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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  址：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96號 8樓 

                                                                承辦人：陳姵瑜 

                                                                 電 話：02-2581-6196分機 203 

                                                           

受文者：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16日 

發文字號：今周字第 1110316號 

速別：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活動報名辦法 1份、報名表暨指導老師同意書 1份 

主旨：《今周刊》於 2022年 5月 14日（六）舉辦第七屆「未來公民 行動＋」總統與高

中生面對面論壇（參加辦法如附件），敬請惠予轉知所屬，薦派學生代表參加，

請查照。 

說明： 

一、 活動名稱：第七屆「未來公民 行動＋」總統與高中生面對面論壇 

二、 活動緣起與宗旨： 

  《今周刊》恪盡媒體責任，肩負青年學子充實公民素養之使命，自 2016 年

起，連續 7 年邀請蔡英文總統與全國高中職學生交流對談，累計參與學生超過

2,000 名，獲學校、師生、社會各界踴躍好評迴響，同時也受到國內外數十家媒

體的關注與報導。 

  此論壇的最重要精神為建立一個全國高中生自由發聲、表現自己的平台，呼

應 108課綱核心素養，社會參與面向中的公民道德與公民意識提升，現今高中生

對國際關係、國家政策、公共議題的關注與投入，遠超乎「大人」們的想像，已

是不可忽視的公民力量！ 

  《今周刊》盼能透過此論壇，呼籲青年學子培養公民意識、積極參與公民事

務，顯現青年學子的高度行動力與實踐力，為攸關自身的青年公民權爭取發聲！ 

三、 主辦單位：《今周刊》（今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 活動時間：2022年 5月 14日（六）中午 12點至下午 4點 

五、 活動地點：華南銀行總行大樓會議中心二樓（台北市松仁路 123號） 

六、 活動參與人：蔡英文總統、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 

七、 報名時間：2022年 3月 16日（三）至 4月 13日（三）晚上 9點止，如人數額滿

則提前截止報名，請密切留意活動官網 

八、 報名對象：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學生 

九、 活動報名方式：請參見附件活動報名辦法辦理 

十、 因應本次活動同步設立專屬網站，提供校方深入瞭解活動內容及意見收集，學生

亦可透過活動官網自由提問，一同參與論壇 

 

正本：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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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今周刊》第七屆「總統與高中生面對面」論壇 

活動報名辦法 
一、活動時間：2022年 5月 14日（六）中午 12點至下午 4點 

二、 報名對象：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學生 

三、 活動地點：華南銀行總行大樓會議中心 2樓（台北市松仁路 123號） 

四、 主辦單位：《今周刊》（今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活動目的： 

邀請蔡英文總統與高中職學生互動分享，促進跨世代對話，鼓勵學生勇於思考、表現自己。並透

過此論壇，呼籲青年學子培養公民意識、積極參與公民事務，顯現青年學子的高度行動力與實踐

力，為自身的青年公民權爭取發聲！ 

六、活動議程：(以下為暫定議程，實際請依行前通知所發出的議程為主) 

時間 議程 

12:00-14:00 報到 

14:00-14:10 開場表演 

14:10-14:25 小英總統 & 主辦單位致詞 

14:25-15:10 學生簡報時間 (共四組) 

15:10-15:40 總統與學生交流提問 

七、報名詳情： 

(一)報名日期：自 2022 年 3 月 16 日（三）至 4 月 13 日（三）晚上 9 點止，由學校薦派報名，

並請 1 位該校師長擔任聯絡人。 

(二)報名事項說明： 

1. 報名人數：以「組」為單位報名，每組人數 3-5人，每校最多報名兩組，且每校需指派

1位帶隊老師。(不同校區、分校視為不同校) 

2. 報名主題：每組學生需從四個主題擇一報名。(四大主題說明請詳見下列「(三)學生簡

報主題說明」) 

3. 報名方式：請依組別撰寫以下兩份資料，一組填寫一份。填寫完成後，由學校指派之指

導老師於報名期限內將電子檔寄送至以下主辦單位窗口報名。 

1) 「2022 第七屆 總統與高中生面對面論壇 報名表暨指導老師同意書」電子檔一份。 

2) 各組的簡報電子檔一份，檔案為 8頁、10MB以內、格式限制 16:9的 ptt檔。 

【報名窗口】 《今周刊》總統與高中生論壇活動小組 

       youthbt@btnet.com.tw  

       02-2581-6196 #203 #271 #203 

4. 人數限制說明：主題一、二、三額滿人數為 60人，主題四額滿人數為 30人，單一主題

報名人數若滿額可更改簡報內容轉報其他簡報主題，全部報名學生總數不超過 210人。 

【備註】「報名表暨指導老師同意書」電子檔請至活動官網下載，網址如下： 

    https://youth.businesstoday.com.tw/2022/ 

 

 

 

https://youth.businesstoday.com.tw/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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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簡報主題說明： 

主題一、《公民參與》 

實踐公民意識、參與公民事物，或表達對國家政策、公共議題的觀察與建議，題目自

訂，範例參考： 

1) 「雖然我未成年，但我準備好了！」，2021 年 12 月 18 日是 18 歲的學長姐們

第一次參與公投，今年初「十八歲選舉與被選舉」也通過了修憲初審，一旦修

憲通過，即將滿 18歲的我們要如何參與公共事務？ 

2) 「廢除早自習的利與弊」，教育部在今年 2 月中宣布未來將取消高中生的早自

習制度，對此，網路上湧現了許多聲音，也聽聽身為高中生的我們的意見吧。 

3) 對於現今台灣的教育、環境、防疫、外交….等政策或公共議題，身為高中生

的我們的看法與建議有哪些？ 

主題二、《接軌國際力》 

具國際視野或包容多元異國文化的簡報內容，題目自訂，範例參考： 

1) 「疫情之下台灣與各國教育(生活)型態改變的差異」，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

全球的學校都開啟了遠端教學的課程，台灣跟外國有什麼不一樣？國外學校又

有哪些可學習之處？ 

2) 在不能出國交換學生或旅行的這兩年，我做了什麼國際交流活動？  

3) 台灣一直爭取在國際社會發聲及能見度，你覺得有哪些面向是可以努力的？ 

主題三、《 科技與人文素養》 

如何透過「科技教育」、「人文教育」運用到生活及求學過程，題目自訂，範例參考： 

1) 我們如何透過自身所學，觀察、體驗出不同族群的日常所需，運用科技工具歸

納分析問題後提出解方。 

2) 透過觀察人文與社會知識，培養身為高中生的我們應該具備的生活態度，例如

人際溝通力、思考判斷力…等。 

主題四、《我與台灣》---僅限僑生報名參加 

為在台僑生所設計的主題，分享僑生的在台灣學習、生活經驗，以及對於台灣的期待。 

(四)各組別所提交的簡報檔，主辦單位將會上傳至活動官方網站，開放網路進行最佳人氣獎的票

選活動，各主題依投票結果選出一組「網路人氣獎」。(相關辦法請見「八、「網路人氣獎」

網路票選活動項」說明) 

(五)論壇當日學生簡報發表規則：  

1. 當日論壇每一簡報主題隨機抽出一組，總共四組學生上台進行發表。 

2. 簡報時間為六分鐘。                                                                                                                                                       

八、「手拿板」設計 

本屆論壇開放讓學生自行設計論壇活動現場手拿板，每組學生可於繳交報名表時，提供自己設計

想對小英總統說的話、或想傳達的文字，由主辦單位協助設計版型與輸出，將於論壇當日於報到

處發送給學生於論壇現場時使用。現場手拿板的示意可參考官方網站的歷屆活動花絮。 

九、「網路人氣獎」網路票選活動： 

全國各高中職生、師長與親友皆可透過活動官網針對報名的各組簡報進行投票，投票前須先登入

今周刊會員帳號，每帳號一天一票。投票日期從 2022 年 4 月 19 日(二)晚上 8 點開始至 2022 年

5月 10日(二)晚上 8點止。 

十、網路提問： 

全國各高中職生皆可透過活動官網留言提問，提問開始日從 2022 年 4 月 19 日(二)晚上 8 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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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 2022年 5月 10日(二)晚上 8點止，主辦單位將於活動現場抽選出 2則提問，請總統答覆。 

十一、 獎勵回饋：  

(一)獎項包含：提案發表獎、網路人氣獎、網路提問獎、投票參加獎。 

1. 提案發表獎：論壇當天主辦單位將從四大主題中隨機各別抽出各 1 組（共 4 組），上台

進行提案發表，以組為單位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七千五百元。 

2. 網路人氣獎：投票期間將開放線上應援投票，四大主題中各別選出得票數最高的組別各

1組（共 4組），以組為單位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三千元。 

3. 投票參加獎：凡於投票期間參與線上應援投票者，主辦單位將隨機抽出共 2名投票者，

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一千元。 

4. 網路提問獎：投票期間將開放網路線上提問，主辦單位將於現場隨機抽出共 2則問題，

於論壇現場請總統答覆，其提問者將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一千元。 

(二)「總統與學生交流提問」時間，除網路提問外，現場與會學生可爭取自由提問。 

(三)論壇結束將會安排總統與學生進行大合照。(實際安排請依現場工作人員指引為主) 

(四)全日參與論壇的學生及帶隊老師、指導老師，會後可獲得活動參與證明一式。 

十二、 車資補助： 

參與論壇的學生，新竹以南、東部及離島之報名師生可獲車資補助，請妥善留存相關乘車憑證，

以利申請，細則將於【活動行前通知】中說明。 

(一)新竹、苗栗：新台幣 300元/人 

(二)台中以南台南以北（含台中台南）：新台幣 600元/人  

(三)高雄屏東：新台幣 1,000元/人 

(四)宜蘭地區：新台幣 200元/人 

(五)花蓮台東：新台幣 1,200元/人 

(六)離島地區：新台幣 2,000元/人 

十三、 注意事項： 

(一)為確保當日出席活動學生之安全，各校務必由一位指導老師帶隊前往。 

(二)當天參與論壇的學生代表請穿著校服或依校方規定之統一衣著參與活動。 

(三)全程參與論壇活動之學生，主辦單位將於論壇後寄送活動參與證明，報名時請務必確認學生

姓名及相關資訊正確，如需勘誤，請於收到【活動行前通知】電子郵件時主動回信告知，逾

期恕不受理修訂事宜。如不克前來或因故取消、放棄參與資格者，不另行提供證明。 

(四)如有其他特殊需求之參與者，請於報名時另加註明，並主動與活動聯絡人聯繫。 

(五)為維護所有參加者健康安全及活動品質，請自備醫療口罩並全程配戴，於報到時填寫健康聲

明書並量額溫，若體溫超過 37.5°C 及未戴醫療口罩者，無法參與，敬請配合。 

(六)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為通報個案但以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

者、簡訊特別通知對象），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之民眾，

不得參加本活動。 

(七)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活動之權利，若活動期間遇颱風、地震、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等影響，按

政府之公布，依活動地區是否「停止集會」或「開放室內公眾集會人數」做為當日活動舉辦

標準，詳細配套措施將公布於活動官網。 

(八)主辦單位有權檢視參加者之活動參與行為，若有任何涉嫌不正當意圖，進行冒名參與或擾亂

活動之行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活動資格，並保留法律追訴權。主辦單位保留最終修改、

變更、解釋、終止本活動及審核參加者資格之權利。相關異動，以活動官網及現場公告為準，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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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論壇聯繫窗口資訊：  

聯絡人：《今周刊》總統與高中生論壇活動小組/ 張菀庭、陳姵瑜 

電話：02-2581-6196分機 #271 #203  

電子郵件信箱：youthbt@btnet.com.tw 

◆ 活動官方網站：  

https://youth.businesstoday.com.tw/2022/ 

 

 

以上為報名用之活動官方網站，正式活動官方網站預計於 2022年 4月 19日改版更新。  

https://youth.businesstoday.com.tw/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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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年 第七屆「總統與高中生面對面」論壇 
報名表暨指導老師同意書 

學校名稱 
 

帶隊/指導 

老師 

帶隊/指導老師姓名：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補充說明：1.活動聯繫將會統一跟帶隊老師聯繫，若帶隊老師與指導老師不同人，請詳細備註。 

      2.若同一所學校有兩組以上報名參加，請指派一位帶隊老師做為代表。 

學生姓名 

(每組 3-5人) 

1.  

2. 

3. 

4. 

5. 

 本組學生身分□本國生 □僑生 □外籍生 

報名主題 

□主題一、《公民參與》 

□主題二、《接軌國際力》 

□主題三、《科技與人文素養》 

□主題四、《我與台灣》---僅限僑生報名 

補充說明：3~5人為一組，主題一、二、三額滿人數為 60 人，主題四額滿人數為 30 人。 

提案名稱 
(請依所選之主題設定提案名稱) 

 

提案重點 

(請簡述提案內容，50字以內) 

 

手拿板 
文字設計 

(學生自行設計手拿板文字內容，每組最多提五件，每件文字不超過 8 個字。) 

文字範例：「辣台妹，請選我！」，現場手拿板示意請參考活動官網之歷屆花絮照片。 

1.  

2.  

3.  

4.  

5.  

指導老師同意推薦 

□鑒於本組同學提案內容、整體表現優秀，茲同意予以報名 2022年第七屆「總統與高中生面對面」論壇。 

□學生提案發表之素材均為合法授權，指導老師已詳閱論壇活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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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4月 13 日(三)晚上 9 點止，以「組」為單位報名，每組人數 3-5 人，每校最多報名兩組。

依照組別填寫報名表，一組一張。填寫完成後，由該位指導老師代表統一寄送電子檔至報名窗口。 
2. 每組提案發表時間上限 6分鐘，參加者須取得發表使用素材合法授權，並遵守公共安全相關法規。 
3. 為確保當日出席活動學生之安全，各校務必由一位老師帶隊前往。當天參與論壇的學生代表請穿著校服或依校方

規定之統一衣著參與活動。 
4. 全程參與論壇之學生，主辦單位將於論壇後寄送活動參與證明，報名時請務必確認學生姓名及相關資訊正確，若

因故取消放棄參與者，不另行提供證明。 
5. 為維護所有參與者健康安全及活動品質，請自備醫療口罩並全程配戴，入場前需填寫健康聲明書、量額溫，若體

溫超過 37.5°C 及未戴醫療口罩者，無法參加，敬請配合。活動前如有呼吸道症狀或身體健康狀況不適，請在家
休息。 

6.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活動之權利，若活動期間遇颱風、地震、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等影響，按政府之公布，依活動
地區是否「停止集會」或「開放室內公眾集會人數」做為當日活動舉辦標準，詳細配套措施將公布於活動官網。 

7. 主辦單位有權檢視參加者之活動參與行為，若有任何涉嫌不正當意圖，進行冒名參與或擾亂活動之行為，主辦
單位有權取消其活動資格，並保留法律追訴權。主辦單位保留最終修改、變更、解釋、終止本活動及審核參加
者資格之權利。相關異動，以活動官網及現場公告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學生簽名(本組全員簽名，請以正楷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請以正楷簽名)  

 
 

 

 

西元  2022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