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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 

107年工作報告書 

壹、 年度工作計畫之執行情形概述 

中華電信基金會 107 年的工作內容，以『應用數位學習』、『蹲點台灣』、

『推廣社區產業』以及『行銷推廣』等四個面向進行業務推動，繼續推動台灣

的縮短數位落差，並從文化、產業、生活、教育等面向進入社區，陪伴社區共

同成長。 

為能彌平城鄉數位、藝文等資源落差，中華電信基金會長期和全國各地的

社區組織、非營利機構、社會企業、大專院校及第三方專業團隊合作，共同耕

耘社區部落，讓偏鄉部落有機會享有數位及藝文生活，提升偏鄉兒童、樂齡銀

髮族、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數位應用能力。 

基金會透過在全國各地建置的「中華電信數位好厝邊」數位教室，結合企

業核心能量，秉持「善用電腦，電腦為善」的概念，持續培養在地使用數位設

備、行動載具的能力，讓樂齡長輩的獨處時光有人陪伴、新住民姊妹的思鄉情

節得以排解、偏鄉青少年有機會培養第二專才、原鄉孩童開始拿起相機記錄耆

老故事、地方產業工作者開展新的行銷模式…彌平數位落差的同時，更從教

育、文化、產業等面向縮短城鄉距離。 

「中華電信數位好厝邊」合作內容依據點需求導入專案資源，包括數位課

程、青年志工、藝文閱讀活動、電信女籃、產業協助、影像紀錄學習等。截至

107 年底，共計成立 85 個數位好厝邊，已遍布全國北中南東各地區，離島澎湖

等地都有中華電信數位好厝邊的據點。 

「數位」是我們與社區連結的橋樑，透過長期合作讓我們更能觀察到在地

的實際需求，所以為銀髮族長輩開辦手機 APP 課程、為青少年開辦影像紀錄課

程、為學童邀請優質戲劇表演團隊、協助產業行銷…等等，我們期待整合民間

企業、非營利團體及社區部落的資源，串連更多組織單位彌平城鄉間的「資源

落差」，一起看見在地真正的需要，並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地方走出困境。 

 

一、『應用數位學習』專案的成果 

學校教育普遍安排的電腦資訊課程，但礙於時間有限，且在社區部落並非

家戶皆有硬體配備，透過「數位好厝邊」據點，即能讓學習延伸到社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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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依據點需求而有所不同，近年來，長輩對於行動載具的學習需求增

加，我們就從認識手機開始，現在這些大哥大姐已經學會使用 FB、Line、影像

軟體、K 歌軟體等，豐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串連鄰里之間的感情。 

在課程規劃與設計上，我們秉持底下幾點原則： 

1. 數位好厝邊的課程包括：客製化課程與規格化課程兩類 

2. 客製化課程：針對各個社區需求，開設實務性課程，例如文書軟體。 

3. 規格化課程：由基金會設計課程巡迴授課，例如手機影像製作課程。 

4. 課程對象包括小孩、青年、年長者。 

5. 針對偏鄉教育資源不足，也提供遠距教學等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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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樸門永續設計認證 PDC 課程 

 深耕『數位好厝邊』的同時，我們注重不同社區部落的特色發展。 

 根據不同社區的需求，規劃不同的課程、提供客製的資源。 

 2018 年，我們持續扶植社區產業，捲動地方經濟： 

 從產業源頭參與在地，以「永續」、「友善土地」的概念出

發，鼓勵好厝邊選擇更順應潮流、符合需求的農作方式，

進而提升產業品質、帶動銷量，形成正向循環。 

 開辦「樸門農法 PDC 課程」，增加社區產業工作者的專業

知能，培育社區種子，在地紮根。 

 營造社區之間的互動連結，建立在地夥伴關係。 

 

週次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主題 

1 2/23(五) 9:30-17:00 (1)相見歡/場地說明/課程說明 (2)樸門簡介 (3)現存

問題 (4)樸門倫理與元素 

2/24(六) 9:30-17:00 (1)模式，樹木 (2)設計原則  (3)設計方法論一(4)設

計方法論二：分區設計 

18:30-20:30 主題之夜：深夜食堂 

2/25(日) 9:30-17:00 (1)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 (2)氣候和微氣候概說 (3)

各類氣候對策 (4)土壤概論 

2 3/2(五) 9:30-17:00 (1)土讓結構/土壤食物網 (2)堆肥/堆肥液/蚯蚓/人糞 

(3)水資源介紹 (4)實作：堆肥 

3/3(六) 9:30-17:00 (1)植物概論(2)實作：厚土與鑰匙孔種植/披覆護根  

(3)食物森林-2 區  (4)菜圃/集約栽種系統/可食地景

/小空間耕地設計--1 區 

18:30-20:30 主題之夜：自然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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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日) 9:30-17:00 (1)自然建築 (2)實作：自然建築(3)繪製地圖/地形

判讀和周界 (4)能源與被動式設計 

   3 3/9(五) 9:30-17:00 (1)都市樸門應用設計案例(2)都市對策第一個設計

案例 (3)都市設計時間 

(4)都市設計成果發表 

3/10(六) 9:30-17:00 (1)果園/與林木地-3 區(2)經濟作物繁殖與種子保存 

(3)另類技術 (4)樸門系統的動物 

18:30-20:30 主題之夜：影片欣賞：食物無罪 

 

週次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主題 

 

3/11(日) 9:30-17:00 (1)大地工程/水壩/窪地 (2)水應用工程水產養殖/廢

水處理/集水/水管/貯桶 (3)實作：找出等高線與種

植果樹  

(4)實作：淨水 

4 3/16(五) 9:30-17:00 (1)商業設計第二案例說明 (2)台灣自然資源  

(3)商業設計第二案例設計時間 (4)商業設計第二案

例成果發表 

3/17(六) 9:30-17:00 (1)樸門經濟理論 (2)循環經濟 (3)財務工作坊 

(4)生態圈主義/生態村  

18:30-20:30 主題之夜：微醺手作：甜酒釀 

3/18(日) 9:30-17:00 (1)開放時間/學長分享(2)社區食農教育 (3)食物

貯存/營養/發酵本地食物 

(4)最終設計工作分派/客戶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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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24(六) 9:30-17:00 (1)社區支持型農業與社區貨幣  (2)咱欸樸門  

(3)資源/團體/可行性/延續教育設計時間  

18:30-20:30 主題之夜：影片欣賞刺激 1995 

3/25(日) 9:30-17:00 (1)同樂趴/實體發表三成果發表  

(2)實體案例三成果發表  

(3)頒發證書/下次課程/回饋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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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小琉球『我是環保小導演』 

 基金會依據不同社區部落的需求，規劃不同的數位應用課程，深入台灣

在地社區，致力「縮短數位落差」。 

 針對屏東縣琉球鄉規劃方案： 

 透過在地環保種子的培育，將環境保護意識向下扎根，由

小學生、國中生參與本計畫，把環境保護意識影響家人及

同學。 

 提高居民、旅客環保意識，將環保落實在生活中，並影響

遊客在小琉球環保旅行，因此展開本計畫。 

 本計畫產出 12 則環保影音短片，透過計畫性在小琉球當地

碼頭、遊客中心、社區、社群媒體及在地環保團體播放宣

傳。 

 讓環保生活從家庭、校園擴散至整個社區，甚至推展到整

個島嶼，期望成功的「我是環保小導演」培育計畫經驗，

未來可以複製到綠島、蘭嶼、澎湖、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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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蹲點‧台灣』專案成果 

（一）校園巡迴影展 

• 透過活動期間宣傳中華電信基金會在大學校園的知名度與公益形象。 

• 透過參與學生現場分享和影片播映，幫助與會學生瞭解「蹲點‧台灣」

進行方式，並宣傳第十屆報名活動。 

• 透過與協辦單位及師長的合作，建立校園合作關係。 

• 透過同儕的分享，讓更多的青年學子投入公益活動的領域，也培育他們

更多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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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屆『蹲點‧台灣』活動 

為使大專青年有更多認識社區部落、在地人文的機會，2009 年基金會與政

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試辦第一屆暑期青年志工服務計劃『蹲點‧台灣』活動，

結合系所影像傳播專業，召募廣電系同學參與該活動，一手服務、一手紀錄社

區部落，廣獲各方好評、成效良好。服務學習課程一直是教育部近幾年推動的

重點，而政大廣電系更是積極的希望能夠將學生所學服務社會，讓傳播多一點

人性的關懷，所以為能號召更多青年參與，拓展活動效應，於是邀請政大廣電

系成為共同主辦單位，同時積極與全國各大專院校合作校園影展活動，配搭校

內課程進行主題影片分享，鼓勵更多青年學子返鄉，腳踩土地服務鄉里。 

 

107 年第十屆『蹲點‧台灣』報名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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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廣社區產業』專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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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象推廣專案 

（一）電信女籃隊公益活動 

基於宗旨修改與業務考量， 2011 年基金會納入『中華電信女籃』的相關

計畫。中華電信女籃隊是中華電信組織中重要的一環，成立於民國 63 年，依據

女籃隊成立的宗旨，對外肩負著推動體育的使命，培育優秀球員代表國家爭取

最高榮譽，在宣慰僑胞及拓展國民外交上均不遺餘力，對內則帶動員工士氣與

活力，增加工作效能，功不可沒。過去 30 年來，中華電信女籃隊走入社區、推

展公益活動、關懷年輕族群、散播籃球種子、善盡社會責任、回饋社會大眾。

所以，為更積極推動社會公益，同時符合中華電信基金會修改之章程宗旨，以

期提倡身心健康以平衡資訊科技的過度使用，2011 年起，中華電信女籃正式納

編入中華電信基金會，同時在不影響平日訓練的原則下，全力投入公益活動，

並結合中華電信基金會的相關既有業務內容，一起為關懷社區而努力，以期達

到『提倡身心健康以平衡資訊科技的過度使用』之宗旨與目的。 

每年暑假期間，基金會與電信女籃的球員邀請社區學童參加三天二夜的籃

球夏令營活動，由電信女籃球員擔任隊輔和教練，提供學童充實豐富的營隊經

驗，同時也透過競賽遊戲，培養良好的運動家精神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態度，

並讓籃球的種子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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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籃球小子夏令營，我們也舉辦公益盃籃球三對三鬥牛賽，透過這樣的

模式來推動籃球運動，並且挖掘優秀的潛力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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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 花蓮 嘉義 

日期 107 年 9 月 22 日 107 年 9 月 29 日 107 年 10 月 6 日 

地點 澎湖馬公國中 花蓮高工 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 

隊伍 130 隊 150 隊 130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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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會感動傳承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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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年度工作計畫之執行內容 

 

工作項目 計畫重點 
預計經費需求 

(新臺幣元) 

實際使用經費 

(新臺幣元) 

數位落差

專案 

提升數位應用能力 8,550,000 4,099,179 

在地蹲點 導入青年志工服務學習 6,800,000 7,217,764 

社區培力 社區深耕與產業發展 3,000,000 1,148,391 

形象推廣 故事行銷暨社群經營 4,800,000 6,368,037 

 

參、 年度工作計畫之成果及目標達成情形 

107 年度的工作計畫，在既有的架構下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是在縮短數

位落差的部分，今年最大的差別就是不向過去由基金會主動開辦各種電腦課

程，而是由社區自行根據需求提案，再由基金會協助講師或課程內容，所以這

需要靠社區的自主性提案，過去基金會主動推動電腦課程相比，自然是課程時

數變少了，但是也相對的更符合各個社區的需求。相對的，基金會推動的課程

則是跳多電腦課程的框架，因為所謂的縮短數位落差，絕非只是電腦的學習，

更重要的是生活態度與生活觀念的改變，所以基金會推動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

課程，例如教授手機的影像拍攝與製作，同時結合數位工具在生活上的應用，

並結合環保概念的議題，讓大家都可以隨時用手機記錄或推廣環保的重要性，

讓數位工具的應用真正落實在生活上，這才是真正的縮短數位落差。 

至於『在地蹲點』的專案，除了持續進入第十屆的暑假蹲點活動以外，因

應第十屆的誕生，我們也集結了過去十年的同學成果，出版了一本『青春壯

遊』的書，裡面收錄了同學們寫的心得以及我們的採訪內容，也為下一個十年

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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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也將蹲點的足跡拓展到海外，舉辦了第一屆的：『蹲點台灣‧

心南向』，第一屆蹲點的地點是越南，讓新住民二代帶著媽媽以及台灣的大學

生，一起回到越南蹲點，除了讓新二代重新看待自己另一個文化之外，也讓台

灣的大學生用不同的視角重新認識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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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培力』的部分，我們仍是以社區產業作為協助的主軸，除了在年

節時提供伴手禮的推廣，我們也推動了許多社區產業的相關課程，例如樸門工

作坊、自然農耕、產業行銷講座等等，參加的社區伙伴也表達這樣的課程內容

對他們幫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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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象推廣的部分，除了在年底舉辦基金會成果分享的『感動傳承典禮』

以外，我們也透過平常的臉書經營粉絲群，以利達到最好的故事行銷，目前我

們的臉書粉絲大約有 8.5 萬人，同時，我們也會透過和媒體的合作，提供傳播

的管道與平台，讓更多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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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各項成果與達成目標，可以歸納如下： 

 

1.縮減城鄉資源落差 

透過年度各項專案導入，同時也做為資源媒合的平台，協助在地連結第三方友

善專業團隊，為原本資源相對弱勢的偏鄉社區帶來更多教育機會與資源，也讓

社區有更多機會與外界接軌。藉由數位與其他資源，縮短了城鄉資源與機會的

落差。 

2.提升社區居民軟實力 

基金會為每一個社區據點量身打造的課程，有效縮減資源與機會落差，居民軟

實力也獲得提升。例如，透過數位應用課程，長輩學習攝影與部落格經營拓展

社交生活，部落族人嘗試用社群媒體推廣文化產業。 

3.保存珍貴社區文化與影像 

偏鄉社區普遍面臨人口老化、青壯年外移的問題，珍貴的社區與部落文化、故

事與影像，也因此逐漸流失。基金會的資源投入，一方面為社區導入青年人才，

用青年的創意和數位應用能力來記錄與保存並傳播社區故事；同時也透過社區

交流與培力課程，讓社區的經營與推動者有機會交流並學習在地記錄與發聲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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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捲動社區經濟 

基金會協助開拓社區產業的行銷通路，並與中華電信企業資源結合，扶植

社區產業成長，捲動社區經濟。每年於重要送禮時節，均透過基金會頻道

向社會大眾推廣社區產業伴手禮，也推動中華電信企業送禮採購，大幅提

升社區產業知名度與採購量。社區產業發展與復甦，進而能提升青年返鄉

意願；秉持友善土地與社區回饋理念的在地社會企業，也能在基金會支持

與扶植下穩健經營。 

 

肆、 工作成效檢討與展望 

107 年，基金會本著縮短數位落差、耕耘社區生活的核心宗旨，透過各種不

同的專案持續在全國各地深耕社區與部落，並根據不同社區的發展屬性，提供

完全克制化的課程容與輔導方式，在過去一年持續看到成效，對於過去一年的

工作檢視與未來展望如下： 

1. 擴大影響的效應：去年基金會的服務據點為 85 個社區（部落），本著

資源應該用在正確的地方，並沒有為了擴大服務據點而強衝數量，不

過，未來仍希望透過各種管道，尋找更多需要協助的社區與部落，讓資

源可以到達適合的地方。 

2. 提升向下扎根的品質：基金會一直以客制化的經營模式在深耕各個社區

與部落，未來仍會尋此模式繼續經營。不過在專案效應上，也因為專案

的屬性大都為客制化，所以無法形成規模經濟的效應，這也是未來可以

再加強的地方。 

 

伍、 應記載事項 

財團法人接受補助、捐贈清冊 

提供補助、捐贈

者之姓名或名稱 

補助、捐贈 

項目或種類 
單位 數量 

金額 

(新臺幣元) 

中華電信（股）

公司 

經費捐贈 元 一筆 57,700,000 

合計 57,7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