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學伴計畫，96—101年，六載歲月

遙遙路上、穩實前行

在找尋偏鄉學童的步履中

大學與偏鄉師長們，相遇、相偕

因為，我們看見了孩子們在成長路上的「難」與「勇敢」

成長路上的「難」，成了孩子們學習上的「弱」

但，偏鄉師長們總是說：

不怕「弱」，只怕「停」；儘量「陪」、儘量「教」，就對了

學伴計畫裡，大學 –誠願做個謙虛、體貼的聆聽者、陪伴者

大 學，願意聆聽 –偏鄉師長們的辛勞與期待

大學伴，願意分享 –一點時間，與偏鄉孩子連結一段穩定的學習情誼

在「一對一」的線上課輔裡

我們學習到陪伴與關懷，可以打破時空的距離

我們看到了專注與教導，可以躍過學習的瓶頸

一千個孩子

他們正走在毛毛蟲、蛹、繭的蛻變歷程中

一千個孩子

每一個都是等待破繭而出的蝶兒

請大家一起來支持、陪伴、守護

數 位
學 伴

看到孩子的「難」與「勇敢」
一 千 個 期 待 破 繭 而 出 的 蝶 兒

101年09月序言

教育部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輔仁大學呂慈涵 敬筆

寫在101計畫啟航—101.9.21



103年02月序言

103年數位學伴 — 伴讀台灣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營運中心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呂慈涵 謹識

2014.2.13

“守時、守信、守護”

數位創造機會、機會創造價值

數位學伴計畫--

創造一個超越 [分數] 的存在價值與生命尊嚴

推動一個律己、利他、愛眾的公民文化素養

態度，決定高度

成就，在於每一個基本態度的實踐

103年數位學伴，大、小學伴學習指標：

守時：準時上線、期待上課

守信：用心備課、專心聽講

守護：聆聽關懷、堅守承諾

守時、守信、守護

看見偏鄉、守護台灣

願與103數位學伴全體夥伴師長共勉之



數位學伴核心精神
以生命陪伴生命 以生活教導生活

104年詩作

在有仇恨的地方，播送友愛

在有冒犯的地方，給予寬恕

在有分裂的地方，促成團結

在有疑慮的地方，激發信心

在有錯謬的地方，宣揚真理

在有失望的地方，喚起希望

在有憂傷的地方，散佈喜樂

在有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

願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

不求他人的諒解，只求諒解他人

不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

因為在施予中，我們有所收穫

讓我們帶著大學生，成為偏鄉學童的家人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呂慈涵



以數位公益建構社會公義

104年02月序言

《尊嚴與希望》

在貧困者身上，分享自己的所有，是公益與慈善；

在弱勢者身上，實現王道的精神，是公義的開始。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自95年啟動迄今，以大學社會參與導入偏鄉教育關懷，啟發大學

生們對社會公共議題的省思與探討。104年學伴計畫共有21所大學參與，服務95所偏鄉中小

學；強調偕同夥伴關係，培育大學伴以仁愛及典範的教育理念實現對小學伴的陪伴與關懷。

數位時代的普世價值，強調以數位公益建構社會公義，提升每一個人生命尊嚴與生活價

值。數位學伴計畫團隊的價值實現，在於在偏鄉資源欠缺者處實現讓每一個個別獨特的”他

者”，能更有尊嚴地被對待，讓每一個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未來與希望，並從受助中走向：自

助、自立、助人、利他、善眾的公義社會。

感恩103、展望104

期望數位之雲

化為尊嚴與希望的雨露

共創更寬、更廣社會公義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呂慈涵



104年03月序言

4G網路，除了是速與效率外，還可是甚麼？
網路世代裡，”宅”與”社群” 之間的衝突與弔詭？
智慧型配備、人性化的產品，誰是消費者？受益者？
大數據資料庫的主流市場，如何保護少數族群與文化的尊嚴與價值？

在求新、求變的數位洪流與市場競爭裡，
甚麼是永恆、超然、普世的價值？
甚麼是可以駕馭科技與權力、導人向善、締造人類互愛的力量？

滑世代的省思與啟發，從數位學伴的大學生們開始—

網路—成為連結大學伴與偏鄉小學伴的臍帶，讓我們成為彼此守護的”家人”
螢幕—讓彼此的視野因著：一對一的相遇、分享、教學、互動，更加寬廣
耳機—聽見偏鄉孩子們的處境，是面對台灣社會真相的另一扇窗
學伴—大、小學伴間，大學與中小學間，彼此教導、彼此學習，共成夥伴
學伴—學習陪伴，讓我們成為彼此的一部分；沒有強弱、高低，只有了解

十周的線上學習與陪伴—
可以在偏鄉學童的生命中，種下一顆希望的種子，埋下一把燭光
默默的、誠懇的，只願翻土、撒種、注水、引光
成果與成就如何？且留待他日漫漫成長路上的守護與祝福

十周的線上教學與陪伴—
可以讓生活在升學與考試制度下的大學生們，看見自己、找到生命的著力點
面對一個在不同成長處境下的孩子、一個正在成長中的生命
大學生們需要不斷超越自己 —
在愛人如己的恆久價值上，讓自己學習勇敢、承擔、智慧、紀律、堅持、行動

數位學伴計畫啟動著台灣社會一個 — 許諾與承擔的生命長河
「以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導生活」 由我開始—

輔仁大學臺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呂慈涵敬筆
2015.3.12

滑世代的省思與啟發

划出一條許諾與承擔的生命長河



104年09月序言-1

學習端帶班老師

是默默守護、穩住城鄉兩端數位學習"桌腳"的關鍵人物

下課後的電腦教室，帶班老師成為孩子更貼近、更緊密的家人

「吃過晚餐了嗎？」、「課業哪裡不懂？」、「下課後有人來接嗎？」

帶班老師總是掛念著孩子

電腦關機、教室熄燈、長廊底的宿舍…

帶班老師總是最後一個離開校園的人。

帶班老師，是照顧偏鄉、點亮數位學伴的重要守護者

教學端帶班老師

一雙眼盯住數十部電腦

你守護大學伴、大學伴守護小學伴

一份心牽掛數十位大學伴

因為遙遠的弟弟妹妹正等著城裡哥哥姐姐實踐他們的伴學承諾

帶班的日子，總在出席與備課的焦慮與陪伴的感動中

一次又一次，一學期又一學期的累積出精彩的故事

夜深，電腦教室關燈、鎖門的那一刻

你知道：這條路，要繼續走下去。謝謝您，教學端的帶班師長們

大學伴

守時：你用時間，分享你的學識

守護：你用備課，分享你的在乎

守信：你用榜樣，分享你的生活

今日，學伴計畫有你，明日，你將以知識與行動

持續關懷周遭有所需的事物與人情。

數位學伴，一個連結臺灣土地與青年、憂患共擔、歡喜共享的生命共同體

呂慈涵 2015.9.10



相遇，就是力量

104年09月序言-2

學伴計畫的兩大主體：偏鄉學童(學習與成長)、大學生(學習與成長)；兩

者在互為學習與成長的夥伴基礎下，透過線上教學與陪伴機制，達到：大學

伴豐富小學伴的學習視野，小學伴提升大學伴的社會意識與利他服務行動。

以「人本」為計畫核心精神，以「一對一、即時、互動」線上學習模式

實踐以「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的價值體現。強調：

重質不重量：在成本與量化壓力下，堅持「一對一」的教學模式。讓每

一個弱勢孩子在一周中至少有兩天、四堂課的機會，可以享受專屬的「家教

老師」(家人關係)。

「一對一」的相遇與分享：教學互動與生活分享時間，讓大學生每周有

固定的與「分享」時間，為遠方學童準備教材，是一個從自我管理到看見他

人與走向他人的過程，是大學階段裡寶貴的學習經驗。「一對一」的互動關

係，為經常處在親人關係較為疏離、文化刺激不利的偏鄉學童更是重要。在

「一對一」的線上時間，學童有專屬的大哥哥或大姊姊陪伴，有客製化的教

材，學童在比較沒有「教室壓力」的情況下，放心學習，表達自己在學習上

困難或是生活上的分享。

「一對一、即時、互動」更代表一種「我在」、「臨在」、「陪伴」的

意義，這份人與人美好的相遇與互動，更是數位時代的瑰寶。

相遇，就是力量、恩典

教育部數位學伴營運中心
輔仁大學呂慈涵敬筆2015/9/18



深耕續航、莫忘初衷

記—「數位學伴計畫」與臺灣共履的十年歷程

（2006—2016）

讓教育回歸 人與人之間 相遇、相勉、相愛的初心

讓數位承擔 人與宇宙間 相知、相習、相護的臍帶

數位學伴計畫—

2006年啟航 城鄉、資源、政策的落差，呼喚教育的守護之心

10年步履 與土地共生、共苦、共擔、共融—

921大地震 讓偏鄉處境更為艱難

新住民學童 讓台灣的多元族群課題更具挑戰

貧富落差 讓翻轉貧困世襲的路途更為遙遠

量化數據 讓教育在迷航的邊界中浮浮沉沉

功利競爭 讓效率的追逐淹沒了價值的呼喚

10 年深耕 堅守對每一個生命的陪伴、關懷、教導

謹守對每一份資源的感恩、善用、分享

嚴守對每一項執行內容與步驟的充實、確實

2016年續航 以生活教導生活，以生命陪伴生命

營運中心主持人 呂慈涵敬筆
寫於105.3.4全國工作會議 / 輔仁大學

深耕續航、莫忘初衷

與數位學伴計畫全體團隊夥伴共勉



我們承諾、我們承擔

105年07月序言

學伴計畫，每一次上課、每一次承諾

學伴計畫，一次的承諾，永遠的承擔

我們承諾：守時、守信、守護

我們守時：在準時、確實中，看見紀律的真

我們守信：在備課、分享中，看見知識的善

我們守護：在關懷、陪伴中，看見手足的美

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挑戰

我們想知道：到城裡、鎮上念高中/職的小學伴挺得過來嗎? 

我們想知道：有沒有人繼續陪伴小學伴度過青春期的青澀風暴? 

我們想知道：從 96 至 105 年，小學伴該上高中、大學或進社會了吧?

因為想知道，所以我們願意承擔多一點

我們想當永遠的大學伴，與小學伴們一起討論、分享；

升學時，該選哪一科系? 

認識異性時，該如何交往、走向未來? 

找工作時，如何寫履歷、如何邁入社會的第一步?

偏鄉的天空，很藍；偏鄉的路，很長

學伴計畫，穩步十載、初心初衷、深耕續航。

是的，我在

Yes, I'm here.

呂慈涵敬筆/105.7.28
教育部數位學伴營運中心主持人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主任

Yes, I'm here.



106年02月序言

回首十載、悠悠前瞻

數位平台、學伴相攜

典範傳承、深耕續航

點燈—點燃夥伴大學陪伴與關懷的學習燈火

相遇—與偏鄉中小校學生命交會與聚光

照亮—偏鄉之光，迴照台灣

二十餘所大學、百餘所偏鄉中小學

在數位平台上交會，互為學習良伴

在一對一的生命交付與學習承擔中

洞見台灣最美麗、最有力量的風景

偏鄉之光，迴照台灣

呂慈涵 敬筆 2017/2/17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營運中心主持人
輔仁大學—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主 任



莫忘初衷、與時俱進

106年09月前言

莫忘初衷—

數位學伴計畫自96年開辦至今，已屆十年；以「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

的理念，透過培訓大學生、為偏鄉學童提供一對一線上陪伴與學習。近三年來，營運

中心將行之有年之計畫機制：學童學習需求調查、大學伴招募、教育訓練、備課資料

庫、十周課程規劃、教材教法、課輔日誌…等，統整於「教學品質管理機制」中，期

望團隊能忠於計畫基本面在量化與質性效益的確實性。這項初衷，有賴各夥伴大學主

持老師將使命感化為具體的行動，帶領團隊(助理、帶班老師、大學伴)以務實行動、

創新的思維，與縣市教育局處、夥伴中小學師長、小學伴，共同執行這項美好卻也費

心、費時的計畫。

與時俱進—

因應偏鄉生態、教育政策的改變，是學伴計畫必須「與時俱進」的精神。

1.新住民學童人數日漸增多：關乎著對新住民族群的認識與認同，以及大學伴教

育訓練課程的規劃。

2.一人班級倍數成長(130所小學，較去年增加60所)：偏鄉教師的穩定度、學童人

數，關乎著學伴計畫未來的招生政策與執行模式。

3.課綱：107學年度落實多元選修，108學年度新課綱穩健實施(106.4.28 中時電

子報)。偏鄉學童的家庭生活處境、學科基礎能力、學涯發展等，關乎著學伴計畫在以

陪伴為主的教學內涵。

小，精緻與美好的相遇與陪伴—

學伴計畫每學期培訓近2,500位大學生，服務近1300位偏鄉學童，強調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交流、學習，是一個小巧卻精緻美好的相遇與陪伴；受許多專家學者讚

譽為台灣教育界的典範計畫。

典範，在於「知行合一」，感恩所有數位學伴成員們數年如一日的堅持與奉獻；

願以「莫忘初衷、與時俱進」與團隊所有家人們共勉。

呂慈涵謹識 2017/9/15
教育部數位學伴營運中心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美、力、恆、堅、毅

107年02月序言

數位學伴計畫，96年起步迄今，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參與計畫的偏鄉中小

學及學童人數卻年年增加；在高教艱困經營的挑戰下，主動參與服務的大專院

校及大學生，也年年增長。

107年數位學伴計畫，26所大學(5新進夥伴大學)，在教育部資訊與科技教

育司長官們的指導下，已於1月8日召開啟動會議，擬定年度工作規劃，在極短

的時間內準備各項開課前置作業。感謝資深夥伴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及楊基銓

主任所帶領的團隊慷慨提供寬廣舒適的美麗校園與周到的服務，讓團隊得以在

2月9日寒假前，邀請各縣市教育局處、127個國民中小學/ DOC、夥伴大學，

出席這場年度盛會—全國工作會議及種子教師教育訓練。

「數量」的增長，在經過時間的考驗後，淬鍊為關懷與陪伴，最佳「品質」

的保證。這正是大、小學伴們能突破城、鄉遙隔與成長背景的差距，在數位與

人文的平台上，彼此互見、互學、互持、互愛中，乍現學伴計畫中的—

美、力、恆、堅、毅

唯願學習小學伴們童稚單純之心、大學伴們豐沛熱忱的青春活力，與所有

團隊成員齊心互勉，邁向學伴計畫深耕續航的教育旅程。

輔仁大學 呂慈涵敬筆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營運中心

107年2月9日



傑出者，典範者
社會的燈塔、正義之聲

107年09月序言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歷時十二載，遍佈全台(含離島)各縣市大專院校及

偏遠地區中小學；大學伴與小學伴一對一的線上互動學習、有溫度的陪伴與真

心交流，計畫中所呈現的真、善、美、聖(真誠、良善、美好、敬天)，是難以

用一時的績效或量化數字來評估的價值。

這真、善、美、聖的價值，是計畫團隊所有長官、師長、大小學伴、工程

人員，所共同成就的；引領計畫團隊奮力往傑出與典範的道路邁進，在103年

度啟動了數位學伴傑出選拔機制。在各個傑出、人人卓越的願景下，經過嚴格

評選的獲獎者(學習端帶班老師、教學端帶班老師、大學伴)，身上肩負的不只

是：我很好、我很優秀、我很認真負責。學伴計畫的傑出者，更是一位典範者

與分享者，肩負的是一份使命的傳承與分享，除了把計畫份內的任務堅實的完

成外，更要如燈塔般，在偏鄉教育的場域上，洞見台灣社會萬象、發積極正義

之聲、以行動實踐計畫的承諾。

今日在傑出者頒獎典禮上，我們除了感謝敬佩這群默默扎實服務的學伴人，

更願意誠懇深思的是，如何打破城鄉、貧富的落差，讓國民義務教育更均質化，

甚至是在資源的分配上優先守護貧困弱小者的需要。一如學伴計畫始終如一的

核心價值：以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導生活。

感恩、祝福每一位

堅守偏鄉教育崗位的師長們

在困境中奮鬥學習的小學伴

願意自省利他學習的大學伴

您、我、我們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營運中心
輔仁大學呂慈涵敬筆107.9.3

真 善 美 聖 的 堅 持 與 實 踐



學伴計畫—學習與陪伴
學習看見彼此、合作迎向未來

一棒 接 一棒

108年01月序言

數位學伴—

2006年點燈，十二年默默守護

從零到1的起步

中、北、南、東、離島

一年又一年、一所接一所夥伴大學—

暨大2006、輔大2007、東海.聯合.修平2008、東華.中華.長庚.臺東

2009、北教.銘傳.正修.高師範.義守2010、中原2011、高雄2014、中興2016、

致理.長榮.屏東.高科.澎科2017、臺師.勤益.朝陽.成大2018、靜宜2019…

年復一年、偏鄉師長一棒接一棒的為孩子申請計畫—

開始於2007的臺東忠孝國小吳亭瑩主任、2011的新北貢寮國小蔡暉

展主任.苗栗南湖國中張詔智組長.臺南楠西國小蔡智成老師.花蓮富里國小蔡伍

科老師.澎湖風櫃國小林建宇帶班老師、2012的澎湖七美鄉公所董美雲帶班老

師.新北貢寮國小蘇瓊如主任、2014的彰化日新國小黃兆永主任.彰化水尾國小

莊鎮嘉主任.南投都達國小潘信安組長、2015的南投都達國小許家豪老師.高雄

新港國小汪正中主任…

2019 偏鄉新夥伴—點燈續航

宜蘭-東山.三民、臺中-東明.海墘.梨山、彰化-永光.路上、南投-水尾.

草屯、嘉義-過路、臺南-紀安.文和、高雄-新威.安招.中崙.潮寮、花蓮-銅蘭、

臺東-卑南、澎湖-將軍.湖西.望安

續航中的挑戰與前瞻

1.強化團隊共識.專業分工.執行管理2.強化教學品質管理機制3.發展多

元課程.學習資源應用4.推動教學端.學習端發展延伸合作5.推動本計畫相關研究

與論文發表6.協助推動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職掌與業務

莫忘初衷、與時俱進

呂慈涵敬筆108.01.22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營運中心

輔仁大學-臺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心
的
方
向

108年09月序言

年復一年，學伴十二載，

從起心動念到摸索、建構、茁壯、穩定…

專家：還有創新之處嗎？

行家：心，會找到新的方向

專家：需要更多元、更跨域

行家：心，會找到根源與貫通的遠大

專家：指標、成效？

行家：心，會看見大、小學伴的學習之美

專家：量？質？

行家：心，會給予時間，等待與包容

心，會找到對的路

心，會讓彼此相遇，在鳥語花香的學伴路上

呂慈涵敬筆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營運中心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
108.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