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報名簡章 

一、活動目的 

本論壇從勞動力議題出發，探討國際議題、在地發展、青年職能發展、人工智慧科技運

用及地方創生、女性勞動力等主題，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知名學者、專家、實踐家及優秀個

案進行分享，透過交流討論，促進與會青年刻劃未來所從事工作之願景，掌握未來職場所須

職能與樣態，了解未來市場變遷與脈動，綜觀整體勞動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以期協助青年

與職場順利接軌。大會以「勞動力社會創新、開拓【青】世代」為願景，鼓勵我國青年積極

投入勞動市場展現自我價值為目標，透過活動參與共同打造我國青年、亞太青年及與會專家

學者通透無礙的對話及互動平台，以拓展青年國際視野。 

 

二、活動簡介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時間：2019年 12月 6日（五）、2019年 12月 7日（六）、2019年 12月 8日（日） 

地點：沃田旅店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127號）  

 

三、活動議程 

DAY 1：2019年 12月 6日（五） 

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大會開幕式 

09:30-10:20 

大會主題演講(一) 

Focus！亞太青年全球視野 

Let’s Imagine the World in 2050 

10:20-10:50 茶敘 

10:50-12:20 議題一：2019 關鍵字：我們與「SLASH」的距離 

12:20-13:30 午餐及交流 

13:30-15:00 議題二：突破自我、擁抱機遇-勞動市場下的人工智慧！ 

15:00-15:30 休息 

15:30-17:00 議題三：地方創生，勞動創新-從青年開始 

18:00-20:30 歡迎晚宴 

 

  



 

DAY 2：2019年 12月 7日（六） 

時間 議程 

09:00-09:30 報到 

09:30-10:20 
大會主題演講(二) 

Global Future 青年創新思維 

10:20-10:35 休息 

10:35-12:05 議題四：Girl’s Power 堅毅下的溫柔女力 

12:05-13:00 午餐及交流 

13:00-17:00 參訪 

17:00-18:30 晚餐及交流 

18:00-19:00 青年倡議咖啡館 

19:00-21:00 小組討論 

 

DAY 3：2019年 12月 8日（日） 

時間 議程 

09:00-09:30 報到 

09:30-12:00 Do Our Best-青年倡議發表會 

12:00-13:00 午餐及交流 

13:00-13:40 頒獎典禮 

13:40-14:00 大會閉幕式 

 
 

*主辦單位保有議程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四、報名須知 

(一)參與對象：  

1. 參加對象：18至 35歲本國及亞太地區青年(含在學及社會青年)。  

2. 錄取名額：本國青年正取 40名、亞太地區青年正取 30名。其餘列為備取。  

(二)報名方式：  

1. 請於 108 年 11 月 22日(五)中午 12時前將報名資料寄至活動信箱 

youthlabortrend@gmail.com    

2. 錄取名單於 11月 25日(一) 公布於活動網站 

https://events.businesstoday.com.tw/2019/youth-labor 

五、遴選程序 

(一)語言篩選門檻： 

1.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中級以上、多益分數（TOEIC）高於(含)650 分、雅思

（IELTS）分數高於(含)5.5 分或其他同等英語語言檢定資格之及格證書或全部考

科(含該等級所有階段考試)及格成績影本，擇一提供證明文件。 

2. 英語語言檢定資格得包含下列之一：全民英檢（GEPT）、多益（TOEIC）、托

福（TOEFL）、雅思（IELTS）、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或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等。 

※若無上述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文件，得以最近 1 年學校英語課成績單證明及英語

老師推薦函，替代上述同等級英語語言檢定證明。 

3. 其他外語能力測驗成績證明 （非必要）。 

(二)報名資料審核 

1. 與會青年需於報名時提交必備資料及相關有利審核之資料。 

2. 必備資料內容包含：活動報名表、中、英文自傳、參與動機、預期參與成效、給

講者的一封信(詳如附件)。 

3. 曾參與國際或國內相關活動優良事蹟之證明文件。 

 

六、遴選標準 

(一)書面審查： 

1. 語言能力 20% 

2. 中文自傳 10% 

3. 英文自傳 10% 

4. 參與動機 15% 

5. 預期參與成效 15% 

6. 給講者的一封信 15% 

7. 曾參與青年事務或國際交流活動之事蹟 10% 

8. 資料整體完整度 5%。 

 

https://events.businesstoday.com.tw/2019/youth-labor


 

七、權利義務 

(一)權利 

1. 本次論壇免費參與，主辦單位負擔國內學生論壇期間(12/6、12/7)住宿費及餐費；

國際學生(12/5、12/6、12/7)住宿費、餐費及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事宜。 

2. 全程參加者將核發本次論壇之參加證明書。 

(二)義務 

1. 論壇期間須依照議程規劃全程積極參與。請假須有正當事由，非經主辦單位同

意，視為缺席；請假時數不得逾議程總時數 10%(不含用餐及報到時間)。 

2. 本次活動所繳交之相關文字、照片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具非營利用途文宣品與網

站運用。 

3. 報名者所填之資料，僅限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使用(如聯繫、保險等)，

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及相關法令保護，且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

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律規定，將不會揭露於第三者或散佈，

敬請確實填寫，俾利核發參加證明書及辦理活動保險。 

4. 為避免資源浪費，若經發現所提供個人資料有誤，將不予重新補發參加證明書。 

5. 當您完成本次活動報名時，表示您同意上述所列之內容。 

 

八、其他 

(一)報名所提供之文件或資料，如有虛偽不實或不合申請資格者，即喪失遴選資格。 

(二)報名人員所繳交相關資料，無論錄取與否，不另行退還。 

(三)如遇不可抗力因素，主辦機關有權變更、取消、延期或暫停本活動，其衍生之相關費

用由報名者自行負擔。 

(四)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於活動網站公告。 

 

八、聯絡洽詢 

承辦單位：今周刊 劉小姐，電話：02-2581-6196#616  

     今周刊 陳先生，電話：02-2581-6196#626 

     活動信箱：youthlabortrend@gmail.com 

 

 

  



 

附件一 

【2019亞太青年勞動力趨勢論壇】活動報名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報名序號:__    (由主辦單位填寫)______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同護照）  

英文別名  

國籍／出生地  性別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學校／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科系  

通訊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監護人／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Ｍ）  聯絡電話（Ｈ）  

語言能力 

（請檢附證明文件）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英語語言檢定資格之及格證書

或全部考科(含該等級所有階段考試)及格成績影本，擇一提供證明文件。

(英語語言檢定資格得包含下列之一：全民英檢、多益、托福、劍橋大學

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或雅思)。 

*若無上述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文件，得以最近 1 年學校英語課成績單證明及英語老師推薦函

替代上述同等級英檢證明。  

 

檢附資料： 

☐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證書 級別：＿＿＿＿ 

☐ TOEIC多益英語測驗證書 分數：＿＿＿＿ 

☐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系統證書 分數：＿＿＿＿ 

☐ 其他：＿＿＿＿＿＿＿＿＿＿＿＿＿＿＿ 

用餐需求 ☐ 葷食 ☐ 素食 ☐ 其他備註：＿＿＿＿＿＿＿＿＿＿＿＿＿＿＿ 

住宿需求 
需求日 ☐12/5 ☐12/6 ☐12/7 

*活動前一日（12/5）住宿需求限國際參與人員申請。 

 

續填下頁⋯⋯ 

  



 

二、個人簡介資料 

推薦信 

☐ 無 ☐ 有——推薦人：＿＿＿＿＿＿＿ 關係：＿＿＿＿＿＿＿ 
*推薦信函電子檔案請隨本報名資料表一同檢附至活動信箱：

youthlabortrend@gmail.com 

*以下各欄目資料均以 500 字為限，含標點符號，但不含空格及換行，並以 Microsoft Word 系統字數統計之字數為準。 

中文自傳 

 

英文自傳 

 

參與動機 

 

曾參與國際或國內相關

活動之優良事蹟 

*需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備查 

 



 

預期參與成效 

 

 

給講者的一封信 

 

*請針對本次論壇所規

劃之議題 /講者，挑選

您有興趣的部分擇一進

行論述，並說明您對該

議題 /講者的瞭解與議

題的看法。 

 

 

 

 

 

 

 

 

 

 

 

 

 

我已詳細閱讀並了解上述所有內容，並同意遵守相關規定。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感謝您的細心填寫，請於 108年 11月 22 日(五)中午 12時前將報名資料(詳如附件)寄至活動信箱

youthlabortrend@gmail.com，錄取名單將於 11月 25 日(一) 在活動網站公布

https://events.businesstoday.com.tw/2019/youth-labor 若有活動異動敬請詳見活動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