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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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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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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主辦單位 

        

參、 活動期間 

於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間在本會指定社區進行蹲點，每組蹲點 15 至 20 天不等。實

際蹲點日期由錄取學生與社區共同討論而定。 

肆、 活動辦法 

一、 報名資格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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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正式修讀學位之「境外學位生」，且來台就學時間超過兩年，並具有基本中文溝通能

力，則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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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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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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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可視情況調整實際錄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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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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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 4 月 25

日前寄出（以郵戳為憑）。郵寄請寄至「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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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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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評選。預計 5 月 5 日於本會網站公告參與第二階

段線上測驗的團隊名單與相關辦法，並以 email 通知線上測驗連

結網址。 

2. 第二階段：線上測驗。需於 5 月 10 日前各組自行上網填答。 

測驗題包含文字題（佔 40%），及影片題（佔 60%）。 

3. 錄取通知：本會將於 5 月 14 日，以 e-mail 或電話個別通知錄取

學生（預計錄取 25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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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法配合後續之行前訓練與準備，可選擇放棄並退出此計畫。 

 

四、 行前訓練課程，包含通識課程、進階課程；兩階段上課，錄取學生均應參與。 

（一） 行前訓練通識課程：暫定於 5 月 29 日（週六，實體課程）、6 月 6 日（週日，線上課程） 

1. 5 月 29 日（週六，實體課程）：課程主要內容為蹲點社區介紹、參與活動權利及義務等細節

說明，以及田野調查、社區採訪等知能培養。上課地點暫訂於中華電信學院板橋院本部。 

2. 6 月 6 日（週日，線上課程）：將聘請重量級講師傳授蹲點精神、紀錄片拍攝、文字與影像

紀錄等概念、技巧與實務經驗分享。應於指定時間上線簽到上課，課前應完成講師指定之

作業。 

3. 所有錄取之學生均應全程參加，詳細課程內容將於錄取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無故缺席者

或作業未繳交者，本會將取消其錄取資格。 

4. 參與學生，均應於行前訓練課程中簽署本活動權利義務相關文件；若於簽署相關文件前對

本活動產生任何疑慮，可隨時向本會表示退出、放棄錄取資格。 

（二） 行前訓練進階課程：暫定於 6 月 28 日（週一）、6 月 29 日（週二） 

1. 課程包括紀錄片拍攝工作坊、服務設計、網路行銷等主題課程。 

2. 所有錄取之學生均應全程參加，詳細課程內容將於錄取名單公告後另行通知。無故缺席者

或作業未繳交者，本會將取消其錄取資格。

即日起至 4/25
線上報名

書面評選

5/5
公告參與

線上測驗名單

5/14
公告錄取

名單

活動報名、評選流程

5/6-5/10
線上測驗

(文字題+影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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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點社區與日期 

每一組之蹲點社區，均為中華電信基金會與全台各地鄉鎮、部落共同成立之「數位好厝邊」

據點，與在地非營利組織攜手推動社區事務，從社區的文化、教育、產業等面向，共同陪伴社區

成長。 

（一） 蹲點社區之分發 

將根據各組之錄取成績、各組志願序，並綜合評估社區之服務需求與整體狀況、各組學生專

長與個人特質，指派錄取各組之蹲點社區。若錄取學生無法接受，可放棄錄取資格並退出本計畫。 

（二） 蹲點日期 

由錄取各組學生，與蹲點社區聯繫，以共同討論出實際前往蹲點之日期，以及預計進行之服

務方案。蹲點社區的聯繫方式，將於 5 月 29 日行前訓練通識課程中提供給各組學生。 

伍、 活動內容 

一、 蹲點期間：蹲點期間，應連續在蹲點社區（或部落）生活至少 15 天（含例假日）至多不超過

20 天；如遇特殊狀況（如天災或嚴重疫情等），應配合本會要求調整蹲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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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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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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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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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手記錄：以文字與影像記錄在地故事 

每組於活動期間，利用蹲點日記、活動心得記錄並分享在地體驗、觀察與感受： 

1. 蹲點日記：蹲點期間，應於各組成立之活動官網頁面，記錄每天的見聞與感想，及蹲點服

務內容與過程。以下兩種形式，可擇一進行 

(1) 圖文日記：每天日記內容，需有照片與文字（至少 500 字）。 

(2) 影像日記：每天日記內容，需有照片、文字（字數不限）與一則短片（片長 3 分鐘

以內）；短片上傳至各組 YouTube 頻道。 

※各組需另外開設本活動專屬 FB 粉專，以推廣上述日記頁面與內容。 

2. 活動心得：蹲點結束後，每位成員應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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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上 10 張搭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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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紀錄之詳細規格與方式，將於行前訓練課程中公告。 

4. 文字與影像紀錄應於規定時限內繳交，並應由各組獨立完成，本會不提供任何創作所需之

軟硬體設備及場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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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聽見在地聲音、貼近社區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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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年來已累積上百支社區紀錄片，請點此觀賞(或

請上活動官網)。紀錄片拍攝的相關細則，將於行前訓練課程公告。 

 

陸、 活動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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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會將負責蹲點期間各組之住宿費用、交通費用（補助辦法將於行前訓練營公告）。本會並

將為每位成員投保個人旅行平安保險。 

（二）除上列費用外，如用餐、志願服務所需耗材等費用須自理，本會均不予補助。 

柒、 參與活動獎項 

本會將針對今年所有錄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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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包括「社區紀錄片獎」、「最佳服務獎」、「網路行銷獎」、「數位多媒

體創作獎」、「蹲點‧台灣  大賞獎」，總獎金高達 20 萬元，詳細辦法將於行前訓練課程中公告。 

捌、 權利義務及注意事項 

一、 著作權： 

（一）凡於本活動完成之所有文字、靜態與動態影音作品（包括但不限於活動結束需繳交的紀錄片、

相片、心得、FB 貼文、於蹲點期間之服務產出，及蹲點過程中產出之所有文字與影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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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並應註記出自「中華電信基金會『蹲點‧台灣』活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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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負法律責任，本會將取消該組參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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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保險與個人健康、人身安全： 

（一）本會將為錄取學生於社區蹲點期間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如蹲點於社區期間發生意外事故，

且可證明與從事蹲點活動或社區服務有關，請妥善保管就醫單據及診斷證明等，本會將協助

代為申請保險理賠金。 

（二）蹲點學生應自行確認無特殊疾病史或疾病，且身體健康狀況適宜參與蹲點活動。蹲點期間，

除應保持充足睡眠與飲食，並需隨時注意自身健康狀況，安全第一。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切

勿勉強，應儘速向在地聯絡人尋求協助支援。 

（三）蹲點期間發生任何意外事故或疾病，應立即向在地聯絡人尋求協助並通知本會。 

（四）蹲點學生皆為志願參加並願意承擔期間所發生之意外風險及相關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活動過

https://www.youtube.com/user/clicktaiwan/playlists?view=50&sort=dd&shelf_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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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發生任何自己或由自身造成他人之身體、財產或其他任何損失。 

（五）活動最新消息將公告於「中華電信基金會」網站(www.chtf.org.tw)；學生於報名本活動時，即

已同意本活動辦法之規定，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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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等天災與嚴重疫情等），本會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 

三、 參與資格 

錄取學生若無法遵守本活動相關規定，可選擇退出本計畫；若因無法遵守本活動相關規定或

無法配合本會相關要求，經本會提醒後仍不改善，本會有權隨時取消該組參與活動資格，不再支

付任何費用，所有權利義務隨即終止。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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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tf.org.tw/
http://youth.chtf.org.tw/
http://www.chtf.org.tw/project/344


     第十三屆 「蹲點‧台灣」活動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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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
北 

硫磺谷社區 7-8 月 

臺北市北

投區中央

北路二段

17 號四樓 

北投區硫磺谷社區(豐年里轄內)，社區先人昔日沿淡北古道經金包里進

入北投，為老舊的社區。日據時代，日人松本龜太郎將貴子坑白瓷土，

運到鐵路沿線的磚仔窯（現今的豐年里）燒製，再由滬尾港運往京都。

社區過去陶藝鼎盛，也是在地人的主要生活收入，窯業沒落後，社區將

之改建成傳統公寓。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設計活動與長輩互動。 

2. 社區因新北投一帶舊時發展溫泉事業，有許多長輩

熟諳日文。可設計日文或日本文化相關活動，也可

參與社區文史田調與導覽。 

3. 社區有大片綠地，可與社區居民一同農作。 

2 
台
北 

財團法人台

灣肯納自閉

症基金會 

7-8 月 

台北市北

投區行義

路 129 號  

1943 年美國的肯納醫師發現了自閉症這個族群，因此「自閉症」又名

「肯納症」。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積極推廣以「肯納兒」代

替「自閉兒」的說法，一方面提供正確的資訊、服務需要的家庭，替肯

納兒爭取應有的權利，同時也希望讓社會大眾認識、接納肯納兒，替他

們營造更友善的生活空間。肯納基金會平日透過肢體律動、手工皂製

作、烘焙食品包裝等多種訓練，一方面展現學員才藝，一方面訓練情緒

與自我管理，也建立肯納兒獨立生活的能力。2010 年中華電信基金會

則協助成立「數位好厝邊」，搭配具備社工專業的電腦師資，期能培養

學員數位能力，也增加社會競爭力。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拍攝院生課程與活動，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肯納

兒的故事。 

2. 可從旁協助暑期課程與活動。也可依學生專長與才

藝，與老師共同討論與設計適合院生的課程。 

3 
台

北 

台灣樸門永

續發展協會 
7-8 月 

台北市北

投區紗帽

路 40-20

號 

樸門永續發展協會（野蔓園）位於陽明山半嶺，是在都市近郊實踐樸門

永續生活設計的教育型農場，在一甲多的山坡地上，試著自給自足地生

活，種植了各式各樣可食用的野菜、果樹和穀物，並嘗試集結古老文化

和眾人的智慧與才能，自製柴米油鹽醬醋茶。「樸門」（Permaculture）

是一種生態設計方法，也是一套面對生活的哲學跟態度，其中最重要的

三個概念「照顧地球、照顧人類、公平分享」也是野蔓園的核心理念。

基於對「友善土地」理念的支持，中華電信基金會與野蔓園合作，期望

能透過換工、學習課程等機會，邀請大家一起來思考和體驗與大自然共

存的自主生活。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以記錄與體驗樸門的生活，如平日主食、劈柴、用

自然建築蓋房子、收割水稻、照顧植栽、烤麵包、做

豆腐等。 

2. 2020 年開始養雞、羊，歡迎獸醫系同學，對照顧動

物有興趣與耐心。 

3. 須能適應野外生活，能與泥沙、昆蟲等小生物為伍。 

https://reurl.cc/1Gn2W
http://www.kanner.org.tw/
http://www.kanner.org.tw/
http://www.kanner.org.tw/
https://yamanagardensite.wordpress.com/%e9%97%9c%e6%96%bc%e6%88%91%e5%80%91/
https://yamanagardensite.wordpress.com/%e9%97%9c%e6%96%bc%e6%88%91%e5%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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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縣

市 
數位好厝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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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點期間 
地址 簡介 備註 

4 
基
隆
市 

碇內社區 7-8 月 

基隆市暖

暖區暖碇

路 15 巷

136 號 

早期碇內居民多從事農耕或礦業，1960 年代開始，海軍在碇內地區興

建影劇新城、影劇六村、海光一村等眷舍，基隆港務局也陸續興建 2 處

員工宿舍形成軍公教區。碇內里位於碇內地區核心，是碇內地區最老的

里，社區發展協會成立至今已近 30 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透過辦理共

餐、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健康促進活動及各項宣導活動，讓長輩得到

適當的照顧、增進社會參與、身心健康與生活安全，同時減輕家庭照顧

負擔，更藉此活絡社區，凝聚社區意識，散播服務與關懷。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設計活動與長輩互動、陪伴家訪。假日則可帶領親

子類型活動。 

2. 協助食物銀行、愛分享冰箱等專案，協助整理與包裝

物資、取物時協助維持動線。 

3. 協助關懷據點供餐之廚房工作。 

4. 需個性活潑，樂於與長輩互動。 

5 
基
隆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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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鄰居間的互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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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培、桌遊等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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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苗
栗 野桐工坊 7-8 月 

苗栗縣泰

安鄉象鼻

村 1 鄰 38

號 

尤瑪‧達陸老師為了尋根回到部落種植苧麻，學習編織技藝，帶著部落

媽媽們重現泰雅族古老的美麗編織。中華電信基金會捐贈電腦，讓工坊

可以運用數位軟硬體模擬編織圖案，也得以透過數位技術累積、分享與

傳遞，有助於推動泰雅編織知識的構建與文化翻譯，讓野桐工坊逐漸實

現「泰雅染織文化園區」的目標。如今尤瑪老師擔任國家保存者，年輕

人從全台各地來到工坊學習，從傳統纖維到織成服裝、從傳統織布到創

新應用，並透過展覽與大眾接觸。此外，今年也將協助電影《台灣三部

曲》之傳統服裝、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除編織外，今年工坊以「生態循環」為主題，致力達成零廢棄物，例如

苧麻葉片作為養殖飼料、苧麻桿作為 3D 列印原料、苧麻纖維製成紗線

等；而產出物除銷售之外，也回饋地方、贈與各級學校與社區。 

需自備機車 

可拍攝與服務主題： 

1.記錄工坊的工作，讓更多人認識工坊理念與成果。 

2.可協助展覽前期準備工作，包括翻譯、DM 與文宣設

計、準備過程之記錄等工作。 

https://www.facebook.com/a2459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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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HANG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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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

中 

財團法人水

源地文教基

金會 

 

「太平藍染

工坊」 

7/10-

8/15 

台中市北區

育才街 3 巷

3 號 3 樓之 4 

 

「太平藍染

工坊」 台中

市太平區東

汴里長龍路

4 段 20 號 

「土地是我們的母親，水源使土地的生命成長、茁壯。」本著對鄉土人

文的關懷，基金會以社區營造理念出發，長期於台中太平頭汴社區、松

鶴部落、及台中北區水源地社區，進行各項社會福利、弱勢族群關懷、

以及文教宣導等規劃性工作；另外階段性承辦了青輔會中部青年志工

中心、原民會台中和平鄉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九二一地震後，

基金會帶領青年志工參與台中市太平區頭汴坑救災，看見客家人勤儉

持家，提煉植物汁液染製衣服，後續便以藍染發展社區產業，攜手社區

共創「太平藍」品牌，更結合生活、生態、生產「三生」理念推動環境

保育。同樣注重在地深耕的中華電信基金會於 2016 年加入，期望能結

合中華電信的專長，和水源地文教基金會共同關心與回饋這片土地。 

自備機車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協助「太平藍染工坊」，用影音記錄製作過程，協助網

路行銷素材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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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月可協助黑泥季前置與執行。 

2. 協助協會活動，例如產業擺攤或遊程(串聯濁水溪沿

岸鄉鎮)。 

3. 協助街道(溪州街)田調進行文字影像紀錄，包含街區

老店、溪州糖廠(目前僅剩鐵道與老樹)。 

4. 8 月可協助中元普渡活動。 

http://meworks.co/meworksv2a/meworks/page.aspx?no=218352
http://meworks.co/meworksv2a/meworks/page.aspx?no=218352
http://meworks.co/meworksv2a/meworks/page.aspx?no=218352
https://www.facebook.com/Taipingblue/
https://www.facebook.com/Taipingblue/
http://www.water-farmer.com.tw/index.php
http://www.water-farmer.com.tw/index.php
http://www.water-farmer.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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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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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 

投 

財團法人良

顯堂社會福

利基金會  

 

陳綢兒少  

家園 

7-8 月 

南投縣埔

里鎮東潤

路 38-8 號 

人稱「埔里阿嬤」的陳綢女士是當地家喻戶曉的大慈善家，憑著一顆女

性溫暖而堅毅的心籌建玉清宮良顯堂，投入公益事業，籌建玉清宮良顯

堂，也召集埔里的阿嬤及家庭主婦，製作素粿義賣籌募公益基金。為能

長久協助貧困者，同時使捐款更透明化，陳綢阿嬤成立了「財團法人玉

清宮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延續阿嬤的愛心，除了幫助清寒助學等

慈善志業，同時也替問題或邊緣少年提供諮商服務，希望讓這些暫時迷

失方向的孩子都能重新獲得溫暖、找到回家的路。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主要於陳綢兒少家園蹲點(主要服務對象為男性，並以

青少年居多)： 

1. 可陪伴與記錄家園內少年生活。如學生有其他專長

才藝，可再討論與設計課程或活動。 

2. 暑假在園內有烘焙、木工、籃球/羽球/健身等運動活

動與課程，少年也需完成學校的暑假作業。 

3. 新開立的「靠山咖哩」，由社工經營，也有家園的少

年參與。可記錄咖哩店的工作。 

10 
雲
林 

華山華南 

社區 
7-8 月 

雲林縣古

坑鄉華南

村 28 號 

華南社區結合華南國小一起推廣生態、閱讀、咖啡學習，學校將社區特

色融入教學課程，讓孩子在課堂上更認識自己的故鄉，也將所學轉化為

行動力；社區居民與學校師生全體動員，共同用實際行動改變社區。社

區營造與地方創生推行 10 多年來，吸引不少年輕人返鄉，甚至有北部

人來此定居，更獲得最新一屆的雲林縣社區 PK 賽社區創生組金牌。 

需會騎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社區活動、事務，暑假如有參訪團，可協助接團

(事前準備、備餐、場地維護布置、招待、攝影…等)。 

2. 可協助社區公共空間改造。 

11 
雲
林 

口湖鄉老人

福利協進會  
7-8 月 

雲林縣口

湖鄉下崙

村福安路

91 號 

雲林縣內老人人口比例甚高，有感於獨居老人平日的生活無人照顧，口

湖鄉老人協進會多年來持續送餐服務，也幫獨居老人進行居家環境的

清掃，並設立關懷據點讓長輩生活多姿多彩；同時，也關心學童的課後

照顧。另一方面，在「數位好厝邊」電腦教室還有社區媽媽電腦課，在

志工耐心的指導與趣味的教學下，她們學會自己設計海報、使用 MSN、

文書處理，透過電腦應用拉近與社會的距離。近年有許多青年返鄉發

展，包含漁業、畜牧、穀物農產等，協會也於口湖數位機會中心開辦數

位 3C、攤位布置與 DM 設計等課程，協助青年具備推廣自家農特產品

的行銷能力。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運用數位、美編能力，協助青農學習用手機拍攝

與剪輯影片、或利用手機拍照修圖等，製作網路行

銷用素材。 

2. 可協助關懷據點的活動，可發揮專長與才藝設計長

輩可參與的課程。 

3. 需個性活潑，能與長輩活潑互動。 

https://lst.org.tw/
https://lst.org.tw/
https://lst.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LSTCCBH/
https://www.facebook.com/LSTCCBH/
https://www.facebook.com/kho.suann
https://www.facebook.com/Huanan2017/
https://www.facebook.com/Huanan2017/
https://www.facebook.com/YLKHSL/
https://www.facebook.com/YLKHSL/
https://www.facebook.com/kouhu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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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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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宣傳短片，協助工坊臉書行銷。 

2. 可交流利用臉書等社群媒體進行網路行銷的方

法。 

13 
嘉
義 

古民社區 
8 月初- 

8 月中 

嘉義縣新

港鄉古民

村 71 之 3

號 

古民社區目前是嘉義縣市最年輕的社區發展協會，團隊成員幹部也以

年輕人為主，以飲水思源的心，一同營造古民村，更以熱情活力帶動村

莊，讓社區團結一致。 

古民村位於新港奉天宮開台媽祖廟後方約 500 公尺，又稱為開台媽祖

的後花園，村民多務農，以種植空心菜為多，每日產量占全台三至四

成。社區發展協會結合產官學等輔導團隊，將空心菜加工製成空心菜

麵、空心菜玫瑰饅頭等，去年更結合屏東龍膽石斑推出水餃取名為「魚

龍入青雲」元寶；如此可讓社區農特產品朝高經濟價值發展，也培訓社

區長者從被照顧者轉變為社區產業加工生產者與推廣者，結合社區照

顧與產業發展，活化古民社區生活與經濟。 

需自備機車，會台語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協助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學習手機拍片、剪接與上

傳。 

2. 社區農特產品也參與嘉義縣與其他地方的市集，可

參與並從旁記錄 

3. 8 月有期中成果展，包含大型發表會、長輩表演。 

4. 社區內的協和堂武館有百年歷史，古民國小則是自

民國 78 年開始發展「古民國小宋江陣」。 

14 
嘉
義 

灣北社區 7-8 月 

嘉義縣六

腳鄉灣北

村 灣 內

191 號 

六腳鄉因被北港溪、朴子溪環繞，居民世代務農為主，主要農作物包括

稻米、玉米、花生等。灣北社區鄰近嘉義高鐵站、蒜頭糖廠與故宮南院，

社區內有全台知名的苦楝花綠色隧道，還有美麗的黃花風鈴木隧道。 

由於青壯年多至鄰近縣市工作，留下長輩與幼兒，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

點透過共餐、健康促進活動，關懷並活絡長輩生活。 

需自備機車，會台語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可發揮專長與才藝，設計並帶領長輩活動。 

2. 可設計兒童活動，讓鄰近國小學童參與。 

https://www.facebook.com/BuWuZuoFang/
https://www.facebook.com/BuWuZuoFan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50515808732143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6230
https://www.facebook.com/promotion.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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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嘉

義 
山美部落 

7 月中- 

8 月中 

嘉義縣阿

里山鄉山

美村 72-

25 號 

阿里山山美社區最知名的就是「達娜伊谷自然生態保育公園」，不但

是觀光重鎮，也是復育台灣國寶魚「鯝魚」的典範。然而莫拉克颱風

不但讓部落居民失去家園，也重創居民賴以為生的觀光產業。部落媽

媽此時聚集部落的能量，讓「saviki 部落教室」成為孩子們的學習中

心、部落文化傳承中心，也是部落特色產業的推廣中心，在此輔導孩

童課業，也傳承母語文化。在中華電信基金會的協助下，媽媽們透過

網路推廣有機蔬菜、手編藝品等部落特色產業，也利用許多圖書培養

學童的閱讀興趣與習慣，一同陪伴部落的孩子成長茁壯。 

可拍攝與服務主題： 

於部落教室蹲點服務，以陪伴、輔導暑假作業為主，

可再帶領閱讀活動。學員以國小學童為主。 

16 
嘉

義 

瑪納有機文

化生活促進

會 

7-8 月 

嘉義縣阿

里山鄉樂

野村一鄰

22 號  坪

林南投阿

里山 

「瑪納」在鄒語是「拿去吃」的意思，有分享的含意。鄒族的「瑪納」，

象徵原住民與大自然和生態分享，人與人之間也帶著愛與分享相處。瑪

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於 2005 年成立，以提升原住民經濟與生活為目

標，協助原住民文化保存、生態環境保育，進行有機農作輔導、生態教

育訓練、休閒觀光轉型及微型貸款等項目。 甫於 2016 年成立的「一

起鄒社企」，是阿里山第一家社會企業，也是一個複合式商店，販售阿

里山上鄒族農友的農產品與咖啡，也發展部落生態旅遊、文化導覽與農

事體驗，並結合在地音樂家表演，期盼能帶動部落經濟，鼓勵青年返

鄉，促進部落永續發展。 

需能忍受戶外環境、注意高山症，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駐點阿里山上的「一起鄒咖啡」，協助其經營與網路

行銷。 

2. 7 月中旬預計舉辦職涯探索營，目標讓國中小學生認

識鄒族部落文化，了解留在家鄉工作的發展潛力。

可協助營隊課程規劃、營隊活動紀錄、營隊支援等。 

 

17 
台

南 

黃絲帶愛網

關懷協會 
7 月 

台南市北

區長榮路

5段246巷

10 號 

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主要以服務台南弱勢家庭學童為主，雖位處台南

市區，看似屬於都會區但實則有很多待協助的弱勢家庭，因而協會除了

開辦兒童課輔班之外，也提供孩子不同面向的學習內容，以全腦學習、

藝術人文、肢體動能和戶外冒險等四大領域課程，多元開發孩子專長。

另外以職業探索各式才藝班「培育」青少年的專業技能。近年舉辦腳踏

車環島活動，培養孩子從過程中看見自己的潛能、培養面對挫折與克服

挑戰的能力，並找到自信心。 

需會烹飪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駐點內門教室(高雄與台南交界處)，學童來自鄰近內

門國小、觀亭國小，因是宋江陣的發源地，學校也有

宋江陣課程。可協助學童之暑期課輔，另可發揮專長

設計課程與活動，給孩子們多元體驗。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avikiclass/
https://www.manna.org.tw/
https://www.manna.org.tw/
https://www.manna.org.tw/
https://www.mannatsoucafe.com/blank-13
https://www.mannatsoucafe.com/blank-13
https://www.facebook.com/mannatsoucafealishan/
http://www.yellowribbon.org.tw/
http://www.yellowribb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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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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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暑期營隊的數位課程，教孩子拍攝影片並上傳

YouTube，體驗並了解網紅經營的幕後工作與產業運

作。 

19 
屏
東 

阿禮部落 7-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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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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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大頭目包基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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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部落青年陸續返鄉，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發展人文旅遊，希望

讓更多人認識家鄉的文化，體驗並感受家鄉風土的美好。其中，「阿

爸禮握手」便集結多位部落青年，返回山上重新打理百年石板家屋，

並以家鄉的小米、紅肉李、紅藜茶、勇士茶等農特產歡迎訪客到來。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山上「阿爸禮握手」家屋經營，包括導覽、房

務與接待。也可協助在地小旅行的素材拍攝與網路

行銷。須細心且能接受體力勞動工作。 

2. 協助山下「部落小書房」，陪伴學童閱讀。 

3. 8 月會有小米祭（8/15 之前），屆時將有周邊活動包

含文化課程、閱讀活動、部落周邊農特產品與農作

推廣等。 

https://reurl.cc/MyYX4
https://youtu.be/ENX3BOJh6-o
https://www.facebook.com/abaliwsu
https://www.facebook.com/abaliw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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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屏
東 

高士部落 7-8 月 

屏東縣牡

丹鄉高士

村(路) 

50 號 2 樓 

牡丹鄉高士部落屬於屏南地區，族語名稱 KusKus 為南排灣族群，傳統

服飾以紅藍白為主色，以「南排灣紅寶石」著稱。高士村在日治時期為

牡丹鄉行政教育中心，設有公學校、員警哨等，日本神社遺跡位於現今

的高士佛部落，周邊擁有許多原生種的野牡丹花。在 88 風災時部落受

災嚴重，族人多移居永久屋。近年運用豐富的文史地景推展部落小旅行

漸有成績，遊客可到歷史穀道體驗古時族人辛勤農耕的足跡、到野牡丹

神社從在地的角度認識歷史故事，也可體驗傳統的揹婚儀式、部落野

炊、靈媒祈福。部落設立的「鑫工坊」，則推出結合部落神話的金工藝

品。部落農特產也穩健發展中，去年與屏科大、農試所合作成立全國第

一個段木香菇的社區菌種中心。期待藉由部落產業的發展能創造更多

青年返鄉就業機會，也讓部落文化得以傳承。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協助記錄部落產業的推展過程與工作。包括遊程、段

木香菇菌種中心、神社小舖、鑫工坊等。 

21 
屏
東 

黎明社區 
8 月中- 

8 月底 

屏東縣內

埔鄉黎明

村黎東路

353 號 

社區鄰近三地門鄉，在太武山腳下於舊隘寮溪出口處，在清朝乾隆時期

稱之為犁頭鏢，於民國時期改名為現今的黎明社區。社區人口數約 2697

人，實際住戶卻僅近 800 人，居民大多務農為生。主要的文化特色為在

地的宗教信仰，「玄武宮」為信仰中心，所舉辦之王科慶典活動是社區

居民盛事；王科慶典在沿海地區是非常盛行的宗教活動，而本社區乃為

台灣罕見的內陸王科慶典。社區同時成立 DOC 數位機會中心，運用數

位資源為在地小農創造商機，也讓學童創造更多的學習機會與資源。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社區產業包裝與行銷，可交流社群與網路行銷

技巧。 

2. 預計 8 月底舉辦中秋聯誼餐會，包含新住民美食交

誼、展示社區產業成果，也將讓學生展現蹲點成果。 

3. 可協助學童程式課程，或帶領邏輯訓練等相關主題

課程或活動。 

22 
屏
東 

大光社區 7-8 月 

屏東縣恆

春鎮大光

路 87 號 

大光社區因海岸線長，有豐富的海岸生態，因此多年來致力推動生態

旅遊，除潛水、浮潛之外，潮間帶多樣化的生物，也深受親子遊客歡

迎。推動生態旅遊的同時，也提倡環保概念，從遊程中讓遊客體會保

護環境的重要性，媽媽們也在社區創皂基地推出環保家事皂，訴求

「攔油減塑、100%在地回收手作」，希望藉此讓民眾一起保護珍貴的

大自然資產。此外，舊時瓊麻工業興盛時，曾於沿海山坡種植大片瓊

麻林，現成為社區的特色；同時也推廣傳統樂器月琴。 

會騎機車佳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設計產品包裝、遊程海報等行銷推廣素材。 

2. 可交流關於社區產業推展的想法。 

https://kuskustraveltw.wixsite.com/kuskustouris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20710608078890
https://www.facebook.com/DaGuang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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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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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設計並帶領關懷據點的長者與學童活動。 

24 
花
蓮 羅山社區 

7 月初- 

8 月前 2

週 

花蓮縣富

里鄉羅山

村 9 鄰 

東湖 15-1

號 

羅山地區位於花蓮縣富里鄉，與六十石山遙遙相望，當地的瀑布與泥火

山的蝕谷地形，讓富里有「小天祥」的美稱。由於地勢關係，羅山村形

成一個封閉型地區，地理環境優美，空氣清新，水質潔淨充沛，境內天

然生態景觀資源保存完整，讓羅山以有機生態農村的型態展現，成為台

灣第一個有機農業村。98 年 8 月，在中華電信的建置之下，六十石山、

羅山地區陸續完成網路工程，也讓在地的有機農業發展出更寬廣的行

銷通路。 

需自備機車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羅山學堂」暑假課程與活動(學員均為國小生)，

可協助也可設計課程帶領。 

2. 羅山社區轉型為生態村，可記錄或協助相關計畫之

推行。 

25 
花
蓮 

吉拉米代  

部落 

8 月中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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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自備機車、須能適應野外叢林生活。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暑假進行古道修復之前期勘查與準備，及古道動植

物調查(主要針對阿美族民族動植物)。希望了解植

物、對植物有興趣或相關科系同學幫忙記錄、將植

物分門別類並將調查結果存檔。 

2. 協助更新部落網站。 

https://reurl.cc/5O7Mq
http://sixstar.moc.gov.tw/blog/A983001/communityAction.do?method=doCommunityView
https://www.facebook.com/luosha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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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 「蹲點‧台灣」活動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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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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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教學等為主要工作內容，逐步朝南迴全人關懷基金會的

夢想前進。2019 年協會成立「捌個零社會企業」，希望結合在地小農、

部落居民，共同推動部落友善農作、自然生態，並從飲食中保留文化故

事與傳統，也活化部落經濟，創造偏鄉與經濟產業雙贏。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主要協助「捌個零社會企業」： 

1. 協助結合豐年祭的體驗遊程。 

2. 在協助體驗遊程的過程中，透過文史體驗與觀察，記

錄下部落文化傳統，並轉化為社企產品背後的文化

故事，以協助行銷。 

3. 社企依照四季時令推廣民族作物與週邊加工品，夏

季會有很多小米相關的文化活動。希望同學能多了

解與記錄背後的文化意涵，轉化為故事行銷相關素

材，例如拍攝宣傳短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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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協助豐年祭籌備與記錄(祭典為期一週 7/10-

7/17)(2020 年蹲點紀錄，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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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協助文化成長班籌備與記錄(8/9-8/14，由部落青

年帶領學童學習部落文化)(2020 年蹲點紀錄，請點)。 

28 
馬
祖 

馬祖馬港  

社區 
7-8 月 

馬祖南竿 

馬祖村 26

號 

目前馬港社區人口約 600 人，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超過 80 人，因此社區

發展協會重視社區關懷照顧，過年時準備太平蛋與長壽麵向長輩拜年，

平時關懷據點也有許多敬老活動(例如鼓勵耆老說故事、剪花、書法、

供餐、家訪等)，並努力將馬祖在地文化融入其中。 

社區附近有許多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文化地景，例如看見戰地文化的

光武堂、存有媽祖衣冠塚的馬港天后宮、可看到全世界最高的馬祖巨神

像的祈福坑道等。 

可記錄與服務主題： 

1. 協助社區關懷據點活動，也可設計與帶領長輩活動。 

2. 透過文史田調、影像紀錄，幫社區留下文化故事。 

3. 需個性熱情開朗，能與長輩活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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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2020%E8%B9%B2%E9%BB%9E%E5%8F%B0%E7%81%A3-%E5%8D%A1%E5%A4%A7%E5%9C%B0%E5%B8%83%E9%83%A8%E8%90%BD-109993567449646
https://youtu.be/aH0nPH0eS0w
https://reurl.cc/o97G4l
https://reurl.cc/o97G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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