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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數位機會中心進行成人遠距教學之困境研究 

張天雄 

摘要 

本研究企圖透過深度訪談法了解高雄、屏東兩偏鄉機會中心現況，了解其運用電腦及網

路科技進行偏鄉成人遠距學習的困境。研究結果顯示，偏鄉地區成人數位資訊背景歧異性過大，

造成教學上困難、再加上學習誘因不足，使得許多成人不願接觸電腦，阻礙了遠距教學可能性。

研究建議先建構鄉村社區大專教師進駐、培養成人教育設計師、以及建立社區在地願景以帶動學

習動機等方式，才有落實偏鄉成人遠距教學的可能。 

 

關鍵字：城鄉數位差距、鄉村社區中的大學、遠距教學、數位學習中心 

 

The Straits of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Developing Distance Learning 

system  

Chang Tien Hsiung 

Abstract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DOC) was establish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aiwan digital divide and 

provided the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learning for remote districts learners. This thesis uses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straits of DOC developing the distance learning system. The 

result of this thesis shows some questions about remote districts learners: Because of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t`s difficult to teach the learners in the remote districts one by one, and senior learners  

there are afraid to use the computers and technology equipments, so that it`s difficult to promote 

distance learning . The research suggests DOC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remote districts universities to 

train local teachers, and develop the adult education designer to enhance their basic computer ability. 

After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distance learning might be built step by step. 

Key Words: Digital divide、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Distance Learning、Remote district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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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王行一（2008）指出，數位落差存在會讓經濟發展、國家競爭力提升、人民生活的進步受到

拖延，產生資訊取得不容易、教育機會少、工作機會少、及收入偏低等問題。為因應這個問題，

我國政府在偏鄉設立「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企圖來減少城鄉數位學習的差

距。這個中心被定位成是以「應用」與「機會」的實現為主要訴求，是一個有電腦設備，可以連

上網際網路，並提供當地居民資訊能力訓練機會的場所。 

在這個場域中其實充滿了偏鄉成人學習的契機，尤其電腦能夠帶來無遠弗屆的遠距學習，但

事實上，偏鄉地區所面對的結構性問題並不只於電腦科技器材的添購，以及網路科技的發達與

否，而是長久以來缺乏師資及成人教育專業工作者的介入等主要問題，以致於造成現今許多機會

中心仍無法讓成人主動學習電腦等新科技，進而透過這些新穎工具進行遠距學習（廖雅琴，2008）。 

本研究基於這個衝突點，透過深入訪談高雄及屏東某部落兩個數位機會中心的提案負責人與

參與者，企圖彙整資料並對提出對數位機會中心經營上的建言，以期讓該中心扮演一個偏鄉數位

終身教育角色的重要基地。 

一、研究動機 

  偏鄉一直在教育資源上存在著與都市的落差。而在地理環境和經濟狀況上都處於弱勢的偏

鄉成人，想要獲得成人教育機會要比學齡學童還要困難。但這樣的情況在電腦及網路出現後似乎

有了改善的機會，不少偏鄉國民學校開始使用電子書包、線上家教等雲端概念來進行遠距學習（林

偉銘，2009）。在此同時，政府也成立了「數位機會中心」提供成人關於電腦及數位新知學習機

會。電腦硬體問題解決了，但依舊沒能吸引偏鄉成人透過網路進行遠距學習（翁玉珍，2009）之

原因何在，即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政府長期以來想要照顧偏鄉民眾、以及縮小城鄉差距，在數位科技與網路的發展後，似乎看

見一道曙光，於是企圖以「數位機會中心」帶動偏鄉學習能量。這個機構被賦予成人教育及提升

偏鄉經濟的重任；只是立意良好的想法是否能夠落實？本研究針對透過「偏鄉數位機會中心」進

行電腦學習的學員進行訪談，藉以了解網路及電腦科技是否能夠引發偏鄉民眾自主性的進行遠距

學習，達到運用網路拉近城鄉數位差距及學習能量之目的。本研究目的企圖回答下列四個問題： 

（一）偏鄉成人學習者與數位機會中心的互動情況 

（二）偏鄉數位機會中心所遭遇到的成人學習問題 

（三）成人遠距教育在偏鄉數位中心實行的現況 

（四）成人遠距教育在偏鄉數位中心實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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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重要性 

電腦及網路的出現，對於知識傳遞模式已經做出劃時代的變革，理當成為打破「城鄉差距」

的最好工具。但事實上，在都會中，擁有 3C 高科技產品往往是一種時尚和工作必需品，加上硬

體的建構較為完備，使得都市民眾具有比偏鄉經濟弱勢民眾更多的網路使用親近權，造成「數位

落差」讓政府長期以來不斷透過各種方式企圖解決（郭鎮武，2005）。 

只是在政府以新穎硬體設備打造「偏鄉數位機會中心」並且賦予她偏鄉數位教育重責的同

時，卻仍難以提升成人透過電腦進行各式遠距學習之效應，達到該機構設定的改善偏鄉就業機會

及提升在地經濟的目標（高浩恩，2008），這個問題的探索就成為就非常重要的議題，故本研究

企圖以高雄、屏東，兩所「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為樣本，深入訪談學員及負責人，了解此一問題

核心所在之處，以期未來能以正確方向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四、名詞釋譯 

（一）、數位機會中心：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於 2004 年度提出「縮減數位落差四年

計畫」，並在 2008 年被行政院列為國家重大政策，納入「智慧台灣計畫」之下。計畫分為寬頻匯

流網路、文化創意產業、優質網路政府、貼心生活應用、貼心生活產業、公平數位機會、人才培

育等分項計畫，期待能夠建立臺灣 168 個偏鄉的數位機會中心、縮減城鄉間之數位落差，創造數

位機會。 

數位機會中心肩負提昇經濟力、強化當地產業行銷能力、強化當地觀光行銷能力的任務，並

以結合在地特色為目標為發展概念，達成讓偏遠地區民眾上網比每年提升 2%、每年接受數位機

會中心各種課程的民眾人數累計達 25,000 人數等目標。 

貳、 文獻探討 

一、 遠距教學與自我導向學習概念在成人學習領域的應用 

遠距教學曾被稱為「隔空教學」，是從郵寄函授開始，它的發展與通訊科技具有非常大的關

聯。隨後無線廣播、電視的發明，結合視覺、聽覺的學習方式成為遠距教學中的重要一環。遠距

教學由於使用的傳播媒體不同，也在發展過程中出現如函授教學、廣播教學、電視教學、空中教

學等不同名稱，現今則是網路教學的時代。 

Garrison(1987)認為遠距教學是運用科技媒體的中介，超脫正規機構限制，讓學習者擁有教師

引導，以及擴展教師教學範疇的方法。面對網路教學時代的概念，林奇賢（1997）將之分為同步

式(synchronous)與非同步式(asynchronous)，兩大類方向。同步式教學是指所有學生與老師都必須

同時參與及時互動，提供虛擬面授的感受；非同步式教學讓學生可以更加彈性選擇上課時間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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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課程隨選教學系統就屬於這個範疇。 

由與遠距教學較缺乏教師的督促和互動，故談到遠距教學，就離不開「自我導向學習」概念，

成人的學習多半是在自我督促下完成。在這個領域中的觀點依照研究模式不同，有幾種不同方

向。Knowles(1975)將自我導向學習視為學習歷程或方法；Guglielmino(1977)、Kratz(1980)則採用能

力論的定義；Spear & Mocker(1984)、Bonham(1989)則使用學習型態的看法，本研究採用的是 Knowles

的概念。 

「學習歷程論」將自我導向學習視為一種學習的直線性歷程，他認為：自我導向學習正指個

人在有或沒有他人的幫助下，由自己所引發，診斷自己的學習需求，形成學習目標，尋求人力與

物力資源，選擇與完成適當的學習策略並且評估其學習結果的過程」。Tough（1979）在他的「自

我計畫學習」（self-planned learning）研究中，對自我導向的學習歷程定義了十三個計畫和決定，

包括：決定應學習的知識和技巧、決定活動和資源、決定何處學習、設定目標、決定何時學習、

以及決定自己的學習速度等。綜合上述學者以「學習歷程」的觀點來看自我導向學習，就是指學

習者「知道」自己學習需求，並能夠決定學習計畫、進而選擇最好的學習步驟，最後付諸行動，

有效率的完成學習目標設定的歷程。 

由於早期偏鄉地區教育資源取得較為不易，使得城鄉成人學習環境有極大差距，現在透過網

路媒介，已經打破地域及距離的局限，讓訊息平等的傳遞到網路能到達的每一個角落。對成人教

育而言，遠距教學在網路時代已經將學習工具推進到方便的極限，包括透過手機、平板及手提電

腦，PDA 等簡單又能隨身攜帶的工具所創造的「移動學習」概念，讓學習唾手可得。打破距離

的環境建構之後，網路及電腦理當成為偏鄉成人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但事實上，網路出現所

帶動的新穎科技器材卻創造了另一種科技門檻，邱長清（2011）針對金門成年女性使用「偏鄉數

位機會中心」狀況就發現，使用者必需跨越一定的經濟收入、以及學習門檻之後才能享受到網路

的便利，這也成為偏鄉數位機會中心成為成人遠距學習中心必須解決的問題。 

二、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目前在成人教育領域的困境及挑戰 

對於位處偏鄉的數位機會中心而言，由於定位較為模糊，並非為成人而設計，而是同時包含

了學齡兒童的數位教學任務，所以無法照顧到成人的歧異性。再加上偏鄉地區民眾所得偏低，連

平日能否三餐溫飽都無法確定，更遑論撥出時間從事學習。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自我導向學習很

難自然存在於成人個體或團體之中。面對電腦，張志全（2002）認為，一個人對於資訊科技的恐

懼或是操作信心的程度，也會影響使用資訊科技的意願。許順清（2009）則透過台南縣偏鄉地區

在設立的數位機會中心研究是否真有達到縮短數位落差之功效，但結果是受到使用者經濟問題阻

礙，反而造成城市與鄉村更大的數位落差。一臺要價上萬元的電腦和週邊器材，具有使用和購買

上的門檻。另外，偏鄉地區教師不足問題存在已久，面對校務不同挑戰，老師們已經過度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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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機會中心的經營無法依靠在地力量扶持，也是目前設立與偏鄉的教育機構一個亟待解決的問

題點。面對個題歧異性大的偏鄉成人教學，除了硬體的器材之外，還需要個別針對不同地區成人

問題提出課程設計，才能滿足個別需求，真正提升成人參與中心教育的學習動力。 

「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為了解決經營上缺乏專業人才管理的問題，目前有委託鄰近大學以提

案方式由政府撥款營運。雖然看起來委託大學是一個可行的方式，但實際上，除了為結案所創造

出的量化數據之外，很難了解經營單位是否真有心於一個教育的責任與目的。另外，缺乏一個明

確目標及策略也是該中心需要面對的問題。在內容設計上，即便偏鄉沒有都會地區的人口數量，

也不應該把「偏鄉教育」看做是一個「整體」，梅健嫆（2009）認為，偏鄉數位機會中心應該加

強在成人及高齡者教育上的用心，才能達到推廣終身教育概念，用同一種概念及教學方法，無法

滿足不同年齡層的成人學習。在設置概念上，該中心充滿了理想及願景的聯結，但事實上缺乏教

育人力資源的結果讓包括文化、教育，社會等等林林總總的任務都大打折扣。在這樣一個結構性

的問題之下，數位機會中心更無力於照顧需要數位知識，以及各別差異較大的成人族群。 

參、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與「深入訪談法」為研究方法。葉至誠（2000：102）認為，文

獻分析法是尋求歷史資料紀錄並透過客觀分析、了解，進而重新審視過去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可

作為解釋社會現況、甚至預測將來發展的參考依據。研究者自 2009 年 8 月開始對偏鄉數位機會

中心與成人教學問題進行研究，其間並不斷檢視國內外零次（primary documents）及一次文獻，

藉此建構對本研究的先前理解。 

因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研究偏鄉數位機會中心進行成人遠距教學的困境，在文獻分析之

後，採取質性研究的「深入訪談」法。研究並透過與訪談對象二次確認訪談內容、以及比對報社

公開資訊，將彙整的資料以「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確立信效度，以增加其可靠性。 

（二）研究對象選擇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要了解偏鄉數位機會中心進行成人遠距教學所面對的挑戰與困境，因此

在樣本選取上採「立意取樣」為原則。所謂立意取樣，是研究者根據專業知識和既有經驗判斷，

選擇最能符合研究目標對象的樣本（王文科，2000：1-23）。 

訪談對象方面，本研究共計有十位訪談對象，包括臺灣南部原高雄縣（現已改為高雄市）、

及屏東某部落數位機會中心兩位管理人及參與課程的成人學員八人，茲將本研究對象資料表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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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地點 身份 年齡 教育程度 性別 學習電腦年資 編碼 

高雄市 管理者 45 碩士 男 約十七年 A1 

高雄市 學員 43 高職 女 初學 A2-1 

高雄市 學員 38 高職 女 初學 A2-2 

高雄市 學員 40 國中 女 初學 A2-3 

高雄市 學員 42 國中 男 初學 A2-4 

屏東縣 
管理者 40 碩士 女 約十年 B1 

屏東縣 
學員 55 國小 男 初學 B2-1 

屏東縣 
學員 58 國小 男 初學 B2-2 

屏東縣 
學員 61 國小 男 初學 B2-3 

屏東縣 
學員 52 國中 女 初學 B2-4 

肆、結果與討論 

  由本研究文獻探討中可以得知，「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目前在成人教育上遇見了比教育都市

成人更加困難的問題。在都會區，因為網路硬體建設及學習資源的豐富，成人易於獲得友善的數

位學習環境；但在偏鄉地區，政府依據在都會對於偏鄉的想像所建立的硬體設施和願景卻都有待

修正，諸如「偏鄉數位機會中心」設置地點方便性、駐點人員不足，以及自主營運與永續經營的

問題（高浩恩，2008）都還是目前難以解決的困境。因此，這些暫時無法突破的事項如何影響偏

鄉成人教育的進行，以及原本被視為解決偏鄉教學資源不足問題救星的遠距學習又如何在這樣的

環境中進行，即為本研究訪談與探討之重心。以下就本論文四項問題就教於受訪者，並彙整訪談

內容如下： 

有關於偏鄉成人學習者與數位機會中心的互動為何，幾位受訪者回答如下： 

  在成效上來講是很不錯的，我們學員反應都不錯，還有人把客家染布推銷給客委會，連政府

都覺得我們做得不錯。（A1） 

  我們都很努力在教，只是部落裡的老人家比較沒有興趣來碰電腦。（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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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來學學一些基本的電腦使用，看看有沒有新的機會。（A2-2） 

  我來學電腦、學行銷，想把自己的農作物行銷出去。（A2-1） 

  我都不知道來學電腦幹什麼，我好像不是很需要這個。（B2-1） 

  我們年紀都大了，學不學電腦好像都沒關係吧，這個給年輕人去玩吧。（B2-4） 

Knowles（1978）認為，成人需要知道他們為什麼學習。就本研究受訪者來說，管理者都很

認真的傳遞數位知識，但學習者對於來到數位機會中心的目的卻沒有方向。Knowles, Holton, & 

Swanson（1986）認為，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取向是以生活中心、任務中心或者以解決問題為中心

的取向，在受訪對象中已經超過五十歲以上的成人認為生活裡有沒有電腦或數位資訊都沒什麼差

別，顯見數位機會中心在當地並沒有與成人需求結合的現況。 

而存在於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的成人學習問題為何，受訪者有如下的說法： 

我覺得在偏鄉，最大問題是成人學習者的家庭是否支持，學員裡有新移民，家人怕她學壞，

不肯讓她來學習，就算是請她們的先生一起來學習，最後是變成大家聚在課堂外喝酒。另外，師

資來源也確實是一個問題，對老師而言往來不划算。（A1） 

在部落，成人運用機會中心學習最大的問題是不知為何而學，這裡的學員年紀普遍都較年

長，對電腦很生疏，我們需要師資個別去教，但卻沒有老師可教，我是有熱忱，但總不能只靠我

一個人。（B1） 

起先覺得電腦應該可以幫我找到新工作機會，但有很多門檻讓我們困擾。比方說打字，我們

雖然有數位版可用，但使用起來還是很吃力，只能用一些簡單的功能。（A2-3） 

我是想學，但有時覺得自己程度不好，怕拖累別人，所以都不敢問，我在想是不是自己不適

合學電腦。（A2-1） 

我其實怕把電腦碰壞，都不太敢自己操作，所以有時候老師一走，我就呆在那裡，等她一圈

走回來，我還是一樣的畫面都沒有動過。（B2-2） 

在受訪對象中，學習者對於電腦存在著對硬體和軟體的不同恐懼，同時間也產生學習數位資

訊的懷疑。對此，黃富順（1997）認為，成人學習者的記憶和反應較慢，面對學習會出現焦慮及

懷疑自己的情況。黃玲美（2010）指出，成人學習者自尊心強，需要被尊重；陳藝方（2004）也

認為，成人個別差異性大，學習上需要被尊重程度上的不同。但在研究對象中，受訪者普遍對於

電腦知識學習都出現了問題，礙於偏鄉地區師資有限，無法個別照顧，使得他們停頓於困擾之中。  

另外，對於偏鄉學習者而言，家庭經濟狀況和家人的支持也是重要影響因素，魏惠娟（2001）認

為，成人學習需要營造一個有助於學習的氣氛和組織，要能參與決策、自由表達，才能激起學習

動機。但受訪對象中有新移民家庭，雖然學習者很努力想要獲得新知，礙於偏鄉在地民眾始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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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數位知識有疑慮，造成程度不一的新移民成人學習者外在和內在監控，使得學習者無法在愉

悅的環境和氣氛下學習。 

對於成人遠距教學在偏鄉數位中心進行的現況為何，受訪者有如下描述： 

廣義的說，我們讓學員學會看網路新聞、收發 E-mail 這些都算是有遠距學習的概念了。（A1） 

很難吧，我覺得。目前為止，老人家對於學習電腦就有些興趣缺缺，更別提透過電腦用網路

學習了。（B1） 

我們有一些網路行銷的課程，我有透過賣自己的產品認識一些外地朋友，也有透過網路看新

聞。（A2-2） 

我有用網路看雅虎新聞、發 E-Mail，我能學到的就是這樣了。（A2-4） 

我在這裡就是學用這個滑鼠還有開開、關關電腦，我都不知道電腦要學什麼。感覺用不用電

腦都沒有什麼差別。（B2-1） 

我有看網路裡面的東西啊，但是看的東西和電視的是一樣的，這樣我看電視就好了。（B2-2） 

Roberson and Merriam（2005）曾說過，成人是自我學習者，透過自我角色學習過程，可提高

學習動機，使之主動、積極的學習，進而改善生活和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受訪對象中確實有部

份學員透過網路學習努力透過電腦將產品行銷到外地，企圖追求生活狀況的改善；但研究也顯

示，偏鄉民眾透過電腦遠距的自我導向學習動機多半局限於改善經濟和新聞訊息的獲得，而在偏

鄉數位機會中心無法突破電腦學習技術門檻及缺乏個別指導師資的內外在結構性的問題下，他們

難以再進一步得到教師幫助。Knowles（1975）曾指出，教師在成人教育的角色是協助者，協助

成人學習者解決學習困境，藉以引發成人在沒有他人幫助下，也能自我學習的能力，只是從研究

看來，面對數位能力個別差異性過大的偏鄉成人，教師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頂多只能從廣義的

遠距概念去解釋學員確實有透過網路進行學習。 

最後，關於成人遠距教學在偏鄉數位中心實行的困境為何，是否有政策和制度上可以改進的

方向，受訪者做出如下的回應： 

  我覺得有件事可以探討，有的成人學員上過課還想再上一次，因為想再練習一下，但這對我

們來說沒有算在績效裡，必需出去擺攤子不斷找新的學員上初級課，這樣要做更深入的遠距教學

是真的有困難，即便是和周遭大學有合作，但仍然缺乏長期駐點的人，外來教師當然不比本地人

對這片土地的認同。（A-1） 

  我覺得上課是很好，但是操作電腦硬體花了我們很多時間學習，學完了沒時間運用就又生疏

了。因為很想學下去，我想再聽一次同一堂課卻往往要排在新學員的後面，因為他們說要把機會

先給沒學過的人，這樣很可惜，我有好幾個朋友原本很喜歡上課，卻因為沒老師指導又放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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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機會中心更直接收掉，要我去旗山那麼遠的地方上課，是真的有困難，也只有放棄了。（A2-1） 

  學了電腦是很好，但我希望能更直接透過電腦、網路的學習改變我的生活，目前是真的很有

限，變成學完以後，我也不知道該再怎麼運用它再進一步學習的情況。（A2-2） 

  我覺得數位機會中心的立意很好，不過要我強迫部落老人家學習電腦好像不是很人道，當初

把這裡建構在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在地經濟的用意很難達成。我們甚至不知道怎麼把機會中心和

在地民眾結合起來，我覺得還需要一個動力或是誘因，才有可能讓這裡的老人家進一步做遠距的

學習。（B-1） 

  我們老人家也沒什麼要學的啦，就看看電視、聊聊天就好了，電腦不要把它玩壞了，那個很

貴，現在日子也過得去，要不是年輕人說都沒有人學沒辦法結案，我也不是很想來。（B2-3） 

  我們的年紀沒辦法再玩這個啦，反應不過來。我連滑鼠都要學很久，還要打字、寫字，我想

不需要啦，應該讓年輕人去學。（B2-1） 

   

Merriam & Caffarella（1999）認為，成人學習是一種行為和態度改變的過程。但就研究的訪

談者而言，即便想要改變過往、透過網路進行遠距學習，卻往往在無法得到足夠奧援、甚或是連

學習場所都停止經營的情況下又回到原本生活狀態。對此，陳欣蘭（2006）也提出，成人學習者

的經驗可能是學習助力，也可能是學習阻力的說法。從受訪者得知，在無力越過學習門檻及透過

電腦科技改變生活的情況下，負面經驗已經影響到偏鄉成人進一步透過電腦進行遠距學習的動

機。Knowles（1989）則認為，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動機來自內、外在誘因，尤以內在動機為強，

有了動機才能引發自我導向學習，但在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的運作之下，對電腦負面經驗的累積已

經影響到受訪者透過科技進行遠距學習的意願。綜合上述訪談可以得知，偏鄉數位機會中心要引

導成人進行遠距學習必需突破偏鄉成人學習動機不足、沒有穩定且持續的教學環境，以及有沒有

足夠教師進行個別差異化教學的問題。此部份將在結論中做一統合的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透過與「偏鄉數位機會中心」負責執行者與學員的對話可以得知，研究中所訪談的「偏鄉數

位機會中心」仍舊面對著數位科技出現前的教育困境。諸如教師缺乏、課程無法滿足學習者動機

等結構性問題。研究訪談顯示，當初政府立意良好的想法，並沒有隨著電腦硬體進入偏鄉而立即

提升當地民眾經濟及知能上的改進，反而因為原本就存在的結構性師資、和學習動機問題更加拉

大城鄉數位落差，使得真正能夠落實到偏鄉民眾的數位知變得能非常有限，以下為本研究針對訪

談所彙整的結論與建議，將就「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目前面對的困境與解決方式提出見解。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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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忽略的成人差異特質和教學 

就硬體補助上來看，在偏鄉建構一個充滿科技媒體的數位機會中心是一個正確的投資；就本

中心設置目的與願景來看，無論是「提昇經濟力」、「強化當地產業行銷能力」、「強化當地觀

光行銷能力」、「提昇社會力」、「提昇文化力」、「強化當地文化典藏能力」、「強化當地文

化傳播能力」等等似乎都與成人教育領域脫不了關係，甚至可以說，一個中心經營成功與否的關

鍵就在於是否建構了足夠的成人教育概念與人力資源，而非單純硬體規劃、資金運用是否得宜的

數字問題。 

成人教育不同於一般學齡教育，教師必需懂得如何應對各種不同年齡層的學員需求，及成人

背景、特質的差異性。但長久以來，成人教育的工作者似乎都被遺忘於教育體系之外。從文獻探

討中可以得知，拉近偏鄉數位差距的任務裡，硬體設備固然重要，引導成人學習的教學者及課程

規劃設計師更是需要在這個計劃中扮演一個推動終身教育的重要角色，唯有帶動成人的自我學習

能量，才能夠引發成人透過電腦、網路等數位媒材進行終身學習。 

（二）、以提案外包為教學主體的困境 

本研究所進行參與觀察之「偏鄉數位機會中心」課程，有不少是提案單位給大學駐點人員或

是外聘教師開課的形式。運用大學和外聘講師做為免費社區成人教育的做法是最簡單的提案方

式，但這些課程是否合乎社區需求、課程設計是否得當，以及教學方式能否足夠打造為成人專屬

的教學感受，都成為機會中心發展的關鍵。有許多參與學習的成人和高齡者甚至在不知為何要學

電腦的情況下就半推半就被拉進教室，為的是提案者必需在期限內結案的人次量化壓力，形成「帳

面上」比實際運做有效率的結果；另外，機會中心要以提案申請方式進行款項請領，並無永久經

營的強制力，一旦主事者不再提出申請，機會中心以往的努力極可能就此付諸流水。 

（三）、無人引導學習方向，茫然面對數位學習 

本研究中的機會中心以國民小學為經營主體，雖然把國小空間做了一個硬體重新活化的動

作，但教學上卻讓原本就已經缺乏各類專業教師的偏鄉國小更是雪上加霜。偏鄉小學老師在已經

過度負荷的課程量之下，還必須負擔新移民和高齡者識字教育、現在又要加上差異性頗大的成人

數位教學任務，有不少老師寧可放棄額外教學機會，選擇顧好本業。受訪的屏東部落教師則表示，

願意扛下教學，是因為對原住民同胞的熱忱和責任感，而不是僅為了賺取微薄的鐘點費。顯見偏

鄉機會中心師資並非是理性的存在，而是必需要有對鄉土認同、又必需有犧牲奉獻的決心者才能

勝任。教師為了滿足「數位」教學概念，硬是讓許多不知電腦為何物的成人學習者碰觸電腦，這

些著墨於開機、關機，和滑鼠使用的硬體教學，讓「數位」兩個字成為沒有內容的硬體學習課程，

失去透過硬體聯結內容的遠距教學意義。 

（四）、偏鄉成人沒有進教室學習數位知識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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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教師個別針對成人不同背景和特質引導成人學習動機，就無法產生偏鄉成人自我導向學

習的可能，更不會產生成人運用電腦、網路等科技設備進行遠距教學的可能。所以在偏鄉，設計

成人課程及引發學習動機的教師就成為是否能夠結合遠距教學於數位機會中心的關鍵。就受訪者

的訪談得知，有不少偏鄉成人認為電腦是「貴重物品」，因而不敢碰觸。更有許多成人已經習慣

生活在偏鄉的狀態，排斥新科技進入生活的困擾，顯見對偏鄉成人而言，「數位機會中心」似乎

是某種無法承擔的沉重。成人學習往往是務實導向，希望能夠回饋給工作及收入，但明顯的問題

是，偏鄉成人在收入上經常是入不敷出，學習電腦和數位資訊並不是第一選項，甚至影響到家庭

微薄的收入，於是產生對數位學習沒有動力的情況。 

二、建議 

本研究針對文章所討論，歸納出下列四個可行的方式，提供偏鄉「數位機會中心」未來與遠距教

學的結合及發展參考： 

（一）、引進流浪教師，照顧成人學習的個別差異性 

偏鄉建設經常產生「虎頭蛇尾」的問題，成敗都在於偏鄉的弱勢身份。由於弱勢，偏鄉

能夠得到某些特定的關注與補貼進行建設，但也因為弱勢，讓當地民眾沒有參與擬定公共議

題的概念及能力，經常產生的情況就是由上而下的公部門為了「政績」所擬定的計畫。在當

今速食文化下，無論是民選首長或民意代表都背負了要速成的壓力，在這種氛圍之下，來自

於關懷弱勢的美意往往就會變了調。偏鄉成人無從了解多了一個「數位機會中心」的目的何

在。 

對於成人教育，由於所需投資時間很長，不符合當下的「速成」需求，經常被拿來當做

政策的「口號」。要實現以「數位學習中心」帶動偏鄉成人遠距學習的方式可以大量運用中、

小學「流浪教師」，加以成人教育的訓練後進駐偏鄉，此舉不但能提供就業機會、讓老師累

積實戰能量，更能照顧到成人學習者的個別差異性，極為適合基礎電腦及數位課程的教學，

為成人遠距教學在偏鄉的基礎教學建立紮實基礎。 

（二）、結合偏鄉大學能量、帶動個別學習動機 

在討論中可以得知，目前「數位機會中心」缺的並不是「硬體設備」，而是沒有足夠的

教師及課程支援成人所需。正當此時，不少存在於鄉村社區中的大專院校教師卻因為學齡學

生數不足，被迫接受資遣離開學校。有的學校更已經出現經營赤字缺口，開始對老師欠薪、

讓教職員工活在隨時有可能「斷炊」的工作不安之中。這時只要這些大專院校擺脫掉只教「學

齡學生」的單行道思考，把教學觸角「向上伸向」，就能把原本教給大學生的知能傳播於偏

鄉。 

    大學教師因為身經百戰，多半的偏鄉學校都有經營「進修推廣部」、面對多元差異學生

的經驗，也正由於接受這群來自業界、非學齡學生的洗禮，大學教師已在實戰中具備與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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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互動應對的能力，能夠精準的和成人溝通對話，引發他們學習興趣，並提供更進階的

課程需求，帶動個別學習動機，建立自我學習需求，以滿足遠距學習的動力；因為缺乏學生

的動機，使得偏鄉大學經營數位機會中心成為一種無形的強制力，只要經費足夠，必能引導

雙方能量，成為正向循環。 

（三）、建立成人教育課程規劃師及顧問制度 

無論一個偏鄉「數位機會中心」的目標定位為何，要達成遠距教學基本要求必需具備成

人教育課程設計及規劃師。現今網際網路時代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學習機會，而是如何在「網

路海」中找到適合自己定位的知識，這個問題對於偏鄉成人而言更加重要。多半面對就業的

成人需要補充在職能量、偏鄉成人或中高齡者則需要發掘學習動機、找到立基。凡此種種都

不是硬體所能解決，必需要倚靠具有成人教育背景的規劃師為學員量身打造課程及滿足需

求，才能讓中心的設立真正發揮終身學習功能。 

政府可以透過流浪教師或在地種子教師的再訓練，再教育轉為成人教育規劃師，為有志

於教職的老師們咖闢另一個職涯新方向，此舉不但能為已經走入瓶頸的偏鄉教師找出活路，

更能為缺乏人才的偏鄉找到專業師資，是一個舉兩得的方案。 

（四）、建立社區共同願景，帶動在地產業發展 

本研究建議偏鄉數位機會中心能夠正視，聽取在地的需求，再次擬定紮根計畫，讓這個

中心能夠真正扮演帶動鄉鎮凝聚力的角色。畢竟如果連社區本身都沒有群體意識，就遑論更

進一步的營造工作。 

一個偏鄉「數位機會中心」到底能夠帶來多少能量的可能性，關鍵在於社區是否具有一

個凝聚的共同願景。我們可以看見中心目標中有「發揚及典藏在地文化」，就表示這個建物

的定位不僅僅局限於坪數的大小，而是目標、願景規劃的問題。 

要進行社區營造、甚或產業聯結，都必需先有社區凝聚的力量及意識，僅管申請之初有

可能是一種由上到下的行政力量在支撐；但只要主事者有心，就能找到由基層而來的聲音及

認同，也唯有如此，才能留住社區民眾參與能量，進而找到社區凝聚力的核心概念，真正發

揮社區多功能中心應有的功能，甚至超越當初規劃的目標，帶動社區向上發展。 

事實上，以產業帶動偏鄉發展並不只於口號，由前英業達集團副董事長溫世仁在中國大

陸倡導「始於公益，止於營利」的「千鄉萬才」計劃就已經成功的帶領一群有良知的工程師、

加上企業投資、以及甘肅黃羊川住民的凝聚力，不分年齡學習網路資訊、電腦使用，成功讓

原本貧瘠的鄉鎮，透過電子商務行銷出去，此舉不但讓原本幾乎與世隔絕的村民搭上與世界

溝通的舞台，更讓他們做到「就地致富」的可能，並且把自己培養的人才留在家鄉為更多民

眾服務。「黃羊川模式」始自一個單純的想法，最後帶來的不僅僅是金錢利益，更是長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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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於世人口中的偉大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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