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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9 年青年好政系列-Let’s Talk 實施計畫 

109 年 1 月 17 日核定 

壹、緣起 

        未來公民社會發展取決於青年的「公民能力」，尤其青年賦權（youth 

empowerment）更是國內、外民主國家制定青年政策的趨勢，為鼓勵青

年參與公共事務，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近年逐步將青年論壇，轉型為以青

年為主體的「Let’s Talk」，由青年規劃辦理，並培力主辦青年具備審議

知能，將對議題的省思轉換為參與政策的動能，並以「開放政府」透明、

參與、課責及涵融的方式，讓青年的想法與創意融入政府施政，以利青

年在未來公民社會中，扮演更積極的角色。 

貳、目標 

一、 青年關心公共事務：透過青年自主發起討論活動，讓青年在共聚、聆

聽、交流的過程中，培養思辨和公民參與的行動力。 

二、 青年體驗優質民主：審議民主強調知情、傾聽、多元對話的公共討論

模式，可讓青年體驗理性溝通與尊重多元的優質民主。 

三、 青年參與公共政策：透過審議民主理性溝通的公共討論，形成青年對

公共政策的主張，並由政府具體回應，讓青年的意見成為政府決策的

重要參考，進而建構一個成熟、理性、負責的青年參政文化。 

四、 公私協力青年行動：建構青年政策行動平臺，除邀請全國青諮委員、

行政院相關部會、地方政府、討論議題相關之公民團體共同參與，並

藉由中央及地方青年諮詢委員提案機制，為青年政策參與帶來更多

的動能。 

參、主辦機關：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肆、協力團隊 

        為利本計畫後續推動，將邀請熟稔公共參與、審議民主之青年學者

及具實務經驗之青年分別擔任「專案小組」(預計邀請 5人)及「審議業

師輔導團」(預計邀請 8 至 10 人)，另邀請中央及地方青年諮詢委員、

與議題相關之公民團體，共同參與並協助 Talk 各階段之執行，協力團

隊之具體任務，將另行討論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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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論主題 

一、 由主辦機關邀請中央及地方青年諮詢委員於會前透過網路調查，蒐

集青年關注之公共政策，並邀集專案小組成員、中央及地方青諮委

員召開第 1 次主題討論會議，擇定 1至 2 項適合進行審議討論之政

策，形成本年討論主題(另行公告)，並確認討論主題相關部會、推

薦與討論主題相關之公民團體。 

二、 討論主題確認後，函請與討論主題相關之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提供

與主題有關之政策背景、現況問題等，作為議題參考資料，並再次

邀集專案小組、中央及地方青年諮詢委員、與議題相關之公民團

體、上開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召開第 2 次主題討論會議，針對議題

參考資料之「多元性」與「公共性」進行討論與補充與建議。 

陸、計畫執行期間：109 年 1 月至 12 月。 

柒、執行方式： 

一、 徵件說明會 

(一) 時間、地點：預計 3 月下旬，於南區、北區各辦理 1場。 

(二) 活動內容： 

1、 說明會：由主辦機關說明本年 Talk 規劃，並邀請與議題相關

之公民團體(或主題相關之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說明討論主

題、去年 Talk 團隊經驗分享，並於會後公開精華影片。 

2、 提案工作坊：讓有意願參與提案之青年，更加了解如何撰寫

Talk 提案企劃。 

二、 徵求 Talk 執行團隊： 

(一) 徵求方式： 

1、 專案合作：由主辦機關邀請長期經營討論主題之社會創新組

織(企業)，或長期關注討論主題之中央及地方青年諮詢委員

共同規劃辦理 1 至 2 輪深度討論 Talk。 

2、 青年提案：年滿 18 至 35 歲青年(出生年為民國 74 年至 91

年)，可配合本計畫時程並對討論主題有興趣者，自行組隊(3

至 5 人為 1 隊)經遴選錄取後辦理。 

(二) Talk 規劃原則： 

1、 辦理時間、場次：預計 7月下旬至 9月間辦理 30 場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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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理地點：由執行團隊擇適當地點辦理，建議以交通便利之公

設場地優先考量。 

3、 參與對象及人數： 

(1) 依討論議題設定參與對象(應儘可能具備多元性與代表

性)，每場至少 30 人。 

(2) 原則以 18 至 35 歲之青年為主（出生年為民國 74 年至 91

年），如經評估認有需要邀請非青年參與討論，其比例最多

不超過實際出席之參與對象人數之 20%。 

4、 討論議題：執行團隊應就本年討論主題，訂定適合進行審議的

討論議題，討論議題需具備多元觀點、公共性及範圍適中，並

提供與議題相關之參考資料。 

5、 流程規劃： 

(1) Talk 目的在透過審議討論，形成青年對公共政策的主張，

執行團隊需規劃以審議民主方式進行討論，原則一場

Talk(至少 6 小時)，除應安排議題分享及議題討論，且議

題討論時間，不可少於 2小時。 

(2) 議題討論原則邀請完成本年主辦機關「審議民主主持人才

培訓」之審議主持人協助討論，俾形成具體的政策建言。 

(三) 青年提案遴選： 

1、 初審：主辦機關就提案團隊資格進行初審，合格者進入複審。 

2、 複審： 

(1) 評審方式：由專案小組進行書面審查。 

(2) 評選標準：活動規劃(20%)、執行能力(30%)、活動宣傳

(20%)、可預期效益(30%)。 

(3) 評審結果： 

① 複審錄取名單暫定 6 月 17 日公告，並另以書面通知獲

獎者及預定之獎勵金額，團隊錄取後不得更換成員。 

② 錄取團隊需依複審會議決議，修正提案規劃並依限送主

辦機關核定，未依決議修正提案、未依限繳交，主辦機

關得酌減獎勵額度或取消錄取資格。 

(四) 策論獎勵：原則每場 Talk 最高核給新臺幣(以下同)7 萬元，並得

由主辦機關視提案情形酌予調整錄取隊數及獎勵額度。 

(五) Talk 執行原則：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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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議民主主持人及主辦人培訓：為使各場 Talk 主辦與主持青年具備

審議知能，並促進 Talk 辦理過程中公共審議之價值，主辦機關另規

劃辦理審議雙主人培訓，以培力具審議會議辦理知能，以及審議主持

技巧之人才，並強化訓後實作機制與經驗累績，俾可充分運用所學技

巧與知能，共同推動「Let＇s Talk」及主辦機關各項審議推廣工作

(培訓簡章另行公告)。 

四、 Talk 行前共識會 

(一) 時間、地點：暫定 7 月上旬，於大臺北地區辦理。 

(二) 參與對象：Talk 執行團隊主要負責人、審議主持人、審議業師輔

導團等，預計約 80 人。 

(三) 辦理方式：除說明 Talk 執行注意事項、安排執行團隊與審議主

持人、業師就 Talk 執行凝聚共識，另視需要規劃主題課程(活動

網站操作、成果影片製作及活動宣傳等)，提升 Talk 辦理成效。 

五、 成果分享暨交流會前會 

(一) 時間、地點：預計 10 月下旬(暫定召開 1 至 2 場)，於大臺北地

區辦理。 

(二) 參與對象：各場 Talk 結論相關之機關代表、Talk 執行團隊、中

央及地方青諮委員等，每場預計 60人參與。 

(三) 辦理方式：確認青年意見內容與分案機關，及各機關的回應原則。 

六、 成果分享暨交流 

(一) 時間、地點：預計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2 日，於大臺北地區辦理。 

(二) 參與對象：各場 Talk 結論相關之機關代表、Talk 執行團隊、參

與 Talk 討論青年、審議主持人、中央及地方青諮委員等，另開放

18歲至 35歲青年報名參加，預計 150人參與。 

(三) 辦理方式： 

1、 機關與青年對談：青年與機關代表針對各議題之青年建言進

行深度對談，讓政府聽取青年的想法，俾使政府未來政策制定

時，可關照更多面向；對談過程採網路直播，讓未能實際參與

青年，亦可與現場互動。 

2、 成果交流： 

(1) Talk 執行成果競賽：預計選出 5 個最具創意與實踐潛力之

執行團隊，評選標準包含，各團隊成果影片票選結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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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委評比(80%)，獲獎團隊由主辦機關頒給 2萬元獎金，評

選辦法由主辦機關於會前另行公告。 

(2) 交流活動：以輕鬆的方式，讓青年透過參與，引發更多政策

參與的行動與想像，並有機會認識未來一同行動的夥伴。 

捌、配套措施 

一、青年意見彙整：為使政府更深入傾聽青年意見及了解青年需求，將委

請專案團隊綜整各場 Talk 青年所形成之結論報告、釐清相關意見內

容，並敘明各項意見之權責機關(含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後，由各權

責機關予以回應並公開。 

二、青諮觀察員： 

(一) 邀請對討論主題有興趣之中央及地方青年諮詢委員擔任觀察員，

每項討論主題預計邀請 1 至 3 位(依實際參與情形調整)，觀察員

除需全程出席各該討論主題之 Talk、協助 Talk 宣傳，並得就各

該主題青年審議討論結論，可形成具體建言部分，於中央及地方

相關會議進行提案。 

(二) 另由主辦機關青諮委員協助檢視本年計畫執行成效，俾作為未來

計畫推動參考。 

三、保障特定身分青年政策參與機會：特定身分青年(居住、戶籍、求學

或就職於花蓮、臺東、離島者，或原住民、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戶及

低收入戶)，如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地距 Talk 辦理地點 30 公里

以外，且全程參與者，可憑證明(須出具票根)申請往返所需之交通費

補助，補助辦法另行公告。 

玖、預期效益 

一、 以青年引導青年關心公共事務，強化青年思辨能力，學習審議民主核

心概念，提升青年實質的公民力。 

二、 提供青年多元表達意見的機會與管道，讓青年的建言具有改變或融

入政府施政的影響力。 

三、 預計捲動 1 千餘人次青年關注並參與公共議題討論。 

壹拾、經費預算 

本計畫編列業務費 6,100 千元，獎補助費 2,1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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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壹、計畫時程 

  項目 時間 

成立專案小組及審議業師輔

導團 
1 月下旬前 

第 1 次主題討論會議 2 月中旬 

討論主題相關之中央部會或

地方政府提供討論主題參考

資料 

2 月中旬 

第 2 次主題討論會議 3 月中旬 

徵件說明會 3 月下旬 

徵求 Talk 執行團隊 3 月至 109 年 5 月 17 日 

公告複審錄取名單 6 月 17 日 

Talk 行前共識會 7 月上旬 

各場 Let＇s Talk 活動辦理 7 月下旬至 9 月 30 日前 

成果分享暨交流會前會 10 月下旬 

成果分享暨交流會 11 月 21 日至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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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Talk 執行原則 

一、 Talk 辦理前： 

(一) 審議業師協助：執行團隊將由主辦機關媒合審議業師協助議題設定、

流程規劃、主持技巧及確認議題手冊等，除有特殊理由，不得要求

更換或拒絕業師協助；執行過程如不符原規劃或執行狀況不佳，業

師得向主辦機關反映，經主辦機關確認並要求改善，仍未改善時，

將酌減獎勵額度。 

(二) 確認審議主持人選：各場 Talk 議題討論，原則需邀請完成本年主

辦機關「審議民主主持人才培訓」之審議主持人協助；專案合作單

位由主辦機關媒合審議主持人、青年自提團隊得自行洽邀，若無法

於主辦機關指定日期前確認主持人選，則需接受主辦機關安排之審

議主持人。 

(三) 出席 Talk 行前共識會：了解 Talk 執行注意事項，並與審議主持人

及業師就 Talk 執行凝聚共識。 

(四) 完成議題手冊：執行團隊至遲應於 Talk 辦理前 3 日完成議題手冊，

並經業師確認，手冊內容除應呈現議題現況、背景資訊、相關數據

外，另須注意內容應廣納多元觀點與衡平公正。 

(五) 召開主持人共識會議：Talk 前需邀集各該場審議主持人，針對討論

議題【如討論範圍、可討論方向(含現況及問題)】、討論進行方式、

會前準備、主持人分工等事項進行共識討論。 

(六) 活動宣傳：除主辦機關之整體宣傳外，執行團隊應運用自有管道，

鼓勵 18 歲至 35 歲對議題有興趣之青年參與，並至主辦機關建置之

活動網頁(網址另行提供)報名。 

二、 Talk 辦理期間： 

(一) 回報工作進度：執行團隊於 Talk 執行期間，應依時程規劃至活動

網站回報 Talk 執行進度。 

(二) 參訪協助：主辦機關將於各該場 Talk 執行期間，邀請與討論主題

相關之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中央及地方青年諮詢委員，或與本計

畫相關之人員等，實地瞭解 Talk 辦理情形，執行團隊應予協助，並

提供必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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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災處理原則：依主辦機關公告之「天然災害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四) 行政中立原則：各場 Talk 辦理不得為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

之活動，且會場布置亦不可懸掛及放置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看

板、旗幟、布條等宣傳品，如經檢舉並查證屬實，主辦機關有權取

錄取資格，並追回相關費用。 

三、 Talk 結束後： 

(一) 繳交議題結論報告：執行團隊需與審議主持人共同確認議題結論報

告，並上傳至活動網站。 

(二) 製作成果影片：執行團隊需於 10 月 4 日前繳交 1 支長度約 3 至 5

分鐘之成果影片，影片內容應包含：計畫名稱（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9 年青年好政系列-Let＇s Talk）、團隊名稱、討論議題、提案動

機引言(至少 100 字)、執行經過、成果或影響與改變等，並由主辦

機關辦理網路票選活動。 

(三) 列席「成果分享暨交流會前會」：俾使權責機關更了解青年的意見與

想法。 

(四) 出席「成果分享暨交流」：執行團隊應全程參與「成果分享暨交流」，

分享執行成果並與其他團隊夥伴一同交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