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 

壹、前言 

一、活動目的 

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瞭解國際關係及兩岸情勢發展與政府政策，

認識臺灣優勢及文化軟實力，並從國際事務視野瞭解兩岸關係。 

二、活動單位 

主辦單位：大陸委員會 

承辦單位：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三、活動對象 

1.年滿 15 歲~18 歲具中華民國國籍，就讀中華民國公私立之高級

中學之在學學生 70 人（應屆畢業生請勿報名） 

2.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對國際及兩岸事務、營隊主題有興趣者。 

四、活動日期 

        108 年 7月 2日－7 月 4日（共三天兩夜） 

  五、活動費用  

    活動期間相關費用全部由主辦單位承擔，學員無須繳付報名費，

活動期間需集體住宿，故無法全程參與者，請勿報名。(費用含

三天兩夜膳宿、參訪交通、保險等，惟不包含集合及賦歸之交通

費用)  

    活動保證金 

1.收到錄取通知後，於指定日期內劃撥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整。

（逾期繳交者，視同放棄） 
2. 全程參與活動並於活動結束後兩周內繳交心得報告 (1500 字

以上)、活動滿意度問卷和照片後，將退回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

整。 
六、聯絡資訊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鄭婷文秘書長 

    電話：02-29367762  

        信箱：cyio97984955@gmail.com 

        報名網址：www.cyio.org.tw 



《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 

 

活動日期：7月 2 日至 7 月 4日（共三天兩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國際及 

兩岸事務 

•政府兩岸政策 

•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臺灣優勢與發展現況 

 

機構參訪 

•大陸委員會 

•外交部 

•國家太空中心 

 

模擬 

聯合國 

會議 

•議題一：核武威脅 

•議題二：生態崩毁 

•議題三：科技巔覆 

 



培育營計畫簡表 

活動名稱 108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 

活動目的 

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起伏有著直接立即的相互影

響，此次種子營強調「國際局勢」、「兩岸事務」與「台灣優

勢」三個主題，希望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瞭解國際情勢與兩

岸關係發展現況與政府兩岸政策，也從國際事務視野瞭解兩

岸關係。 

主辦單位 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9年 7 月 2日至 7 月 4日 

活動對象 就讀臺灣高中之臺灣學生共計 70位。 

活動地點 台北市、新竹市 

活動內容 

一、 【國際及兩岸事務講堂】 

1. 政府兩岸政策 

2. 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3. 臺灣優勢與發展現況 

二、 【機構參訪】 

1. 大陸委員會 

2. 外交部 

3. 國家太空中心 

三、 成果發表【模擬體驗－模擬聯合國】 

1. 議題一：核武威脅 

2. 議題二：生態崩毁 

3. 議題三：科技巔覆 

 

預期效益 

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瞭解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現況，建

立兩岸交流互動之正確認知及信心，培養成為具有國際觀的

世界公民。 

  



培育營課程內容 

一、 【研習目的】 

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兩岸關係的起伏有著直接立即的相互影響，兩岸在

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上雖然呈現和緩態勢，但中國大陸在軍事上未曾

鬆懈，仍不放棄武力犯臺的準備。此次種子營強調「國際局勢」與「兩岸

事務」兩大主題，希望協助臺灣青少年學生瞭解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

現況與政府兩岸政策，也從國際事務視野瞭解兩岸關係。 

二、 【國際及兩岸事務講堂】 

國際及兩岸事務講堂安排三場專題講座，「政府兩岸政策」闡述兩岸

關係的變化以及政府的兩岸政策思維佈局；「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則剖

析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的連動關係；「臺灣優勢及發展現況」則說明臺灣

的整體國力優勢以及發展願景。 

 政府兩岸政策 

政府尊重 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及既有政治基礎，將依據

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並在

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過去二十多年來兩岸協商交流互動成果，民主原

則及普遍民意之既有政治基礎上，致力維持兩岸關係和帄穩定的現狀；並

將配合情勢發展，研議落實兩岸互動新模式。兩岸制度化協商攸關人民權

益福祉與各自發展，政府主張兩岸要致力共同維護現有機制，包括陸委會

與國臺辦、海基會與海協會溝通聯繫機制、制度化協商機制等，透過良性

溝通與對話，減少誤判、建立互信、妥善處理兩岸事務。未來政府將在既

有基礎上，持續與陸方互動聯繫，掌握兩岸互動交流與檢視各項協議執行

情形，並配合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審酌情勢推動後續協商，

充分落實國會監督及公民參與，創造臺灣最大利益。 

 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從美國川普「通俄門」；英國的「脫歐」問題，當前全球化和資訊革

命的時代，許多國家都沒有辦法應對現在的內部治理困境。此外，東北亞

局勢也日益緊張，美國仍然沒有把握一次擊垮北韓，美朝都在深思，各自

避免開第一槍，從中看出雙方各有顧慮，降低核戰的發生機率，情勢趨於

「恐怖帄衡」；對於中國大陸十九大後的中共政治情勢發展，十九大仍維

持中共的高層體制，決策機制沒有太大變化，而「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

經濟發展進行解析，美麗中國、環保議題以及健康中國等議題值得關注。 



影響兩岸關係有兩個因素：第一、外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其中以美中關

係至為關鍵；川普重視經濟貿易，鮮少談自由民主人權，在全球化走單邊

主義、保護主義；第二，影響兩岸關係的層面是兩岸雙邊的互動談判、協

商交流，臺灣的外交空間極受打壓，儘管兩岸關係格局穩定，但是情勢是

低迷，區域負向發展。 

 臺灣優勢及發展現況 

  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球競爭力報告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於 2018 年 10 月 16日公布。

在這份報告中，台灣競爭力位列全球第十三名，報告中被列為「超級創

新國」，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為第四名，繼新加坡、日本、香港之後。台灣

最大的競爭力優勢在於創新能力。台灣在人均專利申請數、R&D 支出對

GDP 之佔比與跨國合作專利數方面最佳，亦有優良的科研群聚與多樣化

勞動力，使得台灣在創新能力方面，能與德國、美國、瑞士等國並列全

球四大「超級創新國」。此外，台灣的總體經濟環境相對穩定；在社會發

展方面，社區總體營造工程的紮根深化台灣的民主根基，但台灣也有相

對弱勢之處，主要反映在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及整體制度。台灣商品

市場關稅相對較高，關稅系統趨於複雜；勞動力市場面向，對外國員工

的法規條件趨於嚴格，企業雇聘不易等問題，故如何繼續保持強化優勢，

並針對急需要改善調整的弱勢面向，是接下來需要認真思考的課題。 

三、 【機關參訪】 

安排學員走出課堂，走進組織機構，親自感受在公共政策擬定的執行

面與工作端的場域氛圍，並透過座談讓學員親身接觸瞭解第一線實務工作

人員的經歷與經驗。依照種子營的主題擬安排學員參訪「大陸委員會」以

及「外交部」；另為讓學員瞭解台灣在尖端科技的發展與創新，安排參訪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院國家太空中心」，領略台灣在太空科技的研發成果

與應用層面。 

 

 大陸委員會 

由於民國 76 年 11月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民間往來日趨密

切，行政院乃於 77年 8月，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

協調各主管機關處理有關大陸事務。79 年 4 月，政府為了強化大陸政策的

決策功能及工作推動的效率，特別擬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草



案）」。經立法院在 80 年 1 月 18 日三讀通過，並由總統於同月 28 日公布

施行，本會乃正式成為政府統籌處理大陸事務的專責機關。至 2018 年 7

月 2日更名為「大陸委員會」。 

 外交部 

  外交部為中華民國有關涉外事務之最高主管機關。《中華民國憲法》

第一百四十一條明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帄等互

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

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帄」明確指出中華民國之外交政策方

針之基本精神與原則，外交部據以做為爭取並維護國家最高利益之圭臬。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是臺灣唯一負責太空科技政策執行及發展太空科技研發的機構，以建

立衛星系統發展完整能量、推動太空科技研究、培育太空科技人才，並提

供國家需求、科技研發、民生應用之衛星資料服務為目標。近期太空科技

的發展方向，以執行自主發展之福衛五號光學遙測衛星及台美合作之福衛

七號氣象衛星星系為兩大主軸計畫。 

四、 【模擬聯合國】競賽暨成果發表 

模擬體驗是實踐理論與價值的行為學習模式，藉由角色扮演學習換位

思考，驗證知識學理與實際環境的契合程度，透過討論溝通與文件起草，

理解討論主題所欲表達之核心價值；擬讓學員分組有機會體驗操作模擬聯

合國的議事過程，設計虛擬議題，讓學員扮演各國代表討論當代重大議題，

小組成員間共同合作完成文件方案。 

 模擬聯合國議事流程 

場次 場次一 場次二 場次三 

議題方向 核武威脅 生態崩毁 科技巔覆 

每場次時間：120 分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A4%96%E4%BA%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4%B8%AD%E5%A4%AE%E8%A1%8C%E6%94%BF%E6%A9%9F%E9%97%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


108 年國際及兩岸事務種子培育營暫訂日程表 

第一天 7 月 2 日 （星期二）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00-10:30 學員於「新光人壽教育會館」報到、辦理入住 

新光人壽教

育會館 

10:30-11:30 【開幕式】 
1. 主辦單位、承辦單位代表致詞 

2. 營隊課程介紹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國際及兩岸事務

講堂】 

講題：國際關係與兩岸情勢 

14:40-16:10 講題：台灣優勢與發展現況 

16:40-18:00 
拜會大陸委員會並進行「政府兩岸政

策」專題演講 
大陸委員會 

18:40-20:00 入住／晚餐 

新光人壽教

育會館 
20:30-21:30 【模擬聯合國】 

模擬聯合國活動說明 

與討論議題分配 

22:00 晚點名 

第二天 7 月 3 日 （星期三）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30  起床盥洗  

8:30-9:00  早餐 

台北 

新竹 

9:00-09:30 

【機構參訪】 

早操、小天使小主人遊戲時間 

09:30-10:00 交通時間 

10:00-11:30 參訪外交部 

11:30-13:00 午餐 

13:00-14:00 交通時間(前往新竹) 

14:00-16:00 參訪國家太空中心 

16:00-17:00 交通時間(返回台北)  

18:00-19:00 晚餐 
新光人壽教

育會館 
19:30-21:30 【模擬聯合國】 各分場小組討論時間 

20:00 晚點名 

第三天 7月 4日 （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00-8:30 起床、早餐 新光人壽教

育會館 8:30-9:00 【模擬聯合國】 準備時間 



9:00-11:00 進行【模擬聯合國】議事 

11:00-11:20 休息準備時間 

11:20-12:00 各組展示說明決議方案 

12:00-13:30  退房／午餐 

14:00-15:30 頒獎典禮暨結業式 

15: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