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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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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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 

(二) 活動日期：107 年 11 月 3 日至 4 日(週六至週日) 

(三) 活動地點：王朝飯店(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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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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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年 12 月 31 日間出生者)，且具良好英語溝通能力

者，共 160 名正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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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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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國國情文化與青年發展、公共參與事務及國際交流

之瞭解與經驗 

3. 參與本論壇動機與預期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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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名，則全額錄取。 

（三） 遴選標準與原則：依自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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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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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選結果最遲於 10 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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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將提供遠道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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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

當晚住宿、晚餐與兩日來回交通費(11 月 3 日去程及 11

月 4 日回程)。 



(二) 義務： 

1. 需自行處理差假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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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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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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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77365530，e-mail 至 oooholivia@mail.yda.gov.tw。 

(二) 承辦單位：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顏含羽小姐 02-23660812 分機 127，e-

mail 至 cindy_yen@nasme.org.tw。



附件 

「2018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1月 3日(六)   

09:00‐09:15  報到   

09:00‐10:15  文化嘉年華展攤巡禮   

10:18‐10:30  影片欣賞   

10:30‐11:00  開幕式 

11:00‐12:20  專題座談:  共同的未來－青年的培育與發展 

12:20‐14:00  午餐 

 

分組討論 

主題一:  「全世界都是

我的辦公室」 

主題二:  「做世界的旅人‐

壯遊全球」 

主題三:  「為自己的未來

發聲‐參與社會、參與世

界」 

14:00‐15:00  各國代表團簡報 

15:00‐15:20  休息 

15:20‐16:40  各國代表團簡報 

11月 4日(日) 

09:30‐10:20  主題高峰會討論交流 

10:20‐10:40  休息 

10:40‐12:00  主題高峰會討論交流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各主題結論討論 

14:10‐15:10  青年未來倡議‐‐「現況、對策與願景」：各主題結論發表 

15:10‐15:40  閉幕式 

15:40‐16:00  休息 

16:00‐17:00  文化表演觀賞與體驗 



附件 

「2018 全球青年趨勢論壇」議題說明 

議題  議題分享說明 

主題一： 

全世界都是我

的辦公室 

 

1. 背景說明：每個國家都有各自的人才議題，由於新興

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人才需求極高，在經濟全球化的

今天，跨國工作已是全球趨勢，因此培養青年具有數

位能力、思考敏捷度、人際溝通能力以及全球經營能

力，建立自己的個人品牌資產，成為青年職涯規劃非

常重要的課題。 

2. 議題分享：各國青年針對跨國工作、國際就業發展等

現況觀察，並分享各國所提供的資源管道及政策等，

以各國實際案例為主。 

3. 議題討論：青年可從各面向討論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

職場，規劃個人工作生涯發展，並針對相關行動所碰

到的困難、可能克服的方式、以及政府可提供何種資

源面向進行討論。 

主題二： 

做世界的旅人‐

壯遊全球 

 

1. 背景說明：「壯遊」（Grand Tour），原本盛行於歐洲，

是一場透過長途跋涉的旅程所進行的成年儀式，具有

深層的教育意義，是高中生畢業後相當重要的一環。

透過長時間的遊歷，跨越多國的語言溝通障礙，與當

地的人民進行深層的互動，觸動不一樣的人文風情，

成為一趟學習旅行，去沈澱、反思自己。 

2. 議題分享：各國青年針對「壯遊」所做的觀察和自身

經驗，以及各國推動青年國際參與相關政策及資源管

道等，以各國實際案例為主。 

3. 議題討論：可針對「壯遊」相關行動所碰到的困難

點、可能克服的方式、以及青年能夠採取的行動以及

可以更關注的面向進行討論。 

主題三： 

為自己的未來

1. 背景說明：青年透過參與其所屬的校園、社區、地方

與國家等不同層級的公共事務，包括文化、社會、環



附件 

議題  議題分享說明 

發聲‐參與社

會、參與世界 

 

境、經濟、政治等面向，以培養公民意識及能力。國

家應保障青年的社會參與空間，鼓勵其表達意見並關

心各項議題，使其能充分執行公民的權利與義務，進

一步提升青年自我價值與能力，帶動社區、地方與國

家的發展。 

2. 議題分享：各國青年在公共參與的自身經驗、社會觀

察以及各國推動青年參與公共事務相關的政策及資源

管道等，以各國實際案例為主。 

3. 議題討論：可針對公共參與相關之議題及政策行動所

碰到的困難點、可能克服的方式、以及青年能夠努力

行動的面向進行討論。 

 



附件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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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月  日 
就讀學校或 

就業單位 
 

身分證字號  連絡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監護人/ 
緊急聯絡人 

 關係  

連絡電話(M).  連絡電話(H)  

英語能力證明 
(請附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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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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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餐需求  □素食   □葷食   □其他________ 

住宿需求 
□ 11/3 當晚需住宿(含晚餐) 

※ 限活動期間就讀學校或工作地點於新竹市以南、東部宜花東

縣市及離島地區者 

交通費請領 
□ 不須請領(臺北市、新北市) 

□ 火車(苗栗以北、東部)，往返縣市：________ 

□ 高鐵(臺中以南)，往返縣市：________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iyouth.youthhub.tw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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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包含自我介紹、對我國國情文化與青年發展、公共參與事務及

國際交流之瞭解與經驗及參與本論壇之動機與預期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