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9月 

重大青年 

發展政策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壹、前言 

貳、依據 

參、願景 

肆、施政原則 

伍、重大政策及工作 

陸、深化及擴散推動措施 

柒、結語 

 

1 



壹、前言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102年1月1日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改制成立。 

 本署設有三組： 

 

 

 

 

 

 青輔會原有青年就業及青年創業之業務、人力及預算，已隨組改分別
移撥至勞動部及經濟部。 

 青年署以「人才培育」為業務主軸，從職涯發展、培力活動、創意發
想、體驗學習，到以實際行動實踐，規劃辦理系列性的計畫及活動，
以協助青年進行學校課堂外的修煉，強化青年問題解決、生活美學、
知識累積、跨科整合、多元創新、團隊合作及跨域整合的前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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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青年職涯輔導，
提升青年創新能力 

鼓勵青年志工服務，

促進青年政策及社會

參與 

強化青年多元體驗   

學習，擴展青年國際

視野 

生涯輔導 公共參與 國際及體驗學習 



貳、依據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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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政策--青年好政 

提升「青年諮詢委員會」的層級，從
教育部層級提升為行政院層級。 

(二)教育政策 

 舉辦「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
鼓勵青年進行海外志願服務。 

 促進高中職畢業生多樣生涯發展，
鼓勵高中職畢業生先社會歷練而
後就讀大學。 

 培養青年學生六大前瞻能力，強
化問題解決、生活美學、知識累
積、跨科整合、多元創新、團隊
合作之能力。 

賴院長施政理念及政策主軸 

(一)均衡臺灣--地方創生 

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經濟，使年
輕人回鄉，以解決偏鄉人口老化、文
化保存、觀光產業等問題。 

(二) 107年國家發展計畫 

 幸福家園-強化青年職涯發展 

1.促進青年多元職涯發展，並加強
青年創新培力，擴大青年多元參
與公共事務。 

2.推動青年國際交流及壯遊體驗學
習，並鼓勵其關懷全球事務。 

 布局全球-推動新南向政策 

配合推動培育青年新南向人才，促
進青年赴新南向國家交流及發展。 

 

 

 

蔡總統政見 



參、願景 
讓青年具備在地關懷及全球視野，並且都能找到自己的方
向，成為正向積極的公民。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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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政原則 
 推動步驟： 從辦理人才培育相關計畫及活動，再進行深化輔導、行動實踐、

成果擴散等各階段工作，形成正向循環的系統化推動模式。 

 推動脈絡： 

 

連結各部會、地方政府及學校體系推動工作，擴展至各非營利組
織，再擴散至社會各層面，發揮點、線、面的政策串聯效應。 

 服務定位： 

 

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加強與非營利組織、各地方政府串聯及合作，
協助青年解決各類問題及需求，打造「青年的家」之角色。 

 擴大參與： 相關政策及計畫對象延伸擴展至35歲以下之青年，以吸納更多社
會青年參與本署相關計畫及活動。 

 宣導方式： 針對青年普遍使用之新媒體管道(如網路及社群媒體)，運用青年
力量、影片、VR虛擬實境及新興行銷手法，宣導政策。 



伍、重大政策及工作 
一、打造青年溝通及資源平臺 

二、促進青年學生多樣的職涯 

       發展模式 

三、深化培育青年前瞻能力 

四、提倡多元體驗學習 

五、鼓勵青年參與「地方創生」 

       實踐行動 

六、擴展青年國際參與工作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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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 

為落實總統政見，105年11月成立，院長擔
任召集人，提供青年參與政府政策之管道，
作為各部會與青年溝通政策之平臺。 

 青年署青年諮詢小組 

106年成立，提供青年署政策建言，落實青
年政策參與。 

 教育部與各校學生會平臺 

透過雙軌輔導及辦理相關培訓，培育領導人

才，並建立教育部與各校學生會平臺，協助

學生會組織健全與發展。 

 政府青年諮詢組織及青年專責單位交流平臺

辦理聯繫交流會議，加速中央與地方政府在

青年資源的整合與運用，並藉此帶動更多地

方政府儘速成立青年事務專責單位及青年諮

詢組織。 

 

 

一、打造青年溝通及資源平臺(1/2)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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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溝通平臺 



一、打造青年溝通及資源平臺(2/2)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青年資源讚-青年可運用資源之
整合平臺 
彙整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青年相
關計畫或措施，如公共參與、創新
學習、就業創業、國際參與、健康
生活、幸福成家、社區深耕等，讓
青年快速且完整取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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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整合平臺 

 iYouth青年國際圓夢平臺 
提供海外志工、國際會議、度
假打工、海外就業實習、培訓
研習等青年國際參與資訊，提
供青年單一入口平臺。 

 

 

 青年志願服務在地網絡平臺 

成立各地青年志工中心提供諮詢、輔導在地青年志工團隊，建立在地志工
組織資源網絡、召開聯繫會議、辦理志工教育訓練及在地青年志工服務活
動，並提供青年志工供需媒合服務等，促使青年投入在地服務。 

 



 

 大專生公部門見習： 

透過公部門見習，了解政府部門運作，

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 

 經濟自立青年工讀： 

結合政府機關、公營企業、公股銀行及

特邀機構的資源，提供在學青年工讀機

會，照顧經濟弱勢家庭青年。 

 青年暑期社區工讀： 

提供青年至非營利組織工讀機會，運用

青年專長與創意協助非營利組織發展。 

 青年創業家見習： 

提供青年至新創公司見習                   

機會，認識新創事務。 

 百工一日數位職場微體驗： 

拍攝VR影片，以數位科技擴大職場體

驗服務人數，讓青年利用網路即可初

步體驗有興趣的職場環境。 

 

 

 

 

二、促進青年學生多樣的職涯發展模式 
 

 策略聯盟： 

分區設置召集學校，以區域聯盟之在地合作
及建立互助社群方式，建構全面性職涯輔導
工作網絡。 

 補助激勵： 

以補助計畫推動多樣化職涯輔導工作；並透
過評選表揚及跨校觀摩，擴散標竿學習。 

 平臺擴散： 

透過實體會議及資訊網站，提供各校交流分
享職涯輔導推動經驗之平臺。 

 專業養成： 

增進大專校院職輔人員知能，擴大職涯輔導
效能。 

 

 

(一)提升大專校院推動職涯發展能量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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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青年學生特色職場體驗 

公部門見習，同學於移民署櫃台服務 
協助外籍人士 



 
 創創大學堂：辦理學習型交流聚會、 

主題式創新創業沙龍、主題性工作坊， 
協助青年尋找創業夥伴，了解創業趨勢， 
凝聚青年創業家、校園及民間創新能量。 

 創新行動松-青年迴響計畫(Rethink Taiwan)： 

鼓勵青年團隊針對社會議題，提案、行動、反思、 

重新界定問題，並提供培訓課程、設計思考教練與行動夥伴等，逐步形成行動計畫，
以優化新創事業人才發展。 

 新南向青創基地暑期交流：於暑假辦理為期一週創業研習營活動，邀請具創業構想之
國內外大專校院學生參加，透過密集訓練、業師指導、跨國交流及腦力激盪，提升學
生國際新創視野。 

 
 

 

 

 

三、深化培育青年前瞻能力(1/2) 

(一)創新創業人才培育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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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青年了解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內涵，兼具在地 

關懷及全球視野，提升青年理性思辨、同理對話、組 

織管理及行動實踐能力，並進而積極運用本署政策、 

社會、志工參與、創新創業、青年壯遊、見習體驗或 

其他多元管道，投入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參與相關領域 

工作，以因應地方創生之人才需求。 

(二)非營利組織人才培育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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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領導培訓
活動，以強化青年志工服務知能，並
訓練其發現問題能力、設計服務方案、
實作服務及領導等知能， 
提供青年完整的培訓系統， 
期使青年成為終身志工。 

 

 

 

 

(四)志工參與人才培育 

 

  推動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 
提案培訓、輔導諮詢(團隊共創營
及mentor團)、國際聯結(青年自
主赴海外參訪)、在地行動(60天行
動及成果競賽)四階段。 

 組團國際參訪         
自組團隊X自主提案X自主行動 

(五)國際事務人才培育 

 
 審議民主青年主持人才培育 

培育審議民主主持人培訓課程，培訓
後提供實作機制，並建置人才資料庫，
提供政府辦理審議民主討論活動運用，
以引導青年積極參與及關注公共事務。 

 學生會領導人才培育 

辦理學生會參與式預算培訓、成果競
賽暨觀摩活動、專題研討課程及學生
會輔導主管聯繫會議等，以促成更多
交流及學習，深化培育學生會領導人

才。 
 

 

 

 

 

 

(三)政策參與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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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壯遊點 感動地圖 

 與在地非營利組織及大
專校院合作在各地設置
青年壯遊點，辦理文化、
生態、農漁村、部落、
志工、體能等多元體驗
活動，促進青年認識鄉
土、行遍臺灣。 

 鼓勵青年透過青年
自組團隊，研提有
創意且具主題、議
題性，與地方社會
文化有互動，並融
入公益元素的壯遊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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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青年體驗學習計畫 

 青年體驗學習計畫： 
鼓勵高中職應屆畢業生
研提2-3年之體驗學習企
劃，規劃單一或結合數
種體驗類型，包含國內
外志願服務、壯遊探索、
達人見習等，訓練生涯
規劃能力。107年新增
「創業見習」類型及製
作宣導短片推廣。 

 青年體驗學習扎根
計畫： 
鼓勵高中職學生組
成團隊擬定企劃與
實踐體驗，及早思
考生涯規劃，提供
培力及實踐獎金。 

四、提倡多元體驗學習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2.0-Changemaker 
1.透過青年行動據點參訪、研習 
課程及業師輔導諮詢， 
協助有志在地發展之青年籌 
組團隊，運用創意、活力及 
本署相關資源，投入在地發展。 

2.配合行政院「地方創生」政策，號召
Changemaker，鼓勵在地或返鄉年
輕人參與，促進在地活化。 

 建構社區行動平臺與網絡 

串聯本署壯遊點及各部會扶植之青年行
動據點，形成資源平臺與青年網絡，提
供青年投入社區發展與返鄉服務之典範
學習對象。 

 

 辦理U-start創新創業計畫，結合
學校或民間育成單位陪伴式輔導，
提供補(獎)助款，協助創業團隊
實踐創業提案計畫。 

 前端連結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
創新創業教學及培育能量，後端
介接其他部會創業資源，提供宣
導資源及創業門診輔導服務。 

 配合政府「社會創新」政策推動，
增列「社會企業」類別。 

 

(一)創新創業0-1實踐行動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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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勵青年參與「地方創生」實踐行動(1/3) 

(二)社區參與行動 



 
 推動青年志工服務計畫，鼓勵針對社會及社區需求，研提社區、 

教育、環境、文化、科技與健康等面向服務計畫；辦理績優團 
隊競賽及頒獎活動，促進交流及觀摩學習。107年配合地方創 
生政策，以「青銀共創」為主題，優先補助及擴大辦理相關服 
務活動。 

(三)志工服務行動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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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勵青年參與「地方創生」實踐行動(2/3) 

 

 

 青年好政微論壇 

由青年自主發起辦理「青年好政Let’s Talk」，聚集不同領域、背 

景的青年，由青年引導青年關注公共議題，為社會產生正向的行 

動力量。另加入地方創生相關議題為討論主題，以喚起青年關心 

地方發展，激盪相關創意，投入實踐行動。 

 青年團隊政策好點子競賽 

為引導青年前瞻性思考政府政策，讓青年的創意與想法融入政府 

施政，讓青年團隊持續關注社會問題，培養問題解決能力，俾匯 

聚青年創意能量，推動社會創新。 

 青年公共參與成果策展 

藉由靜態展示及動態活動，將政府推動政策參與之各項成果展示予社會大眾，並與民眾交流互動，

讓更多青年發現公共參與的多元面貌。 

 

(四)青年好政聯盟 



 

 積極運用政府相關資源，建構友善壯遊點發展機制，透過團隊提案審查、
補助發展壯遊點、輔導諮詢、共學小聚等措施，鼓勵青年運用社會創新及
社會設計，結合在地資源並與社群網絡共創，開拓地方深具特色的文化與
產業資源，以厚植培力地方青年動能，並深耕及永續發展青年壯遊點，促
進在地產業活化與資源串聯。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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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勵青年返鄉發展青年壯遊點 

五、鼓勵青年參與「地方創生」實踐行動(3/3) 



 推動「 iYouth voice」青年國際發
聲計畫，鼓勵青年赴海外參與會議、
活動，爭取在臺主辦或於國內辦理
國際性會議、活動，提升臺灣能見
度。 

 

 落實總統政見，規劃成立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敦請總統擔任榮譽團長，同時
結合非營利組織或大專校院資源，鼓勵青年參與海外志願服務，讓青年運用所
學專長與知能，提供其他國家有關教育、社區、環境、文化、健康及科技等面
向之服務。 

 

 

 持續推動新南向深度研習計畫，鼓
勵社會青年赴新南向國家組織，進
行2個月深度研習，深入了解新南向
國家，並觀察國際組織運作，提升
我國與新南向國家青年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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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20多國海外青年領袖及青年組
織來臺，與國內青年就國際趨勢議
題進行為期一週的交流討論，將世
界帶進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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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擴展青年國際參與工作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一)「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推動海外志工服務 

(二) 全球青年趨勢論壇 (三)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四) 新南向深度研習計畫 (五) 青年國際發聲 



陸、深化及擴散 

       推動措施 
一、強化部會政策連結 

二、提供「青年資源讚」一站式  

        整合服務平臺 

三、設立「超牆青年」整合性 

        學習及宣導平臺 

四、擴展社會青年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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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青年署已建置「青年資源讚」網頁，提供各級政府各項青年可運 

用之資源，除持續蒐集政府相關青年資源提供青年查詢外，將提升資 

料更新速度，並透過資料的整理及圖表設計，提升資料可視化的程度。 

 
 針對本署各項業務，加強連結跨部會之相關計畫及資源，針對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相

關計畫，促成青年團體間及各單位間相互交流、觀摩、學習、分享及合作。 
例如：新南向人才培訓、青年創業、社會企業、青年志工、長期照護、文化議題、
永續議題等領域。 

重大青年發展政策 

17 

 

 「超牆青年-Rock the future」為平臺名稱，提供以青年為主體之交流、學習及宣
導平臺，單元有「超牆Tuesday」每週二邀青年達人直播分享，以及影音專區、尚
青新聞等單元，期運用青年力量影片、網路等新科技，以策展或主題分類等方式進
行傳播。 

 另藉由青年的語言協助進行活動報導及宣傳，讓本署活動於社群網站傳播擴散，並
利用線上直播立即性及互動性，增進政府與青年之互動，拉近雙方之距離。 

一、強化部會政策連結 

二、提供「青年資源讚」一站式整合服務平臺 

三、設立「超牆青年」整合性學習及宣導平臺 



 
(一)發展青年行動社群及網絡 

 加強與非營利組織、各地青年專責單位、青年 

創業據點及青年組織串聯及合作，並透過網際 

網路及社群媒體進行多層次連結及宣導，吸納 

更多社會青年參與本署相關計畫及活動。 

 後續透過實體及虛擬(網路社群)方式加以組織， 

強化互動及激盪各領域議題之創意發想，凝聚 

各群體之共識並發展行動，形成各類青年行動 

社群網絡。 

(二)青年能量導入非營利組織及企業公益行動 

 透過本署之青年網絡，將年輕人力導入各類非 

營利組織及具企業社會責任實績之企業，共同 

推各項公益活動，以及投入各地之社區參與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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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擴展社會青年之參與(1/2) 



 
(三)調整相關計畫機制促進參與 

 本署計有二十多項社會青年可參加之計畫，相關政策及計畫對象延伸擴展
至35歲以下之青年，並加強進行社會青年群體之廣宣。 

 研訂提升社會青年參與比例或增加誘因機制，且針對社會青年之需求進行
調整相關計畫內容，或將社會青年關注之議題訂為主題。  

 例如： 

1. 增加社會青年擔任各類青年諮詢組織委員之比例 

2. 加強倡議企業志工，導入更多社會青年參與志工服務 

3.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2.0，改以社會青年為主要對象 

4. 青年好政聯盟增訂社會青年所關注之議題 

5. 創新創業相關計畫增加社會青年參與人數 

6. 國際參與相關計畫研訂適合社會青年參與的機制 

7. 各類青年小聚、座談會及論壇之辦理時間調整為社會 

青年適合參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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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擴展社會青年之參與(1/2) 



柒、結語 
 青年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推動社會變革及科技革新之重要人力資源 

 青年署依循政府政策主軸，連結政府及民間能量，串接各類服務資源 

 掌握青年需求，開拓及試辦先導型計畫 

 致力運用新媒體及各項活動，形塑新世代角色典範，讓青年影響青年 

 期能培養與發掘新世代青年，培育具未來前瞻能力之青年，進而改變世界、

轉動全球，成為國家進步與國力強盛之競爭利基 

 敬祈持續給予指教與支持，共同為青年開創嶄新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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