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8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計畫
Dreamer 培訓簡章
壹、目的
為培養青年對家鄉及生長土地的認同感，鼓勵青年投入在地發展，
透過不同行動場域之移地訓練、導師輔導，引導青年認識地方事務、
勇於在地創新與發展，於培訓過程中發想出行動計畫，協助青年逐步
從 Dreamer（青年夢想家）成為 Actor (行動者)，特辦理本培訓。
貳、培訓方式及時間
一、行政事項說明、基礎知能課程：預計於 7 月初分別於北、南區各辦理
1 場，每次辦理以 1 日為原則，內容為說明計畫執行方式、配合事項
及安排參與社區各議題所需之基礎知能課程。
二、實地參訪與演練：將於 7 至 9 月間辦理，每次課程以 1 日為原則，將
聘請專家、達人擔任導師，藉由導師帶領青年，實地走入社區，了解
在地所面臨問題，藉以吸取相關行動經驗，並透過問題演練，訓練青
年提出思索問題解決的方式，未來形成行動計畫。
三、研習發表：於 9 至 10 月間擇 1 日辦理，鼓勵 Dreamer 融合參訪與實
地體驗之經歷，思索與發想社區未來可能之建議與不同發展，提出行
動方案，並進行競賽評比。
參、報名方式
一、參加對象：年滿 18 歲至 35 歲關心在地事務、對社區事務懷有夢想及
想法之青年。
二、報名時間：自 108 年 5 月 24 日中午至 108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23:59
分止。
三、報名方式：請至本活動網站填寫報名資訊(詳見附件1，報名網址：
https://www.ydachangemaker.tw/register/)。
肆、遴選與錄取方式
一、遴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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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本署組成遴選小組，依據遴選標準綜合審查選出合適之青年參
與培訓，預計遴選100名學員（以下簡稱Dreamer）。
(二)遴選標準：
1、 自我介紹(15%)
2、 參訓動機(30%)
3、 提案構想與行動規劃(35%)
4、 公共事務參與經驗 (20%)
二、錄取方式：
(一)由本署依報名資料進行審查(未於報名期限截止前完整上傳資料
者，不予受理)。
(二)錄取名單預計於108年7月2日前在本署官網、活動網站公布。
(三)錄取名單公告後，正取者將會收到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請
依原報名時註冊之帳號密碼登入活動網站，可於個人頁面獲得繳
款帳號，並於指定時間內繳交出席保證金新臺幣2,000元整，逾期
未繳交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持有「低收
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註1)或「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
下」(註2) 及具原住民身分者(註3)，於報名網站上傳證明文件者
免繳交保證金；活動中將視情況提供來回交通費及外縣市前一日
住宿費補助(如有需求，請先告知，以利評估)。
註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需符合社會救助法第四條之規定，經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
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
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
註 2：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者，提供綜合所得稅、財政部財稅資料
中心最近 2 年度資料等證明文件。
註 3：具原住民身分者，提供戶口名簿或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等證
明文件。
伍、培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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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事項說明、基礎知能課程：說明計畫執行方式，及提升參與社區
各議題所需之基礎知能，於北、南區共計辦理 2 場次，Dreamer 須擇
一出席。
(一)7月6日(星期六) 南區-高雄實踐菁英共創基地
(二)7月7日(星期日) 北區-IEAT會議中心
二、實地參訪與演練：於北、中、南、東區共辦理 25 場次，每場次至少 5
人才開班，以 20 人額滿為原則。Dreamer 可自行依興趣挑選，一人至
多可報名 10 場並排序，至少須實際參加 4 場次。
三、研習發表暨評比：於課程結束後，Dreamer 組成 2 至 5 人團隊或以個
人方式，提出 1 組行動方案進行競賽，預計選出 3 組績優提案，每組
可獲得 1 萬元獎金。獲獎團隊須另行配合參與 12 月 7 至 8 日成果分
享活動發表。
陸、權利及義務
一、權利
(一)參加行政事項說明及基礎知能課程與研習發表，將視以下情況提
供來回交通費及外縣市前一日住宿費補助。
北區除大臺北地區不補助外，桃園至苗栗提供臺鐵自強號來回補
助，臺中以南提供高鐵來回補助，花東或離島地區者可申請住宿
補助(上限1,400元)，以上交通、住宿皆以票根核實給付。
南區除大高雄地區不補助外，臺南至彰化提供臺鐵自強號來回補
助，臺中以北提供高鐵來回補助，花東或離島地區者可申請住宿
補助(上限1,400元)，以上交通、住宿皆以票根核實給付。
(二)如行動學習點與參訪指定集合地點距離偏遠，本署將提供安排車
輛進行接駁服務。
(三)全程參與者發放結訓證明書乙張。
二、義務
(一)Dreamer參加排定之行動學習點場次，須自行負擔至指定集合地點
交通費用，並於約定之時間內抵達。
(二)培訓期間須全程參與(包含說明會、4場次培訓及研習發表)。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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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正當事由，非經本署同意請假，視為缺席；請假時數逾2小時
者不發予參訓證明並視情況沒收保證金。
(三)同意本署將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
理(註)。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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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如附件 2)。
柒、注意事項
一、培訓期間倘為上課或上班期間，本署不出具任何形式之請假證明文
件。
二、學習點分配通知後，若有特殊原因不可出席者，請於公告名單後 3 天
內主動聯繫承辦單位，非經同意不得私下更換及參與。
三、保證金將於完成參與培訓活動，研習發表結束當天現場進行發還，並
簽立收據以示完成退還保證金手續。若未全程參與培訓者，除遭遇不
可抗力者，將不予發還保證金。
四、若有成員退訓且備取人員亦無法參與時，本署將視情形另行招生。
五、主辦機關保留本計畫相關規定之最終修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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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計畫期程
內容（本署保留調整重要活動期程之權利）
5 月 24 日

徵求青年擔任 Dreamer

6 月 23 日

Dreamer 培訓報名截止日

7 月上旬

公告正、備取名單

7 月 6、7 日

行政事項說明、基礎知能課程

7-9 月

實地參訪與演練

9-10 月

研習發表

12 月 7、8 日

108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計畫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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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8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計畫
Dreamer 培訓報名表
行政與知能課程
(單選)

○7 月 6 日(六) 南區-高雄實踐菁英共創基地
○7 月 7 日(日) 北區-IEAT 會議中心

行動學習點參訪
(請依序選擇
6-10 個學習
點，本署將依遴
選標準綜合審查
安排學習點場

地點選擇

次)
(複選)
※行動學習點依
遴選分數高低為
排序依據。倘同
分者將以權重最
高者進行比序。

○(7 月 26 日星期五)新北市-金瓜三號
○(7 月 27 日星期六)桃園市-大溪日日田職物所
○(8 月 21 日星期三)新北市-甘樂文創
○(8 月 24 日星期六)基隆市-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北區
○(7 月 12 日星期五)苗栗縣-老家咖啡
○(7 月 13 日星期六)苗栗縣-苑裡掀海風
○(7 月 19 日星期五)臺北市-書屋花甲
○(7 月 25 日星期四)桃園市-桃園藝文陣線

中區
○(7 月 23 日星期二)南投縣-吟詩綠曲休閒園區
○(7 月 24 日星期三)臺中市-好伴社計
○(7 月 30 日星期二)臺中市-光復新村
○(7 月 31 日星期三)彰化縣-鹿港囝仔
○(8 月 10 日星期六)南投縣-穀笠合作社
○(8 月 14 日星期三)南投縣-小鎮文創
南區
○(8 月 2 日星期五)高雄市-臺青蕉
○(8 月 12 日星期一)高雄市-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
○(8 月 16 日星期五)高雄市-叁捌地方生活
○(8 月 17 日星期六)臺南市-土溝鄉情客廳
○(8 月 29 日星期四)嘉義市-洪雅書房
東區
○(7 月 21 日星期日)花蓮縣-小島友米
○(8 月 6 日星期五)宜蘭縣-游阿嬤藝站
○(8 月 7 日星期三)宜蘭縣-壯圍十八島實驗空間
○(8 月 12 日星期一)宜蘭縣-金魚厝邊
○(8 月 23 日星期五)宜蘭縣-Stay 旅人書店
○(8 月 27 日星期二)花蓮縣-高山森林基地
區域選擇
(第一階段地點選擇未排滿 4 場次者，將由主辦機關依照所選區域做分配。)
優先區域：○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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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生理性別

出生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飲食習慣

○葷 ○素

○男 ○女

目前在忙什 ○是個學生 ○已經在工作 ○待業，等待機會
麼？

○其他

最高學歷

○研究所(含)以上 ○大學(四技) ○二技(二專) ○五專 ○高中

學校名稱

(畢業/在學)

單位名稱
特殊病史

○無 ○有 請說明特殊病史

科

系

職

稱

手

機

_________
E-MAIL

住家電話

通訊地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你從哪裡來 ○臺北○新北○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
高雄○屏東○臺東○花蓮○宜蘭○基隆○金門○澎湖○馬祖○其他________
是否持有經 ○否
濟弱勢證明 ○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70 萬以下
是否具有原
住民身分
如何得知本
活動

○否
○是 請說明族別_________
□Facebook
傳海報/EDM

□Instagram 廣告 □青年發展署網站 □PTT
□其他___________

筆試甄選(可於報名期限內以編修鍵反覆修訂)
1. 自我介紹：在有限的 100 字裡面，和我們聊聊你自己？

2. 參訓動機：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想要參與本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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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介紹

□宣

3. 提案構想與行動規劃：作為一個 Dreamer，你夢想為哪一個地方做改變，構想是什麼？
○有興趣的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們(社區)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或是有趣的事情？(至多 150 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自己可以為地方做到什麼事情？(至多 300 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期待這個地方未來有什麼改變？(至多 150 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公共事務參與經驗：想當一個 Dreamer，你的過往經驗是賦予你智慧和勇氣的來源，請和我
們分享你在學校、社區等地方有相關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至多 200 字)

*請勿使用本表報名，請至報名專屬網頁完成報名。
（網址：https://www.ydachangemaker.tw/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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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您好：
為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2.0 Changemaker計
畫-Dreamer培訓」，本人同意提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運用本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性別、國民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並提供必要之證明文件(如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之身分證明文件等)。惟僅限使用於本計畫必要之範圍
內，且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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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此致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監護人/緊急聯絡人：

（簽名）

與立同意書人關係：

中華民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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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