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嘉義縣青年領袖營 活動簡章

111 年 6 月 6 日公告
111 年 7 月 7 日修正公告

一、活動目的：
(一) 鼓勵青年關注公共議題，提供青年在地就近性政策參與管道，促進青年公共參與。
(二) 加強青年對公共議題的興趣與敏感度，形塑青年公共政策參與文化與實現。
(三) 培養青年的公民素養，提升價值思辯，展現公民行動力。
二、活動日期：共兩梯次，每梯次三天兩夜，請於報名表中擇一報名
第一梯次：07/19（二）-07/21（四）
第二梯次：08/23（二）-08/25（四）
三、活動地點及交通接駁：
仁義湖岸大酒店，地址：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後坑仔 35 號
第一天 8:00 至嘉義市轉運站（臺鐵嘉義站後站）接駁，第三天 17:30 接送至嘉義市轉運站
四、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五、承辦單位：南華大學
六、報名方式：
（一）自公告日起，採 GOOGLE 表單線上報名：https://reurl.cc/QLYr45，本活動相關詢問請洽
本校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產學合作組)黃馨瑩組員、吳佳茵專案計畫助理，電話
05-2721001 分機 8631(黃)、8640(吳)，聯絡信箱 nancy@nhu.edu.tw。
（二）7 月 1 日（五）下午五時報名截止，預定 7 月 4 日（一）公告正取名單並寄發正取通知
信，錄取者 7 月 6 日（三）下午五時前須完成繳交保證金、公共政策看法與建議與紙本
疫苗接種卡圖檔(https://reurl.cc/zZqd0a)，始完成報名。未完成者取消正取資格，由備取
依次遞補，並寄發備取通知信，備取者須於 7 月 8 日(五) 下午五時前完成繳交保證金、
公共政策看法與建議與紙本疫苗接種卡圖檔(https://reurl.cc/zZqd0a)，未完成者取消資
格。如需再遞補者，覈實進行相關作業。
(註 1.第一梯次延長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7 月 13 日下午 5 時截止。7 月 14 日（四）公
告正取名單並寄發正取通知信，錄取者 7 月 16 日（六）下午五時前須完成繳交保
證金、公共政策看法與建議與紙本疫苗接種卡圖檔(https://reurl.cc/zZqd0a)，始完成
報名。
註 2.第二梯次延長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8 月 8 日下午 5 時截止，8 月 9 日（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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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名單並寄發正取通知信，錄取者 8 月 12 日（五）下午五時前須完成繳交保證金、
公共政策看法與建議與紙本疫苗接種卡圖檔(https://reurl.cc/zZqd0a)，始完成報名。未
完成者取消正取資格，由備取依次遞補，並寄發備取通知信，備取者須於 8 月 18 日
(四) 下午五時前完成繳交保證金、公共政策看法與建議與紙本疫苗接種卡圖檔
(https://reurl.cc/zZqd0a)，未完成者取消資格。如需再遞補者，覈實進行相關作業。)
七、學員資格及遴選原則：
（一）凡全國各大專校院 29 歲以下在學學生均可報名，就讀嘉義縣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或設
籍在嘉義縣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得優先錄取。今年度高中畢業，已經大學錄取之準新生，
設籍在嘉義縣或經嘉義縣的大專校院録取者，亦得報名參加。
（二）參加社團擔任幹部者優先錄取（請提供佐證資料）。
（三）參加社團經驗豐富者優先錄取（請提供參與社團起迄時間佐證資料）。
（四）以不同校、同校不同系為優先遴選原則，以增加學員跨域交流的學習機會。
（五）主辦單位保有審查錄取之權利，每梯次正取 40 名、備取 10 名為原則，經錄取之學員將
另發公文通知，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正取出缺時，由備取依序遞補。
（六）錄取學員須繳交自己關心的嘉義縣相關公共政策約 500 字以內的看法或建議(格式如附
件一)，及繳交 300 元之保證金（匯款資料：銀行-彰化銀行大林分行，戶名-財團法人南
華大學，帳號：6204-51-16366970），始完成報名手續。
（七）如因故無法參加者，須於活動前五天告知，始得全額退還保證金。全程參訓完畢或請假
未逾 4 小時，於活動結束後全額退還保證金；請假超過 4 小時則不予退還保證金。
（八）若遇重大事故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裁定是否停辦、延後辦理或退款。
八、研習課程及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推行之防疫新生活運動，且為配合衛
生主管機關採行各項防疫措施，請於報到時繳交「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問卷」
（如附件二）。如報到出發前列為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請通知承辦單位，並免參加本
研習。
（二）研習期間，請維持個人防疫好習慣，量體溫、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並遵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
（三）為配合政府防疫相關規定及確保參加人員健康安全，請未施打追加劑(第三劑)疫苗者，
儘速完成接種，俾利參加本活動。

（四）議程
【第一梯次 07/19-07/21】
第一天(07/19)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09：30–09：50
（20 分鐘）
09：50–10：40
（50 分鐘）
10：40–10：50

課程內容

講師

學員報到
領取資料
長官貴賓致詞
合影留念

嘉義縣勞青處陳奕翰處長
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

營隊簡介及管理

課程介紹與說明

南華大學林辰璋副校長

團體動力

溝通互動與團隊合作

救國團嘉義團委會
翁嘉賢組長

【主題一】
10：50–12：20
（90 分鐘）

智慧科技
【講題】
元宇宙與白日夢

12：20–13：30
13：30–15：00
（90 分鐘）

【主題二】
生命教育
【講題】
點亮生命的光彩

茶敘交流
2021 年被喻為「元宇宙元年」，
主要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全球歷
經居家辦公、線上教學等遠端社
交的特別體驗，開始意識到虛擬
社交、數位分身的可行性。透過
技術輔助，達成沉浸式的體驗，
人類有可能成為虛擬的個體，而
在虛擬世界中彼此協作、互動。
午餐交流
面對參與公共政策議題討論與
行動實踐，產生的價值衝突與問
題挑戰，探討思辨人生的目的與
意義，以生命力投入，點亮生命
的光彩。

15：00–15：10
（10 分鐘）
【政策分析工具】
15：10–17：10
（120 分鐘）

【講題】
魚骨圖法的功能與運用

17：10–17：30
17：30–18：30

18：30–21：00
（150 分鐘）

21：00–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
朱師右資深產業分析師兼產
品經理

社團法人
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
劉桂光理事長

茶敘交流

深度匯談

「魚骨圖法」也稱為特性要因
圖，是將問題的一切要因，根據
因果關係，加以詳細整理。進行
思考過程裡，可分為兩種：一為
向右魚骨圖，主要用於「問題分
析」；另一為向左魚骨圖，主要
用於「對策擬訂」
。
Check In
晚餐交流
分 4 組討論，以「向右魚骨圖法」
腦力激盪，探討嘉義縣下列的公
共議題的現況問題癥結及成因：
1. 高齡社會與長照服務
2. 智慧農業與科技創新
3. ESG 與永續發展
4. 公共衛生與生命教育
晚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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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南華大學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彭安麗助理教授

安排分組輔導員引導討論

仁義湖
岸大酒
店

時間

第二天(07/20)
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講師

地點

早餐交流

07：30–08：30

地球永續已成為普世價值，為落
實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各國

08：30–10：00
（90 分鐘）

【主題三】

加速推動 ESG 的永續發展。在

永續發展

全球供應鏈佔有重要地位的臺

南華大學永續中心執行長

灣，絕對無法自身度外，臺灣在

台灣永續綠色科技發展協會

【講題】

ESG 的議題上，產官學研及各界

常務監事 洪耀明教授

ESG 與永續發展

都應有前瞻性思維及行動，才能

仁義湖
岸大酒
店

永續保有全球優勢及善盡世界
公民的責任。
10：00–10：10

茶敘交流

（10 分鐘）

10：10–11：40
（90 分鐘）

【主題四-1】

解析臺灣高齡化與因應人口老

財團法人

高齡社會與長照服務

化的長期照顧發展與社會福利

嘉義縣私立瑞泰社會福利基金會

【講題】

政策，帶領學員認識長照居家服

陳蔡美惠學習長

打造高齡友善城市

務實務面與服務資源。

11：40–12：30

午餐交流

12：30-13：00

從住宿飯店前往參訪學習地點

13：00–17：00
（4 小時）

【參訪學習】
香草山樂齡休閒農場/C
據點

1.
2.
3.
4.

機構/場域簡報
實地參觀服務特色及內容
交流座談
體驗學習

17：00-17：30

返回住宿飯店

17：30–18：00

晚餐交流
【沉浸式體驗一】

人類的腦波經過 8 分鐘的銅鑼

身心靈銅鑼療癒

浴，可明顯活化，讓人產生更多

黃清雲理事長

的靈感，同時也讓自己與內在具

銅鑼音癒師

【講題】

有靈性的自己開始連結。藉由銅

王抒忻老師

真空到妙有，連結無垠

鑼浴踏上一段往內在更深處認

18：00–19：30
（90 分鐘）

台灣樂齡智能研究與推廣協會

宇宙銅鑼浴

識自己的聲波探索之旅。

仁義湖
岸大酒
店

茶敘交流

19：30–19：40

依據第一天的匯談結果，分組輔
導員協助學員運用「政策分析工
19:40-22:00
(140 分鐘)

深度匯談

具-向左魚骨圖法」腦力激盪，
提出問題解決策略的替選方案
及可行對策。

22:00-

晚安曲

嘉義縣民
雄鄉好收
段 1-52 號

安排分組輔導員引導討論

時間

課程名稱

08：00–09：00

09：00-09：50
（50 分鐘）

【主題五】
公共衛生
【講題】
面對疫情的思維與行動

09：50–10：00

10：00-10：50
（50 分鐘）

第三天(07/21)
課程內容
早餐交流
在疫情訊息狀況不明甚至來源
混亂或彼此衝突的時候，社會
上不同的人群往往會因為接受
到不同的資訊而產生不同的反
應與行動。將從公共衛生的角
度，探討公、私領域攜手面對
的 重 大 公衛 議題 的 思維 與行
動。
茶敘交流

【沉浸式體驗二】

透過國武術簡易套路對練，使

國術健身

學員達到心流體驗的愉悅舒暢
感覺，在心智、體魄與精神的

【講題】

整合下，追求完美，展現生命

武動乾坤

力。

講師

地點

嘉義縣政府
翁章梁縣長

國家級國武術教練
鄭旭龍老師

茶敘交流

10：50–11：00

業師針對學員前兩晚的深度匯
11：00-12：00

業師指導

談 的 結 論， 提供 相 關專 業指

南華大學

導，以利跨域對話持續進行。

蔡政旻副教授

（每位業師指導 2 個分組議

張國偉助理教授

題）
午餐交流

12：00–13：00

透過跨組交流的團體討論，創
造學員多面向的對話平台。
每組需有兩回合共 6 次移動，
13：00–15：00

跨域對話激盪新火花

第一回合 13：00-14：00 討論

安排分組輔導員與

（120 分鐘）

-World Café

「現況問題癥結及成因」
，第二

業師引導討論

回合 14：00-15：00 討論「解
決 策 略 的替 選方 案 及可 行對
策」
，每次移動各 20 分鐘。
15：00-15：30

形成最佳可行方案

每組進行總彙整，提出專題的
最佳可行方案

安排分組輔導員與業師協助
形成可行方案
嘉義縣勞青處陳奕翰處長

15：30-16：30

共好共榮 成果匯報

團隊簡報 10 分鐘

南華大學林辰璋副校長

業師講評 5 分鐘

蔡政旻副教授
張國偉助理教授

16：30–17：00

結業式

綜合講評、頒發結業證書、優
勝頒獎

嘉義縣勞青處陳奕翰處長
南華大學林辰璋副校長

平安賦歸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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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湖岸
大酒店

【第二梯次 08/23-08/25】
第一天(08/23)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09：30–09：50
（20 分鐘）
09：50–10：40
（50 分鐘）
10：40–11：00

11：00–12：00
（60 分鐘）

課程內容

講師

學員報到
領取資料
長官貴賓致詞
合影留念

嘉義縣勞青處陳奕翰處長
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

營隊簡介及管理

課程介紹與說明

南華大學林辰璋副校長

團體動力

溝通互動與團隊合作

救國團嘉義團委會
翁嘉賢組長

【主題一】
公共衛生
【講題】
面對疫情的思維與行動

12：00–13：30
13：30–15：00
（90 分鐘）

【主題二】
生命教育
【講題】
點亮生命的光彩

15：00–15：10
（10 分鐘）

【講題】
魚骨圖法的功能與運用

17：10–17：30
17：30–18：30

18：30–21：00
（150 分鐘）

21：00–

嘉義縣政府
翁章梁縣長

社團法人
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
劉桂光理事長

茶敘交流

【政策分析工具】
15：10–17：10
（120 分鐘）

茶敘交流
在疫情訊息狀況不明甚至來源
混亂或彼此衝突的時候，社會上
不同的人群往往會因為接受到
不同的資訊而產生不同的反應
與行動。將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探討公、私領域攜手面對的重大
公衛議題的思維與行動。
午餐交流
面對參與公共政策議題討論與
行動實踐，產生的價值衝突與問
題挑戰，探討思辨人生的目的與
意義，以生命力投入，點亮生命
的光彩。

深度匯談

地點

「魚骨圖法」也稱為特性要因
圖，是將問題的一切要因，根據
因果關係，加以詳細整理。進行
南華大學
思考過程裡，可分為兩種：一為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向右魚骨圖，主要用於「問題分
彭安麗助理教授
析」；另一為向左魚骨圖，主要
用於「對策擬訂」
。
Check In
晚餐交流
分 4 組討論，以「向右魚骨圖法」
腦力激盪，探討嘉義縣下列的公
共議題的現況問題癥結及成因：
1. 多元族群與社會包容
安排分組輔導員引導討論
2. 智慧農業與科技創新
3. ESG 與永續發展
4. 公共衛生與生命教育
晚安曲

仁義湖岸
大酒店

時間

第二天(08/24)
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講師

地點

早餐交流

07：30–08：30

地球永續已成為普世價值，為落
實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各國

08：30–10：00
（90 分鐘）

【主題三】

加速推動 ESG 的永續發展。在

永續發展

全球供應鏈佔有重要地位的臺

南華大學永續中心執行長

灣，絕對無法自身度外，臺灣在

台灣永續綠色科技發展協會

【講題】

ESG 的議題上，產官學研及各界

常務監事 洪耀明教授

ESG 與永續發展

都應有前瞻性思維及行動，才能
永續保有全球優勢及善盡世界

仁義湖岸
大酒店

公民的責任。
10：00–10：10

茶敘交流

（10 分鐘）
【主題四-2】

臺灣已經是多元族群的社會，文

多元族群與社會包容

化差異要彼此包容，這是各該族

10：10–11：40

【講題】

群共同的問題，讓學員理解必須

嘉義縣社會局婦女科

（90 分鐘）

落實族群多元尊重

包含多元族群文化的政策觀

翁瑩蓁科長

點、考慮各個族群的需求，才能
推動族群的多元尊重。
11：40–12：30

午餐交流

12：30-13：00

從住宿飯店前往參訪學習地點

13：00–17：00
（4 小時）

【參訪學習】
新住民支持性服務措施
「有你相隨-社會更美」
社區服務據點

1.
2.
3.
4.

機構/場域簡報
實地參觀服務特色及內容
交流座談
體驗學習

17：00-17：30

返回住宿飯店

17：30–18：00

晚餐交流
【沉浸式體驗一】

人類的腦波經過 8 分鐘的銅鑼

身心靈銅鑼療癒

浴，可明顯活化，讓人產生更多
的靈感，同時也讓自己與內在具

銅鑼音癒師

【講題】

有靈性的自己開始連結。藉由銅

王抒忻老師

真空到妙有，連結無垠

鑼浴踏上一段往內在更深處認

18：00–19：30
（90 分鐘）

社團法人台灣愛延續協會
陳美如執行長

宇宙銅鑼浴

識自己的聲波探索之旅。

仁義湖岸
大酒店

茶敘交流

19：30–19：40

依據第一天的匯談結果，分組輔
導員協助學員運用「政策分析工
19:40-22:00
(140 分鐘)

深度匯談

具-向左魚骨圖法」腦力激盪，
提出問題解決策略的替選方案
及可行對策。
晚安曲

22:00-

7

嘉義縣太保
市北新里 3
鄰北興路 4
號之 1

安排分組輔導員引導討論

時間

第三天(08/25)
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50 分鐘）

地點

早餐交流

07：30–08：30

08：30-09：20

講師

【沉浸式體驗二】

透過國武術簡易套路對練，使

國術健身

學員達到心流體驗的愉悅舒暢
感覺，在心智、體魄與精神的

【講題】

整合下，追求完美，展現生命

武動乾坤

力。

國家級國武術教練
鄭旭龍老師

茶敘交流

09：20–09：30

2021 年 被 喻 為 「 元 宇 宙 元
年」
，主要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09：30–11：00
（90 分鐘）

【主題五】

全球歷經居家辦公、線上教學

智慧科技

等遠端社交的特別體驗，開始
意識到虛擬社交、數位分身的

【講題】

可行性。透過技術輔助，達成

元宇宙與白日夢

沉浸式的體驗，人類有可能成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
朱師右資深產業分析師兼產
品經理

為虛擬的個體，而在虛擬世界
中彼此協作、互動。
業師針對學員前兩晚的深度匯
11：00-12：00

業師指導

談 的 結 論， 提供 相 關專 業指

南華大學

導，以利跨域對話持續進行。

蔡政旻副教授

（每位業師指導 2 個分組議

張國偉助理教授

題）
午餐交流

12：00–13：00

透過跨組交流的團體討論，創
造學員多面向的對話平台。

13：00–15：00

跨域對話激盪新火花

（120 分鐘）

-World Café

每組需有兩回合共 6 次移動，
第一回合 13：00-14：00 討論
「現況問題癥結及成因」
，第二

安排分組輔導員與
業師引導討論

回合 14：00-15：00 討論「解
決 策 略 的替 選方 案 及可 行對
策」
，每次移動各 20 分鐘。
15：00-15：30

形成最佳可行方案

每組進行總彙整，提出專題的
最佳可行方案

安排分組輔導員與業師協助
形成可行方案
嘉義縣勞青處陳奕翰處長

15：30-16：30

共好共榮 成果匯報

團隊簡報 10 分鐘
業師講評 5 分鐘

南華大學林辰璋副校長
蔡政旻副教授
張國偉助理教授

16：30–17：00
17：00-

結業式

綜合講評、頒發結業證書、優
勝頒獎

嘉義縣勞青處陳奕翰處長
南華大學林辰璋副校長

平安賦歸

仁義湖岸
大酒店

附件一、2022 嘉義縣青年領袖營 公共政策看法或建議


姓名：



就讀學校：



關心的嘉義縣公共政策議題：



公共政策看法或建議(約 5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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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關懷問卷
您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請協助填寫下列資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如
下：
一、個資蒐集告知聲明事項：本活動依相關醫療及防疫法令，基於公衛或傳染病防治及其他法定義務之
目的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使相關權利，本承辦單位將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進行妥善保護。
二、當您勾選同意時，即表示您以閱讀過以上內容，且願意配合防疫措施及個人資料之提供。
□同意

□不同意

一、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二、近期是否有以下症狀：
□發燒 □咳嗽 □喘 □流鼻水 □鼻塞 □喉嚨痛 □肌肉痠痛 □頭痛□極度疲倦感 □以上皆無
※註：如勾選以上任一症狀，將由工作人員評估健康狀態是否適合參與本活動。
三、請問您最近 14 日居住/旅遊史(Travel)：
□無(下面兩題請答「無」
）
□有（日期地點請詳填於下面兩題）
2.1 最近 14 日居住/旅遊史日期______________
2.2 最近 14 日居住/旅遊史地點______________
四、近期接觸及出入場所(Contact)
□曾至醫院/診所就醫
□曾出入機場、觀光景點及其他頻繁接觸境外人士場地
□曾參與室內大型活動聚會活動
□以上皆無
五、您最近一個的群聚史(Cluster)
□同住家人正在居家隔離(到期日__________)
□同住家人正在居家檢疫(到期日__________)
□同住家人正在自主健康管理(到期日__________)
□親朋好友也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到期日__________)
□以上皆無
六、我確認填報確實資料，若有隱瞞不實，願接受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罰則。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