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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培訓營規劃 

一、 北區流程： 

（一） 日期：112 年 1月 10 日（二） 

（二）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13樓) 

（三） 人數：預計 140人參與，每 10人一組，共 14 組 

 

時間 活動流程 說明 

09：00-09：30 破冰 Mentor 輔導說明 

09：30-09：40 致詞 長官致詞及大合照 

09：40-10：00      青年團隊分享 
邀請 young飛團隊或具代表性團

隊分享 

10：00-10：20     計畫及提案說明 

說明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全年

規劃及相關注意事項與提案發

表流程進行方式、簡報架構與內

容。 

10：20-10：25 中場休息  

10：25-12：00 方案討論 
12:00 繳交議題 

14:30 繳交簡報 12：00-13：00 午餐 

13：00-15：10 方案討論 

15：10-16：10 方案發表(5組) 

暫估 14 組(168分鐘)，每組 12

分鐘(含發表 4 分鐘、mentor 回

饋 5 分鐘、回答 3分鐘、換場 1

分鐘) 

16：10-16：15 中場休息 

16：15-17：15 方案發表(5組) 

17：15-17：20 中場休息 

17：20-18：08 方案發表(4組) 

18：08-18：20 總講評 
總結與回饋 

18：20-18：30 公布潛力團隊及頒獎 

18：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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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區流程： 

（一） 日期：112 年 1月 13 日（五） 

（二） 地點：花蓮福容大飯店(花蓮縣花蓮市民生路 51 號) 

（三） 人數：預計 60 人參與，每 10 人一組，共 6 組 

 

時間 活動流程 說明 

09：00-09：30 破冰 Mentor 輔導說明 

09：30-09：40 致詞 長官致詞及大合照 

09：40-10：00      青年團隊分享 
邀請 young飛團隊或具代表性團

隊分享 

10：00-10：20     計畫及提案說明 

說明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全年

規劃及相關注意事項與提案發

表流程進行方式、簡報架構與內

容。 

10：20-10：25 中場休息  

10：25-12：00 方案討論 
12:00 繳交議題 

14:30 繳交簡報 
12：00-13：00 午餐 

13：00-15：10 方案討論 

15：10-16：22  方案發表(6組) 

暫估 6 組(72 分鐘)，每組 12 分

鐘(含發表 4分鐘、mentor 回饋

5 分鐘、回答 3分鐘、換場 1分

鐘) 

16：22-16：40 總講評 
總結與回饋 

16：40-16：50 公布潛力團隊及頒獎 

16：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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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區流程： 

（一） 日期：112 年 1月 16 日（一） 

（二） 地點：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三） 人數：預計 100人參與，每 10人一組，共 10 組 

 

時間 活動流程 說明 

09：00-09：30 破冰 Mentor 輔導說明 

09：30-09：40 致詞 長官致詞及大合照 

09：40-10：00      青年團隊分享 
邀請 young飛團隊或具代表性團

隊分享 

10：00-10：20     計畫及提案說明 

說明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全年

規劃及相關注意事項與提案發

表流程進行方式、簡報架構與內

容。 

10：20-10：25 中場休息  

10：25-12：00 方案討論 
12:00 繳交議題 

14:30 繳交簡報 
12：00-13：00 午餐 

13：00-15：10 方案討論 

15：10-16：10 方案發表(5組) 暫估 10 組(120分鐘)，每組 12

分鐘(含發表 4 分鐘、mentor 回

饋 5 分鐘、回答 3分鐘、換場 1

分鐘) 

16：10-16：15 中場休息 

16：15-17：15 方案發表(5組) 

17：15-17：30 總講評 
總結與回饋 

17：30-17：40 公布潛力團隊及頒獎 

17：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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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區流程： 

（一） 日期：112 年 1月 18 日（三） 

（二） 地點：全國大飯店(台中市西區館前路 57 號) 

（三） 人數：預計 100人參與，每 10人一組，共 10 組 

 

時間 活動流程 說明 

09：00-09：30 破冰 Mentor 輔導說明 

09：30-09：40 致詞 長官致詞及大合照 

09：40-10：00      青年團隊分享 
邀請 young飛團隊或具代表性團

隊分享 

10：00-10：20     計畫及提案說明 

說明 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全年

規劃及相關注意事項與提案發

表流程進行方式、簡報架構與內

容。 

10：20-10：25 中場休息  

10：25-12：00 方案討論 
12:00 繳交議題 

14:30 繳交簡報 
12：00-13：00 午餐 

13：00-15：10 方案討論 

15：10-16：10 方案發表(5組) 暫估 10 組(120分鐘)，每組 12

分鐘(含發表 4 分鐘、mentor 回

饋 5 分鐘、回答 3分鐘、換場 1

分鐘) 

16：10-16：15 中場休息 

16：15-17：15 方案發表(5組) 

17：15-17：30 總講評 
總結與回饋 

17：30-17：40 公布潛力團隊及頒獎 

17：4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