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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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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萬馬奔騰計畫：

協助更多青年出國進修、學習與交流。

行政院103年度施政方針與江院長於立法院

第 8 屆第 4 會期口頭施政報告：

積極推動青年國際參與，加強培育具國際視
 野的跨領域專才，提升臺灣在全球及亞太區
 域的競爭優勢。

在國際化的世界潮流下，各國均投入大量資

源培養具備國際觀之人才；提升青年國際視

野與國際交流能力。

我國應以人才培育為主軸，推動多元青年國

際參與方案，拓展青年國際視野，提升青年

國際競爭力。



二二..需求與挑戰需求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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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化的趨勢與競爭

培養國際化的專業人才

拓展青年國際視野

厚植青年國際競爭力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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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研修

(二)交流研習

(三)志工行動

(四)體驗學習

(五)競賽參與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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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研修

強化國內大學的國際育才工作

如：增加雙邊合作，使學生赴國外大學修
 課、實習，可同時取得國內之學位及國外
 學分證明。

鼓勵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

修或參加國外專業實習計畫

如：「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及「學
 海築夢」等計畫。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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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流研習
鼓勵青年參與國際（含兩岸）青年會議或活動

為鼓勵我國16至30歲之青年參與國際事務及

交流，提供多元國際事務研習培訓、國際參與及

交流機會，提升青年國際視野及競爭力。

執行臺灣與以色列青年事務瞭解備忘錄

邀請以色列青年交流協會官方代表訪臺，亦持續

辦理臺以青年交流團，邀集兩國具公共參與經驗

青年代表共同參與。

建構iYouth青少年國際交流資訊網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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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流研習
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人才培育計畫

辦理全球化青年公共參與及國際關懷研習交流活動

結合民間資源推動國際參與及交流

邀請重要青年國際組織CEO或傑出青年訪華，

參與各式國際培訓或活動

建立大專校院國際化訪評制度

修訂國外學歷採認制度、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評鑑

制度

制度性鼓勵學生赴國外頂尖大學進修

推動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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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流研習

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國際合作計畫

提供多元國際交流及留學方案

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教育計畫

統合高中職國際教育資源，積極推動學生國際教育旅

 行，拓展高中職學生國際視野，並促進外國學生來華

 教育旅行，達成國際教育交流之目的。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5/8)(5/8)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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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行動
推動服務學習國際經驗交流
結合各級學校及非營利組織赴美參與全美服務學習
研討會，邀請美、日及新加坡等國學者專家來華
參與服務學習全國研討會

發展多元化國外青年志工服務方案
補助大專青年及非營利組織籌組國際志工服務隊，赴海外進行志工服務。
與僑委會合辦海外僑校志工服務計畫，補助志工團隊赴僑校進行志工服務。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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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驗學習

推動大專校院鼓勵學生赴海外

進行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辦理青年海外生活體驗貸款計畫

核發臺英青年交流計畫贊助證明

推展高級中等學校新世紀領導人

才國外參訪體驗活動



三三..推動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青年國際參與之具體作為(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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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賽參與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國內外隊伍均可參賽)

世界大學運動會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出國參加

國際技藝能競賽及發明展

鼓勵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類

國際競賽計畫

鼓勵技專校院學生出國參加

國際性技藝能競賽



四四..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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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102年
國際青年

志工服務隊
84隊

1,490人
106隊

1,448人
118隊

1,597人
176隊

1,984人
111隊

 1,879人

海外僑校

志工服務隊
26隊
75人

20隊
110人

27隊
100人

29隊
160人

28隊
109人

項 目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102年

青年海外

生活體驗貸款 172人 368人 524人 848人 613人



四四..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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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項目 100年 101年 102年

產品設計類 906件 970件 802件

視覺設計類 2,850件 2,332件 2,576件

數位動畫類 198件 119件 145件

廠商指定類 - - 367件

總計 3,954件 3,421件 3,890件

參賽國家或地區數 31 35 37

臺灣與國外件數比 71：29 68：32 55：45



四四..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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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鼓勵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類國際競賽計畫

屆數 參賽隊 進入決賽隊 錄取率

第9屆

 
2011年 2,093隊(12,558人) 24隊(複賽60隊) 1.1%

第10屆

 
2012年 1,556隊(9,336人) 24隊(複賽60隊) 1.5%

第11屆

 
2013年 1,366隊(8,190人) 24隊(複賽60隊) 1.7%

年度 100年度 101年度 102年度

申請件數 59件 127件 115件

通過件數 53件 96件 70件



推動青年國際參與人才培育計畫：自103年起每年培育1萬名以上。

結合民間資源推動國際參與及交流：2014全球青年領袖世界大會業訂於本

(103)年於我國高雄市舉辦，2014第63屆世界醫學生聯盟大會亦由我國主

辦。

iYouth青少年國際交流資訊網：現有3萬6,583名會員，超過290萬人次瀏

覽。

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教育計畫：102年度計有348所日韓及我國高中職

學校、2萬3,877學生進行交流。

四四..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青年國際參與及服務成果(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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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年度

青年國際參與總

 人數已超過10萬

 人!!

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國際合作計畫：102年補助28校28案。

鼓勵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

國外專業實習計畫：96年起至102年止

獲獎助出國學生人數計1萬2,34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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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未來展望未來展望

105年前將成立10個跨校性國際學程

至105年至少60所大專校院認證通過國際化訪評制度

至105年大專校院學生赴海外研修或專業實習達2萬人

加強與國際非營利組織及跨國學生組織結合（如國際經

濟商管學生會、醫學生聯合會等）

建置青年國際參與人才資料庫儲備種子人才

啟動2017世大運「保七搶五」培訓計畫



六六..結語結語

因應全球快速發展趨勢，我國需與

國際社會緊密連結，提供青年更多

參與服務及學習之機會。

教育部將以青年國際人才培訓為主

軸，透過多元國際體驗學習方式，

以世界為教室的學習場域，強化與

提升青年國際事務知能與行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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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恭請裁示恭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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