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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入圍者 *

1.入圍名單以姓名總筆畫(由少到多)依
次排列，無關得獎名次。

2.本會將於2022/1/14(五)舉辦線上頒獎
典禮，當天將公布得獎名次及頒獎。

3.有關頒獎典禮詳情，後續將個別通知
入圍者。



2022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徵文/件開始

白絲帶烘焙機



雙北高中數位公民系列課程

白絲帶傳真情



白絲帶傳真情

11/19 城光陪讀班落幕



2021 白絲帶 e 家

Ho Ho Ho~聖誕老

人來了！你想要什
麼願望？

會的，只要大家齊心
協力做好防疫措施，
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我的願望是希望
疫情快點結束！

聖誕節快到了，去
人多的地方防疫措
施也不能鬆懈哦！
保護自己=保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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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蓮恩．坦納（Lian Tanner）
【繪者】
強納森．賓利（Jonathan Bentley）



艾拉與大海：夢想的力量

夢想讓我們驚奇；
夢想開啟一切可能；
夢想使我們相信更美好的未來。

—華特．迪士尼

文／劉清彥（兒童文學工作者）

在我被食道癌狠狠撂倒，完全失去吞嚥能力，瘦骨
嶙峋的只能整天臥床打點滴， 甚至喪盡求生意志和盼
望的那段人生幽谷期間， 曾經作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夢。

我夢見自己在黝暗中踽踽獨行，走著走著，突然被
一片從天而降的巨大白布擋住了去路。我抬頭仰望，耀
眼灼目的亮光讓我看不見盡頭；低頭俯視，卻猛然驚見
白布下有一雙大腳，腳背上有著被釘子穿鑿過的傷痕。

繪本簡介



繪本簡介

我震懾不已，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嘴裡喃喃地
說：「請告訴我，祢要我做什麼？」眼前的白布瞬間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白色包袱。我打開來，發現
裡面是一些拼圖散塊。我開始逐片拼湊，最後拼出了
一個圓，沒有任何圖案，只烙印了一行發亮的字：
「基督教兒童文學。」

那是我畢生僅有的一場「天啟夢境」，清醒後既
詫異又覺得遙不可及，對於一個連進食能力都沒有，
被禁錮臥床的病人來說，這根本是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然而，這個在腦中盤旋不去，頻頻在心頭糾結攪
擾的夢，卻還是支撐著我坐了起來，打開電腦，開始
敲打出自己的第一個故事，並且在往後的二十多年間，
陸續完成超過四百本童書的翻譯和創作。

因此，我對夢想的力量深信不移，一如這本書中
的小女孩艾拉和她的奶奶。



繪本簡介

在一望無際、了無聲息、長年乾涸龜裂的紅土地
上殷殷企盼雨水降臨，面對的卻是日復一日萬里無雲
的朗朗晴天，心中懷抱的信心和希望原本就很容易被
磨蝕殆盡。在這種甘雨露滴都渺渺難見的景況中，竟
然還一心想望著「大海」，豈不是天方夜譚？

然而，艾拉的「大海夢」卻為這個灰心喪志的家庭，
注入了一股翻轉的力量。儘管被父母和兄長斥為無稽，
艾拉卻依然在奶奶的鼓勵和帶領下勇敢逐夢。

當一家人迢迢千里來到海邊，被海浪旋轉得頭上腳
下、搔癢得嘻嘻哈哈時，一直籠罩盤據心頭的抑鬱陰
霾也一掃而空。

這趟大海的逐夢之旅，洗滌了他們的心靈，也重燃
了他們內心的盼望，懷抱著滿滿甜美的回憶和嶄新的
眼光和態度，最後終於得見心中長久以來的想望。



蓮恩．坦納 Lian Tanner

澳大利亞著名童書作家。潛水多年，也常常在街
頭賣藝時被逮。

曾經花了一整個星期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叢林間，
尋覓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士兵遺留的東西。喜歡祕密、
老骨頭和動物。

代表作《守護者三部曲》（Keepers）榮獲2010年
澳大利亞兒童小說獎、2011年澳大利亞年度最佳兒童
讀物獎，並且入圍2010年澳大利亞獨立圖書銷售商獎。

目前與家人定居在塔斯馬尼亞州南部。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劉清彥

住在遍地紅土的大度山上。然而，這片乾
裂的紅土卻盛產鬆軟甜美的甘藷。

喜歡為小朋友說故事、翻譯和創作童書，
也努力將自己的傳播專業和兒童文學結合，
在電視主持了兩個兒童閱讀節目。



●屏東創意廣告節揭曉

https://reurl.cc/EZApWk

●封城噩夢將再臨？7重點看清為何不必過度驚慌

https://reurl.cc/emr6ym

●音樂劇《狗狗天堂》教孩子尊重生命不棄養

https://reurl.cc/NZWLb9

●師大附中教育旅行遇家齊高中 擦出不同的火花

https://reurl.cc/mvgGrG

●學歷歷程檔案風波 教部:181校申請轉換系統中

https://reurl.cc/Yjxp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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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主的話

關懷白絲帶。心懷e世代
CAP , CYBER ANGEL’S PICK

建立數位安全與

性別教育教學平台

製作「衝破迷惘」劇情片（2002）「糖玻璃」劇情片（2004）、「鞋子不見

了」（2006）、「看不見的時候」（2007）、「薔薇騎士」（2008）、「星

空獵人」（2009）、「如果天空不下兩」（2009）、「小米的部落格」

（2011）、「藍球隊長」(2012)、「戰文」（2013）、「室友」（2014）、

「青春網事」（2014）、「琪琪出任務」（2015）、「六吋全世界」

（2015）、「一年之後」（2016）、「看不見的城市」（2017）、「直播不

NG」（2017）、「虛擬/實境」（2018）、「網美照過來」（2018）、「內

幕」（2019）、「迷因x網紅」（2020）。此外，白絲帶關懷協會也推出學

齡前教案，包含「如果天空不下雨」（2014）、「玲玲的哥哥」（2015）、

「那一年夏天」（2016）、「出線」（2017）、「躲貓貓」（2018）、

「旅程」（2019），「中庭」（2020），透過手繪本，教導兒童懂得保護自

身安全。

正如「白絲帶關懷協會」的英文名稱：Cyber Angel’s Pick, 我們期許協助社區家庭與青少兒，對

於唾手可得的資訊、另類的人際交往、以及五光十色、生動逼真的娛樂功效，做那最好的選擇！

白絲帶關懷協會集合了各界具相同使命的專業人士，結合政府及國內外第三部門，深入社區、

學校，與家長、老師一起來關懷e世代青少兒的數位文化知能及身心發展。

面對資訊高速公路上
琳瑯滿目的入口站，e世代如何選擇？

督促關懷e世代身
心健康立法與
企業倫理

每年結合產官學代表定期舉行

「網絡一夜情。誰讓我通行」立

法公聽會（2004年）、「繫上

白絲帶、關懷e世代」記者會

（2005年）「向網絡成癮說

No！」（2006年）、「網絡

陷阱多，預防要趁早」記者會

（2007年）、「數位要安全，

國家總動員」（2008年）、

「我要網絡，不要霸凌」記者會

（2008年）、「 313華人網安

行動：看中網安、全球平安」兩

岸三地記者會（2010年）、

「結合兒少婦女團體推動網路分

級制度立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修法、督促網站業者建

立自律公約，與雅虎奇摩及漢聲

電台合作推動青少兒網路安全校

園宣導等」。

形成社區
親職溝通管道

2002年起舉辦青少年與兩性圓桌座談「要 fun 不要黃」第一屆校園宣導大

使研習營，2000年定期巡迴全台社區及校園舉辦多場「網路安全教育」種

子師資工作坊。2003年開始定期舉行「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2011

年起每年4月下旬定期舉辦「網路贏家高峰會」，每年5月及10月定期巡迴

北中南東舉行「媒體天空領航員種子師資」培訓課程。2015年起深入國中

小學校園宣導「校園網安小尖兵」服務課程。2017年起動「白絲帶家庭網

安熱線 02-8931-1785 (幫救成癮。e起幫我).

我們的努力



2012年3月發表「2012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與自我形象調查報告」，2011年3月發表「台灣社區家庭親子網路社群調

查報告」，2010年3月發表「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調查報告」，2009年3月發表「兒童網路安全趨勢報告」，2008年

8月間先後發表台灣青少兒數位安全白皮書、台灣青少兒上網行為與價値觀變遷報告,2007年8月舉辦「網路陷阱多,預

防要趁早」記者會,發表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調查報告,2006年結合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舉辦「網路安全婦幼 e起 go」記

者會,發表全台家庭上網安全調查報告；2005年6月起每年暑假結合立法委員定期公布全國青少兒網路安全調查報告。

報主的話

關懷白絲帶。心懷e世代
CAP , CYBER ANGEL’S PICK

獎勵數位
內容創作

定期發表全國青少兒
數位安全調查報告

2003年起定期舉辦大專校園「青春記事」劇本甄選，鼓勵青少年創作發聲。

至今2020年已邁入第十六屆。每年並將獲選之故事，改編成劇本並拍攝影

片，作為網路安全教材，提供各校及家長等非營利組織使用。

如果您也願意支持關心青少兒數位學習、
網路兩性教育的工作，歡迎加入白絲帶家
族；或贊助我們的服務。華南銀行（銀行
代號008）/和平分行
帳號：121100100524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任何問題請聯絡 02-8931-1785.

祝福每一個家庭親情升級，讓愛飛揚。
希望您選擇那上好的祝福。

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 黃葳威

Copyright ©2010 Cyber Angel’s Pick, all rights reserved.
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Cyber Angel’s Pick, CAP / 政治大學數位文化行動研究室
Action Research for Kids & Kinship
電話（02）8931-1785   
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 140號 3樓

我們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