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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15:30-

08:00-09:00
(60分鐘)

09:00-09:20
(20分鐘)

09:20-09:40
(20分鐘)

13:00-13:30
(30分鐘)

13:30-14:30
(60分鐘)

14:30-15:00
(30分鐘)

15:00-15:30
(30分鐘)

10:10-10:30
(20分鐘)

10:30-12:00
(90分鐘)

主講人：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葉丙成教授

12:00-13:00
(60分鐘)

回收問卷／賦歸

職涯新展望
【專題演講】2
新時代的人才培育
新思維

主講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吳淑禎副教授

【專題演講】3
青年職涯發展趨勢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吳淑禎副教授
與談人： 
　上尚文化企業有限公司陳乃綺創辦人
　Skills for U黃偉翔執行長
　104人力銀行王榮春協理

【觀點對談】1
與談人分享及對談

與談人及與會者進行觀點對談

主持人：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羅清水署長
東海大學王立志副校長

【觀點對談】2
臺上臺下對談

【綜合座談】
1.回應學校先前提案
2.其他

午餐

創造職輔
方程式

未來願景
職引圖

早餐

職輔新里程Ⅱ 【績優成果分享】2

主持人：
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張永和主任、蔡家幸副主任
分享人：
107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
績優職輔人員組金等獎得獎人

09:40-10:10
(30分鐘)

報到/成果評選得獎事蹟展覽

青年署業務簡報及資源介紹

中場休息/成果評選得獎事蹟展覽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劉佳綾科長

主持人/講者/引言人會議內容時間/地點

裕元花園酒店 國際演講廳

主持人/講者/引言人

企業參訪暨分組討論(擇一)：
1.臺灣引興股份有限公司
2.金可集團
3.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校園參觀(交叉進行)：
東海教堂、文理大道

【專題演講】1
人工智慧產業趨勢與
就業環境變遷

主講人：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管系
盧希鵬特聘教授

主持人：
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張永和主任、蔡家幸副主任
分享人：
107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
績優學校組金等獎得獎學校代表

職輔互動

晚餐

晚安

主持人：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
　　　　聯絡室張永和主任、
　　　　蔡家幸副主任
頒獎人員：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

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
教育部姚立德政務次長

職涯新展望

職輔新里程Ⅰ 【績優成果分享】1

午餐

職涯新航線

會議內容

報到/成果評選得獎事蹟展覽

開創優職
新典範

致詞

107年
大專校院職涯輔導
成果評選-頒獎表揚

大合照

東海大學 茂榜廳(人文大樓)

時間/地點

20:00-

09:00-09:30
(30分鐘)

13:00-14:00
(60分鐘)

14:00-17:00
(180分鐘)

17:00-18:00
(60分鐘)

18:00-20:00
(120分鐘)

10:10-11:40
(90分鐘)

11:40-12:10
(30分鐘)

12:10-13:00
(50分鐘)

09:30-09:40
(10分鐘)

09:40-10:00
(20分鐘)

10:00-10:10
(10分鐘)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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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者介紹
專題演講
講者介紹

人工智慧產業趨勢與就業環境變遷

經 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學務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院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學院院長

盧希鵬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管系特聘教授

新時代的人才培育新思維

青年職涯發展趨勢

經 歷

．PaGamO/BoniO Inc. 執行長

．國立臺灣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副主任

葉丙成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教授

經 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就業輔導中心主任

吳淑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學院副教授

專題演講 講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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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就業輔導中心主任

吳淑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學院副教授

經 歷
．上尚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執行長
．聯合報系聯合學苑-科學實驗系列課程總規劃與科學
　師資培育
．超級電視臺超級小英雄-科學實驗室節目策劃
．Penny老師教你創意玩科學作者

陳乃綺
上尚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創辦人

經 歷

．Ski l ls for U 發起人
．漢聲廣播電臺節目《職人列車-技職3.0》製作主持人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委員
．聯合新聞網《鳴人堂》專欄作者
．NPO《技職3.0》獨立記者

黃偉翔
Skills for U 執行長

經 歷

．國防大學 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世新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王榮春
104人力銀行 協理

觀點對談
主持人介紹
觀點對談
主持人介紹

觀點對談
與談人介紹
觀點對談
與談人介紹

觀點對談 主持人介紹、與談人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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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1 0 7年大專校院召集學校
辦理職涯輔導活動，請各
校踴躍參與。

宣導事項

09/27(週四) 北區第3次聯繫會議暨職輔增能活動

09/28(週五) 第8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種子教師培訓

10/05(週五) 南區第3次聯繫會議暨職輔增能活動

10/12(週五) 南區第3次職涯輔導推動委員會

10/19(週五) 中區第3次聯繫會議暨職輔增能活動

10/25(週四) 第9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種子教師培訓

11/09(週五) 中區第3次職涯輔導推動委員會

11/22(週四) 北區第3次職涯輔導推動委員會

說明

2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RICH職場體驗網」
（https:/ /r ich.yda.gov.tw）

提供 1 6歲以上至 3 5歲以下在學青
年工讀、見習等多樣職缺，請各校
協助宣導並鼓勵學生參加。

宣導事項

　　「RICH職場體驗網」網站提供在學青年多元及安全性兼具之見

習、工讀資訊平臺，讓青年在校期間除自食其力獲得工作報酬之外，

更能累積職涯歷練經驗，為未來進入職場增加能量，請協助宣導網站

專案：

一、大專生公部門見習：提供大專校院在學生(含軍警學校學生及空中 

　　大學全修生)於總統府、五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見習機會。共有

　　4-5月、7-8月、10-11月等3梯次，開放應徵時間為每年2　

　　月、4月、7月。

二、青年暑期社區工讀：招募在地產業發展、社會公益之非營利組織，

　　提供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含空中大學全修生）工讀職缺。工讀期

　　間為每年7-8月，於5月開放青年應徵。

三、經濟自立青年工讀：提供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在學學生，家庭為經

　　濟弱勢者，至政府機關、公營企業、公股銀行或特邀民營企業工

　　讀機會。工讀及開放青年應徵時間為全年度，視刊登職缺時間而定。

四、青年創業家見習：提供大專校院在學生(含軍警學校學生及空中大

　　學全修生)於新創公司見習之機會，於7月初開放青年應徵。

　　　　請協助於各校網頁放置「RICH職場體驗網」網站連結點（網

　　址：https :// r ich .yda .gov . tw）進行宣傳。各專案計畫開放期間

　　有所不同，需注意各計畫之內容，學生可於網站註冊會員帳號，

　　完成履歷填寫後，即可搜尋職缺，投遞履歷。

說明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業務宣導資料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業務宣導資料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業務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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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107年青年迴響計畫

Rethink Taiwan

宣導事項

　　青年迴響計畫從「發現週遭的問題」開始，採取「最簡單可行」

的行動，並於行動中發展出可逐步依循的行動迴圈，期間透過具體輔

導課程、教練、行動夥伴機制，專注為這個時代的青年，打造從「想

法到行動」的第一哩路，活動辦法如下：

一、參加對象：由18-35歲青年，3-5人組成團隊。

二、時程規劃：

三、相關資訊可參閱青年迴響計畫官方網站及臉書：

說明

(一)提案與任務包進行：於8月19日至9月16日開放團隊上網登

　　錄報名參加，並提出自己的行動構想。於9月17日至10月2

　　日公告任務包內容，提案團隊於期限內完成任務，選30組團

　　隊進入青年迴響大會師。

(二)青年迴響大會師：於10月13日至14日舉行，來自全臺各地、

　　通過任務包的30組團隊，第一次實體見面。在為期2天的活

　　動中，團隊間與行動夥伴相互交流，並於此時啟動教練機制

　　及頒發行動金新臺幣(以下同)5,000元，協助團隊完成行動

　　方案並進入行動期。

(三)Pitch Day：團隊於11月10日至11日發表過去於行動期的

　　行動成果及未來規劃，由行動夥伴擔任主要評審，討論行動

　　團隊提出之預算是否合理，並依積分比例分配35萬元，作為

　　本階段的行動孵化金。

(四)迴響行動展覽節與發表會：行動展覽節於12月7日至9日舉

　　行，為迴響計畫行動成果展，結束後會以各團隊所累積積分

　　選出10組團隊參加12月23日的發表會，並於發表會選出3

　　組團隊各獲得15萬行動孵化金。

(一)官方網站：https://rethinktaiwan2018.com/

(二)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RethinkTaiwan2027/

4 選送青年赴新南向國家
深度研習計畫

宣導事項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為推動新南向政策，培育我國青年參與國際事務能力，促進青年

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之連結，本計畫鼓勵青年透過自主提案的

方式，實際前往新南向國家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性及區域性NGO，期

許青年扮演新南向前鋒的角色。

一、補助對象：18歲至35歲具中華民國國籍青年。

二、深度研習範圍：

三、每案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15萬元。

四、申請時間：107年度加開第四階段徵件，執行期間為10月1日至  

　　12月16日者，於9月17日前提出申請。 

說明

(一)至國際組織或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個案分析方式觀察組織運

　　作(含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方案運作、夥伴關係、募款方式、

　　建立夥伴關係等)，計6週以上。

(二)6週參與觀察期結束後，需停留當地5至10天，以田野觀察

　　方式了解當地社會人文，並分析比較當地社會現象。

(一)第一階段：執行期間為1至11月者，於前一年度11月30日

　　前提出申請。 

(二)第二階段：執行期間為6至11月者，於當年度4月30日前提

　　出申請。 

(三)第三階段：執行期間為9至11月者，於當年度7月31日前提

　　出申請。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業務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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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 iYouth voice」
青年國際發聲計畫

宣導事項

　　「iYouth」包含國際(internat iona l )和青年(youth)之意，鼓勵中

華民國18至35歲之青年，積極參與全球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會議

、活動或計畫，於各領域代表青年或代表臺灣發聲，提升國際參與能

力，厚植國際視野，提升臺灣國際形象及能見度，特定本計畫。

一、補助對象：18歲至35歲具中華民國國籍青年。

二、補助類別：

三、每案以部分補助10萬元上限為原則。

四、申請時間：

五、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s:// iyouth.youthhub.tw/map/inner1_content22.php

說明

(一)赴海外參與國際會議、活動或計畫等可提升國際能見度之行動。

(二)爭取在臺主辦或於國內辦理國際性會議或活動【參與青年應

　　達100人以上，且參與國家應達3國以上（包括地主國，不

　　包括大陸、港、澳等地區）】。

(一)第一階段：執行期間為3至6月者，於當年度1月1日前提出

　　申請。

(二)第二階段：執行期間為7至10月者，於當年度5月1日前提

　　出申請。

(三)第三階段：執行期間為11至2月者，於當年度9月1日前提

　　出申請。

6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推動青年從事海外
長期志工計畫

宣導事項

　　鼓勵青年勇於走出臺灣，以長期蹲點方式，深入參與海外志願服

務，協助青年確立生涯發展方向，豐富個人生命歷程，爰以補助方式

，提高青年意願，踴躍參與國際社會。

一、補助對象：18歲至35歲具中華民國國籍，且領有志願服務紀錄

     冊青年。

二、補助範圍：至海外國家、地區或機構，提供志願服務計3個月(即

     90天)以上，且不跨年度執行，並於該年11月底前完成服務。

三、補助項目及額度：

四、申請時間：

說明

(一)補助額度：每案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18萬元，由本署邀集

　　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議核定。

(二)補助項目：機票費、簽證費、保險費、生活費。

(三)補助原則：本補助款為部分補助，受補助者須自行籌措計畫

　　總經費之20%以上，如未達者不予受理申請。

(四)針對弱勢家庭青年、原住民族青年、新住民(子女)青年，得

　　衡酌實際狀況優予補助，以兼顧資源分配之平衡性。

(一)第一階段：執行期間為1至11月者，於前一年度11月30日

　　前提出申請。　　

(二)第二階段：執行期間為6至11月者，於當年度4月30日前提

　　出申請。

(三)第三階段：執行期間為9至11月者，於當年度7月31日前提

　　出申請。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業務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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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補助辦理青年海外
志工服務隊計畫

宣導事項

　　鼓勵青年參與海外（臺澎金馬以外地區）志工服務，結合民間團

體及大專院校，運用青年所學專長與知能，提供其他國家或地區有價

值之服務，促使學生具備國際關懷意願之實踐力。

一、補助對象：國內各大專院校及依法設立之民間團體。

二、人員規定：

三、申請時間：1月至2月間出隊者，最遲於上年度12月10日前提出   

　　申請；6月至9月15日間出隊者，最遲於該年4月10日前提出申

　　請，其餘出隊最遲須於計畫出隊前2個月前提出申請。

四、補助額度：每團隊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40萬元。

說明

(一)所稱青年志工，係指年滿18歲至35歲之青年。

(二)每隊出國參與服務人數須為三人(含)以上，且團隊中具中華

　　民國國籍青年至少應占半數以上。

(三)團隊中取得基礎及特殊訓練證書或志願服務紀錄冊者，至少

　　應占團隊二分之一(含)人數以上，出團人數應符合受服務地

　　區志工需求人數。

8
宣導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宣導資料單位：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壯遊體驗計畫

宣導事項

一、為鼓勵青年走出戶外，以多元方式認識瞭解臺灣不同面向，爰推

　　動青年壯遊體驗學習，鼓勵青年從壯遊過程探索認識自我，培養

　　團隊合作、跨域整合及問題解決等多元能力，提升自我學習成長

　　與個人發展。

二、青年壯遊點：為使青年壯遊帶來創新學習及教育意涵，本署與在

　　地非營利組織及大專校院合作以非營利之方式在全國各地設置青

　　年壯遊點，提供15-35歲青年全年度常態且深度的在地服務，透

　　過辦理文化、部落、生態、農村、漁村、志工、體能等多元活動，

　　讓青年體驗臺灣在地生活及文化，並提供壯遊體驗資訊諮詢等服

　　務，作為青年認識鄉土、行遍臺灣，隨時可深度學習的入門點。

　　107年已設置55個青年壯遊點，請鼓勵學校師生運用青年壯遊

　　點進行學校課程延伸，俾認識在地特色及文化產業，以豐富學生

　　學習內涵，相關活動梯次等資訊請參考「壯遊體驗學習網」。

三、感動地圖計畫：鼓勵青年以壯遊臺灣發想，2人以上自組團隊規

　　劃提出具主題性，與地方社會文化深度互動、公益行動或是賦予

　　自我與平常以往不同的任務或挑戰精神的壯遊企劃，經過審查入

　　選可獲得最高新臺幣6萬元實踐獎金，每年約於2月至4月徵件。

四、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推動大專校院於課程中融入Gap Year概念，

　　由教師設計明確學習主題，引導學生依課程主題、專業，自主規

　　劃赴海外壯遊體驗學習，培育國際視野與胸襟，將於107年11-12

　　月辦理計畫宣導說明會。

五、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署「壯遊體驗學習網」

　　(網址：https://youthtravel . tw/)。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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