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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is power
青年是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是各國促進發展、推動社

會變革及技術革新的重要人力資源。本署前身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長期統籌處理國家青年政策及全國青年輔導事宜之中央機關，隨著

外在環境變化及因應政府組織改造，於去 (102) 年 1 月 1 日依行政院功

能業務與組織職掌暫行條例之規定成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青輔會從民國 55 年成立至今已有 47 年歷史，在歷任主委的帶領及

所有同仁的努力下，除了青年創業、青年就業、留學生回國服務及海外

學人聯繫服務之外，陸續開創了許多新的業務，青年政策大聯盟、區域

和平志工團、小飛俠計畫、青年滅飛計畫及青年壯遊、青年職場體驗、

辦理少年 On Light 計畫、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青年公共參與

校園講座、鼓勵青年自組志工團隊、辦理微型青年政策論壇等，造福了

許許多多的青年朋友。併入教育部後，本署業務主要包含生涯輔導、公

共參與、國際及體驗學習等 3 大項，希望更能發揮組織分工與整合的功

能。

本人自接掌領航青年向前邁進之重責大任後，亟思青年事務需要國

家社會做整體長期的投資，因此研提『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草案）

及行動方案，作為政府部門、各級學校與民間團體推動青年發展工作的

藍圖與策略。青年署結合過去青年輔導工作需求、當前的青年需求及國

內外相關的青年議題研究，我們提出 7 大願景、10 大目標，藉此聚焦

建構青年發展政策。

青年的發展是一個漸進過程，青年事務需要國家社會做整體長期的

投資，短期不易顯現其成效。在時代洪流的包圍下，如何制定合乎現狀

的青年政策至關重要。青年政策有其一貫的發展脈絡和持續性，為利青

年政策全面性及整體性之思考和推動，於此關鍵時刻，本署擬訂未來中

長期的青年政策推動方向，期許能有利青年工作推動之延續性，落實政

府協助青年健全成長和發展之政策主張與承諾，以厚植國家青年人才，

提升國際競爭力。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署長

                                                   謹識

                                         民國 10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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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署組織與職掌
配合教育部「培育優質創新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
之施政願景，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將以「建構多元學
習平臺，培育青年成為創新改革的領航者」做為未
來施政願景，重視青年人力資源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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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本 署 組 織 與 職 掌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組織架構表

一、組織沿革

本署前身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成立於民國 55 年。配合行政

院組織改造，自 102 年併入教育部，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職掌暫行

條例之規定，於 1 月 1 日成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全國青年發展業

務，並以「培育青年成為創新改革的領航者」為施政願景，首任署長由

教育部陳常務次長德華代理，自 4 月 1 日起由施副署長建矗代理，5 月

16 日起由羅署長清水接篆視事。

本署組織法業經立法院於 102 年 5 月 31 日三讀通過，業奉 總

統 102 年 6 月 19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200113901 號 令 公 布， 行 政 院

核定自 102 年 9 月 1 日施行，並於 102 年 8 月 27 日以院授研綜字第

1022260797 號令發布。

本署處務規程業奉教育部於 102 年 8 月 30 日臺教綜 ( 一 ) 字第

1020131333A 號令發布。

二、業務職掌

（一）主要職掌：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組織法第一條規
定，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1、青年發展政策、制度之綜合規劃、執行與督導及法規之研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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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生涯發展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3、青年職場體驗、創新培力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4、青年政策參與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5、青年社會參與、志工參與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6、青年國際參與交流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7、青年服務學習、壯遊體驗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8、其他有關青年發展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本署置署長、副署長、主任秘書各 1 人，其下設三組四室，分別為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公共參與組、國際及體驗學習組、秘書室、人

事室、主計室、政風室。各單位業務職掌事項如下：

1、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青年發展政策、青年發展法與相關法規研修、青年生涯輔導及資訊

平臺、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青年生涯發展探索評量、青年多元

職場體驗、青年創意創新競賽、高關懷青少年之生涯發展輔導。

2、公共參與組：

青年社會參與、政策參與、志工參與規劃及推動、公共參與人才培

力、青年參與社區行動、青年意見表達與意見諮詢機制之建置、運用及

推廣、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之推動與輔導、學生組織網絡平臺之促進

及推動、青年志工多元服務方案、青年發展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輔導

及監督。

3、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之政策規劃及推動、青年國際參與交流、國際

志工服務、國際體驗學習、度假打工與其他多元國際體驗學習、青年國

際參與交流資訊平臺、國際青年事務交流多元合作、國際青年領袖及青

年國際組織之合作、邀訪及接待、兩岸青年交流規劃及推動、服務學習

政策與措施、服務學習資訊平臺、服務學習資源網絡、青年壯遊體驗友

善環境服務網絡之協調與整合、青年壯遊點之運作及管理、青年壯遊臺

灣體驗活動之規劃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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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秘書室：

關於文書、議事及印信典守、財產管理、採購及出納、國會聯絡、

媒體公關事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組、室等事項。

5、人事室：

關於本署職員組織編制員額、任免遷調、待遇福利、服務考核、考

績獎懲、訓練進修、保險、退休撫卹、人事資料管理及其他有關人事事項。

6、主計室：

關於本署單位預（概）算、決算、會計、統計資料之搜集整理、彙

編報告及其他有關會計事項。

7、政風室：

關於本署政風法令擬訂宣導、員工貪瀆不法預防、檢舉事項處理、

政風興革建議、公務機密維護及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三)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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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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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員額編制

本署組織法業經立法院 102 年 5 月 31 日三讀通過，並自 102 年 9

月 1 日施行；組織架構、編制員額及人力配置說明如下：

本署組織架構：本署署長 1 人、副署長 1 人、主任秘書 1 人，其餘

公務人員編制員額計 56 人，102 年公務人員預算員額計 45 人。另經行

政院核定聘用 3 人、約僱 2 人、技工 2 人、駕駛 1 人、工友 2 人。本署

102 年度預算員額 55 人，經考量組織架構運作與執行業務人力配置之

衡平性，並依業務單位及幕僚單位性質，妥適規劃相關人力配置。

 ▲本署員額配置圖





貳、重要措施與成果
著重在青年人力資源培養與運用，如青年生涯輔導、
公共參與、國際及體驗學習之政策規劃及推動執行，
並辦理多元職場體驗、創新培力活動、青年意見諮
詢、青年志工、青年國際參與交流、服務學習政策
與措施、青年壯遊體驗學習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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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重 要 措 施 與 成 果

102 年 1 月 1 日本署由原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改置為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以「培育青年成為創新改革的領航者」為施政願景，著重在青

年人力資源培養與運用，業務內容包括青年生涯輔導、公共參與（社會、

政策、志工）、國際及體驗學習之政策規劃及推動執行，並辦理多元職

場體驗、創新培力活動、青年意見諮詢、青年志工、青年國際參與交流、

服務學習政策與措施、青年壯遊體驗學習活動等。各項業務成果如下 :

一、促進青年生涯發展，提供在學青年職場體驗與創新培力

為協助在學青年於教育過程中建立適性生涯發展藍圖，提升大專校

院生涯輔導效能，開拓青年多元職場體驗機會，辦理青年創新培力計

畫，以多元創意競賽活動，培育青年多元發展能力。

(一)引領青年生涯規劃 促進青年生涯發展

1、提升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知能

本署於青輔會時期，設置大專校院提升青年就業力 3 區召集學校，

民國 102 年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就業力提升業務併入教育部，召集學校

功能及補助職涯活動融入「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計畫」，透過 9 個區域資源教學中心賡續辦理，故提升青年就業力計畫

停止辦理。本署於組織改造後，生涯輔導業務內容包括生涯發展研究、

生涯發展教材研發、生涯輔導種子講師培訓等，協助青年及早培養生涯

規劃及發展的能力。

鑒於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流動率高，組改後本署於 102 年運用原

青輔會研發八模組培訓課程，配合實務工作需要，擇取「生涯輔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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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生涯輔導與諮商技巧」及「產業世界」等 3 模組辦理培訓，

以提升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生涯輔導專業知能，於全國北、中、南三

區辦理 8 場次，每場培訓時數 12 小時 (2 日 )，共培訓 436 人次。

2、研發生涯輔導教材 普及落實生涯規劃

本署配合「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策略七 - 就業接軌，執行第

四項及第五項，於民國 102 年至 103 年 8 月期間研發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生涯檔案，以互動教材方式將生涯探索融入檔案內涵，研發完成後將

由國教署辦理說明會及推廣，提供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運用。此外，

民國 102 年完成編訂「高級中等學校導師生涯輔導操作手冊」，結合高

級中等生涯規劃課綱內涵及導師容易操作的活動方式，103 年起由國教

署辦理培訓，以協助導師具有生涯輔導基本概念、技能與素養，運用於

和學生互動之過程。

在大專校院的部分，由於生涯輔導專業人力有限，若透過系科教師

的力量，將更能落實生涯輔導工作。民國 102-103 年辦理「大專校院

生涯發展教材研發與試行計畫」，研擬提供系科教師運用的生涯發展教

材模組，於 103 年試教及滾動修訂，104 年起推動生涯輔導種子講師培

訓及提供相關補助，鼓勵大專校院薦派教師參加培訓後，返校將生涯輔

導觀念融入課程以協助學生，同時進行推廣，以能迅速普及落實生涯輔

導工作。

3、研擬在學青年生涯輔導工作方案

本署於民國 102 年研擬「推展在學青年生涯輔導工作方案（草

案）」，進行生涯輔導工作資源盤點與整合策略及推動措施。方案期程

規劃為 4 年，著重青年在學期間生涯輔導，教育學習階段界定於國民中

學、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方案架構係針對環境現況進行分析，突

顯人才培育與生涯輔導之重要性，檢視現行政策與措施，再從完備生涯

輔導法規與組織、落實生涯輔導課程與教學、強化生涯輔導專業養成、

充實生涯輔導工具與資訊、推動生涯輔導配套措施等面向，研擬推動策

略與措施。未來核定後，將由教育部部內相關單位分工與合作，協力推

展青年生涯輔導工作，以引領青年做好生涯規劃，促進在學青年順利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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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職場，並協助學校落實生涯輔導工作。

(二)暑期社區工讀 歡樂fun暑假社區打工趣

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係本署推動各項職場體驗計畫之一，在暑假

提供大專在學青年不同於一般工讀的工作場所，讓青年學子可以在社會

福利組織及社區產業組織中進行工作實務體驗。不但讓青年從中學習人

際相處、團隊合作、職場倫理，以強化就業力；同時透過青年的創意活

力、專業知能，協助社區產業與社會福利機構能永續發展，進而促進青

年未來返鄉就業或創業的意願。

1、企業之外的職場體驗　　

102 年總共媒合 300 名學生到 149 家用人單位工讀，其中包含了

社區產業 81 家，社會福利 68 家，主要在協助大專青年於在學期間，體

驗不同於一般企業的職場，提升未來職場競爭力。工讀前為了讓學生對

於社區產業及社會福利領域更有概念，同時為了加強學生的職場倫理觀

念，特別辦理職前講習會，並安排人際溝通課程，以及用人單位與工讀

 ▲鹿耳社區發展協會工讀同學參加成果競賽表現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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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互動討論的時段，讓學生可以先

做好準備面對即將進入的職場。

工讀期間則是安排實地訪視及電

話關懷，瞭解用人單位的工作安排及

學生實際工讀情形，使工讀成果更符

合計畫預期效益。為強化學生的學習

性，在工讀結束後則是辦理分區成果

心得分享暨競賽，利用上臺發表的形

式，讓在各地體驗職場的青年能有機

會共聚一堂互相觀摩，交流工讀心得

及分享經驗。

2、融入社區 尋找創意 　　

102 年投入暑期社區工讀的行列

的學生中，有些同學在社會福利組

織中，陪伴當地小朋友課後輔導，有些同學在社區發展協會行銷社區，

也有人利用數位專才，規劃社區網路宣傳及行銷，讓更多人看見社區特

色。例如鹿耳社區發展協會今年出現了 2 名來自不同領域的工讀同學，

富有活力、青春及充滿無限潛力的 8 年級同學，遇上擁有豐富歷史文化

的鹿耳社區，激盪出文化的火花。來自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的林同學，

擔任鹿耳社區美工及廣告文宣的職位；來自高雄餐飲大學應用英語系的

劉同學，擔任社區外語網頁設計一職，利用所學充分發揮在鹿耳社區。

林同學藉由五分車作為社區對外的資訊窗口，成為一臺會說著社區故事

的列車，並規劃專業遊程，匯入 GOOGLE MAP，提供大眾更方便的搜尋

相關資訊。劉同學以本身專業的外語能力，為鹿耳社區架設英文官方網

站，除此之外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鹿耳社區，設計了一系列的景點英文明

信片及英文版導覽手冊，讓更多外來的人們，一探社區的美。

今年度有 93.54% 的工讀同學表示未來若有機會的話，願意投身於

社區產業及社會福利服務組織工作，更有 97.28% 的同學表示參與本計

畫對於未來職涯選擇有所幫助。本項計畫讓同學盡情發揮創意與實踐，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華光智能發展中心 _ 彭同學
和蔣同學擔任產品設計 _ 榮獲北區工讀成果競賽
社會福利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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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同學自身學習收穫滿滿，更為非營利組織及青年學子創造雙贏效

益。

(三)RICH職場體驗網 提供工讀見習新體驗

大學及高中學生除了課業、社團，有不少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工讀，

除了可以增加收入，也讓自己提早有接觸職場的準備。學生工讀的場

域，大多數人直覺的會想到便利商店、餐飲等服務業，但其實透過本署

的 RICH 職場體驗網，可以找到更多的工讀職缺選擇。除了工讀職缺，

RICH 職場體驗網還提供另一種職場體驗，讓有興趣瞭解公部門的學生，

可以透過見習一探公部門。

1、網站職缺具多元豐富性

有別於一般服務業性質，網站上提供多元的工讀職缺，例如：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經常配合館內不同性質的活動，不定期招募展場維護及

導覽人員；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每年暑期提供鳥獸學門、兩棲爬蟲學門

岩礦學門的職缺。除此之外，網站經常有外語接待、圖書館管理、營隊

帶領、戶外運動助教等不同類型的職缺。

102 年暑假在臺灣證券交易所工讀的林同學，在他的工讀心得中提

及工讀不僅僅是付出勞力，更是一種學習過程。工讀時他清楚的體認

到，電腦實作部是證交所的心臟，所以各項系統維護處理必須十分謹慎

嚴密，否則一旦出了問題，所有的證券交易都會停擺。雖然他的工作內

容還不能接觸核心電腦作業，但他在工作場所的氛圍中，學習到同事們

在工作中嚴謹認真的態度。

2、加強照顧經濟弱勢青年

網站除了一般企業工讀專區、暑期社區工讀專區外，還另外開闢了

「經濟弱勢工讀專區」，協調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轄下的公營企業、

公股銀行，包括土地銀行、彰化銀行、中小企業銀行、臺灣銀行、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等，以及臺灣菸酒公司、漢翔航空公司、臺灣糖業公司、

中華郵政公司…等 40 間以上公司機構，釋出暑期及長期工讀職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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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曾獲貸就學貸款或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補助之在學青年前往工讀。工讀職缺亦具習性，例如可在啤

酒廠了解產品檢驗控管，在銀行體系了解理財、外匯、存款、放款業務，

及在行政體系裡學習資產管理或行政作業流程。

3、衙門不再深似海　　

另外，為了讓年輕人能夠一窺公部門的運作，本署推動公部門見

習，希望成為政府與年輕人的橋樑，鼓勵大專青年把握寶貴的在學時

光，多方接觸不同的職場領域，透過「做中學習」的見習，實務體驗政

府如何運作，以及不同於企業的組織文化。

就讀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的劉同學分享在內政部營建署企劃組的見習

心得，他說「服務」的精神在公部門是十分重要的，在見習的過程中，

他見到企劃組內的同仁所作的業務性質，其實就是「服務業」，以同理

心體諒民眾的心情，為對方解決問題的想法協助對方，達到政府服務的

目的以及行政的效率。「言教不如身教」，劉同學在見習的這段期間，

藉由從旁觀察讓自己學到更多，也親身體驗在進到政府機關之前，應具

備的心態與精神。

 ▲曾於外交部見習之孫同學分享見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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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見習工讀體驗　思考方向　　

許多同學在工讀及見習後的收穫遠高於預期，除了工讀獲取的金錢

收入外，尚能學習到職場正確的態度，並檢視自己之不足，及時尋求資

源補齊缺口。RICH 職場體驗網 102 年共計提供 4 萬 4,805 個工讀機會，

其中 816 個是專為經濟弱勢工讀專區開拓的職缺；協商 38 個中央部會

及所屬機關提供公部門見習機會，共計提供 360 人次見習。

(四)少年On Light 點亮希望

根據統計，89 學年度以後，我國國中畢業生升學率皆超過 95%。

除去重考、準備就業、特教生等身分，或受限於健康因素者外，仍有少

數青少年處於未規劃之狀態。

這些青少年部分不適應正規教育，又因僅具國中學歷及低技術能

力，在職場上無法覓得合適工作，或因學歷限制及甄選錄訓門檻無法參

與職訓，在社會上沒有合適的進路，在畢業後若無適合之轉銜輔導機

制，將導致其陷入社會排除情境。

1、適性發展 多元進路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將於 103 年正式實施，其中強調「適性揚才」

及「多元進路」。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

及社會職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

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路，以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業。「少年 On 

Light 計畫」推動的理念，就是希望提供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的青

少年一個適性發展的機會，協助他們找到人生前進的方向，出發點很單

純，即「我們不願意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基於這樣的理念，透過結合

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及企業等多部門的資源力量，在全國各地開辦輔

導培訓課程，協助青少年探索生涯，並瞭解其未升學未就業的原因，透

過小團體方式學習及輔導，慢慢重塑青少年的自信心及學習動機。在培

訓期間，亦帶領青少年接觸職場環境，透過工作體驗來探索職業興趣，

計畫最終的目標則是協助青少年就業、就學或參加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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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量經濟因素為大多數學員未升學未就業的成因之一，我們在計

畫中特別加入生活照顧跟津貼補助的概念；另外為協助青少年瞭解自己

想進入何種行職業，則以漸進式的培訓以及配合輔導員的關懷陪伴來協

助青少年。

2、工作體驗 津貼補助

為了讓有經濟考量的學員在受訓期間可以全心投入，不因經濟因素

而中途離訓，本計畫在第一階段 4 個月培訓期間提供每月 2,500 元的交

通 / 住宿津貼，以及每小時依基本工資標準的工作體驗津貼，除讓學員

無後顧之憂外，也能提供其認識各行各業的機會，同時亦能測試出其性

向及興趣是偏向就業、職訓或是繼續升學；如果適合就業，則再提供 2

個月的職場見習機會，持續穩定其就業能力，讓企業主願意長久僱用學

員。

3、職場見習 關懷輔導 

在課程之中安排學員從企業參訪到工作體驗，再從工作體驗到職場

見習，階段性地逐漸增強難度，讓有就業意願及穩定度高的學員，在結

訓後能夠直接就業，也讓意願低的學員，瞭解就業能力不足而回歸到學

校；另外也運用輔導員與學員建立的信賴關係，在學員職場見習期間，

持續地與企業主聯繫，瞭解學員見習工作情形，同時關懷及協助學員見

習期間所遭遇到的問題，讓學員的工作狀況可以逐漸穩定。

4、找尋方向 點亮未來　

本計畫 97-102 年度預計培訓 1,752 人，實際到訓 2,119 人，目標

達成率為 121%。完成培訓人數 1,647 人，其中具輔導成效者（已就業、

就學、半工半讀、職訓）計 1,420 人，占完成培訓人數的 86%，協助八

成以上的學員回流就學或進入職場就業。學員整體滿意度平均達 96%，

學員普遍認為參訓後更清楚職涯方向、所學有助於銜接未來學習或工

作。透過小班制的培訓及專業的輔導員協助，學員在生活及就學或就業

上均有管道向培訓單位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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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所以能順利推展，全仰賴對於青少年輔導懷抱熱情的非營利

組織，以及熱心提供青少年見習機會的友好企業主，陪伴這些青少年走

人生的一小段路程，在他們摸索不到未來方向時，點亮一盞燈，指引他

們可選擇的方向。「少年 On Light」計畫的推動，期許能夠持續集結社

會的力量及善念，點亮青少年的生命之光。

(五)U-START計畫 實踐大專畢業生創業夢想

為建立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創新創業機制，提供甫出大學校門青年一

個實踐夢想的創業場域，教育部自 98 年起推動「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

計畫 ( 簡稱 U-START 計畫 )」，即以產學合作計畫為基礎，適時利用微

型創業的彈性及育成協助，提升大專畢業生創業機會。自 102 年 1 月起，

U-START 計畫已由本署接續辦理，期充分發揮組織分工與整合功能，

希望持續協助青年創業夢想起飛，將創業文化在校園穩定萌芽生根。

本計畫分為「文創業」、「服務業」和「製造業」三種產業別進行

創業團隊徵選及補助，團隊經過審查後，獲補助團隊須進駐大專校院創

新育成單位，以接受為期 6 個月的創業育成輔導及培育，並由本署提供

35 萬元的創業基本開辦費，為其未來創業打下穩固的根基；同時，獲

補助之創業團隊設立公司後，可參加本計畫之第二階段績優團隊評選，

爭取績優榮譽及 25 萬至 100 萬元之創業補助款，並接受表揚，讓創業

夢想走得更長更遠。

U-START 計畫執行 5 年以來，青年創業的表現相當優秀，截至 102

年 12 月底已有 555 組團隊獲得本計畫補助，同時成立 292 家新創公司，

許多經由本計畫輔導成立的新創公司，陸續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獲得

許多國內外獎項及資金挹注。在校園師生創業的風潮中，U-START 計

畫提供大專畢業生連結校園學習及夢想實踐的可能；同時，本署秉持著

「勇於挑戰、大膽創新」的精神，透過審查、競賽、資源及經費補助，

逐夢踏實，完成年輕人創業夢想；期能透過校園創新創業風氣建立，進

一步落實具企業家創新創業精神之人才培育，並讓大專校園特色發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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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結果。

(六)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展現臺灣設計教育成果

為 激 發 全 球 學 生 創 意 設 計 能 量， 鼓 勵 國 際 間 學 生 創 意 設 計 交

流， 發 掘 新 生 代 創 意 設 計 人 才， 教 育 部 自 99 年 起 開 始 舉 辦 的「 臺

灣 國 際 學 生 創 意 設 計 大 賽 (TISD)」， 為 97 年 推 動 的「 臺 灣 國 際 創

意設計大賽 - 學生組」延伸而來，結合教育部現有藝術與設計人才

培 育 計 畫 的 豐 碩 成 果 與 競 爭 優 勢， 進 而 推 廣 臺 灣 設 計 教 育 成 果。

自 102 年 起 由 本 署 接 續 辦 理， 希 望 充 分 連 結 相 關 資 源， 強 化 對 國

際 青 年 學 生 的 宣 導 及 參 與， 並 給 予 年 輕 創 作 者 更 多 表 現 的 機 會。 

本競賽獎項分為「產品設計」、「視覺設計」、「數位動畫」，均

分別有金、銀、銅獎，可獲得獎金 25 萬元、15 萬元及 10 萬元，佳作

1 萬元，而 3 類組中還將共同選出一位年度大獎得主，獎金高達 40 萬元，

得獎作品也將獲得國內外展出之機會。另外 102 年度新設置「廠商指定

類」獎項，不僅有更多獲獎機會，得獎者還有機會看見自己的設計真正

的落實到產業之中，增進企業與人才之媒合，搭建產業與參賽學生交流

平臺。

 ▼2013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大賽年度大獎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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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藉由國際性優秀作品競爭氛圍，推升設計品質，後續並集結年度

得獎作品於國內外舉辦成果展，透過國內外展覽強力宣傳，促進臺灣藝

術設計與國際接軌，提升臺灣於國際設計舞臺之能見度。本競賽從第 1

屆僅 9 個國家或地區、662 件作品，至 102 年已增加為 37 個國家或地

區、3,890 件作品參賽，參賽國家數及件數皆呈現倍數成長，多年來累

積豐碩成果，充分顯現本競賽逐漸在國際上備受重視，成為全球規模最

大、深具指標性的學生設計競賽之一，透過國際學生與評審的參與，也

將不同的文化觀點與設計趨勢帶近臺灣，促進國內外設計人才的交流與

接軌，讓更多設計新秀有與國際接軌雙向交流的機會。

(七)智慧鐵人 培養學生多元創意能力

教育部「全國高中職智慧創意競賽暨國際邀請賽」自 93 年開辦已

歷經 11 屆執行，是展現學生多元、綜合能力的比賽。自 102 年起，本

競賽續由本署主辦，持續推動與培養青年自我創造力及團隊合作力，讓

學生應用所學，將課本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在自我展現、尊重個人特

質的同時，也能透過團體合作與協調，激盪出豐富創意，發展創新。

競賽模式是以

電 腦 闖 關 遊 戲 概

念來設計，結合生

活、自然、人文、

藝術、體育等學校

所學知識作為關卡

題目，並以遊戲方

式包裝，在比賽情

境中刺激參賽者思

考及發揮所學，須

在與外界隔離的條

件下，通過實作能

力的考驗。在「連

續 72 小時競賽」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 高中組冠軍「砰砰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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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讓隊伍成員必須互相合作，貢獻彼此的專長，更是對於體力、

創意與團隊合作的終極試煉，參加過的學生，都在人生旅途中，留下難

忘又精采的一頁。

102 年的競賽從 3 月到 8 月，計 1,366 支來自臺灣北、中、南、東

離島等地的隊伍，歷經初賽、複賽競逐，最終與 6 支來自比利時、德國、

日本、香港、新加坡及韓國等的國際隊伍，經過鐵人般的考驗，最後由

「砰砰嗚嗚」奪下高中組冠軍、高職組冠軍由「千古絕隊」獲得，並由

日本的「Waseda」奪得國際組冠軍。

高中組冠軍「砰砰嗚嗚」是來自台中一中的六個男學生，堅信只要

同心協力、共同努力即可達成目標；高職組冠軍「千古絕隊」由建國中

學和大安高工的好手，趁著考完大考，期抓住高三的尾巴，一同參賽。

高中組及高職組的前三名晉級國際組決賽，結果由 6 個日本的早稻田本

庄高等學院女學生所組成的「Waseda」獲得冠軍，該隊成員有 3 位具有

參賽經驗，並從 94 年開始參加。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自首屆 135 隊的較勁，到 102 年第

11 屆已成長到 1,366 隊及 6 隊國際隊伍參賽，更有 8,190 人次參與，

競爭激烈，比賽內容融合生活與課程，促進知識活用，非常受到高中職

學生歡迎，更增加臺灣學生與國際學生交流機會。參賽隊伍可以跨校跨

年級組成，每隊 4-6 人，每年約在 11 月份到隔年 1 月底接受報名，本署

也期許高中職學生們能永保開放、尊重，營造臺灣未來更濃厚的創意創

新氛圍，讓臺灣的創造力更加茁壯。

(八)大專女學生領導力 培植潛力女性領導者

近年來，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性別平權意識的抬頭，女性已逐

步走出傳統角色，在各個領域上積極參與、勇敢發聲。也正由於這種社

會性別結構的變遷，女性已不若過去受到性別框架的侷限，得以實力來

表現自己，參與競爭，這個現象可從國內女性在社會參與的重要性逐年

增加中觀察一二。然而根據多項調查顯示，雖然目前已有許多女性傑出

菁英在各行各業展露頭角，擔任起領導角色，但相較男性來說，比例仍

偏低，因此在這充滿競爭的全球化趨勢中，如何打破玻璃天花板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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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鼓勵更多的女性參與並發揮才能，同時呼應國際社會對於性別主流

化的推動與倡導，在政策及制度上仍必須給予更多的關注及落實，方能

確實提升女性的權能。

本署於 92 年辦理「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藉由研習營活動

的方式，在活動中學習開發領導力的潛能，以提升大專校院女學生領導

知能，進而培植未來有潛力之女性領導者，增加女性社會參與能力。

102 年計畫以營隊方式進行，於 7 月至 8 月期間，於北、中、南三區各

辦理一場次，每場次計 4 天 3 夜，含 3 天研習課程、1 天體驗學習活動

及分享交流，課程內容主要為領導力建構，並融入性別平權觀點，強調

多元化角色典範傳承。102 年共培訓大專女學生 207 名，期望參訓學員

成為校園種子，發揮影響力，營造校園友善環境與良善風氣。

(九)研擬青年政策白皮書 協助青年健全成長發展

為利青年政策全面性及整體性之思考和推動，本署研訂「青年發展

政策白皮書 ( 草案 )」，本白皮書 ( 草案 ) 的青年定義以 15 至 35 歲的

在學及社會青年為原則，本署結合過去青年輔導工作經驗、當前的青年

需求及國內外相關的青年議題研究，由教育與學習、身心健康與安全、

就 / 創業與經濟獨立、公共參與、國際及兩岸參與、家庭與婚育等面向

來聚焦建構青年發展政策，做為未來中長期的青年政策推動方向，落實

政府協助青年健全成長和發展的政策主張與承諾，以厚植國家青年人

才，提升國際競爭力。

 ▲102 年度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 北區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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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組成白皮書編撰委員會，由陳金貴教授擔任總主持人，分別聘

請周愚文、劉潔心、成之約、張育哲、郭壽旺、周麗端、張德聰等七位

專家學者擔任協同主持人，各面向另聘兩位學者專家擔任編撰委員，編

撰委員會人數共計 22 人。

白皮書 ( 草案 ) 編撰期間分別召開 4 次諮詢會議，徵詢青年、學者專家

及實務工作者的意見；3 場分區公聽會及透過網路徵求各界意見；召開

3 次編撰委員會全體會議及 21 場次各面向小組會議；函送各相關部會

審閱提供意見，及召開 2 場次跨部會協商會議；提報教育部部務會

二、擴大青年公共參與，提升青年角色及對社會貢獻

透過政策參與、志工參與、社會參與面向提供青年關心及參與公共

事務的多元管道，促進青年對公共事務參與的熱情，建立年輕人「思辨、

對話、行動」的平臺，並運用培力、行動、分享、網絡等有系統之計畫

協助青年公共參與知能之發展。

(一)希望世代　青年領航

自 97 年起遵照馬總統青年政策主張及行政院施政發展方向，規劃

推動青年政策大聯盟系列活動，讓青年有更多向政府提供建言的機會。

102 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1、青年政策論壇

（1）地方論壇：6 月 30 日

至 7 月 28 日 於 全 國

各地辦理 3 場次地方

論壇，就環境、社會、

教育、國際等 4 項議

題，以世界咖啡館方

式進行討論，並由本

署培訓之主持人擔任  ▲102 年青年政策論壇分組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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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持工作，計有 378 位青年參與。

（2）全國會議：9 月 1 日在臺北辦理，上午邀請行政院主責部會首

長聽取政策研發優勝團隊企劃報告並予回應；下午邀請議題

相關部會首長聽取地方論壇議題結論報告及回應，最後再由

院長綜合回應，並開放現場青年提問，計有 261 位青年參加，

行政院江宜樺院長、教育部蔣偉寧部長、財政部張盛和部長、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等 13 位部會首長出席。

2、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

102 年政策研發競賽主題以「活力經濟」、「公義社會」、「優質

文教」、「永續環境」及「全面建設」等五項國家建設願景為範圍，計

有 53 個團隊提案參賽，評選出 10 個優勝團隊，相關提案政策建言送請

各部會列入施政參考，政策建言部會平均參採率為 88.6%。

3、一日首長(主管)見習體驗

依政策研發優勝團隊所提政策企劃及地方論壇討論面向的相關性，

安排與交通部、教育部、農委會、勞委會、衛福部等 5 個部會首長，以

 ▲102 年青年政策論壇全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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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排地方論壇全國代表與經濟部、衛福部、教育部及外交部一級主管

進行一日見習及座談，讓青年透過見習，了解政策研訂過程及政策執行

的可行性，共計媒合 73 位青年參與見習。

 ▲青年團隊向教育部蔣偉寧部長見習

 ▼青年團隊向交通部葉匡時部長見習

 ▼教育議題全國代表向教育部主管見習

 ▼綜合議題全國代表向經濟部主管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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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青年　活化社區

為了擴大青年社會參與層面，促進青年對社會的關懷意識，自民國

95 年起開始結合非營利組織、社區、青年工作者及專家學者，共同推

動「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鼓勵 18-35 歲青年組隊開發「青年行動

方案」，並引導青年走向農、漁村、原住民部落及全國各角落，凝聚社

區整體意識，促進社區活化及永續發展。

102 年參與提案的青年團隊非常熱烈、踴躍，計有 90 個創意計畫

送審，經過初審、複審、決審的過程，共核定補助 33 個行動計畫。「青

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在甄選出具有創意且能實質發揮社區發展影響力

的行動方案後，除了給予實質的經費補助外，也透過工作坊的培力，讓

青年團隊更了解公共事務參與的意涵，同時在執行計畫過程中，更懂得

如何與社區居民互動、有效尋找整合社會資源，以及如何為社區找出最

適合的行銷管道。另外本署也提供多位實務經驗豐富的諮詢業師，讓青

年團隊在行動過程中可以藉由業師的指導，突破行動瓶頸，讓行動方案

的執行更加順利。

在計畫執行完

成後，本署也辦理

了一場績優團隊競

賽及成果展，讓今

年的 33 個行動團

隊，透過成果的分

享及競賽的場域，

相互學習、觀摩與

交流，除了從中激

盪 出 新 的 創 意 火

花，也能有更進一

步的成長。

青年熱情活潑的創意，不僅編織出多元在地文化紀事，亦述說著不

同的社區成長故事。今年獲補助的青年團隊，有捲袖下鄉實際耕種，利

 ▲Friend Budai 友善布袋好青年團隊新厝社區生態浮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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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銷專長協助地方產業發展；運用創意活化社區閒置空間，促進社區

參與凝聚居民向心力；結合科技專長將部落自然資產資訊化，打造生態

遊程促進社區發展；還有傳承部落文化，用實際行動替耆老圓夢。每一

個行動計畫，皆可見青年以更多元寬廣的角度關懷社會，進而認識臺灣

這片土地之美，社區更透過青年的行動成功凝聚了居民的情感意識。相

信青年行動計畫所捲動的不只是人群的參與度，更是激發出人對於土地

的熱情與關懷。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除了希望能深化青年團隊的在地行動，

培養青年對在地的責任感與認同感外，也藉由在地行動激發青年的創意

與活力，促進社區活化及永續發展。多年來青年團隊不斷推陳出新、相

互激盪，至 102 年止已開發出 295 個非常精彩且獨特的在地行動計畫，

計畫內容多元豐富，內容涵蓋社區營造、地方產業、環保生態、文化創

意與弱勢關懷等社會議題。

102 年的社區行動計畫，不僅激發了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捲

動逾 1 萬 1,204 人次參與、關懷社區發展；未來青年團隊仍將持續在臺灣

各社區角落生根發芽，深入了解地方需要，並展開不同的行動影響社會。

 ▲社造流團隊青年結合社區舉辦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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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光社區青年組織團隊於部落成長班
帶領孩童進行農事體驗

 ▼行動計畫工作坊青年團隊分組討論

 ▲優勝青年代表接受青年署羅清水署長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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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計畫團隊成果分享展示區相互交量學習

 ▼績優團隊競賽成果分享會，與計畫諮詢委員及青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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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達人　校園開講

為促進校園青年對社會的關懷與貢獻，並鼓勵青年積極參與各項公

共事務，教育部青年署特規劃與全國各高中、高職及大專校院合作辦理

「校園講座」，由曾參與本署舉辦之活動績優團隊、得獎青年及公共事

務相關領域青年，深入校園與青年學子分享公共事務實踐心得，以增進

青年多元學習發展。

「校園講座」依志願服務、社區行動、政策參與、國際交流、壯遊

臺灣及職涯規劃等六大主題，組成青年達人講師團，至各校分享及傳承

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與知能，透過青年講授親身經驗，啟發、感動在校

青年學子，提升其積極自信的人生觀，拓展不同於學校環境之多元視

野，以及促使更多青年願意主動去關懷弱勢、協助社區發展、關心政策

議題、參與國際活動、認識臺灣鄉土，並體認自我生涯規劃之重要性。

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不僅是一種利他服務，更是促進社會改革的重

要力量，為了讓青年能更具使命感的參與公共事務，本署藉由校園講

 ▲參與同學與講師進行 QA 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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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啟發青年公民意識的自覺及公共參與的熱情，並深耕青年參與公共

事務概念的種苗。

透過青年達人在校園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演講，將更能讓在學青年了

解如何將對社會的關心轉化為實際行動，也較能引發青年主動、自願地

參與公共事務。此外青年也可以藉由從事關懷社會活動，學習人際間的

溝通，並強化積極人生觀及拓展視野，進而發揮其對社會改革的力量，

提升青年價值及對社會的貢獻。

在青年達人以自身經驗分享公共參與心得的同時，本署也透過講座

的場域傳達青年署的青年服務相關政策及重要措施，搭建青年與政府間

之溝通平臺。

102 年校園講座，共辦理 172 場次，其中高中 55 場、高職 42 場、

大專 75 場，共計捲動 3 萬 6,986 位青年參與。

 ▲會後參與同學與講師熱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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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上臺與講師互動分享自身經驗

 ▼講師教同學如何掌握就業市場趨勢並做好職涯規劃

 ▲講師分享實踐壯遊臺灣夢想之旅並與同學合影留念

 ▼青年志工分享志願服務情形並鼓
勵同學共同加入志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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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志工　世界因我發亮

1.建構青年志工服務平臺及網絡：

以公開招標委託民間組織辦理之方式，於全國設置 14 家青年志工

中心，透過在地資源網絡連結與整合，滿足在地青年志工需求，102 年

計提供志工諮詢服務 3 萬 9,337 人次、捲動青年志工自組團隊服務 2

萬 7,843 人次、辦理青年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 110 場次、參訓人次 1

萬 2,429 人次、提供青年志工媒合服務 2 萬 0,192 人次、調查區域內

志工組織 1,293 個、辦理在地青年志工服務活動捲動青年志工參與服務

8,951 人次、遴聘青年志工諮詢業師 103 位、辦理 45 場次聯繫會報，

協助輔導青年參與志願服務等。

2.區域和平志工團焦點活動：

配 合 全 球 青 年 服 務 日（Global Youth Service Day 簡 稱 GYSD），

 ▲宜蘭縣青年志工中心「友善環境耕作陪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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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佳里榮家老人文康服務」

 ▼青年志工中心舉辦行前講習捲動青年志工自組團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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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主題訂為「環保節能」，邀請 101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環境服務類第一名之中原大學師生服務團隊，協助 7 間社福機構進行節

電檢測及提供改善建議，並於 4 月 26 日新北市中和區大同育幼院舉辦

1 場節能檢測志工服務示範性活動，邀請蔣偉寧部長蒞臨參與，鼓勵與

 ▲教育部蔣部長蒞臨與中原大學師生共同宣導環保節能理念

 ▼本署同仁、中原大學老師與大同育幼院院長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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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青年志工，共同宣導環保節能，並呼籲青年踴躍投入志願服務，以

形成宣傳捲動效果。

3.發展多元青年志工服務方案：

鼓勵 12-30 歲青年志工以 6 至 30 人自組團隊，透過教育、社區、

環境、文化、健康及科技等 6 個面向的志工服務，以實際行動關懷本土

 ◄青春導覽員 傳承後山二三事

 ▲挽袖淨灘做環保 還我海灘原風貌

 ◄經典老歌時間 從心關懷社區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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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並引導青年由一次志工成為終身志工。102 年計補助 1,466 隊，

2 萬 7,843 人次參與服務（男性占 47％、女性占 53％）。

4.績優團隊競賽及表揚大會：

（1）透過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活動，遴選表現傑出之青年志工服務

團隊，並藉由活動競賽展現志工服務內涵，激發服務團隊相

互交流分享與學習成長，服務類別國內分為社區、環境、文

化、科技、健康、教育等 6 類，國外則為國際志工及海外僑

校志工等 2 類，以初選（資格審查）、複選（書面審查）、

決選（現場簡報及詢答）3 階段評選方式，從國內 204 隊、

國外 80 隊報名參賽隊伍，複選階段選出 80 個入圍團隊進入

決選；決選階段由 80 個入圍團隊成員現場簡報展現服務理念

及成果，評選出 40 個績優得獎團隊，計 563 人次參與。

 ▼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決選當天團隊製作道具精采的簡報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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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和平志工團榮譽團長馬總統、與會貴賓與得獎績優團隊全體大合照

（2）102 年為區域和平志工團成立 5 周年，以「世界因我發亮」

主題配合國際志工日，於 12 月 1 日新北市政府 6 樓大禮堂辦

理區域和平志工團團慶及表揚大會，並邀請區域和平志工團

榮譽團長馬總統蒞臨表彰青年志工典範，肯定青年志工貢獻，

計頒發 8 大服務類別 40 個績優團隊得獎獎項，做為青年參與

志願服務之標竿，活動計 480 人參加。

5.績優團隊國外參訪活動：

為激勵青年參與志願服務行列，本署每年邀請上年度績優團隊代表

 ▼熱情的青年志工於淺水灣寫下「GYSD」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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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參訪團至亞洲鄰近國家進行參訪交流，分享志工服務經驗，以增進

青年的國際視野，進而培養青年對國際社會的關懷。102 年由 101 年「青

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各類第 1 名績優團隊 8 位青年志工代表，於

8 月 5 日至 9 日前往香港進行五天的志工組織參訪，透過互動交流過程，

加強我國青年志工對志願服務的熱忱與使命，並將所得到的寶貴經驗帶

回臺灣持續延伸與傳承，再為臺灣的未來創造更多感動的故事。

組成參訪團至亞洲鄰近國家進行參訪交流，分享志工服務經驗，

以增進青年的國際視野，進

而培養青年對國際社會的關

懷。102 年由 101 年「青年

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各

類第 1 名績優團隊 8 位青年

志工代表，於 8 月 5 日至 9

日前往香港進行五天的志工

組織參訪，透過互動交流過

 ▲青年志工與長者互動情形

 ▲團員與香港明愛曾承峰長者社
區中心代表合影

 ▼本 署 致 贈 小 禮 品 及 文 宣 資 料 與
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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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加強我國青年志工對志願服務的熱忱與使命，並將所得到的寶貴經

驗帶回臺灣持續延伸與傳承，再為臺灣的未來創造更多感動的故事。

（五）青年諮詢會  搭建政府與青年溝通的橋樑

102 年配合政府組織再造，結合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學生自治及公

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小組及前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諮詢團辦理經

驗，成立「青年諮詢會」，遴選全國各地對青年公共參與有興趣及熱忱

之全校性自治組織學生及社會青年擔任青年諮詢委員，針對青年關注之

議題進行討論，提供策進建議，今年首度遴選出 16 位青年擔任青諮會

委員分「教育與生涯規劃」組、「社會關懷」組、「民主發展」組、「國

際及兩岸參與」組等 4 個工作小組，進行政策研議，並於每 4 個月召開

1 次諮詢會議，本年共計召開 3 次諮詢會議、1 次臨時行政會議及 8 次

 ▲102 年教育部青年諮詢會成立大會

 ▼蔣部長與青諮會委員對話

 ▲102 年教育部青年諮詢會第 2 次諮詢會議

 ▼青諮會開會情形 - 委員踴躍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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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另十二年國教實施計畫、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草案、青年政

策論壇議題規劃等計畫，均適時邀請青諮會委員出席並提供政策建議，

其中民主發展組所提出「微型青年政策論壇」之建議，業已納入本署青

年政策參與業務規劃辦理。

（六）學生自治　民主深化揚帆

大專校院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於 4 月 27 日及

28 日假弘光科技大學辦理，評選結果分別由明道大學及景文科技大學

等 10 個學生會獲得特優獎，優等獎則分別由逢甲大學及長庚科技大學

等 10 個學生會獲獎，另外政治大學及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等 20 個學生

會則獲得入圍獎，金檔獎則由成功大學等 10 個學生會獲獎，本活動除

透過競賽讓各校互相觀摩學習，並安排專題演講及世界咖啡館討論等活

動，提供各大專校院交流之機會。

 ▲102 年自治組織成果競賽特優學校頒獎

 ▼102 年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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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深耕在地，參與國際社會

青年國際參與及體驗學習包括推動青年國際交流、國際參與、服務

學習及壯遊體驗學習，主要在提供青年多元參與及學習管道，培養青年

學生適應力、應變力、關懷力及團隊合作等多元能力，以累積青年職場

及國際競爭力。

 (一) 國外青年來臺分享交流 感動體驗學習

1、青年壯遊家大募集活動

辦理第六屆青年壯遊家大募集活動，計有 55 國 / 地區 686 位國際

青年報名參加，並擇優遴選出 13 國 / 地區 20 位國際青年來臺執行至少

10 天以上的壯遊臺灣計畫，且於青年旅遊網及其個人網站上記錄在臺

壯遊的故事，向各當地國家青年推廣壯遊臺灣，惟 1 名比利時青年因個

人因素放棄來臺，實際完成者為 19 名國際青年。另於 10 月 23 日辦理

我的壯遊臺灣感動故事─國際青年分享會，計有 58 名青年參與，分享

會邀請來自英國、德國、日本、波蘭與葡萄牙共 5 名國際青年壯遊家與

臺灣青年互動交流，分享外國人眼中的臺灣，成為推廣青年壯遊臺灣的

種子。

 ▼青年壯遊家渡邊康平探訪宜蘭傳藝中心瞭解臺灣舞臺藝術，與演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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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韓國青年壯遊臺灣交流團

依據 2013 年臺韓青年壯遊交流合作計畫，由本署、駐臺北韓國代

表部號召兩國青年團隊研提 10 天以上具學習性質之主題式壯遊計畫，

雙方各別遴選出 1 組優勝團隊分赴彼此國家壯遊。本署招募韓國青年團

隊來臺壯遊，計有 60 組韓國青年團隊報名，擇優遴選出 1 組優勝團隊

「尋找少數民族之痛」於 7 月 15 日至 25 日來臺壯遊。另臺灣優勝團

隊「臺韓差異」則由駐臺北韓國代表部選出，並於 7 月 11 日至 21 日

赴韓壯遊。另於 7 月 24 日於國家戲劇院 1 樓甘泉藝文沙龍辦理 2013

年臺韓青年壯遊交流團成果發表會，由臺韓青年優勝團隊與現場 50 名

青年分享交流其壯遊經驗，協助推廣青年壯遊臺灣。

 (二) 國內青年赴國外交流 青年國際行動All in One

1、發展多元化國際青年志工服務方案

透過相關教育訓練與經費補助，鼓勵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及民間團體

籌組之青年志工服務團隊，赴海外進行志工服務活動。另與僑務委員會

 ▼國北小泰陽，透過教學傳遞熱情與愛



46

合作辦理海外僑校志工服務計畫，補助與訓練青年團隊前往東南亞、東

北亞等國之僑校進行服務。102 年補助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計有 111 團

隊、1,879 名青年志工赴四大洲、22 個國家參與多元國際志工服務；與

僑委會合作青年海外僑校志工服務計畫，媒合協助 28 團隊、109 位青

年志工赴東南亞僑校進行志工服務。

2、舉辦青年國際事務研習

為讓青年有多元管道登上國際舞臺參與國際事務，舉辦青年國際事

務研習，藉由國際事務、國際志工等相關課程及實戰演練，厚植青年國

際參與競爭力，強化青年國際參與知能。102 年於全國北、中、南、東

區辦理 10 場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共計培育 850 名青年國際事務人才。

 ▼清華大學尼泊爾國際志工服務隊，勇敢扛起衛教責任

 ▼桃園縣場次國際事務研習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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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辦臺英青年交流計畫

依據英國青年交流計畫（Youth Mobility Scheme，簡稱 YMS），外

交部協調於 iYouth 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設置臺英青年交流計畫專區，

建立臺英青年交流計畫贊助證明系統，今年分二階段核發 1,000 名贊助

證明給我國 18 歲至 30 歲青年申請 YMS 短期移民多次入境簽證，居住

期間最長可達 2 年，使青年透過全時工作、打工、從事志工或自費遊學

等方式（排除創業、職業運動及受訓醫生），深入體驗英國的文化內涵，

擴展國際視野，增進兩國青年交流及認識。

4、補助青年參與國際會議

與大專院校及民間團體合作，補助 10 隊 76 名青年赴三大洲 10 個

國家參與 2013 年國際教育資

源網第 20 屆國際年會暨第 17

屆青少年高峰會、世界藥學會

年會、世界醫學生聯盟亞太區

域會議等青年志工服務、服務

學習、青年旅遊、創新培力、

公共參與議題之國際會議及活

動，並於年底辦理成果分享競

賽，增進青年國際參與能力。

(三)促進跨國青年事務交流  擴展青年國際網絡

1、舉辦全球化青年公共參與及
國際關懷研討會

邀請紐西蘭、愛爾蘭、南韓、日

本、以色列等國家，每個國家指派 1

名青年事務部門官員及 5-7 名青年參

加，並與國內青年進行跨國青年事務

交流，計有 150 名國內外青年參與，

擴大與更多國家之青年交流合作及互

動關係。

 ▲補助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協會參加 2013 年國際教
育資源網第 20 屆國際年會暨第 17 屆青少年高峰
會國外新聞報導

 ▲2013 全球化青年公共參與及國際關懷研討會文化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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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

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由本署、以色列青年交流協會 (Israel Youth 

Exchange Council) 共同擔任實際執行單位，6 月邀請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

3 名代表訪華，8 月持續辦理臺以青年交流團，首次邀集兩國 21 名具公共

參與經驗大學生共同參與，擴大遴選 10 名高中職學生赴以色列參加國際環

境青年領袖會議，促進青年事務交流及合作。

 (四)推廣服務學習理念  力行從做中學

1、建置服務學習網

彙整各級學校及社區機構服務學習實務案例、教材、國內外研究等資

源，建置服務學習網，透過線上會員機制，會員登錄後可以瀏覽及下載相

關資料電子檔，及報名各項服務學習培訓課程。102 年累積超過 3,800 名

會員，瀏覽人次突破 61 萬人次。

2、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及網絡建構

為深耕推廣服務學習，建立正確理念，102 年共計分區辦理 12 場社

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及 20 場次服務學習種子教師培訓，共有

 ▼臺以青年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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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位學員參與訓練。另為建構服務學習資源網絡，完成服務學習資源

網絡調查，捲動 150 個社區及非營利組織，加入服務學習推動網絡。

3、服務學習獎勵計畫

為獎勵服務學習相關研究，辦理服務學習獎勵研究計畫，分為學生組

及實務工作者組，共選出 17 件績優作品；另評選服務學習績優推動單位，

辦理服務學習示範性計畫，分為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大專校院組及民間

團體組，共選出 49 個績優推動學校及民間組織。相關獎勵皆於服務學習全

國研討會時公開頒獎表揚，並將績優案例放置於服務學習網。

 4、服務學習國際交流

102 年遴選 8 人代表團赴美國丹佛參與第 24 屆全美服務學習研討會，

並於返國後進行經驗分享；另於 102 年 11 月辦理全國服務學習研討會，

邀請來自美國、日本及新加坡等 3 位國外服務學習學者專家來臺，與國內

產官學界 43 位代表進行座談與工作坊，共有 223 位各級學校老師及相關

人員與會。

 ▼施建矗副署長出席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勉勵老師一同投入服務學習推廣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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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會

邀請本部內各相關司署、各級學校、縣市政府代表、專家學者等共 27

位委員，組成本部服務學習推動會，由黃政務次長碧端擔任召集人，每 6

個月召開委員會議，102 年於 6 月及 12 月召開 2 次推動會，並依決議研擬

並執行本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

 ▲出席於美國丹佛舉辦之第 24 屆全美服務學習研討會，與同行老師合影

 ▼黃碧端政務次長與羅清水署長出席 102 年服務學習全國研討會，與貴賓及受獎單位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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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鼓勵青年壯遊體驗學習  探索在地文化

1、建置青年壯遊點

為鼓勵青年以多元方式認識鄉土、行遍臺灣，98 年起以階段方式於全

國各地建置青年壯遊點，提供青年全年度常態性且深度的在地服務，包含

旅遊諮詢、背包寄放、導覽解說等，作為隨時可深入學習的入門點，並開

發具在地性、議題性及學習性，包括文化、生態、農村、漁村、部落、志

工及體能等 7 大類型為主題之體驗學習活動，以多元方式讓青年認識與體

驗臺灣在地生活及文化。102 年建置 41 個青年壯遊點，共辦理 245 梯次

活動，5,513 人次參加。另辦理 2 次工作會議，除宣導教育部及本署相關

政策，也規劃專題講座提升各青年壯遊點專案人員能力，並針對未來發展

相互交流提出策進作法。

為增進國際及大陸青年認識臺灣，成為推廣臺灣青年壯遊體驗的種子，

102 年與 29 所大專校院合作，提供 924 位國際及大陸學生至青年壯遊點

體驗。

 ▲黃碧端政務次長頒發服務學習推動會委員聘書致羅清水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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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暑假遊學臺灣活動

自 94 年起與非營利組織及大專校院合作，規劃以四大原則（再認識、

再發現、再感動、再創造 ）、五大主題（藝術文史、在地生活、生態冒

險、原民部落、節慶祭典）及六大元素（達人導覽、觀光旅遊、體能探索、

公共討論、DIY 體驗、公益

服務）為核心概念辦理壯遊

體驗學習活動。另整合與串

聯地方產業、觀光網絡、非

營利組織及公部門的資源，

藉由深入的導覽體驗從不同

角度探索臺灣，並引領青年

參與各項公民議題討論，培

養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及責

任心，進而主動關懷臺灣。

102 年共辦理 29 項 31 梯次

主題活動，527 位青年參與。

為確保活動安全及品質，辦理專案人員培訓；為提供經濟相對弱勢及

 ▲花蓮馬太鞍青年壯遊點活動，參加學員體驗部落豐年祭

 ▲跟著南臺科技大學趴趴 GO 濱海體驗水肺潛水趣活動—參加
學員準備就緒，深入大海潛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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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地區之在學青年亦有機會參與深度認識臺灣的活動，補助 19 位符合特

定青年資格者參與活動。

3、徵求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計畫

為發掘青年壯遊臺灣典範，鼓勵青年規劃提出獨特、有創意、具主題

或議題性、與地方社會文化互動或有自我挑戰精神之壯遊臺灣實踐計畫，

並從中融入公益之概念，經入選者可獲得實踐獎金用以完成壯遊夢想，青

年並需完整記錄實踐的過程，期能藉由分享實踐青年壯遊臺灣過程中發生

的感動故事，鼓勵更多青年投入，捲動青年壯遊臺灣風潮。102 年遴選出

50 組團隊，並辦理行前共識營，邀請學者專家及歷屆的優秀學長姐分享，

培訓 88 位青年。50 組中計有 11 組團隊因故未完成計畫，39 組團隊順利

完成並繳交成果報告及參加成果競賽。10 月 27 日辦理分享暨表揚會，共

有 346 位青年參與。

 ▼感動地圖《俠客幫》團隊以自身才藝表演向路過民眾交換食或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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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青年壯遊服務體系措施

為利青年查詢壯遊體驗學習相關資訊，整併青年壯遊點、遊學臺灣、

感動地圖、青年旅遊網等 4 網站為青年旅遊網單一網站（http://youthtravel.

tw），並於 11 月 25 日上線營運，另辦理網路活動邀集青年加入新網站會

員，102 年網站會員已達 37 萬 0,053 人。

與世新大學、中華大學、靜宜大學、臺灣首府大學、長榮大學及臺灣

觀光學院等 6 所大專校院共同推動青年旅遊 Tour Buddy 服務網，招募青年

志工進行培訓，並提供當地景點免費導覽解說服務，除讓國際青年認識臺

灣外，亦提供我國青年學生外語導覽實習機會，精進外語能力及培植觀光

導覽人才。102 年共 445 名青年旅遊志工服務 2,399 名國際青年。

發行青年旅遊卡，協調相關部會及旅遊業者提供近千項景點門票、住

宿、小吃購物、交通、中文學習等優惠，並結合交通部觀光局旅客服務中

心、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部分縣市政府、民間團體、本署青年志工中心

等 119 處服務據點，提供青年旅遊諮詢及青年旅遊卡申辦服務，102 年計

有 14 萬 1,634 位青年申辦青年旅遊卡。

招募青年旅遊志工，共同投入青年旅遊推廣工作，透過友誼鏈推廣青

年壯遊臺灣。102 年計有 114 名青年報名參加，其中 61 位獲得青年旅遊

志工資格。為強化青年旅遊志工專業知能，辦理 2 場培訓，計 207 人參加。

提供Digital Tour Buddy寶貝機借用服務，國際青年可於網站線上申借，

入境時於桃園及高雄國際機場領還機，102 年申借人數為 6,397 人。早期

我國青年壯遊環境未臻完善，但在交通部觀光局等相關單位及本署持續努

力下，國際背包客不易辦理手機之情形已逐漸改善，青年壯遊環境亦漸趨

友善，經評估寶貝機業務已達成階段性目標，故自 102 年 12 月 31 日起停

止辦理。

http://youth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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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全組織運作，提升行政效能

本署除業務單位及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設綜合企劃科，負責本署

綜合管考業務外，另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以及政風室等行政單位，

另外有關本署資訊業務，由教育部統籌辦理，並設派駐資訊小組至本署

服務，其業務成果如下：

(一)綜合管考業務：

1.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署 102 年完成 36 項法規異動作業。

2. 配合教育部辦理內控專案工作推動作法，於 102 年 3 月 19 日

成立本署內控工作小組，由署長兼任召集人，並於 102 年 6 月

28 日完成本署第 1 版內部控制制度 ( 初稿 )，並於 102 年 9 月

26 日核訂本署內部控制制度試行自行評估計畫，評估期間自

102 年 6 月 28 日 起 至 同 年 9 月 30 日 止， 其 中 102 年 10 月

20 日完成作業層級自行評估、102 年 10 月 30 日完成整體層

級自行評估，並於 102 年 10 月 7 日召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討論自行評估情形及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召開內部

稽核小組第 1 次會議，辦理本署內部控制制度試行自行評估複

評，並修正通過本署第 1 版內部控制制度，於 102 年 12 月 20

日經簽奉署長核定並報部核備。

3. 研擬本署美感教育實施計畫 ( 草案 ) 作為 103 年推動依據，並

於 10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諮詢會議，邀請教育部師資藝教師

司參與，於 103 年 1 月 16 月核定公告。另研擬本署推動性別

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草案）。

4. 規劃本署 102 年報出版事宜並於 102 年 12 月 6 日召開編輯小

組會議討論；102 年共完成出國報告 6 件，並依規定上傳出國

報告資訊網。

5. 配合教育部修訂本署分層負責明細表及召開 3 次本署組織改造

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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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擬訂本署電話禮貌測試實施計畫，不定期辦理電話禮貌測試，

測試結果各組室皆達 80 分。

(二)文書事務業務：

文書業務包括公文收發、登記、傳遞、印信典守、檔案管理、署務

會報等各項文書議事事項。102 年工作成果如下：

1. 102 年度總收文 13,157 件，總發文 3,596 件，全年度歸檔文

件計 12,614 件。

2. 賡續推動文書處理電腦化，102 年繼續辦理公文線上簽核，至

102 年底線上簽核件數為 6,846 件，佔全年度電子收文、紙本

收文轉線上簽核及創簽稿總數 14,236 件之比例為 48%。

3. 102 年度召開署務會報 24 次。

4.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順利完成與教育部、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的檔案移交接工作，包括

移交教育部教育優先區檔案 140 卷、移交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

年創業輔導實體檔案 789 卷線上簽核檔案 72 卷、移交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青年就業輔導檔案 84 卷、移接教育部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等業務檔案 535 卷、移接行政院青年

輔導委員會檔案 4318 卷。

5. 本署 54 至 100 年檔案搬遷至教育部中和庫房存放。 

6. 配合行政院政策，推動節能減碳措施及清淨家園工作，提高本署

綠色採購比率，協助各組室之清潔整理工作，結合環保生態積極

落實清淨家園行動，並以創造優質良好辦公空間及環境為目標。

(三)國會聯繫業務

1. 撰擬 102 年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業務概況報告及預算解凍

報告等書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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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教育部國會聯絡小組，辦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立法院預

算中心、教育部國會組及立法院各黨團之聯繫協調事宜，本署

組織法於 102 年 5 月 31 日完成 3 讀。

3. 辦理國會辦公室陳情案、請助及請託案等聯繫協調事宜。

4. 辦理新聞聯繫工作，102 年度本署新聞共計發佈 63 則，並配

合各業務單位需求協助記者會接待事宜。

(四)人事行政業務：

1、因應組織改造，辦理相關人事作業，支援機關整體業務運作

(1) 重新建置本署組織編制及預算員額規劃之相關人事作業，

並於 102 年 1 月 2 日令派新職，本署組編經敘部部核定後，

重新辦理本  署預算員額職務歸系案，依核定結果辦理動態

登記及送審作業。

(2) 重新報核本署聘僱計畫書表，依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規定整備相關資料，經核定後，簽訂本署聘僱人員聘

僱契約。

(3) 因應本署組織變革，本署前於 102 年 1 月 19 日核定修正

12 項人事法規，並於 102 年 1 月 23 日以臺教青署人字第

1022560026 號函轉各單位知照辦理；為賡續推動各項人

事作業，並精進人事管理，本年度深化研修本署團體績效

評核作業規定、本署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本署勞

務採購派駐人員作業要點及本署性騷擾防治及處理要點等 5

項人事法規，並分別公告周知。

2、辦理多元化訓練進修活動，提升同仁行政知能

本署於年度即因應本署業務需要，研訂年度教育訓練實施計畫，藉

由系列性訓練課程，強化同仁專業涵養及政策執行能力，課程規劃內容

包括行政職能、政策性課程、中高階在職培訓發展課程、新進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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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推廣活動及勵進會等組織學習活動，達成本署公務人員每年平

均學習時數應以 80 小時以上、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60 小時、數位學習

時數 10 小時以上之目標。

3、辦理本署團體績效評比，落實績效管理

為落實績效管理制度，並使績效評核成績作為年終考績比例分配之

依據，研議規劃本署 102 年團體績效評核作業考評項目為期初績效目標

設定、期末績效目標達成度、管理效能（公文處理時效及線上簽核率、

電話禮貌、組織學習及預算執行）及首長綜合考評四項，分占 25 分，

透過多元客觀評比項目，覈實評定各單位名次等第，並深化機關組織績

效管考之積極功能，落實績效導向的人事政策。

4、落實業務委外政策並推動行政協助事項

(1) 因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及組織員額精簡政策，組編人力與

預算員額大幅縮減，考量現有人力配置，亟需妥善規劃業

務委外及行政 協助事項，以因應業務辦理需求，本室擔任

委外業務辦理之幕僚單位，協助組織改造及員額整併後，

本署單位業務委外及行政協 助事項推展。

(2) 為通盤檢視相關業務委外審議作業，依「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成立本

署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查核小組，定期召集小組委

員檢核現有業務委外之可行性。

(3) 本署 102 年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查核小組共計召開 7 次

小組會議，審議 40 件委外案件及 5 件行政協助案件，本項

業務執行並經教育部 103 年 1 月 10 日函以，102 年度推

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業務，本署執行成果經考評達 90 分以

上，成績優良。

5. 協助推動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平等措施

(1) 為營造友善性別工作環境，並促使本署各項青年業務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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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落實性別概念，102 年本室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辦

第 12 屆金馨獎作業，另依「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

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代表教育部參與該獎

項團體組第二組（行政院所屬三級及四級機關機關）評選。

(2) 本獎項就本署辦理性別統計分析、性別預算編列、中長程

個案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本機關高階主管及職員參加性

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及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等評比項目考評；本署推動性別主流化績

效優良，經評選為 102 年行政院第 12 屆金馨獎團體獎獎項

殊榮，並由署長於 103 年 3 月 6 日代表受獎。

(五)主計業務: 

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等主計業務。主要工作項目則含括

本署概（預）算籌、彙編及預算執行控制、會計帳務之登載、會計月報、

半年結算及年度決算等表報之編報等。一年來，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推動之重要工作如下：

1、配合組改，彙編本署102年度法定預算

本署 102 年度法定預算係依據行政院核定額度，並於教育部指導

下，把握施政要點，貫徹計畫與預算之實施，本零基預算精神，確實檢

討原有計畫及預算妥慎編製。102 年度計編列歲入預算 9,000 元，歲出

預算 2 億 4,185 萬 9,000 元。

2、強化年度預算管控，有效執行本署預算

係秉持合理撙節、經濟有效等原則，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

行作業手冊相關規定，按歲出分配預算及計畫進度切實嚴格執行，並於

署務會報定期提報預算執行概況，俾供適時修正改進。本署 102 年度執

行率為 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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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議適用「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議題

本署由原行政院青輔會改制成立，並隸屬教育部。適值新舊交替之

際，本署委辦或補助計畫仍以沿用原青輔會申辦、核撥及結報程序與經

費編列標準為原則。為強化委辦及補助計畫作業之管控機制，爰研議本

署適用「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議題，並獲署務會

報通過施行，俾作為本署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之執行準據，並利監

督查核作業之落實與執行。

4、編製會計報告並落實主計憑證及帳冊存管

依規定定期編製會計報告，允當報導歲入、歲出預算執行情形；除

依限送請相關單位審查外，並定期分析檢討預算執行成效，俾適時供各

業務單位參用。另各項會計憑證，均依法分類裝訂成冊，陳送審計機關

查核；至相關帳表亦定期整理歸檔，俾供查閱。

5、辦理本署102年度決算

依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辦理本署 102 年度決算業

務。本署 102 年度預算執行結果，歲入決算數 63 萬 0,366 元，較預算

數 9,000 元，增加 62 萬 1,366 元；歲出決算數 2 億 2,065 萬 1,224 元，

較預算數 2 億 4,185 萬 9,000 元，減省 2,120 萬 7,776 元。

(六)政風業務:

法務部廉政署於 100 年 7 月 20 日成立，成為我國唯一符合《聯合

國反腐敗公約》規定，辦理政策規劃、反貪、防貪及肅貪工作的廉政專

責機關。法務部為各政風單位之業務督導機關，本署政風室於前青輔會

時期，業務執行直接由廉政署督導考核，適逢 102 年組織改造，本署改

隸教育部轄下，本署政風室乃成為教育部政風處之所屬政風機構，由該

處督導監督，全力為促進教育體系之廉能工作而努力。

1、召開廉政會報，研商廉政議題

為落實廉政政策，實踐「乾淨政府運動」理念，本署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召開廉政會報，由署長親自主持，有效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廉



6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2  年年報

潔觀念，並提升施政效能。

2.、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並落實執行

為使機關同仁執行職務時能廉潔自持及依法行政，並提升政府清廉

形象，本署政風室透過會議、電子郵件等方式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使同仁知悉相關規定，並且落實執行。102 年度受理受贈財物登

錄 24 件，請託關說登錄 1 件，共計 25 件。

3、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受理及實質審核作業

本署 101 年度於青輔會時期共計 18 人申報財產，依法務部公告抽

籤比例 14％，應進行實質審查人數為 3 人，前後年度比對為 1 人。經

代理署長於 102 年 3 月 13 日署務會報中公開抽籤，政風室已完成該年

度實質審查作業，並將相關結果函報教育部。另本署 102 年度應辦理財

產申報人員共 15 人，皆已於申報期限內完成申報作業。

4、辦理財產申報暨利益衝突迴避講習訓練

為落實陽光法案，並使申報義務人瞭解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之相關規定，本署政風室於 102 年 10 月間結合教育部政風

處辦理 4 場次之訓練課程，期能降低錯誤申報比例，並避免受罰。

 ▼「廉政會報」，檢討機關廉政狀況及報告廉政工作推展近況，
有效建立廉政工作溝通平臺，並據以推動廉政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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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全政風業務行政規則

(1) 102 年 1 月 1 日本署組織改造，由原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改制成立，相關之行政規則業配合修正，本署政風室爰

修正「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政風訪查工作實施要點」乙種，

並溯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2) 為落實廉能政策，端正政治風氣，提升行政效能，並建立

會報平台充分溝通討論，本署政風室特訂定「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廉政會報設置要點」乙種，據以定期召開廉政會報。

6、辦理安全維護工作

本署於 102 年度辦理「102 年青年政策論壇 - 全國會議」及「102

年區域和平志工團團慶及表揚大會」等大型活動，因邀請總統、院長、

部長等貴賓出席，本署政風室為維護與會人員安全及維持會議活動秩

序，經簽奉核可後訂定首長安全維護計畫，據以執行各項安全維護工

作，均圓滿達成任務。

7、實施政風法令宣導，加強同仁反貪意識

本署政風室配合教育部政風處轉達法務部廉政署之各項宣導內容，

上載於本署內部網站，並以電子郵件方式轉寄署內同仁，給予相關宣

導，建立同仁法制觀念，預防發生違法情事。

8、加強採購監辦業務

實地監辦採購業務計 74 件，書面審核監辦 105 件，並對 2 件採購

案件簽註改善意見，以確保各項採購作業符合法令規定，有效降低本署

採購作業風險。

9、協助處理刑事不法案件

本署政風室於 102 年度協助業務單位與司法調查機關聯繫溝通，處

理本署涉及刑事不法案件之約談及調卷等事項，有效掌握案情發展，並

控制機關風險。另外，並協助業務單位將執行業務時發現之涉嫌偽造公

文書情事函送司法調查機關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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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派駐資訊小組:

1、伺服主機轉為虛擬化作業，提高整體使用率

本署提供民眾服務活動網站及內部公務系統，因傳統的伺服主機佈

建方式，只使用其總運算量的 15% 至 20%，伺服主機需求數為 20 多台，

經採用 VMARE 虛擬化機制後則可以提高 2 至 4 倍的運算量，整體伺服

主機使用數調降為 7 至 8 台，並逐步淘汰年限以上之舊型伺服主機，可

以有效提昇伺服器使用率，以達節能省碳之效。

2、因應組織改造，資訊業務向上集中，降低相關成本支出

配合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強化政府資訊組織、提昇部會部屬機關

資訊人力與共通性業務資源共享等原則，本署 101 年組織由二級部會後

調整為教育部所屬機關，其共通性資訊業務往部會集中，民國 102 年本

署資訊業務與教育部整併包含對外網路架構由 GSN 網路改為 TANET 學

術網路，電子郵件系統採用教育部的 MAIL2000 系統、網路防火牆及資

訊安全防護作業服務整併至教育部資安防護體系，以降低維運成本及擴

大本部經濟規模。

3、對外服務網站支援新世代網路(IPV6)，因應未來趨勢

網路應用已經無遠弗界，以致目前全球出現 IPV4 位址即將枯竭，

為配合行政院 NICI 小組因應此趨勢，本署在組改後，就本署官網與各

業務主題組等各主題網站進行調整，支援 IPV6 功能，均通過該行動辦

公室 IPV6 檢測程式檢測。除了解決未來 IP 位址數量不足的問題及增加

網路連線效   能以外，尚可利用 IPV6 新功能大幅提升網路之可用性。

4、資訊機房整併集中，共用資源最大化。

本署組改後為教育部之所屬機關，配合資訊機房集中政策， 於 102

年 7 月期間對外服務網站、電子郵件系統及名稱伺服器均調整至教育部

徐州路第三辦公室機房，內部系統如公文管理、差勤電子表單等均移入

聯合辦公大樓 13 樓機房。本署的各項設備及系統可透得本部原有的機

制來增強維運及防護，因本部整體資訊架構較龐大相對資安防護需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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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嚴謹的控管機制，如機房 24 小時人員監控及更專業的維護團隊協助

處理相關資訊事宜，提供更快速的處理及支援。

5、強化網站安全，重要資訊不外流。

由於網路的普及，資訊流通速度變快，重要資料通常也透  過網路

做傳遞，但難保在傳遞的過程中遭受惡意攔截造成資料外流，就本署對

服務網站使用資料庫重要資料欄位應設定加密機制，如身分證字號，網

站登入的密碼等，同時每個網站也均向政府憑證中心申請 SSL 伺服器憑

證，確保網路傳輸重要訊息時可在加密機制進行，以提昇整體資安防禦

能力。

6、配合組織改造，建置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網站

102 年為配合青年輔導委員會組織改造改制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依

「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及「政府網站建置及營運作業參考指

引」，建置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機關中英網站，經同仁多方討論及考量使

用者使用網站行為，特以計畫別為業務分類原則，搭配彈跳視窗呈現項

下內容，以利使用者於首頁即可一目了然本署業務，縮減搜尋時間；另

為因應智慧型手機普及，本署亦與時俱進，設計有自動辦視之行動版網

站，以利行動裝置者直接以符合裝置視窗大小之網頁瀏覽本署網站，本

次官網相關設計考量均以便民為原則及目的，以加強便民服務。

7、配合政府軟體共享原則及改善流程，建置機關內部人事業務系
統及感應式刷卡設備

本署原延用青輔會時期機關表單簽核流程自動化系統，由於已逾

十年之久，期間歷經數次增修系統功能，惟部份功能仍無法配合本署

行政業務所需，考量本署人員類別不多、節省公帑及配合政府軟體共

享原則，遂建置人事行政總處開發之機關內部人事業務系統共享版

(WebITR)，供處理同仁差勤資料使用；另為建立友善刷卡環境，裝置三

台感應式考勤機，供同仁上、下、加班刷卡使用，並建有中介管理軟體

即時傳輸刷卡紀錄至 WebITR，以整合刷卡設備及差勤管理之資料流程，

節省人員處理時間及成本。



參、未來展望
本署未來規劃運用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辦理生
涯輔導種子教師培訓，培養教師與導師的生涯輔導
基礎知能，融入系科課程，進而協助落實學生生涯
輔導，有效提升生涯輔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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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未 來 展 望

ㄧ、培育種子講師 落實生涯規劃

為積極提升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之專業知能，促使其有效協助在

學青年及早建立正確之生涯發展觀念，落實生涯輔導工作，本署辦理提

升生涯輔導人員及教師之輔導效能相關工作。

本署未來規劃運用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辦理生涯輔導種子教師

培訓，培養教師與導師的生涯輔導基礎知能，融入系科課程，進而協助

落實學生生涯輔導，有效提升生涯輔導效能。對於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

員異動頻仍現象，為提升專業知能與工作順利交接，擬編印「大專校院

生涯輔導單位工作人員參考手冊」，並召開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主任會

議，進行生涯實務工作交流與知能提升，會議中宣導鼓勵各校運用參考

手冊。104 年起擬編列相關補助經費供學校落實推動，以使生涯輔導工

作更具效益。

二、開拓職場領域 多元體驗學習

根據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100 年提升就業力調查，企業主及青年

皆認為見習實習為提升就業力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本署致力推動各種產

業領域之見習工讀，讓在學青年除了學校辦理的校外實習外，有更多元

的職場體驗機會，透過接觸工作世界，了解職場所需的技能，同時增加

職場軟實力。

本署未來將持續開拓青年多元職場體驗機會，強化職場體驗資訊服

務平臺功能，協助青年在教育過程中培養多元就業能力，相關推動措施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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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RICH職場體驗網」整合職場體驗資訊 

RICH 職場體驗網自民國 92 年建置，已廣為企業利用刊登工讀職缺，

並且於 95 年起陸續開闢「暑期社區工讀」、「大專生公部門見習」、「經

濟弱勢青年工讀」專區，拓展社區產業及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中央機

關部會、公營事業單位工讀見習職缺。103 年除了持續維運，強化各專

區的功能，同時持續增加工讀權益、職場趨勢文章，充實職場準備資訊，

預計新增 4 萬 2,500 個工讀職缺。

 2、持續辦理經濟弱勢青年工讀

    針對 16-29 歲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曾獲就學貸款或獲教育

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補助在學青年，本署將持續透過財政部、

經濟部、交通部廣邀轄下的公營企業、公股銀行，以及廣邀政府機關、

私人企業，提供工讀職缺予上述對象。103 年預計開拓 1,000 個工讀職

缺。

 3、擴大辦理大專生公部門見習

    針對大專在學青年，本署協調行政院所屬中央部會提供見習機

會，讓有興趣進入公部門學習的青年可以透過此管道，了解政府部門的

行政運作方式，同時接觸公共事務，同時探索自身的職涯方向。103 年

預計媒合見習 350 人次，另將邀請縣市政府配合本計畫釋出見習職缺，

期能增加公部門見習管道。

 4、辦理青年暑期社區工讀

    本署提供大專在學青年至社區產業及社會福利服務工作性質之

非營利組織暑期工讀機會，一方面充實工作經驗，同時發揮所長協助用

人單位，亦加強其對於非營利組織領域的興趣與認同，間接促進未來返

鄉就業服務之意願；另一方面也能促進地方活化及社區永續發展。103

年將持續辦理，預計媒合工讀 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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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青年培育能量 推展三創教育新方向

有鑑於臺灣在全球化下正面臨著產業結構轉型，由過往的代工製造

取向轉為創新服務取向的考驗，而青年向來被視為是社會發展的動能與

國家競爭力核心的來源，青年的素質培養與發展對於臺灣未來的轉型與

發展可謂至為關鍵。今日的青年世代身處於競爭激烈與難以預測的全球

化環境，面對的是瞬息萬變與不斷更新的資訊科技等挑戰，如何發掘與

激發當代青年創意、創新與創業的能力，並提供適當的資源則是政府主

管機關的責任與挑戰。因此，未來將進行「青年三創教育政策研究」，

試圖透過對國內外政府機構針對青年族群在創造力、創新與創業方面的

政策制訂與施行進行盤點，並系統性地從國際趨勢與國內現況和需求來

探討國內在現行政策與措施上仍需加強之處，並草擬有利於培育我國青

年創意、創新與創業能力的策略方向，以利相關機構提供有助於青年創

新能量的服務措施。

四、研擬青年發展法 落實青年發展事務

由於青年事務牽涉範圍甚廣，為使未來能有效規劃並執行青年政

策，青年署將辦理研擬「青年發展法」之先期研究，期能透過法令規範

明定政府及相關組織的青年工作職責，落實未來各項政策之基礎法源；

從制度層面協助青年發展，讓青年發展的事務常態化，展現政府對青年

的重視。

先期研究將由蒐集各國培育青年相關法規、議題、作法與建議，以

研提青年發展法草案，青年發展法研擬內容包括，明定青年事務的任務

及範圍、明定專責青年事務的中央及地方組織與其職掌分工、青年參與

青年事務、公共事務的機制及對應的權利義務關係、鼓勵第三部門組織

與企業共同參與青年事務的推動、預算來源與人員編制之依據、政府在

推動政策時應優先考量青年的需求，並評估政策施行對青年的影響、其

它有關青年發展的配套措施，例如定期進行青年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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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聆聽青年聲音　廣納青年意見

1. 建構青年政策參與平臺，擴大青年政策參與管道：讓有意願參

與的青年都有適當參與管道，提出他們對公共政策的想法和建

言，因此將強化青年發聲、政策建言機會與管道，並推廣審議

民主理念精神，以建構青年政策參與網絡平臺，並將審議民主

基本精神，融入活動設計中，促進青年政策參與時知情討論、

理性對話及多元思考。

2. 培育青年政策參與人才，提升青年政策參與能力：期從加強青

年政策參與的能力建構，培育更多優秀的政策參與人才，俾提

升政策參與和建言的品質，讓政府重大公共決策能融入多元的

觀點與考量，使決策更為周延完善。

3. 逐年提升青年公民意識，促進青年關心公共議題：透過青年政

策參與，青年可以提升對周遭環境及對社會公共議題的關懷，

並發展為一種行動力量；在賦權過程中，青年將界定自身需求、

創造他們自己的機會、決定他們的未來，並逐步提升公民意識，

恪盡公民責任及扮演公民角色，進而建構一個成熟、理性、負

責的公民文化。

六、青年志工服務　點亮社會希望

持續整合青年志工服務資源網絡，透過各部會及民間組織之連結合

作，建構完善青年志工服務網絡，培力青年志工服務知能，並發展多元

化志工服務方案，以號召國內 12 至 30 歲青年以實際行動關懷本土發

展，逐步推動百萬青年百萬志工計畫，擘劃志工臺灣願景。

1. 強化青年志工服務平臺及網絡：103 年預計擴大青年志工服務

平臺，滿足各縣市青年志工需求，建立 16 個區域在地青年志

工服務網絡，透過辦理志工訓練、專案服務活動、在地組織連

結、青年志工諮詢業師運用等方式，號召中等以上學校及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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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助推動青年參與志願服務，帶動全臺青年志工之風潮。

2. 推動百萬青年百萬志工計畫：依據本署加強青年志工服務補助

作業要點補助 12 至 30 歲青年志工自組團隊，結合相關資源，

拓展教育、社區、環境、文化、健康及科技等 6 個面向的志工

服務，發展多元青年志工服務方案，鼓勵青年參與社區、關懷

社會之志工服務活動。

3. 辦理績優團隊競賽及表揚志工典範：103 年將持續舉辦區域和

平志工團團慶大會，藉由績優志工團隊表揚，表彰青年志工典

範，增進青年志工互動，與青年共築志工臺灣。103 年也將賡

續辦理 102 年績優團隊組隊至亞洲鄰近國家交流訪問，預訂前

往南韓考察，擴大服務視野及知能。

七、青年心行動　社會新活力

1. 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而提供青年

一個友善、多元的參與環境，讓青年盡情揮灑對社會關心的創

意行動，是青年署多年來推動「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的重

要宗旨。

2. 青年以熱情和創意，將社區關懷轉化為各式行動，建立與土地

間的認同與連結，用兼容的態度和不同的族群互動，呈現出臺

灣多元融合的新希望。青年署持續結合非營利組織、社區、青

年等，共同開發「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鼓勵青年團隊走

向農、漁村、原住民部落等地區，藉由社區營造、地方產業、

環保生態、文化創意與弱勢關懷等社會議題的行動，培養青年

對在地的責任感與認同感。

3. 未來期盼青年力量可以在社區持續扎根，並結合第三部門開啟更

寬廣的公共參與視野。青年署將持續培植青年人才、協助青年朋

友實現夢想、彰顯青年在公共事務參與的主體性、強化青年多元

學習、擴展青年國際視野，進而與世界接軌，改變新世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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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加強與各國政府青年部門交流，擴展青年國際網絡

1. 促進跨國青年事務合作，落實臺以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持  

續營運 iYouth 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提供留遊學、度假打

工、海外實習、國際志工、國際會議及活動、培訓研習等各多

元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與機會。

2. 邀訪國際青年領袖及國際青年組織，補助青年參與國際（含兩

岸）青年會議或活動計畫，拓展青年國際參與體驗學習管道和

機會，深化青年交流網絡及情誼。

九、 推動多元青年國際人才培訓，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

1. 為落實總統萬馬奔騰計畫，僑務委員會依國安會臺美專案指

示，自 98 年起辦理國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畫，主要目的為

增進臺美關係，提升青年國際視野，安排學生於暑假期間前往

美國進修國際事務相關課程，體驗多元文化。102 年遵照立法

院決議，自 103 年起應移至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本計畫

係結合本署原推動相關措施，如：青年國際志工服務、僑校志

工服務、補助青年團隊參與國際會議或活動、青年國際事務研

習營、青年國際事務菁英冬令營等，採系統化整合規劃為青年

國際人才培訓計畫，期提供青年國際參與優質的培訓環境及服

務，並納為本署國際人才資料庫之儲備對象。

2. 持續推動發展多元化國外青年志工服務方案，透過相關教育訓

練與經費補助，鼓勵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及民間團體籌組之青年

志工服務團隊，赴海外進行志工服務活動，並促進青年國際視

野及競爭力；激發青年對國際社會之使命感、責任感，履行世

界公民與地球村成員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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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落實服務學習推動方案，擴散服務學習向下扎根

1. 自 103 年 1 月起，執行本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著重服務學習

之觀念持續推廣與落實，整合各級政府、學校、社區及非營利

組織的力量，共同創造服務學習合作與支持網絡，累積經驗傳

承，至與國際接軌。重點措施包括培訓種子師資、強化課程及

活動內涵、充實資訊平臺、擴大資源網絡、鼓勵研究及教材研

發、評鑑與獎勵表揚等。

2. 持續進行種子師資的培育，透過分級課程，提供不同教育階段

師資推動服務學習的知能研習，並且強化學校與社區、非營利

組織間的聯繫，建立服務學習推動伙伴關係。規劃推動服務學

習攜手計畫，透過辦理服務學習著有績效的大專校院，輔導鄰

近中小學推動服務學習，以達服務學習理念擴散及向下落實的

效果。持續進行服務學習的相關獎勵，針對服務學習推動有成

的學校、優良方案，以及相關老師與工作人員，透過徵選並給

予獎勵，鼓勵持續投入服務學習推動領域。

十ㄧ、鼓勵青年以多元方式壯遊，走出課堂外體驗學習

1. 持續辦理青年壯遊體驗學習各項活動，與非營利組織及大專校

院合作建置青年壯遊點及辦理暑假遊學臺灣活動，並鼓勵青年

研提壯遊臺灣計畫，捲動青年自行規劃屬於自己的壯遊臺灣感

動地圖。

2. 加強與各級學校連結，透過學校課程、校外教學或畢業旅行等，

增加學生課堂外體驗學習的機會及管道；拓展多元青年壯遊體

驗學習管道，本署未來將協調整合相關資源，提供青年於國內

以工換宿或度假打工管道，期能鼓勵青年壯遊體驗時，藉由走

出生活舒適圈，找尋自我職涯方向與目標；規劃推動大專校院

鼓勵青年赴海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計畫，結合相關課程，提供

度假打工、遊學、自助旅行、壯遊體驗等融入 Gap Year 概念之

國際及多元文化學習機會，增進我國青年國際視野及加強全球

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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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附 錄

一、本署重點業務成果統計表

1、在學青年職場體驗參與人次統計

                       性別

項目
總計 男 女

總計 3,520 1,033 2,487

一般工讀專案 2,177 697 1,480

經濟弱勢青年工讀專案 683 178 505

公部門見習 360 66 294

青年暑期社區工讀 300 92 208

2、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統計表

項   目 男性 女性 合 計

參與人次 96 340 436

百分比 22 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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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年On Light計畫成效統計

                   項目

年度
目標人數 參加培訓人數 完成培訓人數

102 年 225 247 219

4、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人數統計

             項目

年度
場次 參與人數

102 3 207

5、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成果統計

項目 102 年

產品設計類 Product Design 802

視覺設計類 Visual Design 2,576

數位動畫類 Digital Animation 145

廠商指定類 Brand Specified 367

總計 Total Quantity 3,890

參賽國家 ( 地區 ) 數 Total Country 37

臺灣與國外件數比 56：44

註：廠商指定類係 102 年度新增獎項。



76

6、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成果統計

        項目

屆數
參賽隊 進入決賽隊 錄取率

第十一屆
2013 1,366 隊 (8,190 人 ) 24 隊 ( 複賽 60 隊 ) 1.7%

7、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成果統計

         項目

年度
第一階段獲補助團隊數 第二階段績優團隊補助數

102 40 評選中

註：102 年度計畫第二階段績優團隊獲補助名單於 103 年 2 月 28 日前公告。

8、青年政策大聯盟活動參與人次統計

項目 參與人數
性別

男 女

青年政策論壇 - 地方論壇 378 217 161

青年政策論壇 - 全國會議 261 158 103

青年政策論壇 - 主持人培訓 72 35 37

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 235 人（53 隊） 109 126

一日首長見習體驗 73 4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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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青年志工中心執行概況（4/1至12/31）

級
別

志工

中心

諮詢服
務 ( 人

次 )

遴聘
諮詢
業師
( 位 )

志工教育訓練
捲動志工參與

服務人次

教育
訓練

( 場次 )

參訓   
情形

( 人次 )

媒合
服務

( 人次 )

專案
活動

( 人次 )

直
轄
市
級

北基金 18,284 10 9 668 726 710 

新北連 6,977 8 6 1,811 5,452 819 

臺中市 2,532 8 12 1,067 1,047 569 

臺南市 2,100 8 12 1,777 1,061 806 

高澎 2,183 10 18 2,129 1,308 455 

縣
市
級

宜蘭縣 229 6 6 320 307 218 

花蓮縣 1,707 4 4 219 2,516 593 

臺東縣 1,890 4 4 261 518 626 

桃園縣 1,675 12 6 910 3,773 258 

竹苗 399 7 6 446 402 708 

彰化縣 275 5 5 434 785 533 

南投縣 186 7 8 1,247 394 387 

雲嘉 708 10 10 761 630 750 

屏東縣 192 4 4 379 1,273 1,519 

合計 39,337 103 110 12,429 20,192 8,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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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青年志工參與訓練人次性別統計

項目
男性 女性

總計
人次 比例 人次 比例

志工基礎訓練 2,328 38.03% 3,793 61.97% 6,121

志工特殊訓練 2,172 34.43% 4,136 65.57% 6,308

11、青年志工自組團隊參與人次統計

年度
自組團隊

隊數 參與服務人數 參與服務人次

102 1,466 27,843 82,972

12、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提案件數及參與人數統計

行動計畫

類別

提案件數 參與人數

總計 NPO 學校 總計 男 女

總計 33 28 5 146 64 82

社區參與 18 16 2 74 33 41

地方產業 7 4 3 34 16 18

環保生態 2 2 0 11 3 8

文化創意 3 3 0 12 7 5

弱勢關懷 3 3 0 1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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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校園講座人次統計

學校級別 總計 男 女

總 　 計 36,986 19,519 17,467 

高    中 16,806 9,157 7,649 

高    職 11,951 6,589 5,362 

大專校院 8,229 3,773 4,456 

14、青年國際參與人數統計

項   目
隊數 /
場次

人數
性  別

男 女

青年參與國際（含兩岸）青年會議
或活動

10 隊 76 32 44

臺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 111 隊 1,879 623 1256

國際志工海外僑校服務隊 28 隊 109 44 65

青年海外生活體驗貸款 - 613 206 407

青年國際事務研習 10 場 850 272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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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學年度大專校院推動服務學習成果一覽表

項目
大學
校院

技專
校院

合計

已設立專責辦理規劃服務學習課程 61 84 145

已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69 88 157

已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之系科所

比例占全校系科所 20% 以上
48 75 123

已將服務學習表現優異學生，

列為申請各項獎學金及工讀之審查條件之一
42 50 92

已辦理校內服務學習相關研討會，

增加各系所交流與觀摩機會
42 65 107

全校學生自治團體或社團參與服務學習活動

比例占整體數量 30% 以上
42 61 103

已評選各系所實施「服務學習」成效優良者，

適時獎勵與表揚，並辦理經驗分享與相關活動
49 57 106

已結合民間團體資源，

推動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67 81 148

近二年曾獲教育部服務學習績優

或特色觀摩學校
19 3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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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青年壯遊臺灣計畫參與人次統計 

  項     目     別 人次 男 女

壯
遊
體
驗
學
習
活
動

青年壯遊點 5,513 2,251 3,262

遊學臺灣 527 211 316

感動地圖 173 81 92

青
年
壯
遊
服
務
體
系

Tour Buddy 服務
網

服務    
志工

445 140 305

服務    
旅客

2,399 1,014 1,385

申辦青年旅遊卡

國內    
青年

16,644 5,326 11,318

國際    
青年

124,990 54,160 70,830

青年旅遊志工 61 14 47

寶貝機 6,397 2,336 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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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2年度本署歲出預算表

工作計畫 金額 ( 單位：千元 )

一般行政 83,369

01 人員維持 68,730

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14,639

青年生涯輔導 106,528

01 辦理青年生涯發展業務 18,896

02 辦理青年職能開發業務 18,420

03 辦理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
      職能  培訓輔導計畫

31,500

04 辦理青年創新培力 37,712

青年公共參與 18,145

01 促進青年政策參與 4,733

02 加強青年志工參與 5,653

03 推動青年社會參與 7,759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32,933

01 推動青年國際參與及服務學習 20,971

02 推動青年國際志工服務 5,275

03 推動青年壯遊 6,687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1

第一預備金 783

歲出預算合計 24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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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署編印手冊及重要資料

     

1. 102 年少年 On Light 計畫
學員故事集

2. 高級中等學校導師生涯
輔導操作手冊

3.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
大賽成果專刊

4. 102 年區域和平志工團團慶
及表揚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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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2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
績優團隊成果專刊刋

6. 第五屆感動地圖成果
分享會手冊

7. 青年從事國際志工注意事項                                                         
( 公 告 於 本 署 官 網 及 iYouth
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 )

8. 學 校 推 動 國 際 志 工 須 知                                                   
( 公 告 於 本 署 官 網 及 iYouth
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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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彩故事集

1、耀舞倘佯-當工讀青年與阿美族相遇，蹦出文化新火花！

102 年暑假，來自南華大學創意產品設計學系的鐘同學和蕭同學，

選擇了有別於一般大專生的暑期生活。他們參加了本署「青年暑期社區

工讀計畫」，選擇在台東市富豐社區協會擔任產品設計及行銷工作。富

豐社區延續原住民阿美族傳統文

化，編織工藝是其特色，兩位同

學發揮設計長才，在社區木匠師

傅與編織阿姨指導下協助社區設

計出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產品，例

如利用稻草手工編製的情人袋、

用月桃葉混搭皮革製成筆袋。為

展現阿美族愛好樂舞、捕魚蝦採

野菜，製作「耀舞倘佯」產品，

以樟木作為竹筏並結合月桃編

織產生對比，塑造海洋中阿美族

勇士的耀舞風姿，此產品更成為

該協會熱銷主打商品之一，為社

區帶來實質營收，達到「回饋社

區，活絡地方產業」的效果。他

們的優異表現在東區成果心得分

享競賽中也得到評審的讚賞，獲

得社區產業組冠軍。
 ▲台東市富豐社區協會 _ 鐘同學和蕭同學設計富有阿
美族傳統編織工藝特色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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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衛星定位  派車趣高效率  —                                                      
叫車系統變聰明，運將乘客通通贏

「派趣行動」是由趙友聖等三位南台科技大學畢業的學長學弟組

成，他們看到中南部幅員範圍廣闊，計程車運將大哥很辛苦地工作，每

天的收入卻不多。於是他們想到，現在智慧型手機方便，可以開發軟體，

讓需要搭車、有特殊需求的乘客，精準地找到適合的司機，可以創造車

行、司機和乘客的三贏。

懷 著 這 樣 的 初 衷，「 派 趣 行 動 」 開 始 研 發 A+Taxi 車 行 管 理 系

統，並參加 U-Start 計畫，開始他們想利用科技幫助社會弱勢的創業

路。A+Taxi 系統提供車輛監控、派遣、帳稅務的經營管理需求。並以

Smart-N 技術，開發出全新貼心的叫車服務。乘客可以透過手機 APP 上

網，查到計程車司機提供的服務，有的司機可提供外語服務，有的願意

載送行動不便的殘障者或老人，有的願意載送大型寵物，或是可以背患

者上下樓。透過網路查詢與配對，乘客可以即時找到適合的司機，不必

無助地在路邊被一輛輛計程車拒絕。司機也會在此誘因下，願意增加技

能，改善車輛配備，增加載客機會。透過有效的資訊流通，提高計程車

服務品質。

「派趣行動」所開發的 A+Taxi 系

統適合中南部區域型的計程車車隊，團

隊從在地的台南府城開始找願意採用的

車行老闆。萬事起頭難，中南部會搭計

程車的族群，年齡偏高，多是 40 歲以

上沒有開車的消費者，而車行經營者偏

高，多不會使用電腦。團隊花了三個月

的時間，經常去找車行老闆喝茶聊天，

老闆被盧煩了，讓從小用電腦的第二代出來接洽，案子才終於談成。「派

趣行動」已經完成車隊主系統和後台控制，接下來就是推廣給乘客的使

用介面。開發初期，趙友聖從車行處得知，司機反應，有這套系統後，

被叫車派遣的次數增加一兩趟，每天可以多賺 400-500 元。「創業的

最初想法就是想要幫助別人，聽到運將大哥收入增加，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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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栽木瓜苗  創農企業商機 —                                                   
U-Start首度農企業亮點 三福星勇闖木瓜育苗路

在 U-Start 計畫開始以來，首度有農企業進入決選，並且獲得優選

獎。得獎者是由三位憨厚的年輕人組成的「月葉農場企業社」。

厭倦行政工作的邱揚真，遇到很會切木瓜做組織培養的「瓜哥」吳

馥宇，和對未來有點茫然的李嘉菱。揚真大膽拿出嫁妝本，「我要來賭

一把。」賭什麼？「賭我們能不能來培養優良的木瓜苗吧！」

從木瓜優生學的角度出發，利用分子生物標誌篩選優良木瓜種源，

以無性生殖方式複製優良品種。於是月葉

農場因此誕生，從 2011 年底開始籌備，

購買設備。春天一到，開始進行木瓜扦插

繁殖發根，培養木瓜苗。瓜哥在實驗室切

木瓜，嘉菱做瓶苗，揚真把切好的木瓜苗

扦插在介質中。

育種的變因非常多，初

期半年，三個人都在摸索，

木瓜苗前一天還好好的，第

二 天 就 病 歪 歪 倒 一 半， 急

得他們幾乎想在農場紮營守

夜，二十四小時守護。木瓜

苗的品質時好時壞，狀況不

穩定，三個人的心情也因此

上上下下。

過了夏天，初期投入的資金幾乎要燒光了，三人對於創業充滿搖擺

與不安。還好，U-Start 計畫有如及時雨，「當時我們覺得快要溺斃了，

知道入選 U-Start，好像被人拉了一把，又可以呼吸、喘一口氣。」另一

個好運氣是，2012 年的颱風多達十三個，木瓜受災嚴重，木瓜苗水漲

船高，他們的瓜苗賣到不錯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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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這一段，月葉農場團隊終於找到木瓜苗培育成功的關鍵。找到

鑰匙，解開看天吃飯的秘密，面對未來的創業路，團隊成員比較有信心

了。可以穩定生產新品種優良番木瓜品種，培養單一植株個體，提高木

瓜產能，並繼續研發新品種，除了國內市場，種苗也瞄準國外市場，開

創龐大商機。

4、藝起獻愛心  造樂山幸福-- 「三名志工」 公益文創新思維

藝術與公益的創意合奏曲，是本屆臺北藝術大學「三明治工」想走

出社會企業的創業新模式。

兩年前，臺北藝術大學的學生因為學校專題課程，接觸了八里樂山

療養院，和院內老師與院童進行藝術治療、藝術創作和園區的設計項

目，雙方合作愉快。剛好面臨畢業的學生們想把

這個美好經驗延續下去，他們發現「公益文創」

的領域缺乏人長期永續耕耘，以「三名志工」同

音取名「三明治工」，懷著社會企業的想法，以

藝術設計專長，為社福機構和特教團體發展藝術

治療的特教教具、公益文創設計品、藝術課程活

動，尋求企業或公司的贊助支持。

他們的服務包括，利用院童的創作，擷取轉

化，設計成空間指標和布置；為機構設計文創品，

開發文創商品；為機構企劃活動、畫展，增加機

構的曝光度。「三明治工」的創意執行能力得到

的良好回應，以樂山療養院院童作品設計的「年年有魚」卡片獲得小英

基金會採用為年度賀年卡。特教院童的感官會有超乎常人的色感和質

感，團隊利用院童的動物畫作，設計製作動物餅乾，把院童的想像力轉

化成其他的創意商品，協助機構向企業提案。

另外，他們也開發「比薩時光 Pizza Time」教具，訓練特教學生對

形狀、顏色的感覺統合能力，也利用遊戲練習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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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工」團隊認為，因為 U-Start

創業計畫，幫助他們擴展視野。藉著初期

的參訪和培訓課程，從其他企業的核心價

值思考，我們的團隊可以創造什麼價值。

而且，家人對他們畢業後沒有正職的情況

很擔心，還好有 U-Start 計畫掛保證，成員

之一的謝若琳說，「家人才知道我是在創

業，不是在混，連媽媽都開始上網看我們的臉書，還加入粉絲團呢！」

5、我的助理禮儀師工作日誌

我是誰？未來要做些什麼？

我是小乖，目前被安置在少女機構中，在今年的四月我參加了一場

很特別的徵選會，這個徵選會改變了我整個人生的生涯規劃，讓我加入

「少年 On Light 計畫」，朝向了我的目標行業 - 禮儀師邁進。我即將離

開機構一個人獨立生活，我將會一邊做我最愛的禮儀師工作，一邊回到

學校上課，希望我能夠朝著我的目標邁進，有一天成為真正的禮儀師，

幫助更多的人。

我的工作日誌之第一天

原來抽煙的肺真的是黑的。親眼見到解剖真是寶貴一課，而且昨天

第一天上班，就直接來個刺激的，洗穿都上場囉 !!!! 看來這工作我還滿

喜歡的，而且還碰上難得的解剖大體，親身經驗，才知道，沒想像中的

那麼可怕 :)))) （小乖寫於工作後第一天）

我的工作日誌之生命的議題

我的工作，與我的信仰有相當大的衝突，天天拿香祭拜，接觸的東

西也沒那麼好玩，許多的禁忌，許多的規則存在，而也有更大的尊敬及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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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經理接了個案子，雖然助理不是我，但我卻好想做些什麼，

或許是因為年紀差不多，心裡也多了曾無限的感慨，每當供飯時間一

到，心裡就開始五味雜陳，也不知道怎麼訴說那種感覺，而也才真正體

認到人生無常。看過 10 個案例了，直到這一個，讓我心裡真的好感慨，

上一秒好好的，而下一秒誰能料想的到？往往總是想揣摩家屬的心情，

但或許因為今天不是我遇到，所以我無法真正的去瞭解。

做禮儀這一行的不是無情冷淡，而是因為專業而忍住淚水，誰說我

們不怕死，我個人就怕死怕的要命，尤其進入殯葬業，讓我開始想抓住

什麼，讓我開始想珍惜什麼，讓我不想失去我的摯愛，讓我不想失去我

的家人，讓我不想失去我的朋友，讓我不想失去很多人事物。對生命開

始有了研究，對時間開始有了抓緊，更對情字開始有了珍惜。現在我不

知道我要的是什麼，但我卻瞭解我想抓住幸福，葬儀對我來說不是工作

而已，而是人生的一種研究，我愛它但也卻不怎麼喜歡。

我知道有一天我將會遇到同樣的情形，而那時我該怎麼面對生離死

別？葬儀做了快三個月，還是無法去想像離別的時候，我的反應會是如

何？我想就算我做了十年二十年，我還是學不會，若今天躺的是我身邊

的親人，我更無法拿出我現在的專業，這是人類所擁有的感情 …（小

乖寫於工作後第三個月）

6、「學生自治組織經驗談」徵文活動首獎作品—                      
捍衛學生權益的道路

我是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會第 19 屆學生會長，身為一個學生會長，

我常常思考學生會存在的意義跟目的是什麼？屬於興大學生會的核心理

念又是什麼？每天有開不完的會議，還有接不完的電話，讓為何而戰，

變成我常常思考的課題。

從大一開始，我從系上的活動踏入了公眾事務，從晚會總召到宿

營，一路走來想著都是「如何辦好一個活動」。到了大二，系上的學長

因緣際會下邀請我進入學生會。我在這裡看到了一群人自發性的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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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付出，只因為愛這所學校，希望她更好，讓我很喜歡這個地方，因而

選擇留在這裡奮鬥。

進了學生會，當上了會長，許多現實層面的東西壓得我喘不過氣，

每天開不完的會，接不完的電話，吃不完的應酬，還有少部分同學的謾

罵質疑。讓我開始懷疑，為什麼我要在大學這樣的操勞呢？當初選擇踏

入學生會長選舉這個火坑，會不會是個錯誤呢？為了知道這些，我開始

踏上尋找解答的旅程。

我去拜訪了當初找我進學生會的學長，他也算是個校園風雲人物，

卻也是個備受爭議的人。走進餐廳，還沒坐定，我就告訴他，我最近覺

得很累，他微笑了一下，卻沒有回應。「學長，是什麼讓你願意大學四

年都在學生會付出呢？」他靜靜的看著我，然後冒出一句「那天我回會

辦，大一的新部員還問著我有什麼需要幫忙呢？」這句無理頭的回應，

讓我不知道該怎麼搭話。

「是啊，我以前在學校大家都認識我，有人很崇拜我，也有人很厭

惡我。然而，當我畢業以後，新的學弟妹沒有人會知道我做過什麼，或

者我以前搞的活動多好。對他們來說，我可能只是個歷史文件上的名

詞。」學長像個老榮民一樣，好像在訴說自己當年的英勇。這讓我更摸

不著頭緒了。

「但是阿甘，什麼東西會留下來你知道嗎？」學長突然問到我，「你

在會辦牆上的照片？」我回道。「哈哈，那也可能會被撕掉吧。我們都

會被忘記，但是我們的影響會留下來。就像你不可能知道所有先賢先烈

的故事，但是你正享受他們付出的成果。而他們的努力犧牲，也只是希

望向我們這樣的後人可以有好的環境。」

突然間，我好像懂什麼了，卻也說不上來，只能愣愣地看著學長。

「學生會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做得好應該，做不好要被罵，尤其我們

學校又是全校都在看你。然而，我們做這些不是為了自己，你可能被罵，

被質疑，遇到很多挫折困難，但這都其次了，因為我們不是為了自己，

那個人榮辱也不重要了。」

「我相信，哈佛之所以是哈佛，不只是因為她的設備或師資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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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為學生本身優秀的關係。而我也相信，興大在我們的努力下，有

一天也會變得更好，這就是讓我願意走下去的原因。」說完，他給了我

一張卡片，那是我剛加入學生會時，學長要我寫的卡片。上面寫的是一

年後你希望的自己。看著我一年前寫的文字，感覺滿好笑的。「我希望

可以因為有我，興大可以變得更好！大家一起衝！」卡片的背面是合

照，我第一次參加學生會的活動紀念合影。頓時，我的眼眶紅了。對啊，

就是因為這個簡單而純粹的想法，我只希望我們學校可以變的更好，因

為我愛她。

回到了家，我繼續思考，屬於我們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我翻了

翻學生會的紀錄，看到每一屆學長姐奮鬥的成果。廢除學校場地對社團

的收費；爭取免超修學分費；交涉讓學校的速食餐廳有折扣；擴大十倍

對系會社團的補助等等。或許，未來的學弟妹根本不會知道這些是學生

會做的，但是影響會留下來。

大一的我，那時目標只是「要把活動辦好」，而學長的一句話：「現

在的學弟妹沒有人會知道當年我辦的活動多好，但我們的付出可以讓她

們有更好的環境。」這讓我想起，學生會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捍衛學生

的權益。沒有那時在自由廣場的大學生，也沒有臺灣今天的民主。這才

是學生自治的核心價值。

而我也找到了答案，就是當年最原始的夢想，希望因為我們的努力

學校能有好的改變；希望我們的奉獻，她的影響會留下去，讓未來的學

弟妹有更好的校園；希望我們的堅持，可以讓大家以母校為榮。而捍衛

學生權益的道路，就是我們學生會永不改變的方向。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會研習課程 < 黑夜中的秉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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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幸福小太陽志工團隊－幸福在嘉鄉 環島小太陽

嘉義女中幸福小太陽志工團隊創立於民國 91 年，招募校內志工利

用課餘時間到鄰近社區關懷獨居長輩，或上街頭募集發票。另外，也利

用下課時間義賣鬆餅和鯛魚燒，讓購買的同學滿足口腹之慾之餘，還能

透過自己的小小善款，將溫暖散播至各地，集結這些心意成大愛，認養

非洲的兒童。

兩年前，我們想為自己的「嘉鄉」奉獻一份心力，成立了「幸福學

堂」，利用週六早上輔導鄰近國小的弱勢兒童，安排課輔時間和才藝課

程，利用志工們的專長設計課程像是舞蹈、武術、水墨畫等，甚至帶領

小朋友到社福機構陪伴長輩，讓小朋友也有機會學會如何幫助別人，懂

得為社會付出一己之力。更定期舉辦戶外教學，帶小朋友走出戶外，學

習課本外的知識。此外，我們還在校園裡開拓「幸福農場」，種植蔬菜，

將我們的愛心播種，讓希望萌芽，蔬菜成熟後，將這些收穫分享給社區

的獨居長輩，讓他們能夠感受我們誠摯的心意。

為了將愛及溫暖傳到臺灣每個鄉鎮，用心關懷臺灣這片土地，我們

在 2012 年舉行環島服務營隊「幸福列車」，搭乘火車到臺灣各地進行

社區服務、協助環境清掃，由於時間有限，寒假決定先環半個臺灣，從

嘉義往南一路服務到花東地區，2013 年夏天繼續完成我們未完成的夢

想，藉由延續 2012 年獨特的火車環島方式，繼續服務寒假未走過的地

方，希望能將幸福傳遞到臺灣每一個角落。

過程中，我們造訪許多機構，藉由歌曲引發他們的共鳴，用舞蹈喚

起他們的熱情，以鬆餅暖和他們的心靈。我們也到社區國小舉行夏、冬

令營，帶著當地的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寓教於樂，希望能在他們心中

留下無限美好，同時將「幸福學堂」守規矩、尊重與誠實的理念深植每

個小朋友的心中。此外，也在社區舉行聯歡晚會，邀請當地居民共襄盛

舉，一同分享我們的喜悅。

我們走入臺灣各個鄉鎮，將幸福小太陽志工隊的愛帶進臺灣每個需

要的角落，讓偏遠學校的小孩有更多不同的體驗，讓孤單的老人家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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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填補心靈的寂寞。藉由這次環島服務活動，不僅讓我們集小愛為

大愛，更讓隊員透過這次活動，有機會走過以前從未走過的、從不認識

的臺灣各角落，讓我們在服務之餘，不僅將愛散播到臺灣各角落，更可

以從不同角度看臺灣，增廣自己的視野。雖然身為高中生的我們能做的

事依然有限，但是我們相信只要集結大家的力量，聚沙成塔，一點一滴

的累積，必能將我們微薄的心力串聯起來，為每個人的家鄉做最多的改

變，讓臺灣，我們共同的大家鄉能逐步成長、更加美好！

 ▼嘉義女中幸福小太陽志工隊「幸福列車」環島服務照片大集合  ▼志工們與宜蘭蘇澳岳明國小的小朋友共同完成的彩繪牆

 ▲舉辦聯歡晚會與社區大小朋友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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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學堂」志工隊帶領小朋友走出戶外，實地進行教學  ▼嘉義女中校園內「幸福農場」志工們齊力採收成果

 ▲獲頒 102 年青年志工全國競賽社區服務類服務創新獎
校長和志工們開心與團長馬總統合影留念

 ▼獲頒 102 年青年志工全國競賽社區服務類服務創新獎成員們穿上隊服開心與教育部蔣部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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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青年進駐創造農村價值

因為對農村的關心，一群青年組成宜蘭小田田團隊，他們透過實際

的耕作貼近農村，並且發展與農民合作的產銷制度，推動農業發展的友

善環境。

他們在深溝村租了一個空間工作、生活、種田，除了做自己的田，

也幫助農民友善耕作，補足現在農村普遍缺乏的青年勞動力，同時也學

習農業知識。

他們和當地農夫是不同世代的人，但卻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要種

出安全的農產品，給自己與家人、朋友吃得安心。他們的行動方式是用

除草工作坊以及打工換宿，招募年輕人到農村幫忙，並從中認識農村。

另外還發展「穀東制度」號召民眾在收成前先購買未來要收成的稻米，

讓農民可以在種作時就有收入，不用等收成後看市場價格決定一年收

入。

青年團隊推行的認穀制度，受到民眾的肯定及青睞，所以去年的稻

穀全部認穀完畢，也因此負擔了更多的責任，他們認為要更努力學習及

精進以不辜負穀東的期待。

青年團隊用工作坊、農村體驗、打工換宿，招募青年學子更加深入

地認識農村，關心農村議

題，並以穀東制度增加農

民收入，而結果也顯示有

愈來愈多人願意透過這種

方式認識農村。團隊表示

透過行動計畫的參與，他

們對未來的農業發展將更

有信心，也希望有更多青

年加入他們的行列，一起

創造新的農村價值。

 ▲小田田團隊帶領小朋友進行農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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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青年結合科技推廣瑪家村生態經濟

在莫拉克風災後，瑪家村族人遷居禮納里永久屋地區，一群青年感

覺到遷村對原部落的文化資產可能產生弱化，所以這群青年進開始思考

環境及生態保護、地方經濟發展的可能方向及願景因此提出「廊道的體

驗計畫」。

這些青年找出部落內外周遭舊有的步道，透過部落的各項資源及人

力連結，進行修築，並藉由參與式工作坊、田野訪查的模式凝聚部落共

識，在透過實際踏查週遭的動植物生態，作為未來舊部落發展生態旅遊

新文化的基礎資料，並成為未來體驗步道的相關生態教育解說的基礎文

本。初步的廊道計畫為 : 生態廊道、夜間廊道、文化廊道、綠活廊道。

這群青年在實際走訪廊道後，以 google earth 立體地圖標繪地點及

路線，勾勒出過去排灣族瑪家部落的生活領域範圍。行動過程中，青年

開啟了對 vuvu( 爺爺奶奶 ) 的對話，看見了部落知識智慧的力量，激發

了青年想投入部落工作的心情。

計畫雖然落幕了，但團隊行動依舊持續，未來將陸續啟動廊道體驗

遊程，他們盼望能透過廊道體驗旅遊，幫助部落發展，並協助青年人能

留在自己的「家」持續服務。

 ▼瑪家青年會團隊於生態廊道頂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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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青年移植藝術回鄉 澎湖更美麗

一群澎湖當地年輕藝術工作者因為熱愛自己的家鄉，認為藝術在澎

湖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所以想藉由自身所學的專長，用藝術點

綴澎湖，讓這塊小島更美麗。

青年團隊發起了常態性年度藝術活動「23.3 回游計畫」，在澎湖

10 家咖啡廳、美術館等空間展覽作品，有別於「正式藝文展場」的展演，

藝術家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替代性空間」發表作品，呈現出創作者對澎

湖最直接鮮明的感受。

在展覽場地商借的過程中，團隊深深體會到澎湖濃厚的人情味，雖

然彼此都是些名氣不大的藝術家，但經過理念的闡述之後，商家都非常

願意出借場地提供展覽，甚至原先只需借一小塊空間或一小塊牆壁，老

闆卻把整家店提供給他們使用，甚至還主動幫忙介紹宣傳，令團隊們非

常感動！

這個青年團隊希望為藉由辦展覽這種容易複製的事情，促使澎湖藝

文活動活絡起來，讓澎湖小島更加美好，就如同水面的同心圓漣漪一

般，將藝術由內往外不斷開展。

 ▼回游團隊與參展藝術家們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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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年協助耆老返鄉圓夢

金岳社區的青年自 94 年發起「回舊部落尋根活動」，藉由帶領青

年回到山上尋根之旅中，牽動青年對自己故鄉的情感與認同，並透過部

落的歌舞傳唱及傳統文物紀錄片拍攝，傳承傳統文化。年邁而不良於行

的耆老們從青年口中聽到自己記憶中故鄉現存的樣貌，激發了他們想返

鄉的夢想。在一次的耆老座談會中，說出了想坐直升機回家的願望，青

年們便決心要實現他們的夢想，讓耆老在有生之年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這項尋根計畫的發想，源自畢業於臺大城鄉所的金岳部落青年陳芃

伶，為了要保護家鄉部落文化資產，從 94 年開始與在地青年結合進行

一連串觸動人心的「金岳舊部落尋根之旅」，牽動、訴說出青年對自己

故鄉的情感與認同，更引起老師同學的共鳴與支持。

陳芃伶從青年團隊發起人開始於社區耕耘，畢業後直接投入社區擔

任社區營造員，至今已成為金岳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從原先一個部落

青年心中的小火苗，到能捲動周圍青年的加入，進而成功點燃了社區文

化傳承的火花，芃伶努力為自己故鄉付出與奉獻的心令人動容。如今更

由新的青年團隊將這項計畫延續下去，並完成耆老回鄉夢想。

 ▼Ropwe 之星團隊與耆老們抵達舊部落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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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3年第三屆我的國外度假打工故事徵文比賽第一名 

＜李宜穎＞  回家

轉眼五年過去了，回憶仍不時的從眼前晃過，無論是在何處，那絕

對是忘不了的一部分了！ 2009 年 9 月我踏上了南半球的片大陸，一踏

就是三年多…

就像許多到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般，那時我 29 歲，想著再不出去

就沒機會了，毅然決然的辭掉了工作，拼了命的在 7 月完成了研究所

在職專班學位論文，只為了趁著年輕出去走走，好好的看看這個世界。

從辦簽證到訂機票甚至於踏上飛往澳洲班機的那段期間，腎上腺素一直

處於高檔，充滿著要展開新生活的喜悅。剛到柏斯這個城市，由於所備

旅費只能撐一個星期，

便急著開始找工作，終

於我找到了第一份的工

作， 在 Carnarvon 的 葡

萄園工作，第二週發薪

水時，拿到了第一份澳

幣 薪 水， 我 還 沒 察 覺

到，其實我已漸漸開始

迷失，遺忘了出遊的初

衷…

逐 漸 的， 我 開 始 給

自己設立了每個月要存

多少錢的目標，縮衣節

食，想著可以帶多少錢

回國，而不是增廣見聞。很快的，葡萄季節結束，不需要這麼多人了，

某天我在街上閒晃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嫁來澳洲的大陸人，一個在我旅

程中很重要的人，孫姐，她帶了我到螃蟹工廠去面試。可能我看起來體

格不錯，老闆娘很快答應下星期螃蟹季節開始就可以上班，這是我第一

次感受到，出外真的要靠朋友！在那裡，5 個多月的工作期，可以發生

很多事，可以改變很多的想法，我還是沒察覺到，我的迷失。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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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著辦理工作簽證的方法，我迷失於在澳洲工作所賺取的金錢中，我

甚至，開始對我的新家 ( 澳洲 ) 和舊家 ( 中華民國 ) 開始進行了比較，

最後，新家勝出。

或許，遷移宮化祿的人真的有移民的運勢，第三份工作我找到了在

南澳的一個小鎮 Glendambo，剛好可以用偏遠地區技術移民來進行申請

五年的工作簽證，我積極的

提 供 資 料 給 Bob 和 Belinda，

我在那鎮上少數幾個澳洲朋

友， 也 是 我 的 經 理。 於 是，

我申請到了簽證，也開始了

在那小鎮定居的生活，我停

止了在澳洲的『流浪』，在

我的新家找到了一個落腳點，

每天努力的工作，那時，我

還是沒發現我後來發現的事

情。

我，有了一個新家，但是心卻離家越來越遠，越來越遠。隨著日子

一天天的過去，我發覺我真的開始察覺，我的心裡沒有家了…那是種很

平靜的拉扯，很平靜的寂寥，在澳洲的生活真的很平靜真的平靜。看著

電腦上的日曆，我倒數著可以申請公民的日子，還剩半年 180 個日子，

對於我來說，這不就是我這些年一直在追尋的嗎？但，此刻的我，我的

心想家了，想回家了，想回去我那已生活了 29 個年頭的家了。

現在，我正在我的家，中華民國，坐在床上寫著這篇參選文章，似

乎該做個結尾了，那些年的打工度假對我來說，除了展現自己的勇氣，

真實面對自己的弱點外，我想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更懂得去珍惜原有

的，那最真實的家鄉。最後，我選擇了，回家。

對於這段旅程中給予我幫助的人們，我真的充滿了感謝，感謝你們

給予我好多好多，超乎了我的想像，沒有生活的真實體驗，絕對不會有

經歷過的改變。

謝謝，你們。也，謝謝，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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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青年壯遊臺灣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愛‧在國境之北-東引

深夜十點基隆港，我們登上「臺馬輪」，八小時航行臺灣海峽後，

壯遊國境之北正式展開。頂著烈日一步一腳印的「徒步環島」，讓 4.4

平方公里的東、西引島深刻地刻劃在心中。

我們的團隊是由桃園農工的學生社團「地理資訊與人文環境社」組

成，一位老師帶領 19 位學生。壯遊中，在安東坑道的盡頭，進行著閱

讀分享；到圖書館進行志工服務，整理環境、擦拭桌椅、排書架；擦拭

了 21 面交通反射鏡，希望能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在社區發展協會的

晚會上表演精彩的 BEATBOX 和魔術，讓人留下難忘的回憶。期間並獲

得馬祖日報的報導肯定。

壯遊後，透過臉書連結分享，讓更多人認識東引。感謝教育部青年

署的計畫支持，及沿路幫助我們的人！這趟壯遊使我們收穫滿滿，成長

更多！

【感動小語】因為東引，因為壯遊臺灣，讓我們親近土地，更看見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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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青年壯遊臺灣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                               
轉身之後，夢想正歌唱

「就在轉身之後，夢想重新歌唱。」一個個放棄高薪、擁有高學歷

的大人物，竟然願意回到養育他們的家鄉，改寫小人物的平凡故事。漂

亮不再回頭的轉身，讓他們的人生重新展開新的旅程。

這是一趟設下目標並跟隨緣分的旅程，讓

我們感受到生活中的各種正面能量。堅定理想

的熱情、發揚文化的創新、回饋鄉里的愛心還

有守護親情的關心，每一位轉身小人物都傳達

著不平凡的感動。七天六夜的旅程雖然稍嫌短

暫，但我們仍試著走進相對陌生的鄉間小道；

試著向當地居民解說我們的壯遊計畫、抓住每

一個相遇轉身小人物的機會；試著努力記下每一個感動人心的故事；試

著用我們的力量發揚轉身小人物的故事、傳遞他們的精神。

這趟旅程讓我們學習到：當你貢獻己力給社會時，不久之後，會發

現自己原來才是最大的受惠者。感謝天時地利人和，讓我們有機會細細

品味寶島臺灣的美好；感謝每位轉身小人物的毫不保留，讓我們帶走他

們的故事與精神。在混濁的社會中，其實我們生活的土地上，有無數充

滿希望的種子，慢慢地在茁壯和成長，帶著一點堅持、一點想像和無限

的熱情。這世代，青年正是灌溉種子最純淨的力量。

【感動小語】

「每一個不經意的角落，都會有足以觸動心靈的生命故事。」旅途

中，能與你們相遇，都是驚喜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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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青年壯遊臺灣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                                        
味道臺灣，文學旅物

『寧好 ˙ 臺灣』分別是來自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的陳婕寧、臺

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的楊寧，有感於臺灣故土的記憶因網路的快速與便

利，歷史的厚度與文字的力量漸漸流失，反觀廉價的廣告資訊與臉書上

破碎不連貫的文字內容，無意識的佔據了人們大多數的時間，依賴耽溺

其中使人無法沉澱心靈，喪失對應、發掘自身生命豐富的機會，感官也

因此漸漸失去其獨有的存在意義。因此，我們建構出『味道臺灣』的計

畫。

『味道』兩字，是鼻與口對於外在刺激的實體描繪，更可以被轉化

為情感面的延續，同樣的味道或許勾起人不同的情緒感受，可以是一種

客觀描繪，卻是再主觀不過的經驗與記憶。我們希望邀請關心臺灣土地

的作家們，一同來為『家鄉味』寫一篇推薦序，它可能是鼻子聞到、嘴

裡嚐到、記憶中抽象情感，任何可以代表家鄉特色，或個人對於土地情

感的記憶，使之透過文字的描繪，讓人對土地產生聯想與熱忱，而我們

兩人也將每到一座城市，就用自己的文字與攝影作品，記錄下旅行中對

土地的感受和與作家互動的收穫！

【感動小語】

壯遊過後，更加相信文字帶來的力量。

曾汲取作家們的文字為養分，長成現在的我們，將感謝化為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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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青年壯遊臺灣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河川的一生－追本溯源

為了一睹一條河的全貌與感恩那份臍帶關係，我們五人從曾文溪七

股空闊的出海口探訪至嘉義山中的鬱鬱深境，像鮭魚一樣，逆流而上，

返回源頭。我們用相機、文字、與謙卑的心去採訪、記錄河川周遭的居

民、河道狀況、動物、植物。沿著河流北岸，一路行經七股、西港、麻豆、

官田、烏山頭水庫、南藝大、玉井、楠西、玄空法寺、曾文水庫、嘉義

大埔，最後在茶山附近停下了腳步。

我們採訪內容包括：回憶中的河川、河川現況與政府整治政策、曾

文水庫興建與八八風災的影響。同時我們也宣導理念與環保概念例如：

農藥汙染途徑、自然清潔劑…等等。旅途中，我們感受到南部人的熱情

與長者對後進青年的關愛。河川也以各種姿態歡迎試圖接觸她的我們，

例如 : 滿坡螢火蟲、菱角田水雉、盤旋的大冠鷲、滿天星斗…等等。對

於想認識她的人，大自然將給予善意且豐盛的回饋。

【感動小語】

接觸大自然，才會喜愛大自然，對環境保護工作才有充沛的動力與

紮實的情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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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國際青年壯遊家黃曉南─臺灣寶島舊書店之旅

十年前，我唸大學一年級升二年級，那個暑假，拿著整年打工的儲

蓄，首次獨自搭飛機自由行，目的地是臺北。自始臺灣是我最愛之地，

也極有緣份，工作和旅遊，至今到訪逾十次，一年不止一次；也許「妻

不如妾」，我愛她竟然甚於出生和成長的香港。 那次旅行，大鄉里出

城，打開了眼界，此外最大的收穫，是買到了傅月庵先生剛出版的《蠹

魚頭的舊書店地圖》，圖文並茂介紹臺灣的舊書業和舊書店，是一本絕

佳好書。自始我知道除了新書書店，還有一個舊書店的世界，內裡奧妙

和樂趣不足為外人道，從此投入不可收拾。 傅月庵這個名字多麼幽雅，

讓人想到民國的碧玉閏秀。雖然書中早已自述是一位漢子，但我心底

拒絕相信，仍然暇想是個隱世埋名掩人耳目的絕代才女。 後來臉書流

行，我偶爾連結到傅先生的頁面，更有幸獲先生接納為友，自此我在臉

書上「親炙」先生，看著一個個帖

子和一張張照片，發現漢子的確是

漢子，卻越發敬佩先生的學問和修

養，教我受益無窮；而小寶、周公

夢蝶和陳浩先生，也都感覺親切如

相識了。 今次來臺灣，是參加「青

年壯遊家」活動－－由中華民國教

育部青年發展署贊助，讓一批 30

歲以下的青年，依各自訂立的主

題，來臺旅遊十數天，作為壯遊之

舉。我的主題正是舊書店，說來不無私心，因為幾乎每次來臺，我都是

為了舊書店！而我的年齡接近上限，稱為青年也頗勉強，看著一班二十

出頭的朋友，真有「叔叔不行了」的慚愧！ 說壯遊，我感覺十年前的

那個第一次，才是我個人的壯遊，開啟了我跟臺灣的緣份，開闊了我的

眼光，也為我打開了舊書店的世界。無論如何，藉著今次臺灣政府給予

的機會，正好重覓初衷，加深臺灣之緣，並繼續親愛我的舊書店。依年

齡界定，明年我便不再青年了，因此這也是我的成年禮；檢視過往，奠

基現在，為了將來，或也可謂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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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路的「古今書廊」可說是臺北市的舊書店之中，歷史最悠久

的其中一家。早於民國 49 年，第一代老闆娘賴玉，已在當時的牯嶺街

擺舊書攤，後於 1973 年搬到舊光華商場，光華拆卸後來到現址。「古

今」的三次遷移，也反映了臺北舊書業的演變。早年物質艱難，舊書業

者大多以「攤」起家，而非真正的「書店」，而牯嶺街正是當年最大的

集中地；目前臺灣的中生代文化人，成長時期大多是在牯嶺街淘書汲取

養分。 後來，市政府整頓市容，鼓勵牯嶺街的舊書攤，遷入 1973 年落

成的光華商場，為舊書業帶來了大遷徙。我十年前首次來臺，舊光華還

未拆卸，我在地庫的多家狹小焗促的舊書店，淘到了很多便宜的好書，

對於當時仍是學生、阮囊羞澀的我，十分喜出望外，這批書也成為了我

成長的重要養分。可以說，我有幸趕上了臺北舊書業第二個時期的尾班

車。後來光華拆卸，內裡的舊書店四散，現時大多集中在臺大商圈和師

大商圈，包括公館、古亭、溫州街和汀角路一帶。近年一批新世代加入

經營，催生書店加咖啡店等新型業態，舊書店就更多地散佈於臺北不同

地方了。比較可惜的是，附近另一家舊書店—雅舍二手書店，樓下的大

門已經鎖上，貼上招租廣告，敲門也沒有人回應，招牌雖然仍在，但恐

怕是結業了。樓下的臨街鋪位，開了一家「瘋雜誌」，專賣日本和韓國

的最新潮流雜誌，兩相對照，教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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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名錄

1、102年少年On Light計畫培訓單位

區域 縣市 單位名稱

北區

臺北 財團法人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

臺北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以琳關懷協會

臺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臺北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秀旺社福基金會

桃園 社團法人桃園縣生命線協會

東區

宜蘭 財團法人台灣家扶基金會宜蘭分事務所

宜蘭 社團法人宜蘭縣得安家庭關懷協會

花蓮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東區辦事處

中區

苗栗 社團法人中華牧羊人青少年關懷協會

台中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雲林 社團法人雲林縣兒童福利發展協會

南投 財團法人千禧龍青年基金會

南區

台南 社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

台南 社團法人台南市教育及兒童青少年發展協會

高雄 財團法人和春文教基金會

高雄 社團法人高雄市青少年關懷協會

屏東 社團法人屏東縣躍愛全人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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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創業競賽獲獎名單

學校名稱 公司名稱 產業別 獎項

中原大學 布格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入選
獎

國立成功大學 派趣行動整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優選
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三小文創有限公司 文創業
入選
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樂活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入選
獎

國立嘉義大學 月葉農場企業社 製造業
優選
獎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三明治工有限公司 文創業
優選
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二拍子音樂工作室 文創業
入選
獎

國立聯合大學  阿法索有限公司 製造業
入選
獎

3、102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諮詢委員名單

序號 委員姓名 現職單位 / 職稱
1 曲慶浩 耕莘文教基金會董事
2 林辰璋 南華大學副校長
3 林淑英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榮譽理事長
4 周文珍 畢嘉士基金會執行長
5 陳金貴 國立臺北大學公行系教授
6 陳育平 華陶窯執行長
7 楊培珊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8 賴鎮宇 百年傳奇創辦人

（依照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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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績優團隊競賽優勝名單

序
號

計畫類別 青年團隊 協力組織 計畫名稱

1 地方產業 宜蘭小田田 臺灣農村陣線 宜蘭小田田農村學校

2 環保生態 臺灣大學
關懷生命社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關懷生命協會

看不見的迫遷

3 社區營造 Ropwe 之星 宜蘭縣南澳鄉
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Ptasan －
畫上彩虹的印記

4 社區營造 籃城社區
工作室

籃城社區發展協會 籃城好生活

5 地方產業 國立臺北大學
峽客文化創意社

國立臺北大學 Shock! 三峽
客地方媒體志工平臺

6 環保生態 臺南市龍崎區
龍興社區青年團隊

臺南市龍崎區
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探索雁門煙雨
揭開白堊傳奇

7 地方產業 瑪家青年會 大仁科技大學 足回瑪家
體驗廊道計畫

8 社區營造 藝旗行 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
文化協會

民間博物館－
地方智慧資料庫

9 文化創意 23.3 回游計畫 澎湖縣菊島智庫協會 23.3 回游計畫 —
漫波 ˙ 島

（優勝團隊不分名次，以簡報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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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年教育部青年諮詢會委員名單

序
號

姓名 性別 就讀 ( 畢業 ) 學校 / 現職單位 職稱

1 王  皓 男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學生

2 王慕羽 男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學生

3 余柏翰 男 國立彰化師大學國文研究所 學生

4 吳律德 男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
學系區域政策與發展碩士班

學生

5 李倩妤 女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學生

6 沈亮潁 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學生

7 阮敬瑩 女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學生

8 林昱志 男 嘉義市體育場 替代役

9 林聖象 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學生

10 邱芷菱 女 靜宜大學資管系生 學生

11 陳怡彣 女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營建管理組
學生

12 馮鈺婷 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社會文化事業組碩士班生
學生

13 薛人豪 男 澎湖縣菊島智庫協會 理事長

14 謝宜峯 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蘆洲分局督察組

巡官

15 羅茵茵 女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學生

16 羅敏綺 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學生



112

6、102年教育部青年志工參與推動會委員名單

序號 類別 服務單位
委員

姓名 職稱
1 召集人 教育部 黃碧端 政務次長

2 部會代表 內政部 蕭家淇 政務次長

3 部會代表 外交部 史亞平 常務次長

4 部會代表 文化部 洪孟啟 政務次長

5 部會代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牟中原 副主任委員

6 部會代表 衛生福利部 曾中明 政務次長

7 部會代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葉欣誠 政務副署長

8 部會代表 僑務委員會 陳玉梅 副委員長

9 部會代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張顯耀 副主任委員

10 民間組織 中國青年救國團 張德聰 主任

11 民間組織 臺灣世界展望會 南岳君 會長

12 民間組織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羅浮暨青年推展委員會

劉源俊 主任委員

13 民間組織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王剴鏘 常務董事

14 民間組織 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光青年總團 釋覺屏 副執行長

15 民間組織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張菁砡 常務理事

16 民間組織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陳麗如 執行長

17 民間組織 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林秀鳳

社會資源處
處長

18 民間組織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劉宏信 副執行長

19 民間組織 臺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吳易峰 副執行長

20 民間組織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曹芹甄 宗教處股長

21 專家學者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 陳武雄 理事長

22 專家學者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林淑英 常務監事

23 專家學者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郭靜晃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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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2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得獎名單

類別 名次 團隊名稱
社區
服務
類

第一名 希望農場工作服務隊
第二名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我愛八德金城社區服務隊
第三名 漁趣樂悠遊服務隊
特殊貢獻獎 幸福小太陽志工團隊
服務創新獎 新民高中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

環境
服務
類

第一名 中原大學電機系電力與能源研究室志工團隊
第二名 關懷設計創意服務團隊
第三名 原色會見天使
特殊貢獻獎 北斗國中行動服務志工隊
服務創新獎 崑山科技大學崇德青年社

文化
服務
類

第一名 崑山科技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資訊志工團隊
第二名 旗山青少年志工隊
第三名 伸港國中高甲戲團
特殊貢獻獎 稻穗
服務創新獎 彰泰國中 - 彰化市文化特攻隊

科技
服務
類

第一名 中原大學科技服務志工團
第二名 真理大學 觀光數位有 GO FUN
第三名 夢湖轉動夢想轉動愛
特殊貢獻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社會服務團
服務創新獎 臺東劇團科學志工團

健康
服務
類

第一名 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隊
第二名 馬偕青年志工服務隊
第三名 臺北醫學大學口腔衛生醫療服務隊
特殊貢獻獎 臺北市松山高中關懷流浪狗服務學習團

服務創新獎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第二十八屆系學會醫療服務隊

教育
服務
類

第一名 指南服務團
第二名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第三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大專志工隊
特殊貢獻獎 希望工程學習輔導團隊
服務創新獎 興大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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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次 團隊名稱

國際
志工
服務
類

第一名 2013 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志願服務計畫馬拉威團
第二名 清華大學坦尚尼亞國際教育志工團
第三名 嶺東科技大學海外服務志工團
特殊貢獻獎 國防醫學院築孟印度志工團
服務創新獎 緬麗伊甸園國際志工服務隊

海外
僑校
志工
服務
類

第一名 國北小泰陽
第二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國際志工社
第三名 印度塔壩客家華人社區華語教學服務學習團隊
特殊貢獻獎 致理小泰山國際志工團隊
服務創新獎 文華華語文教學與文化交流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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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年青年志工中心

志工中心名稱 服務地區 承辦單位

北基金青年志工中心
臺北市、基隆市、

金門縣

社團法人臺灣青少年
多元發展協會

新北連青年志工中心 新北市、連江縣 財團法人青年和平團

桃園縣青年志工中心 桃園縣
財團法人桃園縣
怡仁愛心基金會

竹苗青年志工中心
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

昊宜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臺中市青年志工中心 臺中市
財團法人水源地
文教基金會

彰化縣青年志工中心 彰化縣
社團法人彰化縣
志願服務協會

南投縣青年志工中心 南投縣
財團法人千禧
龍青年基金會

雲嘉青年志工中心
嘉義市、嘉義縣、

雲林縣

財團法人新港文教
基金會

臺南市青年志工中心 臺南市
財團法人俊逸文教
基金會

高澎青年志工中心 高雄市、澎湖縣
財團法人和春文教
基金會

屏東縣青年志工中心 屏東縣
社團法人屏東縣
志願服務協會

宜蘭縣青年志工中心 宜蘭縣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
基金會

花蓮縣青年志工中心 花蓮縣
社團法人花蓮縣
持修積善協會

臺東縣青年志工中心 臺東縣 臺東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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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年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會委員名單

序號 類別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1 召集人 教育部 黃碧端 政務次長
2 教育部代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劉仲成 司長
3 教育部代表 高等教育司 黃雯玲 司長
4 教育部代表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李彥儀 司長
5 教育部代表 終身教育司 熊宗樺 司長
6 教育部代表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楊鎮華 司長
7 教育部代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吳清山 署長
8 教育部代表 青年發展署 羅清水 署長
9 學者專家 南華大學 林辰璋 行政副校長

10 學者專家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至善 副教授兼主任
11 學者專家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湯志民 院長

12
學者專家 國立政治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暨研究所
黃葳威 教授

13
學者專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劉若蘭 副教授

14
地方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劉火欽 處長

15
地方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陳逸玲 副處長

16
地方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

高雄市政府 戴淑芬 主任秘書

17
地方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洪哲義 專門委員

18
地方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莊文連 科長

19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蕭穗珍 校長

20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新北市重陽國民小學 劉安訓 校長

21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柳勝國 學務主任

22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學 楊淑宜 教師

23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臺灣服務學習學會 楊朝祥 理事長

24
各級學校及民

間團體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童軍文教基金會

吳國基 執行長

25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財團法人敦安社會福利

基金會

師豫玲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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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中國青年救國團 張德聰 主任

27
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

財團法人金車教育基金會 曾清芸 總幹事

10、102年服務學習示範性計畫得獎名單

大專校院組 高中職組 國中小組 民間團體組

特
優

靜宜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國立華南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慈濟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
僑泰高級中學

嘉義縣
義仁國民小學
臺北市
民權國民中學
新竹市東區
東園國民小學

崇友文教
基金會

優
等

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大葉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馬偕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淡江大學

高雄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女子
高級中學
臺北市私立
達人女子
高級中學
屏東縣國立
潮州高級中學
彰化縣國立
鹿港高級中學

花蓮縣
富源國民小學
新北市
樹林國民小學
花蓮縣
宜昌國民中學
彰化縣
僑愛國民小學
新北市
義學國民中學

臺北市敦
安社會福
利基金會
宜蘭縣
領袖發展
協會

佳
作

聖約翰
科技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
朝陽科技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大學
實踐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逢甲大學
康寧醫護暨
管理專科學校
中原大學

臺南市國立
新豐高級中學
新北市丹鳳
高級中學
國立蘭陽
女子高級中學
桃園縣私立
復旦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
成淵高級中學

基隆市
尚仁國民小學
臺北市
天母國民中學
臺中市
建功國民小學
高雄市
博愛國民小學
臺北市
重慶國民中學

桃園中壢
永福社區
發展協會
新店崇光
社區大學
高雄市
橋仔頭
文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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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年獎勵服務學習研究計畫得獎名單

項目 學生組 實務工作者組

特優
中原大學 林矩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燕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育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若蘭

臺北醫學大學  邱佳慧

優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黃琇雯

國立金門大學 華攸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俊傑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葛傳宇

中原大學   周融駿

明新科技大學      陳麗媜

朝陽科技大學     王明智

佳作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游婷
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張雅雲

正修科技大學    辛宜津

南華大學 姚卿騰

環球科技大學     黃于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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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年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實踐計畫優勝團隊

序號 團隊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摘要

1 寧寧二人組
味道臺灣，

文學旅物

提倡鄉土文學為計畫核心目的，對象為臺
灣年輕人，拜訪致力於臺灣鄉土文學之作
家，並以『味道臺灣，文學旅物』為主題，
親自拜訪作家故鄉，於當地採訪，邀請作
家以此主題撰文，藉由作家細膩筆鋒描繪
出臺灣各處道地鄉土味道，透過旅行，和
作家面對面交換彼此故事的同時，書寫記
錄，讓兩個世代以文字對話，使鄉土記憶
透過文字與相片得以保存與延續。

2 俠客幫 俠客行

俠客幫兩位冒險犯難的難兄難弟，與五味
屋少年們的奇遇，外加流浪音樂家及一群
熱血的 Give Me Five 大學志工，今年盛夏，
從花蓮出發，背吉他、騎鐵馬、帶著勇氣
沒帶錢，挑戰為期 15 天的零元單車環島壯
遊。貫徹「行俠仗義，作客他鄉；結幫濟世，
揚威四方」之精神。

3 旅行一個夢
轉身之後，

夢想正歌唱

計畫進行一周的環島旅行，走訪臺灣五大
地區拜訪諸位轉身小人物。他們共同特質
就是擁有高學歷或工作曾領有高薪但卻放
棄名利，選擇了退場轉身，盡己力回饋給
臺灣這塊土地，特別是他們的家鄉。拜訪
過程也將遊覽該地社區，深入瞭解當地的
特色，並與大眾分享，原來，臺灣還有這
個地方，這麼美！

4 有怪腳
流浪說書人

計畫

旅程，就應該像赤腳走路一般，用身體去
碰觸，才知道這上面有多少的坑洞、多少
的驚喜。因此變成不像旅行，而是像流浪
一般，好像有目標，卻又沒有方向。隨意
的畫下一些景象、紀錄你們的故事，並將
這些留給下一趟旅程，留給下一位想聽故
事的你與妳。

5 熱血不滅團
Free labor, 

Bling player!

至國小少棒隊舉辦活動，期望可以陪伴他
們，帶給他們歡樂及鼓勵，並計畫與中華
職棒合作，擺設攤位，幫少棒隊募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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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青年壯遊點

序
號

壯遊點 營運單位 諮詢點 聯絡窗口 服務時間

1
基隆海
都青年
壯遊點

基隆市愛鄉文化
協會

基隆市中正區平
一路 50 號

886-2-
24627178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2
基隆文
史青年
壯遊點

雞籠文史協進會
基隆市七堵區福
一街 39 號

886-2-
24517289

預約服務

3
臺北北
投青年
壯遊點

臺北市北投文化
基金會

臺北市北投區中
央南路一段 45
號之 1

886-2-
28917453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4
臺北八
煙青年
壯遊點

中華民國自然與
生態攝影學會

新北市金山區重
和村三重橋 16
號─八煙村工作
站

886-2-
26260333

預約服務

5
臺北平
溪青年
壯遊點

中華民國自然步
道協會 / 平溪鄉
農會

新北市平溪區嶺
腳村中華街 13
號 平溪農會生活
館

886-2-
23583839

#16

09:00 ～
17:00

6
臺北貢
寮青年
壯遊點

中華民國休閒獨
木舟協會

新北市貢寮區福
隆村興隆街 100
號 龍門獨木舟基
地

886-2-
88662558

#10

預約服務

7
臺北蝙
蝠青年
壯遊點

臺北市蝙蝠保育
學會

臺北市通化街 39
巷 62 弄 41 號 2
樓 蝙蝠資訊站

886-2-
23254836

週一 ~ 週五 
10:00 ～
17:00

8
臺北鶯
歌青年
壯遊點

新北市大嵙崁溪
環境文教協會

新北市鶯歌區國
光街 106 號

886-2-
26791760

週一 ~ 週五 
10: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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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壯遊點 營運單位 諮詢點 聯絡窗口 服務時間

9
臺北溯
溪青年
壯遊點

臺灣生態登山教
育協會

臺北市忠孝東路
5 段 295 巷 7 號
之一

886-2-
27535815

周二至周五 
10:00~17:30

10
臺北淡
水青年
壯遊點

臺北縣淡水鎮滬
尾文史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中
正路 96 號

886-2-
28011858

周一 - 周五 
10:00~17:30

11
桃園泰
雅青年
壯遊點

桃園縣復興鄉觀
光導覽協會

桃園縣復興鄉羅
浮村 5 鄰 112-6
號

886-3-
3821389

週一 ~ 週五 
09:00 ～
17:00

12

新竹司
馬庫斯
青年壯
遊點

新竹縣尖石鄉泰
雅爾司馬庫斯部
落發展協會 ‧ 耕
莘文教基金會

新竹縣尖石鄉玉
峰村司馬庫斯 2 
號 司馬庫斯遊客
服務中心

886-3-
5847688 / 
2-23655615

#316

09:00 ~ 
18:00

13
苗栗苑
裡青年
壯遊點

苗栗縣磚家藝族
協會

苗栗縣苑裡鎮山
腳里錦山 71-17
號 灣麗磚瓦文物
館

886-37-
746368

週一公休 
09:00 ～
17:00

14
臺中石
岡青年
壯遊點

臺中市石岡人家
園再造協會

臺中市石岡區土
牛里德成巷 22
號

886-4-
25817638

09：
30~17:30

15
臺中九
天青年
壯遊點

臺中市九天文化
藝術協會

臺中市南屯區公
益路二段 61 號
3 樓之 2

886-4-
23201159

08:30~17:30

16
南投中
寮青年
壯遊點

社團法人南投縣
青年返鄉服務協
會

南投市建國路
196 號 886-49-

2233325
週一 ~ 週五  
0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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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壯遊點 營運單位 諮詢點 聯絡窗口 服務時間

17
南投竹
山青年
壯遊點

南投縣竹山鎮青
竹生產合作社

南投縣竹山鎮富
州里富州巷 31
號 青竹竹文化園
區

886-49-
2623928

09:00~17:00

18
南投武
界青年
壯遊點

千禧龍青年基金
會

南投市芳美路
429 號

886-49-
2247949

週一 ~ 週五  
08:30~17:30

19
南投豐
丘青年
壯遊點

社團法人臺灣原
住民族學院促進
會

南投縣埔里鎮樹
人三街 281 號

886-49-
2421167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20
彰化芳
苑青年
壯遊點

彰化縣王功蚵藝
文化協會

彰化縣芳苑鄉王
功村漁港路 900
號

886-4-
8936657

08:00~17:00

21
彰化二
水青年
壯遊點

彰化縣休閒觀光
產業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水鄉大
園村員集路二段
442 號

886-9-
31161769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22
雲林元
長青年
壯遊點

雲林縣農漁牧業
福利協進會

雲林縣元長鄉下
寮村東興路 90
號

886-5-
7862075

10：00-17：
00

23
嘉義舊
監青年
壯遊點

嘉義市洪雅文化
協會

嘉義市長榮街
116 號

886-5-
2776540

14:00~20:00

24
嘉義東
石青年
壯遊點

船仔頭藝術村文
教基金會

嘉義縣東石鄉蔦
松村船仔頭休閒
藝術村 1 之 5 號

886-5-
3702667

0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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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壯遊點 營運單位 諮詢點 聯絡窗口 服務時間

25
嘉義新
港青年
壯遊點

嘉義縣頂菜園發
展協會

嘉義縣新港鄉共
和村頂菜園 12
號

886-5-
7813330

09:00~17:00

26
嘉義梅
山青年
壯遊點

財團法人梅山文
教基金會

嘉義縣梅山鄉健
康街 91 號

886-5-
2625899

08:00-17:00 
週一休

27
臺南府
城青年
壯遊點

臺南市文化協會

臺南市忠義路二
段 36 號 886-6-

2203555
09:30 ～
16:00

28
臺南七
股青年
壯遊點

臺南市七股海岸
保護協會 / 北門
社區大學

臺南市七股區龍
山里 196 之 1 號

886-6-
7871695

預約服務

29
臺南十
鼓青年
壯遊點

十鼓擊樂團

臺南市仁德區文
華路二段 326 號 
十鼓仁糖文創園
區

Hui-
jen,Cheng 
886-6-
2662225

10:00~17:00

30

臺南鹿
耳門青
年壯遊
點

臺南市安南區鹿
耳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安南區北
汕尾二路 800 巷
9 弄 95 號

886-6-
2842696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31
高雄佛
光青年
壯遊點

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

高雄市大樹區興
田里興田路 153
號 佛光山信徒中
心

886-2-
27620112

#2584

10:00~17:00

32
高雄馬
術青年
壯遊點

高雄市體育會馬
術委員會

高雄市大社區中
山路 675-12 號  
觀音山馬術會館

886-9-
19788999

09:00-12:00    
14: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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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壯遊點 營運單位 諮詢點 聯絡窗口 服務時間

33

屏東地
磨兒青
年壯遊
點

社團法人屏東縣
地磨兒文化產業
藝術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
三地村中正路二
段 83 號

886-8-
7992568

09:00-18:00  
週二休

34
花蓮黑
潮青年
壯遊點

黑潮海洋文教基
金會

花蓮市富陽路 87
號

886-3-
8578148

週一 ~ 週五  
10:00~17:00

35
花蓮外
展青年
壯遊點

財團法人臺灣外
展教育發展基金
會

花蓮市林園 1-1
號美侖俱樂部

886-3-
8236027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36
花蓮鳳
林青年
壯遊點

花蓮縣鳳林鎮北
林三村社區發展
協會

花蓮縣鳳林鎮北
林里復興路 157
號

886-3-
8760530

預約服務

37

花蓮馬
太鞍青
年壯遊
點

花蓮縣光復鄉馬
太鞍部落生態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花蓮縣光復鄉大
全村大全街 42
巷 15 號 886-3-

8700015
預約服務
10:00~17:00

38

花蓮太
巴塱青
年壯遊
點

花蓮縣光復鄉太
巴塱社區營造協
會

花蓮縣光復鄉南
富村富愛街 22
號

886-3-
8703141 
886-9-
16284266

預約服務

39

臺東達
魯瑪克
青年壯
遊點

臺東縣南島社區
大學發展協會

臺東市中興路二
段 148 號

886-89-
239688

週一 ~ 週六

09:00~17:00

40
臺東卑
南青年
壯遊點

中國青年大陸研
究文教基金會 /
臺東團委會

臺東市博愛路
425 號 臺東縣團
委會

886-89-
329891

#23

週一 ~ 週六

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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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壯遊點 營運單位 諮詢點 聯絡窗口 服務時間

41
金門青
年壯遊
點

國立金門大學

金門縣金寧鎮大
學路號金門大學
戶外領導人才中
心

886-82-
312784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14、102年教育部青年旅遊學習推動會委員名單

序號 類別 服務單位
委員

姓名 職稱

1 召集人 教育部 黃碧端 政務次長

2 部會代表 文化部綜合規劃司 李連權 司長

3 部會代表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 谷瑞生 副主任

4 部會代表 交通部觀光局 劉喜臨 副局長

5 教育部代表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
特殊教育司

劉仲成 司長

6 教育部代表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黃雯玲 司長

7 教育部代表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李彥儀 司長

8 教育部代表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林文通 司長

9 教育部代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吳清山 署長

10 教育部代表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羅清水 署長

11 專家學者 教育部 王育群 參事

12 專家學者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李明璁 助理教授

13 專家學者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袁孝維 教授

14 專家學者 上下遊新聞市集 馮小非 產品統籌

15 專家學者 財團法人臺灣觀光協會 賴瑟珍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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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署102年大事紀

日期 大事紀要
1/1 本署前身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於今（102）年 1 月

1 日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職掌暫行條例之規定成立
「青年發展署」。

1/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首任署長由陳德華常務次長暫代，是日
上午由蔣偉寧部長布達並揭牌，宣布青輔會走入教育部，
成為教育部的一員。

1/25 訂定教育部青年諮詢會設置要點。

2/5 辦理第 1 場臺英青年交流計畫行前說明會。

2/8 102 年青年政策大聯盟專案計畫簽奉核定。

2/18 建置 41 個青年壯遊點並開始營運。

3/4
辦理第 1 階段核發臺英青年交流計畫贊助證明抽籤作業，
計核發 500 位青年贊助證明。

3/10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第 1 梯次初賽。

3/11 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職缺上線。

3/12~18 遴選 8 人代表團赴美國丹佛參加第 24 屆全美服務學習研
討會。

3/17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第 1 梯次初賽。

3/21 公告第 5 屆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入選 50 組團隊
名單。

3/24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第 1 梯次初賽。

3/27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初審合格公告，截至 3 月 18 日計
有 90 件報名，經 3 月 20 日初審會議合格 89 件。

3/28
青年志工中心徵求承辦廠商招標案決標，於全國設置 14
家青年志工中心，因應在地需求，提供青年志工人力流通
及媒合機制，建構區域常態性志工服務運籌中心。

3/29
成立教育部青年諮詢會，由部長頒發聘書予 16 位委員，
會後並召開青年諮詢會第 1 次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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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德國綠黨巴伐利亞青年代表團等 10 人拜會本署，由施建
矗代理署長代表接見。

4/16 經審查，公告遊學臺灣入選 34 項活動。

4/16~17 辦理少年 OnLight 計畫輔導員期初研習

4/17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複審入圍公告，經 4 月 12 日複審
會議評選出 47 團隊入圍決審。

4/19 辦理第 2 場臺英青年交流計畫行前說明會

4/23 辦理遊學臺灣專案人員培訓。

4/23 辦理少年 OnLight 計畫推動座談會 ( 北區 )。

4/26
召開青年政策論壇第 2 次議題專案小組會議，會議由施副
署長主持。

4/26

與中原大學電機系服務團隊合作辦理全球青年服務日焦點
活動，蔣偉寧部長親臨大同育幼院與青年志工共同示範如
何節電，宣導環保節能的觀念及方式，並呼籲青年踴躍投
入志願服務。

4/27-28
辦理 102 年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共
108 校參與。

4/28 辦理第 5 屆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行前共識營。

4/30
召開 102 年教育部青年志工參與推動會第 1 次會議，由教
育部黃政務次長碧端主持，並頒發委員聘書。

5/4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 102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決審
簡報，計有 47 團隊參與簡報，共計評定補助 33 個行動計
畫。

5/6
公告臺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補助團隊名單，計有 111 個
團隊、1,879 位青年志工赴四大洲、22 個國家參與多元國
際志工服務。

5/6
公告與僑委會合作青年海外僑校志工服務計畫補助團隊名
單，媒合協助 28 個團隊、109 位青年志工赴東南亞僑校
進行華語文教學、資訊等志工服務。

5/8 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職缺公布。

5/9
102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決審公告，共計評定補助 35
個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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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臺北場 ) 
。

5/10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桃園場 ) 
。

5/10
召開青年諮詢會第 1 次臨時會議，訂定教育部青年諮詢會
工作小組運作原則。

5/12
青年諮詢會民主發展組第 1 次工作會議，訂定 102 年度工
作計畫。

5/15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臺中場 ) 
。

5/15、16、
17

於臺北市、高雄市及台中市舉辦「2013 年大專畢業生創
業服務計畫申請說明會」。

5/18-19
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辦理 102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
畫培力工作坊，計有 140 人參與。

5/18-19 青年政策大聯盟－地方論壇帶組員培訓 27 人參與培訓。

5/19 辦理青年國際行動 All in One 行前培訓活動。

5/19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第 2 梯次初賽。

5/20
國際道德重整協會會長 Dr. Omnia Marzouk 等 3 人拜會
本署，由羅清水署長代表接見。

5/20 召開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第 1 次全體編撰委員會議

5/21
少年 On Light 計畫辦理「北區友好企業招募說明會」，
以多元化招募青少年適性、安全的職場見習機會。

5/22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高雄
場 ) 。

5/24
少年 On Light 計畫辦理中區「友好企業招募說明會」，
以多元化招募青少年適性、安全的職場見習機會。

5/24
青年諮詢會社會關懷組第 1 次工作會議，訂定 102 年度工
作計畫。

5/25
青年諮詢會國際及兩岸參與組第 1 次工作會議，訂定 102
年度工作計畫。

5/26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第 2 梯次初賽。

5/26
於耕莘文教基金會辦理 102 年青年旅遊志工共識營暨 101
年績優服務表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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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少年 On Light 計畫辦理南區「友好企業招募說明會」，
以多元化招募青少年適性、安全的職場見習機會。

5/3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組織法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完成立法
程序。

5/31
青年諮詢會教育及生涯規劃組第 1 次工作會議，訂定 102
年度工作計畫。

5/31
青年政策論壇議題背景資料跨部會討論會議（社會議題：
「如何協助青年因應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會議由施副署長主持。

6/1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北場 ) 。

6/2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桃園場 ) 。

6/2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第 2 梯次初賽。

6/2~9 以色列青年交流委員會 3 名官員訪華。

6/5
辦理第 2 階段核發臺英青年交流計畫贊助證明抽籤作業，
計核發 500 位青年贊助證明。

6/8-9 青年政策大聯盟－地方論壇主持人培訓 52 人參與培訓。

6/14

成立本部服務學習推動會，委員包括本部相關司署代表、
專家學者、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各級學校及民間
團體代表共 27 人，102 年 6 月 14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
由黃政務次長碧端主持。

6/19
總統公布制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組織法。明定本署之設立
目的、掌理事項及員額編制。

6/22 辦理第 2 場次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見習前講習會。

6/26
美國在臺協會文化中心主任阮家齊 Ryan Roberts 等 2 人
拜會本署，由署長羅清水代表接見。

6/28 召開教育部青年旅遊學習推動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6/29 辦理第 3 場次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見習前講習會。

6/30
辦理青年政策論壇 - 地方論壇（南區），做出具有區域特
性之結論，並選出全國代表。

6/28~7/1

分區辦理 102 年度「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職前講習」(6
月 28 日 < 北區 >、29 日 < 中區 >、30 日 < 南區 >7 月
1 日 < 東區 >。本計畫工讀學生於 7 月 2 日至 8 月 16 日
至各用人單位工讀 1.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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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辦理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決審會議及評選出 10 組優勝
團隊

7/7
辦理青年政策論壇 - 地方論壇（中區），做出具有區域特
性之結論，並選出全國代表。

7/8~7/10
辦理青年公部門見習進階領導力培育試辦計畫三天兩夜領
導力培力課程。

7/10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臺北場 )。

7/10-7/11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複賽。

7/14
辦理青年政策論壇 - 地方論壇（北區），做出具有區域特
性之結論，並選出全國代表。

7/15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彰化場 ) 。

7/16 青年諮詢會國際及兩岸參與組第 2 次工作會議。

7/16~7/20
舉辦「102 年度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中區 ) ，其中
7 月 18 日及 19 日為業師體驗交流分享會及成果發表分享
會。

7/17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雲林場 ) 。

7/17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桃園場 )。

7/18、7/19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1 場次 ( 北區 ) 產業世界研習課程。

7/18、7/19
舉辦「102 年度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中區 ) 之業師
體驗交流分享會及成果發表分享會。

7/19
辦理 102 年度少年 On Light 計畫「洽談企業至培訓單位
辦理媒合活動－北區」。

7/19
臺北市華陽扶輪社總監黃金豹等 6 人拜會本署，由施建矗
副署長代表接見。

7/19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花蓮場 ) 。

7/21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新北場 ) 。

7/23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中場 ) 。

7/24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南場 ) 。

7/24
於國家戲劇院甘泉藝文沙龍辦理 2013 年臺韓青年壯遊交
流團－成果發表會，由韓國優勝青年團隊－尋找少數民族
之痛與臺灣優勝團隊－臺韓差異分享壯遊故事。

7/25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桃園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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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26 辦理少年 On Light 計畫輔導員期中研習。

7/25~26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2 場次 ( 中區 ) 生涯輔導與諮詢技巧研習課程。

7/26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北場 ) 。

7/26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臺南場 )。

7/28 辦理青年旅遊志工專業培訓活動。

7/29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高雄場 ) 。

7/30
召開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第 2 次全體編撰委員暨第 1 次跨
部會協商會議

7/30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南場 ) 。

7/31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中場 ) 。

7/31
召開 102 年青年政策論壇全國會議部會協商會議，與相關
部會就全國會議事項進行安排規劃。

7/31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高雄場 ) 。

7/30~8/3 舉辦「102 年度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南區 )

8/1 青年諮詢會教育及生涯規劃組第 2 次工作會議。

8/2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彰化場 ) 
。

8/3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桃園場 ) 。

8/1~8/2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3 場次 ( 南區 ) 產業世界研習課程。

8/2-8/6
辦理「第 11 屆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暨第 9 屆國
際邀請賽」決賽。

8/5-9
102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香港參訪，由 101 年青年志工績
優團隊各類第一名代表，組成參訪團至香港與志工組織進
行交流。

8/6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新北場 ) 
。

8/7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新北場 )。

8/8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新北場 ) 。

8/6、8、12
分別於臺北、臺中、高雄，舉行「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
公聽會。

8/9~18
擴大遴選 10 名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赴以色列參加國際環境
青年領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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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青年諮詢會民主發展組第 2 次工作會議，提出「微型青年
政策論壇」構想，並預定於第 2 次諮詢會議提案。

8/13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臺南場 ) 
。

8/14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臺中場 )。

8/15~16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4 場次 ( 北區 ) 生涯輔導基本知能研習課程。

8/16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嘉義場 ) 。

8/16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嘉義場 )。

8/17
辦理 RICH 職場體驗網南區「大人物報到 RICH 粉絲大集
合」活動。

8/20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 ( 花蓮場 ) 
。

8/20 辦理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成果分享暨競賽 ( 南區 )。

8/22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屏東場 ) 。

8/20~24 舉辦「102 年度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北區 )

8/23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花蓮場 )。

8/23 辦理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成果分享暨競賽 ( 東區 ) 。 

8/26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北場 ) 。

8/26 辦理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成果分享暨競賽 ( 中區 )。

8/26~9/1 舉辦臺以青年交流團。

8/27 辦理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成果分享暨競賽 ( 北區 )。

8/27 
研發優勝團隊至交通部進行一日首長見習體驗，由葉部長
匡時主持座談。

8/28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高雄場 ) 。

8/28 辦理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 高雄場 )。

8/30
教育部蔣部長偉寧發布「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處務規程」令，
並刊登行政院公報。

8/30 召開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第 3 次全體編撰委員會議

8/31
辦理青年公部門見習進階領導力培育試辦計畫期中共識
營。

8/31
辦理 RICH 職場體驗網北區「大人物報到 RICH 粉絲大集
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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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辦理青年政策論壇 - 全國會議，由院長及各主責部會首長
與青年對話。

9/3
研發優勝團隊至勞委會進行一日首長見習體驗，由潘主委
世偉主持座談。

9/5
研發優勝團隊至衛福部進行一日首長見習體驗，由邱部長
文達主持座談。

9/6
研發優勝團隊至教育部進行一日首長見習體驗，由蔣部長
偉寧主持座談。

9/7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中場 ) 。

9/10
教育議題地方論壇全國代表至教育部進行一日主管見習體
驗，與一級主管進行綜合交流及政策對談。

9/10 青年發展政策白皮書文字整理工作小組成立

9/12

召開青年諮詢會第 2 次諮詢會議，二項議案「青年國際及
兩岸參與資訊平臺之建立」及「試辦微型青年論壇」均由
委員自行提案，其中「微型青年論壇」將作為本署業務推
動項目之參考。

9/12~13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5 場次 ( 中區 ) 產業世界研習課程。

9/15 辦理服務學習種子師資培訓 ( 臺南場 ) 。

9/16
美國在臺協會文化中心邀請 David D. Burstein 至本署專題
演講，由羅清水署長主持。

9/17
社會議題地方論壇全國代表至衛福部進行一日主管見習體
驗，與一級主管進行綜合交流及政策對談。

9/23
國際議題地方論壇全國代表至外交部進行一日主管見習體
驗，由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會吳執行長主持座談。

9/24
綜合議題地方論壇全國代表至經濟部（龍門核能發電廠）
進行一日主管見習體驗，與一級主管進行綜合交流及政策
對談。。

9/26~27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6 場次 ( 南區 ) 生涯輔導基本知能研習課程。

10/2 2013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初選入圍名單公告

10/3~4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7 場次 ( 北區 ) 生涯輔導與諮詢技巧研習課程。

10/8 辦理 103 年新增青年壯遊點徵點說明會，計 10 單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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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18
舉辦「102 年度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培訓」第
8 場次 ( 南區 ) 產業世界研習課程。

10/18
加勒比海友邦聖文森衛生暨環境部長柏根及社會部長史蒂
文生等 4 人拜會本署，由羅清水署長代表接見。

10/18 召開青年政策白皮書第 2 次跨部會協商會議

10/19
辦理青年公部門見習進階領導力培育試辦計畫政策議題分
享競賽活動。

10/21~22
召開 102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審查會議，國際志
工及海外僑校志工類各 10 隊入圍決選。

10/22 辦理「少年 On Light 計畫」效益評估焦點座談會 ( 中區 )

10/23 辦理「少年 On Light 計畫」效益評估焦點座談會 ( 北區 )

10/23
辦理我的壯遊臺灣感動故事─國際青年分享會，有分別來
自英國、德國、日本、波蘭與葡萄牙國際青年壯遊家分享
其壯遊臺灣感動故事。

10/25
研發優勝團隊至農委會進行一日首長見習體驗，由王副主
委政騰主持座談。

10/27

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理「我的壯遊臺灣感動故事─臺灣
青年分享會」，會中除邀請蔣部長偉寧進行具績優表現之
青年旅遊志工授證儀式，並由羅署長清水頒發及公佈第 5
屆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表揚獎狀暨優勝團隊。

10/27~11/2
舉辦全球化青年公共參與及國際關懷研討會，邀請紐西
蘭、愛爾蘭、南韓、日本、以色列等國家青年事務部門官
員來華。

10/29 辦理「少年 On Light 計畫」效益評估焦點座談會 ( 南區 )

10/30
召開 102 年青年志工參與推動會第 2 次會議，由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羅署長清水主持，報告區域和平志工團團慶及表
揚大會活動規劃、青年志工參與服務之成果統計等。。

10/31 向院長報告 102 年青年政策大聯盟執行情形。

10 月全月
訪視 102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獲補助學校與團
隊，以及 101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創業競賽獲補
助學校及團隊。

11/2、3、9、
10、16、17

辦理 102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複選會議，由 60
個入圍團隊進行現場簡報，由專家學者評選出國內 30 個
績優得獎團隊。

11/6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南投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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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發布「教育部審查青年發展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
要點修正規定」

11/8~9
辦理全國服務學習研討會，邀請美國等國外 3 位服務學習
學者專家來臺與國內 43 位產官學界代表進行分享及經驗
交流，會中並表揚績優單位及人員。

11/14 辦理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臺中場）。

11/19 辦理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嘉義場）。

11/19

召開青年諮詢會第 3 次諮詢會議，會議由教育部王主任秘
書作臺主持，委員以自身參與經驗提出青諮會運作改革建
議，由主席指示請本署於會後進行綜合評估，必要時得修
改設置要點。

11/19 公告 102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得獎名單

11/20 辦理 103 年新增青年壯遊點共識會議。

11/21

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辦理青年領袖分享座談會，
邀請美國學生和青年旅遊協會董事 Shannan Carter、全
美青年服務團總裁兼 CEO Steven A. Culbertson、Tour 
Buddy 服務網計畫長榮大學陳采體組長及臺北蝙蝠青年壯
遊點徐昭龍研究員分享經驗。

11/21
辦理服務學習社區機構督導人員培訓暨聯繫會報（屏東
場）。

11/23
辦理 102 年青年志工績優團隊競賽決選，國際志工、僑校
志工面向得獎團隊共計 10 隊。

11/23 辦理青年國際行動 All in One 成果分享會。

11/27 2013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得獎名單公告

11/30
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堂 1 樓集賢廳辦理 102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績優團隊競賽及成果分享會，計
有 135 人參與。

12/1

辦理 102 年區域和平志工團團慶及表揚大會，邀請榮譽團
長馬總統英九親臨現場勉勵青年志工，並頒獎給青年志工
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8 大類別之得獎團隊，表彰青年志工典
範。

12/6~8 舉辦 102 年青年國際事務菁英冬令營。

12/10 辦理「少年 On Light 計畫」效益評估研究審查會議

12/17 召開 102 年大專生公部門見習心得徵文競賽審查會議。

12/18
加拿大青年領袖訪華團等 13 人拜會本署，由施建矗副署
長代表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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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召開本部服務學習推動會 102 年第二次委員會議，由黃政
務次長碧端主持。

12/23 召開「推展在學青年生涯輔導工作方案 ( 草案 )」研商會議

12/23 完成編訂高級中等學校導師生涯輔導操作手冊

12/24
香港九龍總商會及香港中文大學等 6 人拜會本署，由施建
矗副署長代表接見。

12/24

召開 103 年教育部青年諮詢會運作模式討論會議，由本署
邀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際及兩岸
教育司及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共同研商 103 年青諮會運
作之各項配套措施。

12/27
青年諮詢會民主發展組與教育及生涯規劃組第 1 次跨組會
議，邀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列席，針對「高級中等
教育法施行細則」草案提出相關修正建議。

12/30
召開大專校院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運作諮詢會議，會議由
施副署長主持。

12/30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青年義工聯合訪臺交流團等 32 人拜會
本署，由施建矗副署長代表接見。

12/30
召開 2014 全球青年領袖世界大會主辦權跨部會協調會議，
由黃政務次長碧端擔任召集人。

12/31 完成國際志工手冊印製，並寄發全國各大專校院。

12/31
青年海外生活體驗貸款計畫截至 12 月底，核貸人數為
613 人。

12/31
召開「103 年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 ( 草案 )」跨部會協調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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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2 年度法規一覽表

本署102年度法規異動一覽表

項次 法條名稱
異動
性質

業管單位 日期

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資訊服務合作
作業要點

修正 資訊小組 102.1.14

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核發臺英青年
交流計畫贊助證明作業要點

訂定 國際組 102.1.22

3
教育部青年志工參與推動會設置
要點

訂定 公參組 102.1.22

4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海外生活
體驗專案貸款作業要點

修正 國際組 102.1.22

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公務人員陞任
評分標準表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6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公務人員職務
遷調實施規定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7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員工社團活動
實施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8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員工差勤管理
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員工國內出差
實施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10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聘僱用人員進
用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1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職員加班實施
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1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職員國內進修
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1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職員獎懲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14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職務陞遷序列
表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1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性騷擾防治及
處理要點

修正 人事室 102.1.23

16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政風訪查工作
實施要點

修正 政風室 102.1.23

17 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會設置要點 訂定 國際組 102.2.4

18
教育部青年旅遊學習推動會設置
要點

訂定 國際組 102.2.4

1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檔案管理要點 修正 秘書室 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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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協助大專
校院提升青年就業力補助要點廢
止公告

廢止 生涯組 102.3.25

2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作業規定

修正 秘書室 102.3.28

2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委託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修正 秘書室 102.3.28

23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實施
要點

修正 生涯組 102.4.12

24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廢止 秘書室 102.4.23

2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組織法 訂定 秘書室 102.6.19

26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模範公務人員
選拔作業要點

廢止 人事室 102.6.27

27
青年志工自組團隊服務活動遇颱
風或其他天然狀況之掌握及回報
管控原則

訂定 公參組 102.6.28

28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檔案申請應用
作業須知

訂定 秘書室 102.8.14

2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處務規程 訂定 秘書室 102.8.30
30 教育部青年諮詢會運作原則 訂定 公參組 102.9.16

31
教育部青年諮詢會工作小組運作
原則

訂定 公參組 102.9.16

32
教育部審查青年發展事務財團法
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修正 公參組 102.11.8

3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徵求遊學臺灣
活動補助要點

修正 國際組 102.1.22

34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徵求青年壯遊
點補助要點

修正 國際組 102.1.22

3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促進青年國際
參與及交流補助要點

修正 國際組 102.2.1

36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遊學臺灣關懷
特定青年補助要

修正 國際組 102.2.20

37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畢業生創
業服務計畫績優創業團隊補助規
定

修正 生涯組 102.12.16

38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加強青年志工
服務補助作業要點

修正 公參組 102.12.31

3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促進青年公共
參與補助作業要點

修正 公參組 10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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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組織法

第 一 條 教育部為辦理全國青年發展業務，特設青年發展署（以
下簡稱本署）。

第 二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青年發展政策、制度之綜合規劃、執行與督導及法規之研
修。

二、青年生涯發展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三、青年職場體驗、創新培力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四、青年政策參與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五、青年社會參與、志工參與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六、青年國際參與交流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青年服務學習、壯遊體驗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八、其他有關青年發展事項。

第 三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 四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 五 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 六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署處務規程及編制表

第一條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 以下簡稱本署 ) 為處理內部單位之分
工職掌，特訂定本規程。

第二條  署長綜理署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署長襄助署長
處 理署務。

第三條  主任秘書權責如下：

一、文稿之綜核及代判。

二、機密及重要文件之處理。

三、各單位之協調及權責問題之核議。

四、重要會議之籌辦。

五、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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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署設下列組、室：

一、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分四科辦事。

二、公共參與組，分三科辦事。

三、國際及體驗學習組，分四科辦事。

四、秘書室。

五、人事室。

六、政風室。

七、主計室。

第五條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不同性別、年齡、族群青年發展政策與措施之綜合規劃、
執行、協調、整合及管考。

二、青年發展法令及相關法規之研擬、訂修。

三、青年生涯輔導之政策規劃及推動、國內外青年發展趨勢與
關注議題之蒐集、評析及研議。

四、生涯發展輔導人員專業知能課程研發、培訓，青年生涯         
發展探索評量工具之研發及推廣。

五、青年多元職場體驗機會之開拓及執行。

六、青年創意創新競賽或活動之規劃、推動、獎勵及輔導。

七、高關懷青少年之生涯發展探索及輔導協助。

八、其他有關綜合規劃及青年生涯輔導事項。

第六條  公共參與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青年社會參與、政策參與、志工參與之政策規劃及推動。

二、青年公共參與人才培力之規劃、推動及運用。

三、青年參與社區行動與協力資源網絡之規劃及推動。

四、青年政策參與活動之規劃及推動。

五、青年意見發表與諮詢機制之建置、運用及推廣。

六、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之聯繫服務與網絡平臺之促進及推

動。

七、青年志工多元服務方案之開發及推動。 

八、青年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輔導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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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有關青年公共參與事項。

第七條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掌理事項如下：

一、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之政策規劃及推動。

二、青年國際參與交流、國際志工服務、國際體驗學習、度 假
打工與其他多元國際體驗學習之開拓、推廣及人才培力運
用。

三、國際青年事務交流多元合作之拓展及推動。

四、國際青年領袖與青年國際組織之聯繫、合作、邀訪及接 待，
兩岸青年交流之規劃及推動。

五、服務學習政策與措施之規劃、研發、推動及獎勵表揚。

六、服務學習資源網絡之協調、整合及運用。

七、青年壯遊體驗友善環境服務網絡之協調、整合及運用。

八、青年壯遊點之建置、運作及管理。

九、青年壯遊臺灣體驗活動之規劃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事項。

第八條  秘書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國會聯絡及媒體公關事務之推動。

二、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三、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四、公產及公物之保管。

五、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第九條  人事室掌理本署人事事項。

第十條  政風室掌理本署政風事項。

第十一條  主計室掌理本署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二條  本署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分層負責明細表
逐級授權決定。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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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署長 簡任
第十三職等至

第十四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為組織法律所
定。

副署長 簡任 第十二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為組織法律所
定。

主任秘書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為組織法律所
定。

組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副組長 簡任 第十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專門委員
薦任至

簡任

第九職等至

第十職等
二

主任 ( 一 ) 由專門委員兼任。

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十一

視察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五

內二人出缺後改置
為科員。

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四

科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五
內一人俟視察出缺
後改置。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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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一

主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五十七

（一）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

應適用「甲、中央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二」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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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keeping with the M inistry o f Education ’s globa l vision to “cultivate high-qua lity innovative ta lent and 

en h ance internationa l competit iveness”, the Youth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h as formulated the policy o f 

“establishing multiple learning platforms and forming youth to br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This policy va lues 

the human resources o f youth, and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and subjectivity o f “linking d ifferent sections in the 

forma l educationa l system and promoting multi-experientia l learning”. The ma in tasks can be d 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署長  羅清水

本署同仁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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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omote career counseling for youth and en hance their employ ability.

We want to en h ance the e ffect iveness o f  c a reer development counsel in g for un ivers ity or co lle ge 

students, a llow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explore and experience d iverse career options, so th at we can 

assist them in cultivating d iverse employment aptitudes while in sc hool. We will continue to hold “Juvenile 

On Light Program” (the pro fessiona l aptitude tra ining program for students who graduated from junior high 

sc hool and stopped their stud ies), whic h h as been listed as one o f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twelve 

years o f compulsory education. We a lso organize activities to promote youth innovation through a variety o f 

creative contests in order to foster future researc h and cultivate ta lent.

II.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s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public affa irs

We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activities o f the Youth Policy Union by working with private organizations 

or sc hools to organize public affa irs activities in communities and on campuses. We a lso enthusiastica lly 

cultivate ta lented young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partic ipate in public affa irs, develop action plans for 

youth to engag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organize related lectures on campus. Moreover, we integrate the 

network o f young volunteer resources, develop multi-service programs, organize volunteer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reward teams for good performance. Hence, we will lead young people to get more involved in voluntary 

service so as to reac h our target o f recruiting millions o f young volunteers.

主任秘書 黃月麗

副署長 施建矗 



146

III.Rein force d iverse learning for the youth and extend their internationa l perspective

We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 l (inc lud ing cross-stra it) meetings or events, organize 

the Youth Intern at i on a l  Aff a ir s Camp, enri c h the iYouth intern at i on a l  exc h an ge in format i on network and o ffer a 

loan program for young people to go overseas. We a lso hold the youth internationa l volunteer tra ining, and develop a 

d ivers i fied internati ona l youth volunteer service pro gram. Therefore, we promote Youth Travel and create a friendly 

environment in Ta iwan for young travelers, as well as plan specific activities for them. We will rein force the promotion 

o f young people’s travels in Ta iwan. We a lso coord inate and integrate related resources to jointly promote learning through 

provid ing services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We will a lso continue to hold ceremonies in recognition o f model yout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va lue and spirit.III .Rein force d iverse learning for the youth and extend their internationa l 

perspective

We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 l (inc lud ing cross-stra it) meetings or events, organize 

the Youth Intern at i on a l  Aff a ir s Camp, enri c h the iYouth intern at i on a l  exc h an ge in format i on network and o ffer a 

loan program for young people to go overseas. We a lso hold the youth internationa l volunteer tra ining, and develop a 

d ivers i fied internati ona l youth volunteer service pro gram. Therefore, we promote Youth Travel and create a friendly 

environment in Ta iwan for young travelers, as well as plan specific activities for them. We will rein force the promotion 

o f young people’s travels in Ta iwan. We a lso coord inate and integrate related resources to jointly promote learning through 

provid ing services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We will a lso continue to hold ceremonies in recognition o f model yout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va lue and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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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vide youth students who are financia lly d isadvantaged or living in o ffshore area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an in-depth look at Ta iwan, Youth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M inistry o f Education will subsid ize the program 

expenses for “Trekking Ta iwan – Creative Tour” and a ll or part o f the travel expenses for 30 youth students in 2013.

Youth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former ly known as Nationa l Youth Commission, h as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NPOs and conducting a series o f activities for “Trekking Ta iwan – Creative Tour” 

since 2005. This program a llows youth from 15 to 30 years old to explore Ta iwan through in-depth tours with 

d 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in turn learn to care and c herish Ta iwan. Comparing to other youths, costs for participating 

“Trekking Ta iwan – Creative Tour” are relatively high and opportunities are limited for youth students who are financia lly 

d isadvantaged or from o ff shore a reas .  There fore , Youth Development A dministrat i on is provid in g th is subs idy and 

continuing to conduct this program.

Chen, who was subsid ized to participate “Bike through Eastern Ta iwan” last year sa id, “To be able to c h a llenge 

the bike tour around eastern Ta iwan and document his youth with memorable moments was not on ly fun, but a lso made 

him more determined through the perseverance.” Ruan participated in “The Light o f Happiness (exploratory camp in 

Hsinguang and Zhenxibao Tribe)” and sa id, “Witnessing the h arvest o f peac hes and how the Tay a l protects their land 

and the environment was an eye-opening and fruitful experience for the youths who are used to urban lives.”

It is the miss ion o f “Trekking Ta iwan – Creative Tour” to let youths acknowledge and take responsib il ity for 

our l and through travel in g , lea rning and experienc in g . Youths who h ave fewer opportunit ies to travel may grow by 

participating in “Trekking Ta iwan – Creative Tour” with the subsid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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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e ways and means for intern at i on a l youth to part i c ipate a re b ecoming more d iverse .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casua l work, internships, or other internationa l work experience, internships or other forms 

o f participation with internationa l organizations, partic ipation in internationa l NGOs or voluntary activities, 

and so on, they a ll help young people understand society on an internationa l level . The specia l significance o f 

the internationa l participation o f Ta iwanese youth is : it h as faced long-term restriction from China. Ta iwan 

cannot even guarantee its basic hea lth rights by entering the WHO. In terms o f entering other internationa l 

organizations, we a lso meet numerous restrictions. Therefore, the internationa l engagement o f Ta iwanese youth can 

help Ta iwan develop an internationa l space and fight for internationa l recognition for Ta iwan . Recently in Ta iwan 

, apart from numerous NGOs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 l youth exc h ange, the government h as a lso moved into 

the service areas o f overseas a id agencies, d iplomatic a lternative military service, internationa l youth volunteer 

exc h ange, and other program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 l participation o f young peopl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 f 

Internationa l Participation o f Ta iwanes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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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 f Internationa l Participation o f Ta iwanese Youth

1. High cost o f overseas tuition, reduction in sc holarships, military service and other factors h as caused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 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Since 1988, the number o f Ta 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h ad been rose every year until recently, when the 

trend turned downward. In 19 93 and 2001 there were unusua l decreases, but the numbers recover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However, since 2003, the number o f Ta 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h as fa llen by 23.4%. Initia l 

assessment ind icates th at factors related to the decrease inc lude the high tuition fees o f foreign universities, decreased 

sc holarship awards, and military service. 

2. Ta iwanes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 l organizations is still limited, the number o f internationa l organizations 

with secretariats or branc h o ffices in Ta iwan h as not noticeably increased 

Accord ing to MOFA 2002 statist ics, the Ta iwan partic ipates in 18 internati ona l governmenta l con ferences, 

and h as observer status in 10, whic h is very limited. In terms o f Ta iwanese citizens taking part in events for non-

governmenta l internationa l organizations,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 support h as produced some progress. Since 2002, 

there h ave been a tota l o f 1,071 cases. But compared to the 20,000 INGO activities listed in the Union o f Association 

annua l report o f 2001-2002,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more participation o f Ta iwanese citizens in INGOs. 

3.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 f internationa l students coming to Ta iwan h as increased, but rapid growth h as 

not yet h appened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 f internationa l students coming to Ta iwan h as fluctuated,

政風室同仁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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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face

S inc e  2002, the Nat i on a l  Youth Commiss i on h a s  helped students meet four ma j or sp iritua l  obj ect ives , 

improvement, intelligence, con fidence and hea lth, h andled the RICH work-study program and brought together releva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ivil manufactures, public depart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 f non-pro fit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a qua lity work-study environ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add ition to provid ing compensation for their work with 

whic h to support themselves during sc hool, it will enable young students to accumulate career experiences and increase 

workplace capability for the future. . 

Besides the genera l work-study program, in order to serve more youth population, Nationa l Youth Commission 

not on ly continues developing the opportunities o f work-study but h as a lso established projects where youth work in the 

community in summer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learn at public departments and these were integrated into a website, 

“RICH Workplace Experientia l Network”. In 2009 a coord ination system for workplace experiences for youth was 

added to provide youth with more d iverse opportunities for workplace experience. The core o f the website is the “matc hing 

p l at form” supplemented by “re fined servi ce” , and it h as b ecome the in format i on p l at form for vari ous workpl ace 

experiences for youth in high sc hool or older. There are two sections, “sc hool youth” and “graduate youth” inc luded in the 

website, and it is open to public departments, for-pro fit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non-pro fit organizations to register 

on line in their category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youth to apply on line accord ing to their demands and be employed 

after being interviewed by the employer.

2.Project objectives

To help youth meet four major spiritua l objectives, improvement, intelligence, con fidence and hea lth, and provide a 

qua lity workplace experience for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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