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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有「議」思-青年力時代 青年議事體驗營  

學校推薦 活動簡章 
一、活動宗旨： 

  為了讓學生了解議會運作及議員質詢之準備工作及思考面向，透過模擬質詢現場，一同了

解實際問政狀況，培養獨立思考及建立價值觀點，更加深未來對公共社會議題有更深入的認

識，促進未來青年從政與政治年輕化。 

二、活動期程： 

  109年 7月 23日(星期四)至 7月 24日(星期五)。 

三、活動費用： 

  活動全程免費，收到錄取通知後請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元整。保證金於 109年 7月 24

日當日以現金退還。 

四、參加資格： 

  (一)彰化縣高中/職學生，由學校推薦乙名人選，需無懲處紀錄 

  (二)參加者需自行準備筆記型電腦以利活動過程中資料蒐集及簡報完成。 

  (三)活動過程會進行攝影紀錄，參與者須同意主辦單位錄影、轉發或刊載於其他平台。 

五、推薦者確認： 

  (一)截止日期：學校單位應於 109年 6月 12日(五)18:00前將推薦名單乙名偕同報名表

(附件一)及家長同意書(附件二)，一併寄至承辦單位信箱。 

  (二)錄取通知：承辦單位將於 109年 6月 17日(三)寄發錄取暨保證金繳納通知。 

  (三)保證金繳納繳納：保證金應於 109年 6月 24日(三)18:00前完成繳納。 

六、應變作業 

  (一) 為配合政府規定得全部或部分停止本營隊活動（如發生各項天災、疫情等），若教育

部或縣市政府宣佈活動地點停課，本營隊將依實際狀況通知家長活動停止辦理或延期。 

  (二) 依上述原因停止辦理或延期，保證金將全額以匯款方式退還。 

七、本案承辦單位聯繫方式： 

   活動聯絡人：李小姐 02-2308-7111#6832、0978-271-557 

   電子郵件：joey.li@chinatim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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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日程及內容概要 

第一天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學員報到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09:10 開場介紹 09:00-09:30 活動說明 

09:10-09:20 長官致詞 09:30-11:00 成為即戰力模擬議會(一) 

09:20-10:00 「議」思「議」事 11:00-11:30 團隊交流 

10:00-11:30 主題課程 11:30-12:00 News Live 

11:30-12:00 知己知彼 12:00-13:00 中場休息 

12:00-13:00 中場休息 13:00-14:30 成為即戰力模擬議會(二) 

13:00-13:45 導師指導 策略商討 14:30-15:00 團隊交流 

13:45-15:45 小組討論 Co-work 15:00-15:30 News Live 

15:45-16:00 Q & A 15:30-16:00 結業典禮 

16:00 散會 16:00 開心返家 

十、營隊內容概要： 

「議」思「議」事 介紹開議流程及規則，並說明各單位在議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工作內

容。 

主題課程 由縣府官員針對活動議題進行說明及政策規劃，提供學生議題探討

方向。 

導師指導 

策略商討 

由議員、縣府官員、媒體記者作為導師，教導學生在會議中如何運

用自身角色，為議題發聲。 

小組討論 

Co-work 

各組針對議題透過討論及團隊合作完成各組任務與簡報製作。 

⚫ 政府官員組：需完成團體簡報並選出簡報人，練習質詢問題應

對。 

⚫ 議員組：完成個人質詢簡報，每人皆需上台質詢 1-2個問題。 

⚫ 記者組：1.由記者分享新聞稿撰寫技巧，並實際以議會開議內

容進行第一次模擬實戰，由記者做簡單短評及內容方向校正。

2.議事組角色分配及工作內容了解。 

成為即戰力 

模擬議會 

學生分別扮演議員、縣府官員、媒體記者、議事組人員四種角色，

針對選定議題進行正式模擬質詢及新聞稿撰寫。 

News Live 記者組於議程結束後將開議內容以報導方式進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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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開議主題暨角色選定：本活動模擬質詢之開議主題以參加者之意見多數決決議(詳見表

2)，並依參加者志願序安排組別及模擬質詢扮演角色(表 3)。 

議題面相(表 2) 

議題設定 說明 

教育與課程數位化 「青春圓夢、在地培才」培力彰化學子進入頂尖大學，並因

應未來發展推動課程數位化與雲端教育課程。 

職涯發展與產學合作 「縮短學用落差，提升青年就業力」政府積極辦理各項就業

服務、產學合作或提升青年職業技能之相關計畫活動。 

智慧交通與路網規劃 「智慧型公共運輸，補足最後一哩路」推動智慧交通系統、

提升大眾運輸工具搭乘轉換率、增加公車進校園班次、改善

校園聯外道路，增進交通安全。 

地方創生與觀光推動 「地方產業升級，人才返鄉回流」積極推動社區營造，改善

當地旅遊環境，更促進當地青農交流、創造工作機會。 

角色選定(表 3) 

角色設定 說明 

縣府官員 各議題由縣府官員帶領說明目前現行制度及發想未來政策推

動的發展性。 

1. 全組須完成政策報告的簡報檔 

2. 推派 1-2人擔任簡報報告人 

3. 其餘組員須接受議員質詢 

議員角色 分別由選定之議題相關專業的議員擔任導師，帶領學生進行

質詢議題之探討 

1. 每人需完成資料蒐集佐證及質詢內容簡報檔 

2. 每人需上台質詢 1-2個問題 

媒體記者/議事組人員 由記者帶領指導新聞稿寫作技巧與內容取材。 

1.列席參與開議過程並於開議過程中紀錄內容 

2.需獨立完成完整新聞稿乙篇並進行發表。 

3.議事組作業事項 

十二、上述活動內容主辦單位視實際狀況保留調整之權利。 

 

 

 

 

 

 



第 4 頁，共 5 頁 

 

附件一                      彰化有「議」思-青年力時代 

青年議事體驗營 報名表 (學校推薦) 

姓    名  性別 □男性    □女性 

學校名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郵箱 

 

 

 

 

 

角色志願 

(志願序請分別勾選勿重複) 

第一志願：□縣府官員   □議員   □記者 

第二志願：□縣府官員   □議員   □記者 

第三志願：□縣府官員   □議員   □記者 

開議議題 

(四選一) 

□教育與課程數位化   □職涯發展與產學合作  

□智慧交通與路網規劃 □地方創生與觀光推動 

報名表繳交 

⚫ 請將此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寄至承辦單位信箱：

joey.li@chinatimes.com.tw 

⚫ 信件標題：【校推】彰化青年議事體驗營(學校名稱+姓

名) 

注意事項： 

1.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次活動身份識別、活動聯繫及保險使用，主辦單位不外洩，亦不會利用此資料與您洽談任何與本活動無

關之事務） 

2.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之規定辦理，主辦單位有權自行增訂、修改、刪除或終止活動內容等細節之權利，

無需進行事先通知或取得參加者的同意。 

3.個人資料保護法 注意事項 

- 為提供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人員之利益，將在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報名人員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包括人員電子郵件帳號、姓名、連絡電話等資料。 

- 報名者提供資料不足或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將不能參加相關活動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 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活動單位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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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有「議」思-青年力時代 

青年議事體驗營 營隊規定暨家長同意書 

◆ 營隊期間規定 

1. 於營隊活動期間，學員應遵守營隊內各項安全規定，若未依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者，將停止

該學員參加本營隊。。 

2.為配合政府規定得全部或部分停止本營隊活動（如發生各項天災、疫情等），若教育部或縣

市政府宣佈活動地點停課，本營隊將依實際狀況通知家長活動停止辦理或延期。 

3. 營隊活動期間不得擅自離開。若屬緊急事件不得已須提前離開，則務必由家長親自來電告

知。 

◆ 注意事項  

1.學員需完整修畢二天課程、完成指定任務及簡報，方可獲得營隊中文結業證書一份。 

2.因上課內容有連貫性並須團隊合作，請勿無故缺席。 

3.建議不要攜帶太多現金及貴重物品，如欲攜帶請自行小心保管。 

4.本營隊為「不過夜營隊」，每日活動行程開始及結束後之個人活動安排及交通安全，請家長

與學生自行安排接送並做好自我管理。 

◆ 活動照片/影片授權說明 

  為符合民法肖像權相關規定，本中心使用學員活動照片/影片須取得學員及其家長之授權

(因學員未成年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故徵詢家長同意授權本中心使用活動之照片/影片。 

--------------------------------------------------------------------------------- 

(1) 本人 【同意】子女參加 彰化縣議會 主辦之 彰化有「議」思 青年議事體驗營， 

(2) 活動時間：為民國 109年 07月 23日(星期四)至民國 109年 07月 24日(星期五)每日上

午 9時-下午 4時 

(3) 活動期間願意配合營隊課程活動安排並遵守營隊規定，若未依上述規定或不接受輔導而

發生意外事件，後果願意自行負責。 

(4) 本人 【同意】對於子女參加營隊之活動照片/影片與姓名，在活動現場、網站宣傳頁面

及成果報告書等，有修改、編輯、重製、公開發表及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家長姓名：                             關係： 

學員姓名：                             家中或行動電話：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