時尚藝術品，既傳承鄒族文化又提升生活品

質。2009 年，中華電信基金會協助建置數位好厝邊後，不舞開始和族

人利用電腦繪圖保存古老圖騰，讓鄒族文化得以用不同的面貌呈現。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部落展館剛落成，每季將有不同展題，蹲點學生可

協助展覽宣傳，並可以跟部落青年互動交流。 

2. 正打造植物自然工作室，讓遊客藉此認識鄒族植物

(例如製作植物押花)。蹲點學生可協助推廣植物自然

工作室的活動。 

12 
嘉
義 

東過社區 7~8 月 

嘉義縣義

竹鄉過路

子東過村

100 號 

東過社區為嘉義縣義竹鄉最南邊的村落，因 163 線道橫貫社區，是地

方前往布袋鎮與台南鹽水鎮、南鯤鯓代天府的必經之地。東過社區於清

朝嘉慶年間建立庄頭，稱為「過路仔庄」已有兩百多年，舊時古道是直

達鹽水港的捷徑，因沿海居民前往鹽水港交易買賣過路休息、交通轉運

而形成村落。目前社區居民以傳統農漁業為主，栽種飼料玉米及養殖鱸

魚、虱目魚、台灣鯛、白蝦等。隨著時代進步，社區也努力地尋覓產業

行銷之道，希望社區優質產品能向外推廣。 

會台語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設計與帶領青少年與學童(約 10 多人)的學習活

動，或親子互動活動。 

2. 協助新住民彩妝課程。 

3. 協助設計與帶領長者活動。 

4. 可協助社區無毒農園、園藝栽種與設計。 

http://toysutopia.com.tw/
http://toysutopia.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BuWuZuoFang/
https://www.facebook.com/BuWuZuoFan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5017107850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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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嘉
義 

松竹社區 7~8 月 

嘉義縣鹿

草鄉松竹

村 68-2 號 

松竹社區位於嘉義縣鹿草鄉西南方，位處嘉南平原上，地勢平坦，八成

人口務農，是傳統農村社區。目前同樣面齡社區高齡化，也因此近十年

來積極投入社區長輩照顧，希望能打造安全優質的環境，讓社區長輩在

地老化。經濟上，目前農作以水稻為主，也有溫室小番茄、火龍果園和

西瓜等作物，目前社區正積極設法透過發展社區產業經濟，鼓勵年輕人

留下來。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社區關懷據點十週年紀念品文案與包裝設計，

歡迎文創相關科系或有相關專長的學生提供想法。 

2. 社區內建有「嘉義縣竹仔腳貨櫃美術館」，搭配關懷

據點長者課程辦理展覽，學生也可提供發展展覽、

相關文創產業商品之想法。 

14 
高
雄 

中華民國 

唐氏症關愛

者協會 

7~8 月 

高雄市苓

雅區中正

二路 22 號

10 樓之 1 

在台灣，平均每 1,263 名新生兒中就有一位唐氏兒，為照顧唐氏症患

者、分擔主要照顧者的辛苦，一群唐氏症者的家長開啟交流與溝通管

道，於民國七十七年創立本家長支持團體，並向內政部申請成立「中華

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位於高雄市苓雅區的據點，屬於小型作業

所，針對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域之身心障礙者，提供以作業活動

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文康為輔的課程，包含藝術烘培等主題，以協助

身心障礙者學習生活適應能力，並培養多元工作技能。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可參與、協助並記錄院生活動，並幫據點拍攝一支 3-

5 分鐘的宣傳短片。 

15 
屏
東 

赤山社區 7~8 月 

屏東縣萬

巒鄉赤山

村建興路

14 號 

因應高齡化及年輕人外流現象，社區裡的關懷據點、長照巷弄站照顧社

區長輩、延緩失能失智。另一方面，為社區孩子舉辦冬令營、夏令營，

減輕家長負擔，也給孩子帶來更多體驗；於 104 年成立的社區森巴鼓

隊，更讓社區學童有不一樣的課外活動、提供舞台展現自信心。社區盛

產鳳梨、香蕉，因此製成鳳梨酥、果醬等加工品，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 

需會騎機車或腳踏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協助社區影像紀錄、拍攝，用影片幫助社區發聲、傳

播。 

16 
屏
東 

善導書院 7~8 月 

屏東縣高

樹鄉新豐

村拓林巷

10 號 

善導書院以照顧屏東新豐、舊寮和高樹村的弱勢學童為主，為使孩子的

教育及家庭都能保有其穩定，故除了關心孩子的教育之外，也將觸角擴

及在地的經濟發展，同時不忘關懷社區的獨居長輩，日後也將透過平板

課程啟動社區長輩陪伴計劃。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暑假有夏令營，也有課輔和其他農事、家事、品格教

育等課程。歡迎蹲點學生發揮專長設計、帶領課程。

學員以國小生為主，約 40 人。 

https://reurl.cc/nV9006
http://www.rocdown-syndrome.org.tw/
http://www.rocdown-syndrome.org.tw/
http://www.rocdown-syndrome.org.tw/
https://reurl.cc/MyYX4
https://www.sds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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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屏
東 東源村 

7 月中~ 

8 月 

屏東縣牡

丹鄉東源

村 93 號 

位於牡丹溪上游右岸，地處牡丹村於旭海村之間，是熱情的排灣族部

落，並擁有美麗的自然資源，其水上草原、哭泣湖為著名景點，部落

也積極藉由遊程來推廣對於自然資源的保育概念和排灣族傳統文化。

與中華電信基金會合作設立「數位好厝邊」後，部落媽媽走進電腦教

室，學童則由大學志工陪伴下學習部落格、如何拍出好照片；還有如

果兒童劇團培訓台灣史戲劇表演，開拓多元的學習體驗與視野。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蹲點學生可協助跨部落之文化環境教育活動，可協助

暑期營隊的前置籌備與活動記錄。 

18 
屏
東 

阿禮部落 8 月 

屏東縣長

治鄉長治

百合部落

園區魯凱

街 269 號 

位於霧台海拔千餘公尺的山中，有著古老的阿禮部落，保存了豐富的

自然資源，是台灣野生動物安棲之所，尤其獨特的魯凱族人文景觀與

民情風俗，常是賓客駐足留連的地方。2009 年的八八風災造成村內土

地滑動，因此全村遷至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居住。部落族人在新的家

園落腳，部落大頭目包基成老師則秉持重建家園、守護部落的決心，

在永久屋基地重建部落小學堂，讓孩子學族語，也讓年輕人回來學習

自己的文化，希望透過族語和部落故事的傳承，延續魯凱文化的脈

動。近年積極發展以養蜂為主的林下經濟，希望重建部落產業，也幫

助居民找回與土地的連結。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平日在山上協助養蜂、跟著出展，及幫忙拍攝商品

與工作過程的影片、宣傳短片。 

2. 假日在山下協助關懷據點或青年會事務。 

3. 學生需對農業有興趣、不怕昆蟲、喜歡山上野外生

活（山上只有 3 戶人家），會簡單料理三餐。歡迎森

林系學生，或對山上生態瞭解或有興趣的學生。 

19 
屏
東 

屏東縣琉球

鄉自然人文

生態觀光協

會 

8 月 

屏東縣琉

球鄉本福

村中山路

94 號 

協會於民國 105 年成立，成員多為當地生態解說員、觀光業、民宿

業、餐飲業者。小琉球觀光業發達，居民基於依賴當地生態環境發展

觀光旅遊業為主，大多注重環保及生態保護；協會以生態保育為要

務，曾辦理友善海洋音樂會暨淨海淨灘活動，協會很多成員亦加入小

琉球海洋志工隊，長期持續進行海底廢棄物打撈、清理。去年起開始

推動「琉行杯」專案，號召島內業者與遊客共同落實減塑，目前已有

許多在地便利商店、飲料店、書店、民宿加入具有共享經濟概念的

「琉行杯」專案，希望能共同將小琉球打造成無塑島。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協助「琉行杯」活動影音紀錄、網路行銷推廣，及相

關事務。 

https://www.facebook.com/maljipa0905232199/
https://www.facebook.com/AdiriEcotourism/?ref=br_rs
https://iliuq.com/news.html
https://iliuq.com/news.html
https://iliuq.com/news.html
https://iliuq.com/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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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宜
蘭 東岳社區 

7 月中~ 

7 月底 

南澳鄉蘇

花路三段

139 巷 8

弄 1 號 2F 

位於宜蘭南澳鄉的東岳是一個動員性高、社區居民團結力十足的社區，

社區發展協會在當地開設了非常多種類的課程，提供居民學習進修；與

中華電信基金會合作「數位好厝邊」後，活動中心成為東岳的學習中

心，學童和成人都能在這裡進行多面向的學習。莫拉克風災後，社區內

的觀光重鎮「東岳湧泉」受到嚴重的破壞，為了及早恢復湧泉昔日風

貌、再度帶動觀光熱潮，社區成員共同參與環境回復，搭配其它的在地

旅遊行程、手工藝 DIY 等活動內容，希望早日讓東岳找回以往的風貌。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部落尋根之旅之活動記錄、成果短片拍攝。本活

動將帶領社區青年、國小生，體驗野外生活與傳統文

化，將於山上紮營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出發前將舉

辦耆老座談會，活動後舉辦分享會、播放成果短片。 

2. 協助設計並帶領關懷據點的長者與學童活動。 

21 
花
蓮 

福音部落 7~8 月 

花蓮縣玉

里鎮松浦

里 22 鄰 

萬麗 141-

1 號 

王邦文老師從高雄到花蓮定居之後就積極投入部落事務，有感於帶動

部落向上，必須從學習做起，邦文老師集結在地居民，為部落數位學習

而努力。幾次訪談，福音部落都表達強烈的學習意願及需求，所以基金

會在此建置數位好厝邊，參與部落成長。目前福音部落也正規劃在地旅

遊行程，希望透過觀光產業帶動在地發展。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以協助長輩和學生(國中小)活動為主，也可以在學校

和社區辦理學生成長活動，或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2. 校園有農園也有 3D、雷射切割機，歡迎有農事園藝、

3D 列印興趣或專長的學生。 

22 
花
蓮 

花蓮 

家扶中心 
7~8 月 

花蓮市美

崙中興路

83 號 

花蓮家扶中心主要從經濟、醫療、育樂、心理輔導等面向，協助縣內

弱勢家庭重建家庭生活功能，並能達到自立。藉由成立希望學園，做

為不幸少女的庇護家園，並協助被安置者建立職場技能，有助於日後

重返社會，加入中華電信基金會「數位好厝邊」後，便開設電腦文書

及影像剪輯等入門課程，幫助學員提升職場競爭力。除美崙地區外，

另於吉安設立服務工作站，提供當地弱勢家庭的家長培力服務方案。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將以吉安服務工作站為主要據點，協助據點的活動、

工作之影像紀錄。 

2. 可記錄家長培力課程學員的成長與收穫。 

3. 可協助策辦市集或宣傳活動。 

23 
花
蓮 靜浦部落 7 月 

花蓮縣豐

濱鄉靜浦

村 140 號 

部落位於花蓮縣豐濱鄉出海口，阿美語「Cawi」，指山拗裡的平地，擁

有豐富的出海口生態，並以漁業為主要產業，至今仍保持凌晨出海捕撈

的習慣。社區發展協會積極以遊程行銷部落，從東海岸部落工作假期開

始，也推出深度旅遊行程；協會同仁並持續進行培訓進修，提升部落遊

程的專業度。協會同時利用最新鮮的海鮮與族人自家栽種的鮮蔬，創造

部落獨有的加工品，獨特的山珍海味也成為遊客認識部落的另類方式。 

需會騎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參與或協助常態性的體驗遊程，主要需協助部落宣傳

行銷。 

https://reurl.cc/5O7Mq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67486803372811/about/
https://www.facebook.com/hlccffans/
https://www.facebook.com/hlccffans/
http://cawi.apc.atip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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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花
蓮 

花蓮縣富里

鄉吉拉米代

部落文化產

業協會 

7 月底~ 

8 月 

花蓮縣富

里鄉豐南

村20鄰27

號 

吉拉米代部落，位於花蓮最南端的豐南村，座落在海岸山脈最高峰麻

荖漏山下、秀姑巒溪水源頭，山川資源豐富，素有「小天祥」美譽。

清末阿美族人沿秀姑巒溪溯源尋找適合遷居處，見有樹根壯大足以攀

爬溯溪而上，便為此地起名為 Cilamitay 吉拉米代部落，指大樹根之

地。本村屬山多平地少的偏鄉農村，居民多墾山為生；青壯年人口外

移，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比例高。2017 年底加入與中華電信基金會

「數位好厝邊」，期望透過數位的力量，協助記錄與傳承阿美族的傳

統歌舞，讓部落子女更熱愛自己的文化、展現在地自信。 

需會騎機車或腳踏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體驗遊程(溯溪、古道)做文字與影像紀錄，並轉

化為導覽解說資料(最後可印成摺頁等宣傳資料)。 

2. 協助記錄土屋建設過程(於部落內的永豐國小)。土屋

使用自然建材，屬於真正的綠建築，預計有聚會所、

廁所、陶藝教室；另外還會蓋竹屋、茅草屋等。 

25 
花
蓮 

魯巴斯部落 
7 月中~ 

8 月中 

花蓮縣萬

榮鄉 7 鄰 

141-2 號 

魯巴斯部落有許多口傳故事和古老歌謠，因為沒有文字記錄，祖先的智

慧全靠口述代代相傳，但隨著耆老的年歲增長，這些彌足珍貴的歷史即

將面臨失傳的危機。魯巴斯教會的簡光雄牧師長期在部落蹲點，積極推

動部落數位化，希望能用電腦有系統、有規劃地記錄部落傳統，提供部

落更多的學習機會。2007 年，中華電信基金會在部落建置「數位好厝

邊」，有了硬體設備之後，部落居民可以進行電腦學習，異鄉遊子可以

透過部落網站了解家鄉動向。魯巴斯人開始學習用電腦記錄生活，也期

待他們能就此寫下新的歷史。 

可拍攝與服務主題： 

1. 協助部落文史訪談與記錄、介紹短片拍攝、整理文件

資料。成果將於教會史蹟館展示。由於教會是萬榮鄉

行政中心據點之一，希望到教會辦公的民眾也可藉

此認識部落概況。 

2. 設計與帶領學童夏令營活動。 

3. 可參與記錄收穫感恩祭(7 月底)。 

26 
花
蓮 

邦查農場 7~8 月 

花蓮縣光

復鄉大同

村佛祖街

47 巷 2 號 

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部落大同村內，農場主人阿美族的蘇秀蓮女士一

步一腳印學習有機農事技術，是鄉內首位得到有機認證的農場。農場僱

用當地弱勢婦女、中高齡及原住民，也協助當地小農有機轉作，期望能

帶動在地就業。另一方面，也透過農業種植及推廣，傳承阿美族農業文

化，除種植黃豆等雜糧，對於阿美族傳統作物黑糯米、紅糯米、赤小豆

等部落原生種雜糧，亦積極進行採種復育，並透過販售與食譜教學，希

望讓社會大眾從中認識部落農業與飲食文化。目前農場正逐步開展在

地行銷與在地消費的工作與目標，期望能促進部落經濟，也邀請民眾一

同加入部落以友善土地的有機農業保育生態環境的行列。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目前有一塊保種田，可協助規劃保種活動(包含體驗

或 DIY)。 

2. 可協助並記錄農場事務、商品與體驗遊程的行銷推

廣。 

https://www.facebook.com/%E5%90%89%E6%8B%89%E7%B1%B3%E4%BB%A3%E9%83%A8%E8%90%BD%E6%96%87%E5%8C%96%E7%94%A2%E6%A5%AD%E5%8D%94%E6%9C%83-1013098745491551/
https://www.facebook.com/%E5%90%89%E6%8B%89%E7%B1%B3%E4%BB%A3%E9%83%A8%E8%90%BD%E6%96%87%E5%8C%96%E7%94%A2%E6%A5%AD%E5%8D%94%E6%9C%83-1013098745491551/
https://www.facebook.com/%E5%90%89%E6%8B%89%E7%B1%B3%E4%BB%A3%E9%83%A8%E8%90%BD%E6%96%87%E5%8C%96%E7%94%A2%E6%A5%AD%E5%8D%94%E6%9C%83-1013098745491551/
https://www.facebook.com/%E5%90%89%E6%8B%89%E7%B1%B3%E4%BB%A3%E9%83%A8%E8%90%BD%E6%96%87%E5%8C%96%E7%94%A2%E6%A5%AD%E5%8D%94%E6%9C%83-1013098745491551/
http://www.pct.org.tw/churchdata.aspx?strOrgNo=C12026
https://www.facebook.com/pangcahfarm/?ref=br_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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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台
東 

台東縣 

原住民東魯

凱文化教育

協進會 

8 月 

台東縣卑

南鄉東興

村 4 鄰東

園一街 85

巷 20 號 

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於 2001 年成立，致力推動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

重建工作，以重返山腰、重建舊部落 Kapaliwa 為起始點，2004 年成立

部落學院、2005 年暑假辦理「遊學臺灣」寒暑期活動，2009 年至今則

每年參與青輔會青年壯遊點計畫，提供青年常態性且深度的在地服務

學習空間。協會並與達魯瑪克部落文化協會、社區協會等合作重建頭目

家屋、祖靈屋、常民家屋、部落入口的守護神、舊部落 Kapaliwa 石板

屋、Kapaliwa 男子集會所等，逐步實踐部落重建與文化傳承。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協助 8 月營隊記錄(以立國際服務志工協助石板屋

重建、體驗部落傳統文化)。 

2. 可協助生態旅遊行程，需能適應野外生活。 

3. 如有網路行銷專長，可提供網路行銷想法。 

28 
台
東 

臺東縣南迴

健康促進關

懷服務協會 

7~8 月 

臺東縣達

仁鄉土坂

村四鄰 58

號 

家庭貧困、隔代教養、部落老人獨居乏人照料…等，幾乎已是偏鄉地區

共有的問題，長期生活壓力導致的心理壓力也造成酗酒問題，影響偏鄉

居民的身心健康；教育資源的落後，更使絕大部分的孩童沒有良好的讀

書環境而缺乏自信心與競爭力。為了改善這些現況，2010 年底徐超斌

醫師號召南迴在地人士和有志青年籌組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初期以貧困家庭的急難救助、獨居老人與身障者的居家照護、提升學童

讀書環境等為主要工作內容，逐步朝南迴全人關懷基金會的夢想前進。

徐醫師提供自宅改建成方舟教室，平日晚上有課輔活動，還有電腦設備

可使用，希望能提升學童學習動機，也為在地居民創造更多數位機會。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上午可於關懷據點協助長輩健康宣導課程、復健或

協同家訪；下午可參與學童夏令營活動，協助學童

健康宣導課程或學習活動。 

2. 協助「捌個零社企」(可點)產品包裝設計與行銷推廣。 

29 
台
東 

卡大地布 

部落 
7~8 月 

台東市知

本里西昌

街 55 巷 6

號 

卡大地布部落的數位好厝邊，提供學童及社區成人學習、進修的場所；

除了學習層面，台東地區充沛的觀光資源也在卡大地布逐漸成形，每年

七八月間為部落祭典時間，在地也透過協會的運作建立屬於當地的旅

遊行程，以大知本的概念結合學習、觀光產業等資源，讓外界進入大知

本、認識大知本。 

需會騎車或腳踏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豐年祭籌備與記錄(祭典為期一週 7/10-7/17)。需

上山幫忙，例如採野菜、採竹子、立竿、搬運，也可

從旁協助紀錄。 

2. 可協助文化成長班(由部落大孩子帶領學童學習部

落文化)籌備與記錄。 

 

https://www.facebook.com/taromaktravel/
https://www.facebook.com/taromaktravel/
https://www.facebook.com/taromaktravel/
https://www.facebook.com/taromaktravel/
http://www.arksunshine.org/
http://www.arksunshine.org/
http://www.arksunshine.org/
https://www.facebook.com/Dawn.EcologicalFarm/
https://youth.chtf.org.tw/story/2017/210
https://youth.chtf.org.tw/story/201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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