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 

壹、前言 

一、活動目的 

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瞭解國際關係及兩岸情勢發展與政府政策，

認識臺灣優勢及文化軟實力，並從國際事務視野瞭解兩岸關係。 

二、活動單位 

主辦單位：大陸委員會 

承辦單位：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三、活動對象 

1.年滿 15 歲~18 歲具中華民國國籍，就讀中華民國公私立之高級

中學之在學學生，一梯次各 60人（應屆畢業生請勿報名）。 

2.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對國際及兩岸事務、營隊主題有興趣者。 

四、活動日期 

        台北場–109 年 8月 19日－8月 21 日（共三天兩夜） 

台南場–109 年 8月 24日－8 月 26 日（共三天兩夜） 

  五、活動費用  

    活動期間相關費用全部由主辦單位承擔，學員無須繳付報名費，

活動期間需集體住宿，故無法全程參與者，請勿報名。(費用含

三天兩夜膳宿、參訪交通、保險等，惟不包含集合及賦歸之交通

費用) 。 

    活動保證金 

1.收到錄取通知後，於指定日期內劃撥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整。

（逾期繳交者，視同放棄）。 
2. 全程參與活動並於活動結束後兩周內繳交心得報告 (1500 字

以上)、活動滿意度問卷和照片後，將退回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

整。 
六、聯絡資訊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吳旻芳專員 

    電話：02-29367762  

        信箱：cyio97984955@gmail.com 

        報名網址：www.cyio.org.tw 



第一梯次－臺北場 

《109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 

活動日期：8月 19 日至 8 月 21 日（共三天兩夜） 

種子培育營課程大綱 

  

國際及 

兩岸事務 

•政府兩岸政策 

•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志工臺灣，接軌全球 

臺灣優勢 

及軟實力 

•【科技類】 

•國家太空中心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醫藥衛生類】 

•國家衛生研究院 

 

互動討論 

模擬體驗 

 

•世界咖啡館 

•模擬政策公聽會 

 



種子培育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109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臺北場 

活動目的 

 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起伏有著直接立即的相互影

響，兩岸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上目前雖然呈現膠著停滯

態勢，中國大陸在軍事上未曾鬆懈，不放棄武力犯臺的準備，

但仍不能放棄兩岸進行良善溝通的可能。此次種子營強調「國

際局勢」與「兩岸事務」兩大主題，希望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

瞭解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現況與政府兩岸政策，也從國際

事務視野瞭解兩岸關係。 

主辦單位 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1日（三天兩夜） 

活動對象 就讀臺灣高中之臺灣學生共計 60位。 

活動內容 

一、 【國際及兩岸事務講堂】 

1. 政府兩岸政策 

2. 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3. 臺灣優勢與發展現況 

4. 志工臺灣，接軌全球 

二、 【機構參訪】 

1. 大陸委員會 

2. 國家太空中心 

3. 國家衛生研究院 

4.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園區 

三、 互動討論與模擬體驗【疫情防治世界咖啡館】 

第一回：發生疫情可能影響的層面 

第二回：政府針對疫情防治的應有做為 

第三回：身為一個高中生可以為疫情防治工作做點什麼？ 

四、 成果發表【模擬體驗–模擬政策公聽會】 

1. 主題一：兩岸政策 

2. 主題二：大學教育 

3. 主題三：勞工權益 

預期效益 

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瞭解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現況，建立

兩岸交流互動之正確認知及信心，培養成為具有國際觀的世界

公民。 

  



培育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8 月 19 日（星期三）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00-10:30 學員於「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報到、辦理入住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較學大樓 

10:30-12:00 【開幕式】 

1. 破冰活動 

2. 主辦單位、承辦單位代表致詞 

3. 營隊課程介紹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國際及兩岸

事務講堂】 

題目：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14:40-15: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15:00-16:30 題目：臺灣優勢與軟實力 

16:30-17:00 交通時間 

17:00-18:00 題目：政府兩岸政策 
大陸 

委員會 

18:00-18:30 交通時間  

18:30-19:30 晚餐  

19:30-20:30 【國際服務】 題目：志工臺灣，接軌全球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20:30-21:00 辦理入住 
洛碁飯店 

三貝茲 
21:00-22: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22:00 晚點名，就寢 

第二天 8 月 20 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00-7:30 起床、盥洗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7:30-8:30 早餐 

8:30-9:30 交通時間  



9:30-11:30 【機構參訪】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為國家醫學研究中

心，負責國家型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

研究計畫之業務，主要研究內容包

括：國人重要疾病與健康問題、醫療

保健政策與管理、醫藥科技發展、及

臨床研究等四大方向，期望能在基礎

與臨床醫學研究的相互配合下，發展

出疾病診斷與治療之最新方法，提昇

高科技生物與醫療技術及醫藥產

業，以及改善精神與物質環境，加強

保健預防工作。 

苗栗 

11:30-12:00 交通時間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交通時間  

13:30-14:30 

【機構參訪】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是臺灣的太空研究機構，負責太空科

技政策的執行機構，建立臺灣自主太

空科技能量，並推動尖端太空科學研

究以滿足社福民生需求。 

新竹 

14:30-15:00 交通時間  

15:00-16:30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龍園園區】 

推動軍民通用科技計畫，落實國防科

技擴散於民生工業與協助國家經濟

發展之目標，藉由民生產業技術的發

展，進而支持軍品開發，二者相輔相

成，有效提升國力。持續推動國內主

要研究機構的互動；藉擴展學術合作

研究，增進學術機構參與國防科技之

基礎研究。今後亦將透過軍通科技發

展，提昇產業技術研發能力，以有效

達成「國防自主、科技自主」目標。 

桃園 

16:30-17:30 交通時間  

17:30-18:30 晚餐  

19:30-22: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洛碁飯店 

三貝茲 22:00 晚點名，就寢 



第三天 8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洛碁飯店 

三貝茲 8:00-8:50 早餐、退房 

8:50-9:00 

【世界 

咖啡館】 

世界咖啡館準備時間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9:00-11:30 

議題討論【世界咖啡館】 

以分桌形式進行，每桌 6人，選出一

位桌長主持議題，總共三個討論回

合，每項議題討論結束後，推派一位

同學進行發表討論結果。 

11:30-13:00 午餐 

13:00-15:00 【成果發表】 

【模擬體驗–模擬政策公聽會】 

以小組為單位，總共三個主題，進行

正反雙方的議題辯論。 

15:00-16:00 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16:00 賦歸  

 

 

 

 

  



第二梯次－臺南場 

《109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 

活動日期：8月 24 日至 8 月 26 日（共三天兩夜） 

種子培育營課程大綱 

  

國際及 

兩岸事務 

•政府兩岸政策 

•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志工臺灣，接軌全球 

臺灣優勢 

及軟實力 

•【科技類】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醫藥衛生類】 

•國家動物實驗中心南區設施 

 

互動討論 

模擬體驗 

 

•世界咖啡館 

•專題報告 

 



種子培育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109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臺南場 

活動目的 

 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起伏有著直接立即的相互影

響，兩岸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上目前雖然呈現膠著停滯

態勢，中國大陸在軍事上未曾鬆懈，不放棄武力犯臺的準備，

但仍不能放棄兩岸進行良善溝通的可能。此次種子營強調「國

際局勢」與「兩岸事務」兩大主題，希望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

瞭解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現況與政府兩岸政策，也從國際

事務視野瞭解兩岸關係。 

主辦單位 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20 年 8 月 24 日至 26日（三天兩夜） 

活動對象 就讀臺灣高中之臺灣學生共計 60位。 

活動內容 

一、 【國際及兩岸事務講堂】 

1. 政府兩岸政策 

2. 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3. 臺灣優勢與軟實力 

4. 志工臺灣，接軌全球 

二、 【機構參訪】 

1. 國家動物實驗中心南部設施 

2.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三、 議題討論【世界咖啡館】 

第一回：發生疫情可能影響的層面 

第二回：政府針對疫情防治的應有做為 

第三回：身為一個高中生可以為疫情防治工作做點什麼？ 

四、 成果發表【疫情防治行動方案】 

各組化身為疫情防治單位，以「疫情防治」為核心主題，

以「創意」為輔助，受眾為一般民眾並撰寫疫情防治行動方案

計畫書。 

預期效益 

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瞭解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現況，建立

兩岸交流互動之正確認知及信心，培養成為具有國際觀的世界

公民。 

  



培育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8 月 24 日（星期一）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00-10:30 學員於「臺南火車站」報到 
臺南 

火車站 

10:30-11:00 交通時間  

11:00-12:00 【開幕式】 

1. 破冰活動 

2. 主辦單位、承辦單位代表致詞 

3. 營隊課程介紹 

塔木徳 

台南會館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國際及兩岸

事務講堂】 

題目：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14:30-14:50 討論暨小組時間 

14:50-16:20 題目：臺灣優勢與軟實力 

16:20-16:30 討論暨小組時間 

16:30-18:00 題目：政府兩岸政策 

18:00-18:30 交通時間  

18:30-19:30 晚餐  

19:30-20:30 【國際服務】 題目：志工臺灣，接軌全球 

塔木徳 

台南會館 

20:30-21:00 辦理入住 

21:00-22: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22:00 晚點名，就寢 

第二天 8 月 25 日（星期二）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00-7:30 起床、盥洗 塔木徳 

台南會館 7:30-8:30 早餐 

8:30-9:30 交通時間  



9:30-11:30 【機構參訪】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臺灣四周環海，深耕海洋科技研發

是我國永續生存與發展的基石，

「藍色革命、海洋興國」是國家的

施政願景，執行海洋科技發展計畫

逐步落實海洋政策，訂定五大核心

任務，並以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國家

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為願景。 

高雄 

前金區 

11:30-12:00 交通時間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交通時間 

13:30-15:00 

【機構參訪】 

【勵進 LEGEND 研究船】 

科技部因應短期間我國對近洋大

型研究船的迫切需求，2014 年正式

啟動「海洋科技船能量重建計

畫」。「勵進」（R/V LEGEND）是我

國現役最大艘的海洋研究船，於

2018年 5 月於高雄港啟用，提供海

洋科學研究所需的各項重要科學

儀器與作業載台，能執行長天數隻

大型遠洋探測研究，以強化台灣海

洋科學研究與海洋探測能量，承續

海洋研發工作。 

臺南 

安平港 

15:00-15:30 交通時間  

15:30-17:00 

【國家動物實驗中心南部設施】 

國研院動物中心秉持著「品質第

一，福祉優先」的核心精神，提供

生物醫學研究與生技藥品測試需

要的臨床前動物試驗資源與標準

化環境，在科學應用與動物福祉雙

軌並進的基礎上，提供多元化的技

術服務及教育訓練課程，滿足生醫

研究需求，提高臨床前試驗效率。 

臺南 

新市區 

17:00-17:30 交通時間  

17:30-18:30 晚餐  

18:30-19:00 交通時間 塔木徳 

台南會館 19:00-21: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21:00-22:00 晚點名，就寢 

第三天 8 月 26 日（星期三）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塔木徳 

台南會館 

8:00-8:50 早餐、退房 

8:50-9:00 

【世界咖啡館】 

世界咖啡館準備時間 

09:00-11:30 

議題討論【世界咖啡館】 

以分桌形式進行，每桌 6人，選出

一位桌長主持議題，總共三個議題

討論，每項議題討論結束後，推派

一位同學進行發表討論結果。 

11:30-13:00 午餐 

13:00-15:00 【成果發表】 

【疫情防治行動方案】 

以各小組為一個單位，各組化身為

疫情防治單位，以「疫情防治」為

核心主題，以「創意」為輔助，受

眾為一般民眾並撰寫疫情防治行

動方案計畫書。 

15:00-16:00 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16: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