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年 4 月 30 日院臺教字第 1040018574 號函核定

青年發展政策綱領（核定本）
壹、前言
青年是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繁榮及科技創新的關鍵動
力。行政院為展現「為年輕人找出路」之決心，針對我國青
年世代面臨全球環境變遷所衍生之新興挑戰，以及生涯發展
過程中面對之重要人生轉折，藉由傾聽及瞭解青年朋友之具
體需求，並參考聯合國「世界青年行動綱領」（The 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Youth）揭櫫之政策面向，以及
先進國家之青年政策重點，特集結各部會之力量及資源，訂
定青年發展政策綱領（以下簡稱本綱領）
。

貳、政策架構及施政目標
15 歲至 35 歲正是青年發展之關鍵時期，在就學階段，
青年不僅需要健全的身心，以利學習各種技能與專長，更需
要發揮自己潛在的創造力、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以期因應生
命中的不同挑戰。在青年成長與發展的歷程中，更需要參與
公共事務的機會與管道，以培植民主素養並成為理性的公
民，進而帶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同時，也需要透過國際交
流與互動，強化自己的競爭力。此外，在開創事業及成家階
段，青年則需盡情揮灑自己的才華、善用不同的資源，積極
找尋適合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與定位，共同打造安居適育的
環境，以期找到幸福並樂於為人父母。
然而，伴隨青年人口逐漸減少、產業結構轉型、全球經
濟市場競爭加劇、資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等外部環境變遷，
以及青年生命發展歷程中所需面對之重要課題，如就學時間
延長、產學落差、不同場域及角色轉換的調適、特定行為或
生活習慣衍生的健康問題等，使得當前青年所面臨的局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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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複雜多變，必須及早裝備自己、培養多元能力，以有效處
理生命中的各種挑戰。
鑑此，本綱領以「胸懷夢想創世代，在地全球皆舞臺」
為青年願景，並就健康、教育、公共參與、國際競爭、工作、
成家等重要領域，以開展青年六項關鍵能力（健康力、創學
力、公民力、全球力、就業力及幸福力）為施政目標，期能
透過政府政策引導及資源挹注，同時兼顧性別平權及考量不
同族群之多元文化，建立青年能夠發揮創意與實踐理想之友
善環境，提供青年參與公共政策機會及肯定自我的舞臺，從
而協助青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開拓未來，引導青年立足在
地、放眼國際，成為改變世界的全球公民。
本綱領勾勒出全方位的青年發展政策架構（如圖 1 所
示），以作為實現青年發展願景之施政藍圖。其中有關本綱
領之施政目標如下：
一、健康力－身心求均衡，活力又健康：青年能身心平衡，
擁有健康生活及培養規律運動習慣。
二、創學力－學習有動力，生涯有方向：青年能獨立思考、
自主學習並善用資訊，發揮創新與創意。
三、公民力－參與零距離，社會真善美：青年能積極參與公
共事務、關懷社會、尊重及理解不同文化。
四、全球力－多元廣見聞，全球任翱翔：青年能具備國際競
爭力，勇於迎向全球化挑戰，創造不凡成就。
五、就業力－學用有專精，快樂就創業：青年能發揮所學專
長，獲得合宜薪酬，開創屬於自己的志業。
六、幸福力－居住能安定，成家好安心：青年能擁有合宜的
安身居所，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成就幸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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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目標

健康力
身心求均衡
活力又健康

推動策略

掌握青年基礎健
康資訊，打造健
康安全的運動休
閒環境，活絡社
群正向互動

有律運動 活絡社群 身心健康
1.1 建立青年健康與安全資料庫
1.2 建構區域運動悠遊網絡
1.3 強化青年休閒教育
1.4 培養青年對於網路及 3C 產品優
良使用習慣
1.5 建構青年心理健康服務網絡，推
動反菸拒毒及成癮防治服務
獨立思考

胸
懷

創學力
學習有動力
生涯有方向

提供多元學習管
道，激發學習潛
能，培養創意創
新思維及獨立思
考之能力

夢
想
公民力

世

參與零距離
社會真善美

提供青年公共政
策參與機會，及
理性表達意見管
道，內化社會關
懷意識

在
地

全球力

全

多元廣見聞

球

全球任翱翔

拓展青年國際體
驗學習及理解多
元文化管道，提
升國際競爭能力

皆
舞
臺

學用有專精
快樂就創業

幸福力
居住能安定
成家好安心

加強人才專業培
育，營造有利創
新創業環境，建
構青年事業永續
發展條件

打造青年安居且
適育之環境，建
立良好家庭觀念

文化理解 國際體驗 全球移動
4.1 建構永續機制培育國際化青年人
才
4.2 鼓勵新住民及其二代青年發展多
國語言能力優勢
4.3 積極打造國際化校園環境
4.4 提供國際交流整合資訊和機會
4.5 發展青年事務合作網絡

5.1
5.2
5.3
5.4
5.5

就業有門 事業永續

產學連結無縫接軌
推動符合產業需求之專業證照
促進企業共同參與育才
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
建置創業服務的單一窗口，支持
多元產業之創新創業
5.6 打造青年創新創業聚落
5.7 落實創業法規鬆綁
5.8 促進青年獲得合宜薪酬
友善住宅 安心成家 和諧關係
6.1 提供青年購(租)屋優惠措施及友
善住居條件
6.2 打造青年宜居的複合式生活城
6.3 建構友善育兒環境，鼓勵青年婚育
6.4 鼓勵企業提供友善家庭職場
6.5 強化家庭教育，打造幸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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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青年發展政策綱領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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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 政策參與

3.1 結合各種教育管道深化公民教育
3.2 系統性培育公共參與人才
3.3 廣設青年交流基地，整合連結網
絡資源
3.4 建構青年與政府溝通機制及政策
建言實體暨網路整合平臺
3.5 強化青年志工服務網絡，結合資
訊科技推展多元志工服務

創業有能

就業力

合作解決問題

2.1 建構啟發創造性思考之學習環境
2.2 發展校園創新教學，推動補救教
學與偏鄉教育創新實驗
2.3 鼓勵校園發展主題研究學習課程
2.4 強化校園生涯輔導機制
2.5 打造多元教育基地，協助青年返
鄉圓夢
2.6 提供青年多元學習管道
2.7 鼓勵終身學習，擴展學習領域
自律有節

創
代

善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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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策略
一、掌握青年基礎健康資訊，打造健康安全的運動休閒環
境，活絡社群正向互動：
(一) 建立青年健康與安全資料庫，加強青年健康宣導與
安全監測。
(二) 建構區域運動悠遊網絡，提供優質運動休閒設施與
空間及各項運動競賽的資訊，深化運動習慣。
(三) 強化青年休閒教育，建立健康社群關係。
(四) 培養青年對於網路及 3C 產品優良使用習慣。
(五) 建構青年心理健康服務網絡，推動反菸拒毒及成癮
防治服務。
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激發學習潛能，培養創意創新思維
及獨立思考之能力：
(一) 建構啟發創造性思考之學習環境，鼓勵青年開展多
元智能並發揮創意。
(二) 發展校園創新教學，推動補救教學與偏鄉教育創新
實驗，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教育品質。
(三) 鼓勵校園發展主題研究學習課程，提升學生獨立思
考、蒐集資訊、問題解決、創新及團隊合作能力。
(四) 強化校園生涯輔導機制，落實適性輔導，達成青年
自我實現的理想。
(五) 善用偏鄉學校空間，結合各界資源及青年創意，打
造多元教育基地，協助青年返鄉圓夢。
(六) 提供青年多元學習管道，擴大學習認證範圍。
(七) 鼓勵終身學習，擴展學習領域，完備生命價值、美
感素養、求新求知等各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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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青年公共政策參與機會，及理性表達意見管道，內
化社會關懷意識：
(一) 結合各種教育管道深化公民教育，強化民主素養。
(二) 系統性培育公共參與人才，促進青年在地實踐之行
動力與創造力。
(三) 廣設青年交流基地，整合資源，連結培訓、輔導與
支援網絡，協助社區永續發展，並推動青年之社會
創新與社會企業。
(四) 建構青年與政府溝通機制及政策建言實體暨網路
整合平臺，擴大青年政策參與機會及管道。
(五) 強化青年志工服務網絡，結合資訊科技推展多元志
工服務。
四、拓展青年國際體驗學習及理解多元文化管道，提升國際
競爭能力：
(一) 建構永續機制培育國際化青年人才，強化青年國際
事務知能與行動力。
(二) 鼓勵新住民及其二代青年發展多國語言能力優勢，
成為具跨文化知能及國際交流之重要人才。
(三) 積極打造國際化校園環境，吸引境外生來臺交流。
(四) 提供國際交流整合資訊和機會，擴展青年多元國際
參與及學習管道。
(五) 發展青年事務合作網絡，加強各國政府青年部門交
流。
五、加強人才專業培育，營造有利創新創業環境，建構青年
事業永續發展條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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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化學校跨域課程，積極促成產學連結，提升青年
多元就業及創業能力。
(二) 推動符合產業需求之專業證照，強化校園考證輔
導，建立實務選才制度。
(三) 促進企業共同參與育才，培育優質人力。
(四) 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提升切合產業需求就業能
力。
(五) 建置創業服務的單一窗口，支持多元產業之創新創
業，提供符合青年需求之就業及創業服務。
(六) 活化閒置空間，打造青年創新創業聚落。
(七) 因應電子商務與網路創業之新興產業型態發展，落
實創業法規鬆綁。
(八) 促進青年獲得合宜薪酬，協助青年經濟獨立。
六、打造青年安居且適育之環境，建立良好家庭觀念：
(一) 提供青年購(租)屋優惠措施及友善住居條件，減輕
青年居住負擔。
(二) 運用青年創意，打造青年宜居的複合式生活城。
(三) 建構友善育兒環境，鼓勵青年婚育。
(四) 鼓勵企業提供友善家庭職場，協助青年達成工作與
家庭平衡。
(五) 強化家庭教育，打造幸福家庭。

肆、附則
本綱領係作為相關部會研擬各項具體推動措施之依
據，並應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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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青年發展政策綱領相關推動策略之部會分工表
關鍵
推動策略
能力
健康 一、掌握青年基礎健康資訊，打造健康
力
安全的運動休閒環境，活絡社群正
向互動。
(一)建立青年健康與安全資料庫，加強
青年健康宣導與安全監測。
(二)建構區域運動悠遊網絡，提供優質
運動休閒設施與空間及各項運動
競賽的資訊，深化運動習慣。
(三)強化青年休閒教育，建立健康社群
關係。
(四)培養青年對於網路及3C產品優良
使用習慣。
(五)建構青年心理健康服務網絡，推動
反菸拒毒及成癮防治服務。
創學 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激發學習潛能，
力
培養創意創新思維及獨立思考之能
力。
( 一 )建 構 啟 發 創 造 性 思 考 之 學 習 環
境，鼓勵青年開展多元智能並發
揮創意。
(二) 發展校園創新教學，推動補救教
學與偏鄉教育創新實驗，強化學
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教育品質。
(三) 鼓 勵 校 園 發 展 主 題 研 究 學 習 課
程，提升學生獨立思考、蒐集資
訊、問題解決、創新及團隊合作
能力。
(四) 強化校園生涯輔導機制，落實適
性輔導，達成青年自我實現的理
想。
7

主責部會
衛福部

教育部、衛福部
教育部、交通部

衛福部、原民會
衛福部、教育部
衛福部、法務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科技部

教育部、原民會、
客委會
教育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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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能力

主責部會

推動策略

(五) 善用偏鄉學校空間，結合各界資
源及青年創意，打造多元教育基
地，協助青年返鄉圓夢。
(六) 提供青年多元學習管道，擴大學
習認證範圍。
(七) 鼓勵終身學習，擴展學習領域，
完備生命價值、美感素養、求新
求知等各種能力。
公民 三、提供青年公共政策參與機會，及理
力
性表達意見管道，內化社會關懷意
識。
(一) 結 合 各 種 教 育 管 道 深 化 公 民 教
育，強化民主素養。
(二) 系統性培育公共參與人才，促進
青年在地實踐之行動力與創造
力。
(三) 廣設青年交流基地，整合資源，
連結培訓、輔導與支援網絡，協
助社區永續發展，並推動青年之
社會創新與社會企業。
(四) 建構青年與政府溝通機制及政策
建言實體暨網路整合平臺，擴大
青年政策參與機會及管道。
(五) 強化青年志工服務網絡，結合資
訊科技推展多元志工服務。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文化部
教育部、原民會、
客委會
教育部、經濟部、
文化部、客委會

教育部、經濟部、
客委會
教育部、衛福部、
僑委會

全球 四、拓展青年國際體驗學習及理解多元 外交部
力
文化管道，提升國際競爭能力。
(一) 建構永續機制培育國際化青年人 外交部、教育部、
科技部、原民會、
才，強化青年國際事務知能與行 人事行政總處
動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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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能力

主責部會

推動策略

(二) 鼓勵新住民及其二代青年發展多 內政部
國語言能力優勢，成為具跨文化
知能及國際交流之重要人才。
(三) 積極打造國際化校園環境，吸引 教育部
境外生來臺交流。
(四) 提供國際交流整合資訊和機會，
擴展青年多元國際參與及學習管
道。
(五) 發展青年事務合作網絡，加強各
國政府青年部門交流。
就業 五、加強人才專業培育，營造有利創新
力
創業環境，建構青年事業永續發展
條件。
(一) 強化學校跨域課程，積極促成產
學連結，提升青年多元就業及創
業能力。
(二)推動符合產業需求之專業證照，強
化校園考證輔導，建立實務選才
制度。
(三) 促進企業共同參與育才，培育優
質人力。
(四) 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提升切
合產業需求就業能力。
(五) 建置創業服務的單一窗口，支持
多元產業之創新創業，提供符合
青年需求之就業及創業服務。

外交部、教育部、
科技部、僑委會、
原民會、客委會
外交部
經濟部、勞動部

教育部、客委會

教育部

教育部、經濟部、
科技部
勞動部、經濟部、
國發會

教育部、經濟部、
勞動部、文化部、
農委會、科技部、
金管會、原民會、
客委會
(六)活化閒置空間，打造青年創新創 經濟部、財政部
業聚落。
(七)因應電子商務與網路創業之新興 國發會
產業型態發展，落實創業法規鬆
綁。
(八)促進青年獲得合宜薪酬，協助青 經濟部、僑委會
年經濟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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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推動策略
能力
幸福 六、打造青年安居且適育之環境，建立
力
良好家庭觀念。
(一) 提供青年購(租)屋優惠措施及友
善住居條件，減輕青年居住負擔。
(二) 運用青年創意，打造青年宜居的
複合式生活城。

主責部會
內政部
內政部、財政部、
教育部
教育部

(三)建構友善育兒環境，鼓勵青年婚 教育部、勞動部、
衛福部、原民會
育。
(四) 鼓勵企業提供友善家庭職場，協 勞動部、衛福部
助青年達成工作與家庭平衡。
(五) 強化家庭教育，打造幸福家庭。 教育部、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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