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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心業務概述 

輔
大
偏
鄉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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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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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伴&公益合作 線上課輔 

冬夏日學堂(社區、偏鄉) 

大專青年培育 

偏鄉人才三合一培育計畫(高中職、大專生) 

公義講堂─公共議題推廣(新住民、環保…) 

社區、堂區弱勢關懷 

產政學資源媒合─ 
            平板電腦、藝文活動參與、物資等… 

以大學專業系所合作 

關懷弱勢、提升社會正義 

 

培育大專青年公民意識 

以行動關懷弱勢 

連結政府/企業/教會合作/    
學校資源 

共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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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心業務概述 

•106學年度有文學院、藝術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醫學
院、理工學院、外語學院、民生學院、法律學院、社會科學
院、管理學院、織品系、進修部共14個校內系所合作 

以大學專業系所合作關懷弱勢、提升社會正義 

•學期中:學伴計畫(網路課輔)培育約645位大學、服務時數約
10086小時 

•寒暑假:冬夏日學堂輔大志工78人、服務時數1067小時 

 培育大專青年公民意識以行動關懷弱勢 

•6個深耕合作企業、教會合作6所、公益夥伴大學有6所 

連結政府/企業/教會合作/ 學校資源共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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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6年學年度輔仁大學台灣偏鄉中心 
學伴計畫(網路課輔) /冬夏日學堂/袋鼠計畫合作端點 

A.教育部計畫 

B.中華電信合作案 

C.元大基金會合作案 

    夢想起飛人才培育 ✲  

D.公益夥伴 

E.袋鼠計畫★ 

F.冬夏學堂 ☀ 

服務24個端點 

 

☀ ✲ 介壽國中 

✲ 輔仁中學 

☀南澳國中  

復基部落 潮州少年城 

楓林教會 

☀莿桐書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聖心高中 

☀ 蘭嶼中學 

馬祖高中 

罕病重症學童 
(新北/新竹/宜蘭) 

✲欽賢國中 

✲尖山國中 

✲卓蘭高中 

☀ 黃絲帶關懷協會 

✲杉林大愛園區 

☀南澳國小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圓富社區 

★ ☀鹿野書屋 

☀泰源書屋 

✲忠孝延伸 

★玉里、大禹天主堂 

竹東課輔班 

壹、中心業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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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年學年度 計畫項目、經費來源 

元大文教基金會 

• 100年合作迄今 

• 夢想起飛人才

培育公益合作

計畫 

仁寶電腦公司 

• 101年合作迄今 

• 數位公益-偏鄉

暨社區行動學

習合作計畫 

愛丁頓 

• 106年合作迄今 

• 數位學伴線上

課輔計畫─公

益夥伴 

個人/團體捐款 

• 冬夏日學堂、

偏鄉教育關懷

計畫 

勇源文教基金會 

• 95年合作迄今 

• 袋鼠計─畫社區

課輔(106年試辦) 

教育部 

• 96合作迄今 

• 數位學伴線上課

輔計畫─營運中

心 

中華電信/基金會 

• 97年合作迄今 

• 伴你好讀社區網

路課輔計畫 

壹、中心業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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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聯合成果展暨頒獎典禮」 

教育部106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
暨行動學習優良學校及傑出教師」頒獎典禮 07 

教育部106年「聯合成果展」頒獎  
招募數位學伴資源 推動公益計畫 

三、獲獎紀錄 



榮獲「2017年總統教育獎」 

08 

透過數位學伴陪伴罕見疾病的坪坪 英文、數學，鼓勵她上大學，坪坪
目前就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並邀至教育部數位學伴全

國工作會議分享生命故事 



貳、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組織圖 

* * * *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合作夥伴) 

107年全國共26所夥伴大學及127個國民中小學/數位機會中心，共1,749位學童，2985位大學伴 
新增5所夥伴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成功大學、樹德科技大學 
 
5所公益夥伴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銘傳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107年新增)，服務4所國民中小學、1處金門盤山社區，共65位學童 

每學期10週課程、每週上課2次 
每次1.5時(兩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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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一、全國工作會議 
 

貳、107年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106-2全國工作會議暨種子師資培訓 

106-1全國工作會議暨傑出典範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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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中訪視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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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期中審查暨實地訪視 

05.24  (四)南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57人 

05.29  (二)中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34人 

05.31  (四)北區-中原大學-44 

貳、107年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107年數位學伴計畫」夥伴大學啟動會議 

三、夥伴大學啟動會議及帶班觀摩 
 

「107年3月26日數位學伴帶班老師觀摩 

12 

貳、107年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頁面 1頁面 1 

愛丁頓贊助經費    
使用教育部平台教學 

• 106學年度有6個深耕合作企業、公益夥伴大學有6所 
• 數位學伴計畫(網路課輔)共服務17個端點(含教育部計畫) 
• 及2個延伸合作，大學伴參與人數有356位小學伴參與人數219人服務時數約10086小時 
• 冬夏日學堂服務8場、輔大志工78人、服務時數1067小時 
• 相見歡共舉辦2場小學伴參與人數36人志工參與人數19人志工服務時數380小時 
• 公義講座3場 

參、106年學年度  輔仁大學台灣偏鄉中心公益合作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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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華電信暨基金會《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
服務計畫 

跑班宣傳每學期約50場 

期初教育訓練每學期2場 

模擬開課暨JoinNet日誌平台技術教育訓練每學期4場 

月培訓每學期6場 

小組長核心培育2場、小組長核心會議8場、帶班人員

工作會議6場、帶班師長核心會議2場、師資培育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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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之 中華電信暨基金會《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一 、106學年度校內及 數位學半夥伴大學 系所分佈 

106-1 106-2 小計 

文學院 17 20 37 

藝術學院 4 9 13 

傳播學院 21 10 31 

教育學院 16 20 36 

醫學院 43 46 89 

理工學院 38 31 69 

外語學院 42 53 95 

民生學院 30 25 55 

法律學院 9 13 22 

社會科學院 38 47 85 

管理學院 41 55 96 

織品系 5 6 11 
進修部 1 2 3 
其他 3 0 3 
總計 308 337 645 

文學院 

藝術學院 

傳播學院 

教育學院 

醫學院 

理工學院 

外語學院 

民生學院 

法律學院 

社會科學院 

管理學院 

織品系 

進修部 

教育訓練時數每學期15小時以上 
服務時數: 

  1.5小時/每週  一學期10-12週 
 事前備課 
 課後填寫教學日誌 
 從服務中，大學生學習 

紀律、承諾、堅持、陪伴、解決問題的能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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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練  
肆、中華電信暨基金會《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月培訓106學年度共6場參與輔大大學生290人次 

106.11.06 教學心理輔導認識與技巧 (線上課程一) 

106. 11.08 學科延伸學習、課外教材教法 

106.11.30教學心理輔導認識與技巧 (線上課程二) 

107.03.20.-04.08 「簡報(powerpoint)技巧」 (線上課程) 

107.05.01-20 分科學科深入教學  (線上課程) 

107.05.02兒童與青年心理輔導 



三、相見歡 
相見歡106年累計辦理共2場，學童數 414 人，大學伴數554 人，服務志工96人，         

志工服務時數 2881小時 

臺 東 蘭 嶼 相 見 歡 

臺東復基部落課輔班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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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華電信暨基金會《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肆、中華電信暨基金會《伴你好讀》社區網路課輔服務計畫 

106-1期末合照 

四、期末結業式 

小組分享 
106-2期末合照 

頒獎~~小組長獎、優良大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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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與輔仁大學「夢想起飛」 

合作公益服務計畫 

• 元大文教基金會與輔大合作開辦偏鄉人才培育助學金及成長營 

• 至今已第七屆自100年至106-2已嘉惠270人，共883人次偏鄉學子，合作學校：共八所 

     106-2 

• 助學金：109 (大學41、高中職68)助學金金額150萬元 

• 成長營：2場、高中生132人、志工8人、課程時數20小時 

• 偏鄉人才培育助學金 

• 急難救助金個案關懷 

• 偏鄉人才培育成長營 

• 偏鄉人才培育助學金 

• 獲獎學生 返鄉/校服務 

生活 

支持 

(助學金) 

輔導 

陪伴 

(認輔關
懷) 

學習 

培育 

(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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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餒 

伍、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與輔仁大學「夢想起飛」  

合作公益服務 

參與元大幸福日 

偏鄉人才培育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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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餒 

陸、仁寶電腦數位公益偏鄉&社區行動學習 

自2012年合作迄今 

協同本校圖書館、圖資系共同合作，

辦理平板電腦捐贈儀式、操作培訓、

網站資訊維護、服務活動等。 

106年受贈單位: 10所 

平板電腦200台、筆記型電腦30台 

桌上型電腦15組(含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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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冬夏日學堂 

大學專業 

導入 

社會參與 

伴讀臺灣 

冬夏日 

學堂 

2006年─迄今 
大學志工前往部落/學校 
或帶學生前來輔大遊學 
冬日學堂：1-2週 
夏日學堂：2-3週 

2014年─2015年 
偏鄉社區/學校踏查 
議題觀察、訪談 
影像記錄與觀點呈現 

2016年 
以大學專業知識結合社會服務 
大學志工以學院屬性組織成團 

設計特色課程 
將專業知識融入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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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夏日學堂 
102-106學年度共23場次，投入面-大學伴服務、培育共累計45895時 
106年7、8月 
「影像生活營」臺東泰源書屋夏日學堂、「自我探索營」臺南黃絲帶愛網關懷夏日學堂    
「生命教育營」六龜天主堂夏日學堂、「邏輯思考營」臺東縣大王國中夏日學堂 
107年1、2月 
「科學營」 蘭嶼冬日學堂、 「感官體驗」莿桐冬日學堂、 「感官體驗」 泰源冬日學堂    
「職崖探索體驗」楓林冬日學堂、「科學營」桃園介壽國中冬日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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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日學堂 

屏東楓林教會冬日學堂 

台東蘭嶼冬日學堂 

台東莿桐書屋冬日學堂 

台東泰源書屋冬日學堂 

 參與人數：輔大志工35名、學生105人 

 服務時數：培訓時數96小時/人營隊服務時數294小時，共計服務時數390小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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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日學堂 
 106年冬日學堂：高雄六龜天主堂、台南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台東書屋 

 參與人數：學生76人、服務志工25名 

 服務時數：培訓時數96小時/人營隊服務時數334小時，共計服務時數430小時 

 107年夏日學堂：南澳國小、桃園介壽國中學生 、桃園大園天主堂、觀音天主堂 

     (7-8月陸續出隊)  台南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 屏東楓林教會、台東聯合夏日學堂 

 參與人數：學生人數 215人、服務志工50人及美國志工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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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迄今共舉辦22場公義講座 
主題：人文土地、新住民關懷、伴讀台灣、環保議題 

玖、社會倡議公義活動 
一、公義講座 

106學年度公義講座主題 

106.10.31  走。尋找台灣美麗海岸 

106.11.21  走到海洋人文的邊際 

106.12.12  走出台灣人的朝聖之路 

107.03.27  台灣吉普賽─流離失所數百年 

107.05.16  那些年海龜教我們的美好 

10706.05  海龜與人 — 敬那些地球上一一消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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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餒 

二、環保行動 

中角沙珠灣淨灘活動             

活動日期 

2018.06.09 
    一群人做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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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帶著你長大~袋鼠計畫 

實踐大學社會參與
提升大學社會貢獻

度 

提供社區及天主教服
務機構資源平台 

協助社區老師培
訓，培育種籽教師 

提升偏遠學童教育
資源、社會價值、
生活品質及學習能

力 

 106學年度合做端點：玉里、大禹天主堂  

鹿野書屋，學童數57人、上課週數44週     

上課時數852小時 

 107學年度申請合作端點：花蓮教區聖保祿

天主堂、池上天主堂，新竹教區大園天主堂、

觀音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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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餒 

 

為2019年天主教福傳大會準備  

「 台灣天主教會堂區生活基本調查計劃書」 

教區 時間 地點 參加人員 

新竹 
5/27(六) 
13:30-16:30 

教區中心地下1樓 郭老師、顧老師、呂老師、羅神父、汶菁 

高雄 
6/2(六) 
9:30-12:00 

天主教中心 呂老師、羅神父、汶菁 

台南 
6/3(日) 
14:00-17:00 

主教公署辦事處 
呂老師、怡佳老師、 
羅神父、汶菁 

台北 
6/9(六) 
9:00-12:00 

友倫廳 
呂老師、鳳娟老師 
羅神父、汶菁 

台中 
6/10(日) 
13:30-16:30 

台中上智社教研究院 顧老師、呂老師、羅神父、汶菁 

花蓮 
台東 

6/23(六) 
9:30-12:00 

芳心好美館 呂老師、羅神父、汶菁 

嘉義 
6/24(日) 
13:30-16:30 

嘉義教區辦事處 呂老師、羅神父、汶菁 

花蓮 
6/30(六) 
9:30-12:00 

主教公署 呂老師、羅神父、汶菁 

教區問卷調查訪談員培訓 29 

拾壹、福傳大會前置作業 



奧餒 

感謝各位長官聆聽 

~ 敬請指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