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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拓凱全國青少年高峰論壇─「青年共創，社會創新」 

實施計畫 

壹、 緣起 

拓凱教育基金會本著推動青少年全人教育的精神，長期於國內舉辦青少年高峰論

壇，藉由提供培力訓練、引導青少年關心公共議題、建立與世界接軌的橋樑，幫助青

少年在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裡培養獨立人格思考力與創造力，形塑正向的生命態度與

價值觀，成為勇於開拓夢想、承擔責任的個體。 

 

多年來，承蒙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指導，與多所高中學校（曉明女中、明道中學及海

星高中、高雄中學等校）合作辦理。截至 2020年為止，每屆皆吸引約百名高中青年學

子參加，主動關懷周遭的公共議題，於計畫書中論述自身觀察、發現的問題與議題省

思等，發展出解決行動，彙整出結論給予政府建議。 

 

繼「2020 拓凱全國青少年高峰論壇—青力無畏，開創眼界」，於員林高中圓滿落

幕後，2021 年論壇地點將移師新竹，以「青年共創，社會創新」為主題，鼓勵青年學

子洞察社會現象，主題之下設定「地方創生」、「文化傳承」、「多元共好」、「科

技運用」、「環境保護」五個議題；讓全國高中職學生延伸探討家鄉、地方、社會所

面臨的課題，並提出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註一相契合，且兼具創意巧思與可行

性的的行動計劃。從在地出發，用創新為路徑，以永續發展為目標，「2021 年拓凱全

國青少年高峰論壇—青年共創，社會創新」期待青少年發揮屬於年輕世代的影響力。 

 

註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聯合國於 2015年提出的 17項發展目標，期許全球利害關係人共同響應，以達成人類與地球未來的共榮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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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拓凱教育基金會、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參、參加對象 

一、 參與學生：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及五專(專一至專三)學生，每隊 3-5人，可跨

校組隊。 

二、 指導老師(除了學校老師外，機構或社區單位的校外人士亦可)： 

1. 每隊指導老師至多 2人，論壇當日領隊 1人。 

2. 指導老師需於參賽期間陪伴學生，並給予適當建議及指導，協助學生提出

可行的行動計畫書，並且帶領學生實際執行。 

三、 每所學校至多入圍一組隊伍，多校聯合隊伍則不在此限。 

 

肆、 報名資訊 

一、 網路報名： 

(一) 報名時間：2020年 11月 16日(一)~2020年 12月 31日(四)上網填寫隊伍

基本資料。 

(二) 報名連結：https://www.surveycake.com/s/1w8bX。 

二、 計劃書上傳： 

(一) 時間： 2021年 02月 25日(四)前將行動計畫書傳送至論壇信箱 

(二) 論壇信箱:forumtopkey@gmail.com。 

三、 計劃書格式： 

(一) 範本：如附件 01所示。 

請依照此格式書寫，若不符格式，將取消資格或不予錄取。 

(二) 雲端下載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_imtWBhI1cI19yfpBiso71eEwUzpQtt/view

?usp=sharing 

四、 公布論壇入圍名單：2021年 03月 19日(五)前，至多 15組隊伍參加論壇決選。 

https://www.surveycake.com/s/1w8bX
mailto:forumtopkey@gmail.c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_imtWBhI1cI19yfpBiso71eEwUzpQt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_imtWBhI1cI19yfpBiso71eEwUzpQtt/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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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期程 

項目 時間 內容 

網路報名 
2020/11/16(一)~ 

2020/12/31(四) 
填寫隊伍基本資料，完成網路報名。 

行動計畫書上傳 
報名完成後至 

2021/02/25(四)截止 

根據所選擇主題，提出一份具體的行

動計畫書(格式如附件 01)，於期限內

寄送至論壇信箱。 

公布論壇入圍名單 2021/03/19(五) 

由主辦單位邀請之專家學者審核各

隊伍的計畫書，從中選出至多 15

組隊伍參加論壇決選。 

第二階段 

後續行動報告 

論壇入圍名單公布日至

2021/04/12(一) 

與指導老師及地方專業人士共同討

論，針對已完成之計畫書行補充與

修正，說明繳交計畫書之後行動的

影響與變化，完成第二階段後續行

動報告。 

論壇簡報上傳 2021/04/16(五) 
將計畫書與具體行動整合成簡報並

上傳，於論壇當日上台報告。 

青少年高峰論壇 
2021/04/24(六) 

2021/04/25(日)  

各組依序上台，簡報向評審及其他

隊伍報告其行動計畫與已完成的成

果，並接受各參賽隊伍與評審的建

議。 

送交 

完整行動計畫書 
論壇結束後 

論壇結束後，各隊伍完成修正後，

自行送交拓凱教育基金會，參加「愛

與正義，改變世界，由你做起」計

畫，爭取行動基金，並各自依照行

動計畫內容展開行動，將行動實

踐，發揚論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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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評分標準 

一、 計畫初審階段：依照送審的階段計畫書交付評審團評分，計劃書滿分 100分，

選出分數最高的 15隊，獲得論壇資格。 

計劃書評分標準如下： 

(一) 計畫完整性(25%)：使用的文獻資料是否完整客觀，確實陳述及分析其關

注議題的問題及現況。 

(二) 方案可行性(10%)：行動方案是否貼合現實情況，執行策略的邏輯及可實

際執行的程度。 

(三) 計畫創意度(15%)：行動方案是否具有獨特性與創意、能跳脫過往經驗，

思考出創新的方式行銷地區。 

(四) 計畫執行度(30%)：依據計劃書中所提之行動方案，呈現其執行狀況及成

果。 

(五) 未來效益(20%)：行動方案與現實狀況綜合思考，行動方案實踐後為地區

帶來的經濟、環保、名聲、永續等各方面效益，以及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的結合度。 

二、 論壇階段：依照現場報告表現，由評審團評分，滿分共 100分，擇優頒獎。 

論壇評分標準如下： 

(一) 表達能力(20%)：口語表達邏輯性、流暢程度、儀態及時間掌控性等。 

(二) 簡報呈現(20%)：簡報編排設計的適當性，簡要清晰呈現計畫重點、吸引

讀者的觀感等。 

(三) 行動呈現(30%)：運用文字、圖片、影片等任何自由形式呈現出行動方案

的執行成果。 

(四) 結論(30%)：根據計畫執行期間所獲得的經驗，對於自身行動計劃所做出

的檢討與未來的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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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論壇實施方式： 

一、 時間：2021年 04月 24日(六)~2021年 04月 25日(日) 

二、 地點：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三、 流程表：   

 2021年 04月 24日(六)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來賓致詞、大合照 

09:30-10:00 特邀演講  

10:00-10:10 會議流程說明 論壇流程及發表規則說明 

10:10-11:55 
計畫發表時間(一) 

第 1～7組 

各隊發表行動計畫書(每隊 15分鐘，包含

10分鐘專案說明與 5分鐘的聽眾提問) 

11:55-13:30 午餐時間  

13:30-15:30 
計畫發表時間(二) 

第 8～15組 

各隊發表行動計畫書(每隊 15分鐘，包含

10分鐘專案說明與 5分鐘的聽眾提問) 

15:30-15:45 中場休息  

15:45-17:30 新竹主題討論 探討新竹的社會問題，並提出可行方案 

17:30-17:45 評審講評  

17:45-18:15 頒獎暨閉幕  

18:15-20:00 社交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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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4月 25日(日)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文化闖關大地 新竹文化特色，深度認識新竹 

10:30-10:40 中場休息  

10:40-12:10 工作坊 分 3場，每場約 30-40人 

12: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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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獎勵方式： 

一、 參賽證明：頒發入圍參賽隊伍論壇參加證明每人一份。 

二、 團隊獎項： 

(一) 第一名：獎金 15,000元與獎狀。 

(二) 第二名：獎金 10,000元與獎狀。 

(三) 第三名：獎金 8,000元與獎狀。 

(四) 優選：取三名，獎金 6,000元與獎狀。 

三、 進入論壇決選之隊伍即可獲得入圍獎勵金 8000元。 

論壇期間入圍隊伍(2021年 04月 24-25日)的食宿另由主辦單位安排。 

四、 行動計畫書審查未能進入論壇發表之團隊，評審得擇優核予佳作獎狀。 

五、 為鼓勵參與本次青少年高峰論壇的學生，參賽隊伍皆有申請拓凱教育基金會

服務學習計畫「愛與正義，改變世界，由你做起」的資格。 

 

玖、其他資訊 

一、 訊息公布/詢問： 

(一) 臉書粉絲專頁： 

2021拓凱全國青少年高峰論壇 https://www.facebook.com/topkeyforum/ 

(二) 論壇信箱：forumtopkey@gmail.com 

二、 聯絡資訊： 

拓凱教育基金會-電話：(04)2359-1869  李修賢 高專 

信箱：topkeyfoundation@gmail.com 

 

file:///F:/活動組10901/學聯會/高峰論壇/2021拓凱全國青少年高峰論壇
https://www.facebook.com/topkeyforum/
mailto:forumtopkey@gmail.com
mailto:topkeyfoundatio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