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
報名簡章
為促進我國青年與世界各國青年之交流互動，強化各國青年友
誼，並創造跨國青年事務合作機會，本署辦理「2019 全球青年趨勢
論壇」，活動議程多元豐富，邀請國內有國際參與或青年事務經驗的
青年朋友共同與來自各國的青年朋友討論交流。
一、活動簡介
(一)活動名稱：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
(二)活動日期：108 年 11 月 9 日至 10 日(週六至週日)
(三)活動地點：臺北新板希爾頓飯店(新北市板橋區民權路 88
號)
(四)主辦機關：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五)會議語言：英語
二、活動議程：如附件一。
三、報名須知
(一)參與對象：
1. 18-35 歲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青年 (限民國 72 年 1 月 1 日
至 90 年 12 月 31 日間出生者)，且具良好英語溝通能力
者，共 150 名正取、35 名備取。
2. 本論壇採全英語環境，參與者需具備全民英語能力檢定
測驗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英語語言檢定資格，並積極參
與討論交流。
3. 弱勢家庭學生若無上述英語能力檢定證明文件，得以最
近 1 年學校英語課成績單證明及英語老師推薦函替代上
述同等級英檢證明。
(二)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方式，自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
止，至青年署 iYouth 青年國際圓夢平臺線上報名系統

(https://iyouth.youthhub.tw)填寫報名表，包括個人基本資料及
350-500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但不含空格及換行，並以
Microsoft Word 系統字數統計之字數為準)之英文自傳，
包含：
1. 自我介紹
2. 請就「教育創新」、「地方創生」、「智慧生活」選擇
一項關注議題，以及關注原因。
3. 簡要說明對上述關注議題（教育創新、地方創生、智慧
生活之一）之了解及相關經驗，並簡述我國國情文化、
青年發展事務及國際交流之了解與經驗。
4. 參與本論壇動機與預期收穫
【註】線上報名系統將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準時關閉，倘
因報名資料尚未填答完畢或因作業系統處理時間不足，致未
及於上述截止時間內完成報名程序者，皆不予受理，請審慎
規劃時間並提早進行報名作業，避免向隅。
四、遴選作業程序：
（一） 依報名資料進行資格審查，資格不符或報名資料不全者，
不得進入遴選程序。
（二） 由本署組成遴選小組，並依據審查結果擇優錄取；惟若報
名後符合資格且資料齊全者未達 150 名，則全額錄取。
（三） 遴選標準與原則：依自傳、個人關注議題（教育創新、地
方創生、智慧生活）之了解及相關經驗、對我國國情文化
與青年發展、公共參與事務及國際交流接待計畫之了解與
經驗、英語能力等三項進行審查。字數未符前述標準者
(未足字數或超過字數皆屬未符標準)，酌予減分。
（四） 錄取名單預計於 10 月上旬前公告於本署官網、iYouth 青
年國際圓夢平臺。若正取者放棄錄取資格，則由備取依序
遞補。
五、權利與義務：
(一) 權利：

1. 本署將提供與會者論壇兩日期間之中餐與旅遊平安保
險。
2. 本署將核發參加證明予全程參與且積極參與討論者。
3. 具特殊身分【含經濟弱勢家庭身分、原住民族或新住民
(子女)身分】者(限活動期間就讀學校或工作地點於新竹
縣市以南、東部宜花東縣市及離島地區者)，本署將提供
11 月 9 日住宿與單趟來回交通費，並依青年就學或就業
所在地至活動場地所需交通費用核算，限補助 11 月 9 日
去程及 11 月 10 日回程，特殊狀況者可為前述日期之前
後一日來回車票，以火車自強號或客運交通費計算(毋須
檢據)，花東地區及離島以國內經濟艙機票計算(依實檢
據)。核發標準以本署認定為準，受領人應本誠信原則，
核實申請補助費，倘有不法情事，將追究法律責任。
(二) 義務：
1. 須自行處理差假事宜，本署不出具任何型式之請假證明
文件。
2. 全程積極參與所有活動行程/會議，並與各國與會者交流
互動。
3. 同意本署將個人資料建置於本署國際事務人才資料庫，
並依個人資料保護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理
(註)。
*註：本署為保護您的個人資料，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於蒐
集之目的、個人資料之類別事由與目的範圍內，直接或間接蒐
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運用於本署國際事務人才資料
庫。當您的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您同意本案
得繼續保存、處理或利用您的個人資料。除本署於專案執行期間
因執行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為遵循其他法令之規定者外，您可於
專案期間隨時向本署請求刪除、停止處理或利用您的個人資料。
當您完成報名時，表示您同意其內容。

六、注意事項
（一） 經查明報名所繳交之文件，如有虛偽不實或不合申請資格
者，已錄取者則取消錄取。

（二） 未全程參與論壇(請假暫離 2 小時以上)、主動參與議題分
組討論、議題高峰會、各項討論及分享、與各國與會者交
流互動者，本署有權不核發參加證明。
（三）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本署保有活動行程及相關規定事項
之最終修改權。
（四） 如遇不可抗力之因素，本署保留得取消、終止、變更活動
或暫停遴選之權利，衍生之相關費用由錄取者自行負擔。
七、活動聯絡人：
(一) 主辦機關：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楊禮薇小姐 0277365530，e-mail 至 oooholivia@mail.yda.gov.tw。
(二) 承辦單位：
力譔堂整合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王彩虹小姐
02-27112320 分機 101，e-mail 至
tsaihung9583@gmail.com。

附件一

「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議程
11/9(六)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30

活動報到&文化嘉年華展攤巡禮

10：30-11：00

開幕式

(11：00-12：20)

專題座談會

11：00-11：10

主持人引言及介紹

11：10-11：25

與談人：非洲肯亞 Brightgreen Renewable Energy 創辦人
Ms. Chebet Lesan

11：25-11：40

與談人：日本知名社會企業 RidiLover 創辦人安部敏樹先生

11：40-11：55

與談人：Plan B 共同創辦人游適任先生

11：55-12：20

交流與結語

12：20-14：00

午餐

(14：00-17：00)

各國代表團分組討論
議題一
「教育創新」

議題二
「地方創生」

14：00-14：15

活動說明

14：15-14：45

各國代表團說明討論議題

14：45-16：30

分桌討論交流

時間

議題三
「智慧生活」

活動內容
11/10(日)

(10：30-12：00)

議題高峰會
議題一：教育創新

議題二：地方創生

10：30-12：00

各國代表團簡報議題行動方案

12：00-13：30

午餐

13：00-14：30

各國代表團議題行動方案展示及發表

14：30-15：30

閉幕式

15：30-

賦歸

議題三：智慧生活

附件二

「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議題說明
議題

議題分享說明

主題一：

隨著教育觀念的轉變，在全球各地掀起了實驗教育的熱潮，

教育創新

開始主張學童適性教育和教育權平等，然而制度尚未發展健
全，新興的教育理念仍然與傳統教育衝突著，深深影響著各
國的年輕學子。近年來臺灣從官方至民間紛紛興起教育改
革，例 如 致 力 於 偏 鄉 教 育 的 「 Teach for Taiwan (全
名 ： 財 團 法 人 為 台 灣 而 教 教 育 基 金 會 )」； 藉 由 展 覽 和
教育活動設計，拓寬視野和想像力的「奇美博物
館 」； 免費線上自學平臺「均一教育平臺」等等。期望透過
青年們對教育創新的交流，促進對於此議題的認知和作為，
進而提升社會對教育重視度，為了共同的未來盡一份心力。

主題二：

面對臺灣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度集中大都市，以

地方創生

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將地方創生定
位為國家安全戰略層級的國家政策，以地方的人口資源特性
及發展情形列出農山漁村、中介城鎮以及原鄉等全臺 134 處
優先推動區域，透過地方鄉鎮區公所提案到行政院地方創生
會報平台，來媒合相關部會資源，力求人口回流、均衡地方
發展。行政院宣布 108 年為地方創生元年，國發會以人為核
心，找尋每一個地方的獨有特色，依據「地方創生國家戰略
計畫」，推動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資源、社會參
與創生及品牌建立，希望把地方的生活空間、生計做好，減
緩地方人口外流並促進人口回流，結合政府與民間各種資
源，全面展開推動地方創生工作。

主題三：

智慧生活是指利用資通訊軟硬體技術及應用服務，整合城市

智慧生活

的組成系統和服務，以創新的方式創造滿足人們對智慧生活
需求的一種環境，有效提升資源運用的效率，優化城市管理
以及服務，並且達成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促成安居、樂業、
永續發展的目標，同時也是帶動產業創新應用的關鍵。臺灣
透過執行「智慧城鄉生活應用發展計畫」，逐步於全臺推動
智慧城市應用服務，促成智慧生活普及。期望透過各國對智
慧生活的案例與發想交流，促進全人類的生活品質。

附件三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活動線上報名表
A. 個人基本資料
姓名(中文)

英文姓名
(同護照)

國籍/出生地

性別

生日(西元)
最高學歷

年

就讀學校或
就業單位

月 日

(如仍為在學學生，請逕填就讀學校及科系所/年級)

身分證字號

聯絡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監護人/
緊急聯絡人

關係

聯絡電話(M)

聯絡電話(H)
□(1)全民英語能力檢定測驗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英語語言檢定資格
及格證明。

類別：____________ 分數：___________

英語能力證明
□(2)弱勢家庭學生若無上述英語能力檢定證明文件，得以最近 1 年
(請附上證明文件)
學校英語課成績單證明及英語老師推薦函替代上述同等級英檢
證明。

對於本年度論壇 教育創新____；地方創生____；智慧生活____
有興趣的議題 ※請依喜好順序自 1 排列至 3，本署得視情況調整分配所選議題。
用餐需求

□素食

住宿需求

□ 11/9 當晚住宿 ※限特殊身分者勾選
□ 客運，往返縣市：________
□ 火車，往返縣市：________
□ 國內經濟艙機票(花東地區及離島)

交通費請領

□葷食

□其他________

※限特殊身分者勾選

特殊身分
□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
(請附上證明文件)

□原住民族 □新住民(子女)

B. 英文自傳 (350-500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但不含空格及
換行，並以 Microsoft Word 系統字數統計之字數為準)
*自我介紹

*關注議題：_____________ (教育創新、地方創生、智慧生活)
關注內容及原因說明：

*簡要說明對上述關注議題（教育創新、地方創生、智慧生活之
一）之了解及相關經驗，並簡述我國國情文化、青年發展事務及
國際交流之了解與經驗。

*參與本論壇之動機與預期收穫

附件四

個人資料使用授權同意書
您好：
為參加「2019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活動之確認特殊身分【含經濟弱勢家庭
身分(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原住民族或新住民(子女)身分】等需要，本人
同意提供教育部青年發展署使用姓名、出生年月日、性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等個人資料。惟僅限使用於本計畫必要之範圍內，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
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律規定，不得揭露於第三者或
散佈。

此致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立同意書人】
姓名：

（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監護人/緊急聯絡人：

（簽名）

與立同意書人關係：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