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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72307380A_Attach01.pdf)

主旨：檢送「107年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會」及「青年海外度

假打工沙龍」活動報名簡章1份，請協助宣傳，並鼓勵貴校

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為宣導青年海外度假打工事宜，預定於本（107）年7月辦

理「青年海外度假打工沙龍」及於本年8月至9月間舉辦「

107年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會」，歡迎貴校有意進行海

外度假打工之青年，或關心度假打工相關議題之青年家長

與社會大眾參加。

二、活動詳情請參考本署官網或iYouth青年國際圓夢平臺（ht

tps://iyouth.youthhub.tw/main.php），另有關度假打

工計畫及相關資訊，請參考外交部建置青年度假打工網站(

https://www.youthtaiwan.net/WorkingHoliday/Default

.aspx)。

正本：全國各大專院校

副本：本署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2018-06-13
15:52:52

國立嘉義大學

1070008108　10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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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7年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會」暨「青年海外度假打工沙龍」 

報名簡章 

 

壹、 活動介紹 

  近年來，我國已與澳洲、紐西蘭、日本、韓國、加拿大、英國、愛爾蘭、

德國、比利時、匈牙利、斯洛伐克、波蘭、奧地利、捷克及法國等 15 國簽

訂度假打工協議，每年皆吸引逾數萬名青年申請。隨著出國度假打工青年

人數逐年攀升，為提供青年完整海外度假打工資訊、保障青年的權益與

安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特別規劃北、中、南、東區共 4 場「青年海外度

假打工宣導會」，活動內容包含外交部度假打工業務報告、度假打工青年

經驗分享及度假打工協定之國家代表現場諮詢服務，提供青年更完整的海

外度假打工資訊。 

    另依據外交部 106年統計數據顯示，前 3 名熱門度假打工國家分別為

澳洲、日本及加拿大，今年特增辦 3 場次「青年海外度假打工沙龍」，透

過外交部或該國駐臺代表與曾赴該國度假打工青年分享相關經驗，以近

距離互動與經驗傳承交流，讓青年更瞭解欲前往國家的實際狀況，為即

將出發的旅程進行更詳盡的規劃，讓青年勇闖世界、國際圓夢。 

貳、 主辦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參、 協辦機關：外交部 

肆、 活動對象 

一、 預備及即將前往海外度假打工之青年。 

二、 對於度假打工資訊有興趣之青年。 

三、 關心度假打工相關議題之青年家長與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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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場次活動日期 

一、 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會 

地區 時間 場地 

臺北市 8/2(四)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2F卓越堂  

臺中市 8/9(四)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7樓國際會議廳 

高雄市 8/16(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音樂廳 

花蓮縣 9/20(四) 慈濟大學 B106演藝廳 

二、 青年海外度假打工沙龍 

地區 時間 場地 

臺北市 7/13(五) Changee中山 

臺中市 7/20(五) 光明客棧 

高雄市 7/27(五) 格林卡布咖啡輕食館 

註：各場次之主題分享國家，預計為澳洲、加拿大及日本(各場次原則安排 1個青

年熱門度假打工協定國家進行深度分享及交流)，請密切關注本署官網、iYouth

網站及臉書訊息。 

陸、 活動流程 

一、 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會 

時間 活動內容 講者/備註 

1330-1355 活動報到  

1355-1400 主辦機關致詞 教育部 

1400-1405 貴賓致詞  

1405-1425 度假打工推動報告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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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1520 
度假打工青年         

經驗分享 度假打工青年代表 

1520-1550 各國駐華代表說明 駐華代表 

1550-1610 攤位參觀/茶敘交流 

1610-1700 綜合座談 
外交部、教育部、勞動部、金管會等

各相關部會人員及駐華代表列席座談 

註：宣導會議將邀請外交部、駐華代表、相關部會及青年代表，就度假打工整體計畫及注

意事項進行說明。 

二、 青年海外度假打工沙龍 

時間 活動內容 講者 

1330-1430 
青年相見歡— 

活動報到、認識彼此 
  

1430-1435 主辦機關致詞 教育部 

1435-1445 熱門度假打工國家介紹 外交部或駐華代表 

1445-1535 
度假打工青年 

經驗分享 
熱門度假打工國家青年代表 

1535-1550 茶敘交流時間 

1550-1650 座談 Q&A 
外交部或駐華代表 

及度假打工青年代表 

註：沙龍各場次之主題分享國家，預計為澳洲、加拿大及日本(各場次原則安排 1個青年熱

門度假打工協定國家，針對該國進行深度分享及交流)。 

柒、 報名方式 

一、 請至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iYouth 青年國際圓夢平臺線上報名

（http://iyouth.youthhub.tw)。 

二、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錄取方式依線上報名優先順序為準，度

假打工宣導會各場次名額計 250名、沙龍各場次名額計 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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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辦機關保有活動規定事項之最終修改權。 

捌、 其他 

一、 活動請全程出席(註 1)。 

二、 報名本活動視為同意本署將個人資料建置於本署國際事務人才資料

庫，並依個人資料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理(註 2)。 

*註 1：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舉行時，主辦機關有權取消、延期或暫停本活

動。 

*註 2：本署為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蒐集之目的、個人

資料之類別事由與目的範圍內，直接或間接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運用於本署國際參與及交流資料庫。當您的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消失或期限

屆滿時，您同意本案得繼續保存、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除本署於專案

執行期間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為遵循其他法令之規定者外，您可於專

案期間隨時向本署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當您完成報名

時，表示您同意其內容。 

玖、 活動聯絡人 

青創總會 黃小姐 02-2332-8558分機 32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楊小姐 02-7736-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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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7年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會」暨「青年海外度假打工沙龍」 

報名表 

(請上 iYouth網站報名，本表僅供參考) 

青

年 

簡 

歷 

姓 名  出生 期      年  月 性別 □男  □女 

電 話 

(宅)  

E-mail  

(行動電話)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擇一填寫 

服務單位  

沙

龍

參 

加 

場 

次 

臺北市 
□7/13(五) Changee中山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18巷 8-2號) 

臺中市 
 □7/20(五) 光明客棧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540號)    

高雄市 
 □7/27(五) 格林卡布咖啡輕食館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10號 B1之 50) 

宣

導

會 

參 

加 

場 

次 

臺北市 
□8/2(四)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2F卓越堂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 30號) 

臺中市 
□8/9(四)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7樓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高雄市 
□8/16(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音樂廳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號) 

花蓮縣 
□9/20(四) 慈濟大學 B106演藝廳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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