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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5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5年 5月 24日下午 1時 30分 

地點：都委會委員會議室（市政大樓 8樓西南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陳怡潔(請假) 陳景峻(請假) 許立民(請假) 賴香伶（徐玉

雪代） 藍世聰（林世崇代） 簡余晏(江春慧代) 林崇傑

(王振霄代) 謝佩霓（田瑋代）曲兆祥 林之晨（請假） 林

以涵 黃建興 林大涵 林群倫（請假） 徐挺耀 陳彥良 凌瑋

隆（請假） 顏瑋志 顧廣毅（請假） 石孟嵐 施俊宇 羅丹 

列席：（詳簽到表） 

裁示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錄。 

二、 確認臺北市政府青年事務委員會願景與各分組策略主題/目標，

並請各相關局處賡續執行。 

三、 本府應建置一個府內加強橫向聯繫並與市府外界溝通的界面，

使市府內外意見可有效率地溝通協調(facilitator)，並將市

府施政方針與民意相結合。本案請市長室王寶萱專員與青委

會黃建興委員、陳彥良委員共同討論與協調，於一個月內初

擬執行方案。 

四、 本府各局處施政報告，應讓市民便於查閱、了解，請研考會

於一個月內完成本案公開方式與資料上傳之界面規劃。 

五、 青委會委員所關心事項，可與本府既已執行之施政項目相結

合，故本次各分組會議中提及之內容與建議(如：世大運志

工…等)，請各相關局處納入並賡續辦理。 

六、請本府產發局動保處加強與本市寵物店及動物保護團體之溝

通與互動，可建立合作之界面，探討妥適安置棄養動物與提

升其防疫檢驗之可行性。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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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7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5年9月30日下午14時 

地點：吳三連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易丹 

出席：黃建興 王寶萱 許立民 賴香伶（徐玉雪代） 藍世聰（余

淑女宜 代）簡余晏(陳譽韾代) 林崇傑(高振源代) 謝佩霓

（劉得堅代）曲兆祥(黃宏光代) 

林大涵 呂欣潔 林韋銘 顏瑋志 陳彥良 游知澔 林群倫(請

假) 楊千潁 陳佳菁 林煥鈞 陳伯瑋 廖郁雯 巫榮申  

列席：（詳簽到表） 

裁示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6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理情形：

1.第1、2、5案依列管等級辦理。 

2.第3案「請都發局以社區營造的概念…訂定住民的居住規範

與原則…。」原列管等級 A 改為 B。 

3.第4案「本府文化局館所資訊平台的系統…，此項便民措

施應以市政行銷手法進行，請先辦理記者會對外發布新聞

稿後再將資訊放上市長臉書，廣為宣傳，…。」原列管等

級 A改為 B。 

二、 本府閒置空間再利用相關問題，請委員於分組會議中先行討

論凝聚共識後，再於大會中提出具體議案，本案可與財政局

共同研議，列追蹤3個月。 

三、 有關游知澔委員所提本府會議紀錄精進方案之相關問題，請

研考會於下次大會中先行試辦，執行面與技術性的問題，亦

請游委員提供必要之協助，列追蹤3個月。 

四、 公民參與會議與青年事務委員會之交流問題，請王寶萱副主

任委員先行了解二項委員會中可交流處後再提出可行之方案。 

五、 臺北市政問題應如何更公開透明？青年與臺北市政府之間平

臺應如何建立？請委員們先行思考並可於分組會議中討論後

提出具體之方案，列追蹤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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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本府青年住宅、世大運…等議題，需要委員們提出更多具體、
可行之方案供本府研參或採行。 

七、市長將於10月3日與世大運行銷傳播部相關局處(觀傳局、文

化局、產業局)商討青年事務委員會可投入世大運之相關資源。 
八、本次會議中各分組之提案，請主政機關與委員於分組會議時

再行討論，提出可操作性之結論後於下次大會中提出請主席
裁示。 

九、未來臨時動議請儘量於工作組會議中先行處理成案後再提大

會討論。 

十、由於本屆委員參與程度高、層面廣，日後各工作組會議請跨

越原分組之限制，開會通知請不分組函邀所有府外委員共同

參與。 
十一、為配合委員對議題之持續參與及關注，日後在大會每3個月

召開一次的期間，請各工作組至少應召開2次工作組會議。 

 

散會：下午16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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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8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5年12月26日下午1時30分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王寶萱 許立民 (林淑娥代) 賴香伶（徐玉雪代） 

藍世聰（林蕙雅代）簡余晏(江春慧代) 林崇傑(高振源代) 

鍾永豐 曲兆祥 

林大涵 呂欣潔(請假) 林韋銘(請假) 顏瑋志 陳彥良 游知

澔 林群倫(請假) 楊千潁 陳佳菁(請假) 林煥鈞 陳伯瑋 廖

郁雯 巫榮申  

列席：（詳簽到表） 

裁示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6、7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

情形： 

(一)第6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1.第2案「…3-4處公宅完工，可考慮提出10％的戶數，讓符

合一般住戶申請條件之青年，得免抽籤，以提出社會回饋

提案的方式並透過評選之機制獲得入住機會的建議…」，

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理。 

2.第3、4案解除列管。 

(二)第7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1.第1、3案解除列管。 

2.第2案「有關游知澔委員所提本府會議記錄精進方案之相 

關問題…」，因尚有青年發展組、旅遊暨志工組二個工作

組尚未推動，故原辦理等級 A改為 B。 

二、 「臺北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力計畫」依進度規劃賡續辦理。 

三、 「臺北市公共住宅青年創新實驗計畫」與「兒童遊樂場參與

式設計ＳＯＰ制定實驗計畫」依規劃進度賡續辦理。 

四、 有關「街頭藝人場演空間會勘」案，請捷運公司應以現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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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評估其可開放之展演空間，並進行統籌性規劃；另對於尚

未興建的捷運站體，則應配合市政發展先行規劃評估可行之

表演空間、藝文設施與商業空間。 

五、 「青年美學論壇」案依規劃進度賡續辦理。 

六、 「大學生參與觀光服務」案，是個很好的想法，可與臺北市

立大學先行合作，依規劃進度賡續辦理。 

七、參與式空間活化專案： 

  (一)有關建立跨局處「互動式」整合查詢平台議題，請財政局

邀請資訊局、王寶萱副主任委員、青委會委員與「天龍特

公地網站」相關人員予以協助規劃辦理後續相關事宜，列

追蹤3個月。 

  (二)有關「空間管理理成效」議題，請財政局評估建置相關評

量標準，列追蹤3個月。 

  (三)有關「公私協力進行空間活化」之模式建立，未來將在青

年發展工作組中持續推動，並請都更處協助先檢討過去

URS 經驗，再以北一女中宿舍活化為試點，建立參與式空

間活化的可行模式，列追蹤3個月。 

八、「世大運 package & 開放政府資訊應用」案，觀傳局已有

「現在玩台北」app，目前亦正在進行改版，委員們可加入旅

遊暨志工分組會議討論，提供更具體的資訊與建議，列追蹤3

個月。 

九、「組織改造─成立北市青年事務局」案，目前在本府編制上

執行有其困難度，故應先把目前本府青發處的功能發揮到極

限後再考量其未來發展；而目前青發處執行業務上的困難亦

應是修正組織分類表便可解決之事。 

十、未來臨時動議請儘量於各相關工作組會議中先行處理成案後

再提大會討論。 

散會：下午15時30分 
 
本次會議共筆紀錄請參考網址：https://goo.gl/9vJbxA 

        專業文播請參考 Hackpad：https://goo.gl/Co9cRe 

https://goo.gl/9vJbxA
https://goo.gl/Co9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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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9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6年3月22日下午2時 

地點：吳三連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陳景峻 副市長         記錄：鄭易丹 

出席：黃建興 王寶萱 許立民 賴香伶（徐玉雪代） 藍世聰（陳

雅代）簡余晏(沈永華代) 林崇傑(吳欣珮代) 鍾永豐(邱稚

亘代) 曲兆祥(黃宏光代) 

林大涵 呂欣潔 林韋銘(請假) 顏瑋志 陳彥良 游知澔 林群

倫 楊千潁 陳佳菁 林煥鈞 陳伯瑋 廖郁雯 巫榮申  

列席：（詳簽到表） 

裁示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6、7、8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

辦理情形： 

(一)第6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理情形 

第1案「…3-4處公宅完工，可考慮提出10％的戶數，讓符

合一般住戶申請條件之青年，得免抽籤，以提出社會回饋

提案的方式並透過評選之機制獲得入住機會的建議…」，

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理。 

(二)第7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理情形 

第1案解除列管。 

(三)第8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理情形 

1.第1案「有關建立跨局處『互動式』整合查詢平台議題，

請財政局邀請資訊局、王寶萱副主任委員、青委會委員與

『天龍特公地網站』相關人員予以協助規劃辦理後續相關

事宜，…」本案業已規劃建置完成查詢平台雛形，同意解

除列管。 

本案後續仍請財政局主責，資訊局協助向地政局、都發局

取得市有土地地籍輪廓和市有建物數值地形圖之開放資料，

並邀請社群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合作完成公有閒置房地整

合查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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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案「有關『空間管理成效』議題，請財政局評估建置

相關評量標準…」，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理。 

3.第3案解除列管。 

4.第4案「『世大運 package & 開放政府資訊應用』案，觀

傳局已有『現在玩台北』app，目前亦正在進行改版…」為

使內容更臻周全，請再考量納入相關局處(商業處、文化

局…等)之資訊，於工作組討論後再納入 app，故原辦理等

級 A改為 B。 

二、 「臺北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力計畫」案依進度規劃賡續辦理。 

三、 「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市府採購招標評選」案請本府工務局擔

任 PM，針對中央部會之相關函釋著手處理，會同本府相關局

處(勞動局、產發局、環保局、政風處、性別平等辦公室…

等)，逐步檢討將 CSR 納入本府採購評選遵循標準。 

四、 有關街頭藝人相關問題，請資訊局將街頭藝人展演登記電子

化需求納入未來本市市民 e 點通優化計畫內，請捷運公司配

合優化期程提出需求予資訊局。優化完成前過渡時期採介接

網頁之方式，從 e 點通內設置單一入口前往文化局官網街頭

藝人展演點資訊之連結。 

五、 「青年美學論壇」的舉辦，讓青委會成為市府與群眾間有效

溝通的平臺的成功示範，此次論壇中蒐集回來的意見（包括

街友、移工和親子針對台北設計需求），加上主席提示針對

公共藝術的相關建議，請委員在樂活城市組討論出賡續辦理

的具體方案，透過專案試點，建立開放政府的參與式設計機

制。 

六、 「大學生參與觀光服務」、「臺北青觀點」案依規劃進度賡

續辦理。 

七、 「旅遊 APP『現在玩台北』」案，請再充實內容後賡續辦理。 

八、 「公私協力進行空間活化 -URS 階段經驗檢討」案同意解除

列管。但請都更處檢討 URS 機制時，納入委員建議，多考量

需求端，可以從蒐集過去 URS 進駐團隊的意見開始。至於委

員針對市府如何更好地回應空間活化需求(ex:新創團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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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討論，待凝聚更多的共識後，再於相關工作組中提案。 

九、 「公宅10%戶數青年創新實驗計畫（10%的力量）」案，請持

續解決相關局處、委員及座談會人員之建議並調整計畫內容，

再召開相關會議確認執行機制及相關辦理程序。 

十、「小小公民養成術：兒童遊樂場參與式設計 sop 自訂計畫」

(一)請本府各相關機關(教育局、工務局、社會局、民政局)配 

合辦理。 

(二)從小教育養成公民參與之教案設計，請教育局主政，青委

會委員及相關局處(社會局、公園處…)協助，於下次大會

提出相關規劃設計方案。 

臨時動議：委員提出，因下次大會為本屆青委會最後一次大會，

希望市長能親自主持並能與委員們合影留念。 

散會：下午16時 
 

本次會議紀錄請參考網址： https://goo.gl/jsziHS 

        專業文播請參考 Hackpad： https://hackpad.com/VFlCjHRwK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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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0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6年6月26日下午1時 

地點：吳三連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易丹 

出席：黃建興 王寶萱 許立民 賴香伶（葉琇珊代） 藍世聰（吳

坤宏代）簡余晏(沈永華代) 林崇傑(高振源代) 鍾永豐(請

假) 王崇禮 

林大涵(請假) 呂欣潔(請假) 林韋銘(請假) 顏瑋志 陳彥良 

游知澔 林群倫(請假) 楊千潁 陳佳菁 林煥鈞 陳伯瑋(請假) 

廖郁雯 巫榮申(請假)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6、8、9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

理情形： 

(一)第6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理情形 

第2案「…3-4處公宅完工，可考慮提出10％的戶數，讓符

合一般住戶申請條件之青年，得免抽籤，以提出社會回饋

提案的方式並透過評選之機制獲得入住機會的建議…」，

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理。 

(二)第8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理情形 

1.第2案「有關空間管理成效」，請財政局評估建置相關評量

標準，已辦理完成，解除列管。 

2.第4案「世大運 package & 開放政府資訊應用」，觀傳局

已辦理完成，解除列管。 

(三) 第9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理情形 

  1.第1案「請財政局主責，資訊局協助向地政局都發局取得市

有土地地籍輪廓和市有建物數值地形圖之開放資料，並邀

請社群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合作完成公有閒置房地整合查

詢平台」，請加速建置，強調公開透明，並呼籲本市公有

(非市有)土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放資料，依列管等級



第2頁 共3頁 

B 賡續辦理。 

  2.第2案「『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市府採購招標評選』案請本府

工務局擔任 PM，……，逐步檢討將 CSR 納入本府採購評選

遵循標準」，請加速辦理時程，依列管等級 B 賡續辦理。 

  3.第3案「從小教育養成公民參與之教案設計，請教育局主

政，……，於下次大會提出相關規劃設計方案」，已提出

規劃，解除列管。相關修改依報告案討論決議辦理。 

二、「臺北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力計畫」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依進度規劃賡續辦理。 

三、「在地小農於捷運站綜合蔬菜籃之販售建議」報告案。(青年

發展組) 

決議：依目前規劃方向先行辦理，有問題再予以檢討。 

四、「小小公民養成術」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依6月23日成家組小組會議建議修改方向（含短期營隊

轉換成整個學期的教案、將較優秀之方案落實予以執

行等。）賡續辦理。 

五、「10%力量進度報告」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選擇健康公宅為試辦基地，請將計畫草案與府外相關

團體先行討論、協商，確認後再簽府核定。 

六、「青年美學論壇」報告案。(樂活城市組) 

決議：依規劃進度賡續辦理。 

七、「大學生參與觀光服務」報告案。(旅遊暨志工組) 

決議：臺北市立大學已完成開課，下學期可能導入實際的服

務，亦希望市長可在世貿旅服中心開幕時予以宣導。 

八、「世大運 package & 開放政府資訊應用」報告案。(旅遊暨志

工組) 

決議：觀傳局相關資訊均已導入「現在玩台北」app，目前

已完成上線，但請考慮網站除中文外所提供之語文版

本及日後資訊的更新與維護計畫。 

九、臨時動議： 

本次會議為第2屆委員最後一次大會，但委員任期尚有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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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工作組分組會議賡續辦理，尚未完成之提案賡續執行；亦

請第3屆委員遴選作業儘速辦理，使第2屆與第3屆委員能進行

順利之交接。 

散會：下午14時40分 
 

本次會議共筆紀錄請參考網址： https://goo.gl/xDKM9h 

        專業文播請參考網址：https://goo.gl/HwiZ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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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6年9月25日下午1時30分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王寶萱(請假) 許立民(請假) 賴香伶（許玉雪代） 

簡余晏(江春慧代) 林崇傑(高振源代) 鍾永豐(邱稚亘代) 

王崇禮 

邱昱凱 潘姿吟(請假) 陳德君 饒又驎 陳彥良 黃意晴 蔡宗

杭 施曠軍 劉辰岫 劉昱亞 張雲淞 江軍 陳韻竹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6、9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

形： 

(一)第6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第2案「…3-4處公宅完工，可考慮提出10％的戶數，讓符

合一般住戶申請條件之青年，得免抽籤，以提出社會回饋

提案的方式並透過評選之機制獲得入住機會的建議…」，

已辦理完成，解除列管。 

(二)第9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1.第1案「請財政局主責，資訊局協助向地政局都發局取得市

有土地地籍輪廓和市有建物數值地形圖之開放資料，並邀

請社群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合作完成公有閒置房地整合查

詢平台」，請財政局於一個半月(45天)內規劃召開記者會，

將網站公布並加以行銷，並應將本案之 credit，歸功於藉

由府外協助建置完成本網站的社群網站相關工作人員。依

列管等級 B賡續辦理。 

  2.第2案「『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市府採購招標評選』案請本府

工務局擔任 PM，……，逐步檢討將 CSR 納入本府採購評選

遵循標準」，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理。 

二、「臺北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力計畫」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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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進度規劃賡續辦理。 

三、「創新城市 市府創新」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依規劃方向先行討論，看可否提出具體可行之方案。 

四、「小小公民養成術」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依進度賡續辦理。 

五、「10%力量進度報告」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依進度賡續辦理。 

六、「都市計畫景觀照明標準與規範」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由公而私，由內而外，本案可選擇本市一個區域(如：

大稻埕)或一個線型公園(中山地下街上面的公園)先行

規劃設計試辦。 

七、「未來城市美學論壇」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可依規劃方向辦理。 

八、「延續世大運的品牌，傳承各項『青年相關活動』的經驗/青

年志工服務延續/青年旅遊國際宣傳」報告案。(旅遊暨志工

組) 

決議：可依規劃方向辦理。 

九、臨時動議： 

(一)有關吉祥物的操作規範，請本府觀傳局儘速予以訂定，以

利後續吉祥物之推廣與行銷。 

(二)另有關臺北文化的改變、萬華火車站市長第二辦公室、公

宅說明會的辦理…等議題，本府皆秉持在公開透明的原則下，

以正直與誠信的態度，賡續處理相關市政問題。 

 

散會：下午15時1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goo.gl/PNqx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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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6年12月25日下午1時30分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王寶萱 張哲揚 許立民(請假) 賴香伶（徐玉雪代） 

簡余晏(蕭君杰代) 林崇傑(吳欣珮代) 鍾永豐(邱稚亘代) 

王崇禮 

邱昱凱 潘姿吟 陳德君 饒又驎 陳彥良 黃意晴 蔡宗杭 施

曠軍 劉辰岫 劉昱亞 張雲淞 江軍 陳韻竹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9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第1案「請財政局主責，資訊局協助向地政局、都發局取得

市有土地地籍輪廓和市有建物數值地形圖之開放資料，並邀

請社群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合作完成公有閒置房地整合查詢

平台」，已辦理完成，解除列管。另宣傳部分請找委員協助，

以增加使用人次、增加效益。 

(二)第2案「『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市府採購招標評選』案請本府

工務局擔任 PM，……，逐步檢討將 CSR 納入本府採購評選

遵循標準」，本案可正式上線，俟107年7月再檢討執行情

形，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理。 

二、「臺北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力計畫」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三、「10%力量」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第1波公宅青年創新回饋計畫檢討後，請青年委員協

助都發局、社會局…等相關機關賡續辦理第2波計畫。 

四、「市府托育領頭羊」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企業托兒由內而外，由公而私，請勞動局召集教育局、

社會局等相關機關先行討論，3個月後再行報告。 

五、「小小公民養成術」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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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進度賡續辦理。 

六、「政策行銷轉生術」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針對照顧者的政策宣導部分，請整合社福、民政、醫

療衛生明年度重點社福政策，在工作小組討論可以何

種內容及方式做社福政策的有效傳遞。。 

七、「街頭藝人展演空間成果」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依進度賡續辦理。 

八、青年美學論壇第2屆-「被設計的臺北」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街友/親子/新移民議題請本府各相關機關賡續辦理。 

九、青年美學論壇第3屆-「臺北小確幸」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駐村藝術家的臺北觀點依進度賡續辦理。 

十、「都市計畫景觀照明標準與規範」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以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與三井倉庫為示範點先行試

辦。 

十一、「日本修學旅行在臺北之推動工作」報告案。(旅遊暨志工

組)  

決議：請觀傳局擔任 PM，並請文化局（文化場館）、民政局（社

區鄰里）、教育局（高中以下）及王寶萱（大專部分）共同

商討計畫執行方向，賡續辦理，列追蹤3個月。 

十二、「臺北市內健身房、瑜珈、體適能、舞蹈教室等運動空間

相關問題案」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請本府體育局就運動產業的各種特殊營業屬性，為運動產

業業者提供單一窗口供業者諮詢相關業務。 

十三、「學校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將學校場地既有出借部分先綜整後開放上網，並增加開放

彈性（戶外場地）供民眾租借，初階段可先找各熱門項目的

試辦點，評估執行狀況後再予討論，列追蹤3個月。 

十四、「世大運 Legacy 及成立設計長/品牌長辦公室相關議題」

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一)世大運 Legacy 案，請討論相關影音、圖片檔案、內容，

如何整理供民眾觀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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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續世大運 Legacy 及專業公民參與政策行銷部分，請

青委會跟秘書長對接，整合各項議題並賡續執行。 

(三)品牌/設計長設置方案請文化局提案報告後再賡續執行。 

十五、臨時動議： 

決議：「青創政府」臨時提案，請秘書長召集產發局、商業處、

資訊局討論後再行提出報告。 

 

散會：下午15時4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https://goo.gl/QRsDc1 

 

 

https://goo.gl/QRsD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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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第 1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3月29日下午1時30分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樓11樓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錄：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蕭伶伃 張哲揚 許立民 賴香伶（許玉雪代） 陳思

予(蕭君杰代) 林崇傑(吳欣珮代) 鍾永豐(李秉真代) 王崇

禮(黃宏光代)

邱昱凱 潘姿吟(請假) 陳德君 饒又驎 陳彥良 黃意晴 蔡宗

杭 施曠軍(請假) 劉辰岫(請假) 劉昱亞(請假) 張雲淞 江

軍(請假) 陳韻竹(請假)

列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確認第9次會議紀錄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市府採購招標評選』案請本府工務局擔

任 PM，……，本案可正式上線，俟107年7月再檢討執行情

形」，依決議事項，俟107年7月再統整檢討執行情形，依列

管等級 B賡續辦理。

二、確認12次會議紀錄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市府托育領頭羊」案，請勞動局持續擔任 PM，依據已製

定的 SOP，尋找本府或企業最適推動的模式與方案，並做

出成績，依列管等級 B賡續辦理。

  (二) 「日本修學旅行在臺北之推動工作」案，請觀傳局持續擔

任 PM，並依既有規劃時程，依列管等級 B賡續辦理。

  (三) 「學校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案，業依決議事項公告相

關資訊於教育局首頁，供民眾向租借之學校洽詢，本案已

辦理完成，解除列管。

三、「日本高中生來台北修學旅行專案」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請觀傳局擔任 PM，並整合本府文化局、產業局、教育局…

等局處業務，加強來台學生在本市進行深度型修學旅行(含

延長停留本市天數)方案之規劃，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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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大運一週年及相關活動」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請本府體育局儘速處理聖火臺問題，活動依規劃賡續

辦理。

四、「臺北城中城市博館」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請陳副市長擔任本案召集人，利用今年白晝之夜活動

的舉辦，以活動帶動市政的推動，結合捷運公司、文

化局、產業局…等相關業務，賡續辦理活動。

五、「文化產業說明」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六、「2018青年美學論壇」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請青委會協助尋找相關議題以辦理論壇、座談會等形

式，促進市府與各方民眾對話。

七、「都市照明規範課程計畫」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八、「街頭藝人業務說明」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九、「市府托育領頭羊」報告案。(青年成家組)

決議：請勞動局持續擔任 PM，依據已製定的 SOP，尋找本府

或企業最適推動的模式與方案，並做出成績，賡續辦

理。

十、「10%力量」報告案。(青年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十一、「小小公民養成術」報告案。(青年成家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十二、「臺北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力計畫」報告案。(青年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十三、「青創政府 產業聚落」報告案。(青年發展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散會：下午14時5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https://goo.gl/bor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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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4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7年6月27日上午10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蕭伶伃 張哲揚(請假) 許立民 賴香伶 陳思宇 林

崇傑(高振源代) 鍾永豐(邱稚亘代) 王崇禮 

邱昱凱 潘姿吟(請假) 陳德君 饒又驎 陳彥良 黃意晴 蔡宗

杭 (請假) 施曠軍(請假) 劉辰岫 劉昱亞(請假) 張雲淞 江

軍(請假) 陳韻竹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確認第9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市府採購招標評選』案請本府工務局擔

任 PM，……，本案可正式上線，俟107年7月再檢討執行情

形」，依決議事項，俟107年7月再統整檢討執行情形，依列

管等級 B 賡續辦理。 

二、確認12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市府托育領頭羊」案，本案依據由內而外，由公而私之

原則，勞動局已完成初步階段性工作，解除列管。 

  (二) 「日本修學旅行在臺北之推動工作」案，請觀傳局持續擔

任 PM，並依既有規劃時程，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理。 

三、「臺北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力計畫」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四、「推動場地租借 e化之階段成果與案例」報告案。(青年發展

組) 

決議：本案依據本府全面小 e化的原則賡續辦理。 

五、「市府托育領頭羊」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請社會局與教育局共同擔任 PM，勞動局、都發局為協

辦機關，鼓勵本市新建大樓規劃空間設立企業托兒場

所、並加強媒合企業界投入轉化經營不善之托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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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非營利幼稚園。 

六、「小小公民養成術」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請教育局與公園處共同擔任 PM，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七、「10%力量」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八、「街舞政策推廣和輔導計畫」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請捷運公司在經費上多予以資助，並可計畫將街

舞大賽以臺北為發展基地，而後向全臺灣、甚至國際

化予以推廣，賡續辦理。 

九、「文化產業政策研討方向及初步議案報告文化產業說明」報

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十、「日本修學旅行在臺北之推動工作」宣傳計畫及執行進度報

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十一、為發展藝文觀光，本市 Art Map 等相關資訊報告案。(旅遊

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十二、「熊讚專案報告案」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請觀傳局對於熊讚的經營方向可再做具體詳盡之規

劃。 

 

散會：上午11時3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 https://ppt.cc/fahbAx 
 
 

https://ppt.cc/fahb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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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7年12月14日上午10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蕭伶伃(請假) 藍世聰(請假) 賴香伶(徐玉雪代) 

陳思宇(蕭君杰代) 林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金(楊淑妃代) 

王崇禮 

陳彥良 魏琬容 林立青 張筱嬋(請假) 黃苑婷 曾廣芝 柯伯

麟 張雲淞 上官良治 周聖傑 蘇立志(請假) 林詠晴 戴可婕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本市企業開辦流程精進」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二、「如何整合資源協助本市高職生之職涯發展」報告案。(青年

發展組) 

決議：本案目前內容欠缺具體的執行方案，應規劃技職教育

配合市場的需求，為使產學合作更為澈底，企業認養

高職學校應是可思考的方向。本案由教育局擔任主責

機關，勞動局、產業局配合辦理，以3個月時間規劃，

在明年議會開議前提出具體內容，本案賡續辦理。 

三、「10%力量」工作進度報告。(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已執行之公宅，每半年一次提出檢討報告；另青

年、東明二處公宅尚未推行本案者，有關經費短絀問

題，請妥為規劃內容，依程序覓求相關經費後賡續辦

理。 

四、「市府托育領頭羊」進度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以公私協力為規劃重點，本府現有之補助計畫，

可再媒合多家企業聯合與現有幼兒園、托嬰中心簽約；

請以南港、內湖二區先行推動試辦計畫，以社會局為

主責機關，教肓局、產業局配合，本案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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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兒童友善城市新提案說明」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六、「文化產業各項子案」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七、「龍山 B2文創基地」營運及未來規劃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可考量將「一校一樂團」之推廣表演活動，以自

帶人流量灌注本基地繼續活化之相關業務；本案再營

運一年，期限屆滿後請文化局再提出報告，全案依進

度賡續辦理。 

八、「臺北卡整合運用」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臺北卡以資訊局為主責機關，請規劃出具體計畫內容，

以統整本府各機關目前已發行之各相關業務卡別，本

案賡續辦理。 

九、「數位遊牧民族/遠距工作者親近城市」報告案。(旅遊暨志

工組) 

決議：本案請產業局擔任主責機關，請青委會委員與產業局

共同針對外國來臺投資者、工作者…等，可能遭遇之

各項問題，並輔以相關語言對照說明，規劃並提出可

解決之執行方案，本案賡續辦理。 

十、「以白晝之夜為主搭配周邊產業，推動國際旅客來台觀光之

需要跨局處協助的議題與具體內容」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白晝之夜」活動，內容與問卷除中/英文外，請增

設其他語言別，並加強於各合法網站、媒體予以宣傳，

以擴增活動舉辦之效益。 

 

散會：上午11時3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 http://bit.ly/2ASz4KX 

 
 
 

http://bit.ly/2ASz4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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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7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8年3月25日下午2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蕭伶伃 陳雪慧 蔡宗雄(劉得堅代) 劉奕霆(蕭君杰

代) 林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金(柯雅娟代) 余家哲 

陳彥良 魏琬容 林立青(請假) 張筱嬋 黃苑婷 曾廣芝 柯伯

麟 張雲淞 上官良治(請假) 周聖傑 蘇立志 林詠晴(請假) 

戴可婕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本市企業開辦流程精進」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二、「如何整合資源協助本市高職生之職涯發展」報告案。(青年

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產業的需求面與技職教育相配合的前提下賡續

辦理。 

三、「台北流行音樂中心人才培育合作構想」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提出具體之規劃方向後賡續辦理。 

四、「10%力量」工作進度報告。(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五、「市府托育領頭羊」進度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由於目前內科園區內依規定只能以廠商名義下自

辦托育，不能辦理私人托育，惟區內及遴近地區依調

查數據，需求量甚大，請社會局擔任 PM，與本府產發

局、教育局、都發局共同討論可行之解決方案，再依

討論評估後，研擬是否開放該區設立私人托育之後續

相關問題，列管3個月。 

六、「2019青年美學論壇」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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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北點數交換機制」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 

八、「數位遊牧民友善城市」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府曾經有過成立「Taipei Data Company」處理臺北

市資料加值運用的規劃與構想，請資訊局賡續研議其

合法性與可行性。 

 

散會：下午3時1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 http://bit.ly/2OhSQpu 
 
 
 
 

http://bit.ly/2OhSQ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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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8年6月25日下午2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黃建興 陳彥良 魏琬容 林立青 張筱嬋(請假) 黃苑婷(請

假) 曾廣芝 柯伯麟 張雲淞(請假) 上官良治(請假) 周聖傑 

蘇立志 林詠晴(請假) 戴可婕(請假) 蕭伶伃 陳雪慧(請假) 

蔡宗雄(邱稚亘代) 劉奕霆(蕭君杰代) 林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金(楊淑妃代) 余家哲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17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

形： 

(一)「市府托育領頭羊」案：本市研議未來本府相關 BOT開發

案中，將托嬰、托幼等服務設施納入促參設置項目，鼓勵廠

商配合推動，以彰顯企業社會責任，目前內科中心亦正積極

辦理中，本案已辦理完成，解除列管。 

二、「10%力量」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健康公宅已試行一年，請撰寫檢討報告以供日後

公宅執行相關政策之參考。 

三、「市府托育領頭羊」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日後本府勞動局會成為單一窗口，未來比較實際

的作法是可朝聯合幾家企業共同委託一個幼稚園辦理。 

四、「推動台北市邁向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請協調各相關局處，整合市政相關業務面向，並

可包裝加以行銷，依進度賡續辦理。 

五、「2019青年美學論壇『斜槓時代的共融臺北』」報告案。(樂

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六、「如何整合資源協助本市高職生之職涯發展」報告案。(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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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組) 

決議：依據本案問卷調查結果，首要應先協助未升學未就業

這類族群的未來人生規劃，並應進行研究，沒有統計

就無從制定政策。 

七、「台北流行音樂中心人才培育合作構想」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八、「臺北卡整合運用」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九、「數位遊牧英語友善城市」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網站建立容易，維護困難。本案請產發局與外交部或

外貿協會尋求合作，推動本案。 

 

散會：下午3時1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o2K6l 

 
 
 
 
 

https://reurl.cc/o2K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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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8年10月14日下午4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許立民 陳彥良 周聖傑 周世恩(請假) 張筱嬋 曾廣芝 柯

伯麟(請假) 林子凱(請假) 周亦宣 寇惠琪 蔡壹琳 張家馨 

李成蔭(請假) 王振瑜(請假) 蕭伶伃 陳雪慧(請假) 蔡宗雄

(陳譽馨代) 劉奕霆 林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金(請假) 余家

哲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本市高職學生之職涯發展後續協助之規劃及相關辦理情形」

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 

(一) 本案請教育局擔任 PM，結合產業局與勞動局，賡

續推動高職學生改進計畫，請就形象改造及實質產

業與學校對接…等方面進行考量與規劃。 

(二) 如何利用臺灣目前失業的人口取代外勞，建立長照

的制度，亦可探討並研究。 

(三) 市場決定一切，爾後應依畢業前之薪資，調整高職

學科與招生人數，要做滾動式的調整。 

二、「10%力量」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 

(一) 本案推行成果不錯，但由於經營社會住宅需要人力，

爾後應依個別社會住宅的需要，在「青創回饋計畫」

中招募適才適用的人員，一方面解決社會住宅的需

要，另一方面更增加了社區的凝聚力。 

(二) 有關委員提及45歲以下、雙薪家庭、育有幼兒…等

之相關統計數據有助「青創回饋計畫」推動，請青

年成家組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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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台北市邁向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提出具體方案後本府將儘快予以執行。 

四、2019青年美學論壇「斜槓時代的共融臺北」報告案。(樂活城

市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五、「臺北卡整合運用」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提出具體方案後本府將儘快予以執行。 

六、「數位遊牧英語友善城市」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理，提出具體方案後本府將儘快予以執行。 

七、「修學小旅行案」面對日益增加來到本市的學生人數，請儘

可能解決本市學校接待遭遇到的問題，增加學校接待的意願，

並使辦理的學校與旅行社皆能雙贏；必要時可請新北市分擔

接待之相關業務。 

 

散會：下午5時3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lLvZad 
 
 
 
 
 
 
 
 

https://reurl.cc/lLvZ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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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20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8年12月30日下午2時 

地點：吳三連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蕭伶伃 副主任委員        記錄：鄭易丹 

出席：許立民 陳彥良 周聖傑 周世恩 張筱嬋 曾廣芝 柯伯麟 

 林子凱 周亦宣(請假) 寇惠琪 蔡壹琳 張家馨 李成蔭 

 王振瑜 陳雪慧(鄭佑漢代) 蔡宗雄(陳譽馨代) 劉奕霆(蕭 

君杰代) 林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金(請假) 余家哲(請假)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本市高職學生之職涯發展後續協助之規劃及相關辦理情

形」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 

(一) 請先確認技職論壇辦理時間的長短、活動的行式、

主要議題的訂定…等主軸架構。 

(二) 論壇中應強調台北市技職教育的特色。 

(三) 請教育局協助不同技職學校同學在論壇中實際討論

對未來職涯發展面對的困難，應對本市技職教育在

政策性的突破有所助益。 

(四) 本案請依規劃時程賡續辦理。 

二、「本市長照技職體系推廣後續協助之規劃及相關辦理情形」

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賡續辦理。 

三、「本市電競技職體系推廣後續協助之規劃及相關辦理情形」 

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 

(一) 本案可在機構型實驗教育裡思考如何解決電競師資

問題。 

(二) 本案賡續辦理。 

四、「推動台北市邁向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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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請社會局持續進行局內相關業務整理，教育局由

蕭伶伃副主委擔任窗口，並請周世恩委員幫忙做線上

政策使用者端的意向調查；本案預計於109年3-4月間

進行第一波政策溝通，請依進度賡續辦理。 

五、「易讀計畫」報告案。(樂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建議可參考故宮已執行之易讀計畫，更加充實本

市之易讀計畫內容，請依進度賡續辦理。 

六、「街市美術館」報告案。(樂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依進度賡續辦理。 

七、「2020青年美學論壇」報告案。(樂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將累積過去4屆辦理的經驗與能量，應不僅是成果

展，更希望它持續滾動並鼓勵與刺激公部門，秉持在

政策與品牌價值的注入下彰顯城市的價值。本案請依

進度賡續辦理。 

八、「臺北卡整合運用」報告案。(旅遊暨志工組)  

決議： 

(一) 請陳彥良委員擔任 PM，在旅遊暨志工工作小組中，

邀集針對田園城市公益贈菜集兌點的標準暨提出可

提供兌點物資之相關局處，針對台北卡點數部分相

關系統建置與服務，進行一次盤整並提出兌換機制

草案。 

(二) 旅遊暨志工組109年1月份工作組前請觀傳局彙整本

府有辦過市集的相關局處資料，俾利本案後續參考。 

(三) 本案請依進度賡續辦理。 

九、「透過關鍵字進入網站」報告案。(旅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依進度賡續辦理。 

十、臨時動議： 

許立民副主任委員：有關本府未來第20,001至50,000戶的社

會住宅，請問都發局何時能有較明確且

成形的時程與輪廓？這是本市青年極其

重視的議題，希望都發局在下次大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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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較具體的資料與說明。 

散會：下午3時2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參考網址： https://reurl.cc/A1eG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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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9年3月26日下午2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許立民(請假) 陳彥良 周聖傑 周世恩 張筱嬋 曾廣芝(請

假) 柯伯麟 林子凱 周亦宣(請假) 寇惠琪 蔡壹琳 張家馨 

李成蔭 王振瑜 蔡炳坤 蕭伶伃 蔡宗雄(邱稚亘代) 劉奕霆( 

沈永華代) 林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金(楊淑妃代) 賴彥霖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本市『公司及商業登記主題網』內容之精進」報告案。

(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委員建議完成內容精進相關事宜。 

二、「本市『技職論壇』規劃」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三、「『臺北市十好十壞』活動規劃」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辦理時間應會受疫情影響，請以線上展覽為未來

規劃方向。 

四、「各類遊戲場設置之資源盤點及政策成效評估」報告案。(青

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五、「『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 

(一) 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二) 下半年疫情緩和之後請安排成果展示會，列管7個

月。 

六、「推動台北市邁向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 

(一)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二)本案有關0-2歲托嬰部分及2-12歲校園學童部分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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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規劃請教育局與社會局賡續辦理，另涉及民意調

查部分，亦請研考會予以協助。 

七、「2020青年美學論壇」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原則訂於今年7月辦理，若疫情7月尚未解除，則

改採線上辦理。 

八、「臺北卡整合運用」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九、「透過關鍵字進入網站」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散會：下午3時0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https://reurl.cc/V65Y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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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 22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9年6月29日下午2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記錄：鄭易丹 

出席：許立民(請假) 陳彥良 周聖傑 周世恩 張筱嬋 曾廣芝 柯

伯麟 林子凱 周亦宣 寇惠琪 蔡壹琳 張家馨 李成蔭 王振

瑜 蕭伶伃 劉志光 蔡宗雄(劉得堅代) 劉奕霆(蕭君杰代) 

林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金(楊淑妃代) 賴彥霖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1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

形： 

第1案「『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下半年疫情緩和之後

請安排成果展示會，列管7個月。」，依列管等級 B賡續辦理。 

二、 本市「技職論壇」規劃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三、「臺北市十好十壞」活動規劃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四、各類遊戲場設置之資源盤點及政策成效評估報告案。(青年成

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五、「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六、推動台北市邁向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七、2020青年美學論壇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同意今年9月辦理，並請明確訂定與談之主題，請

依進度賡續辦理。 

八、臺北卡整合運用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並請資訊局於7月20日臺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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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記者會前，先準備記者會相關資料向市長報告。 

九、透過關鍵字進入網站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依進度賡續辦理。 

 

散會：下午3時1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https://bit.ly/3dM0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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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3次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9年9月28日（星期一）下午2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紀錄：鄭易丹 

出席：許立民 周世恩 劉又瑄 邱昱凱 曾吉弘 林家安 王思翰  

      柯伯麟 周亦宣 王振瑜 王曦涵 孫瑋成 劉紘瑋 梁政馨  

      蕭伶伃 周榆修 陳信瑜(徐玉雪代) 劉奕霆(蕭君杰代)  

      林崇傑 曾燦金(陳素慧代) 賴彥霖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1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

形： 

決議：第1案「『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下半年疫情緩和之

後請安排成果展示會，列管7個月。」，依列管等級 B賡續

辦理。 

 

二、 本市「技職教育論壇」規劃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洽悉備查。 

 

三、 「數言台北/素顏台北」活動規劃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相關數據請各局處詳加確認並簽奉首長核示，另活動

前亦請局處先行研擬新聞回應等事項，餘賡續辦理。 

 

四、 各類遊戲場設置之資源盤點及政策成效評估報告案。(青年

成家組) 

決議：為充分瞭解當地停車需求，本案應由公園處研議興國公園

（中山46號）擴建計畫之停車空間問題（如停車格位數、

租金等）並先於小組討論後再提會報告。 

 

五、 「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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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六、 2020青年美學論壇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可將論壇內容彙整後供相關局處參考，並適時宣傳俾

民眾瞭解市政辦理成果。 

 

七、 青委會專頁建置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應先研擬相關計畫（例如規模、架構及預算等），再

提會討論。 

 

八、 台北蕨類地圖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應先研擬相關計畫（例如目的、辦理方式、預算及預

期效益等），再提會討論。 

 

散會：下午3時3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https://reurl.cc/j53E6q 
 

https://reurl.cc/j53E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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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4次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9年12月28日（星期一）下午2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紀錄：鄭易丹 

出席：許立民 周世恩 劉又瑄 邱昱凱(請假)曾吉弘 林家安 王思

翰(請假)柯伯麟 周亦宣 王振瑜(請假) 王曦涵(請假) 孫瑋

成 劉紘瑋 梁政馨 蕭伶伃 周榆修(許韶芹代) 陳信瑜(徐玉

雪代) 劉奕霆(蕭君杰代) 林崇傑(莊玫紅代)  曾燦金(陳素

慧代) 賴彥霖(黃銘材代)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1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

形： 

決議：第1案「『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下半年疫情緩和之

後請安排成果展示會，列管7個月。」，本案成功辦理完成，

解除列管。 

二、 本市「技職教育論壇」成果。(青年發展組) 

決議：洽悉備查。 

三、 「 數言台北/素顏台北」活動成果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一)排定110.1.12(二)市政會議議程，由製作團隊向府級

局處首長說明活動成果，學習運用數據決定政策。 

      (二)活動成果可建立 PDF檔，以電子書方式發送各首長，

未來更可供大眾參閱，列管1個月。 

四、 「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五、 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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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類遊戲場設置之資源盤點及政策成效評估報告案。(青年成

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七、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易讀易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洽悉備查。 

八、2017-2020美學教育扎根計畫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九、獨立書店推廣提案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請於有具體規劃方案及確認有政府介入必要時再提大

會報告。 

十、青委會專頁建置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再研議後賡續辦理。 

十一、生態觀光地圖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十二、線上旅遊現下體驗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提供具體規劃及想定信託機構方案後再提大會報告。 

十三、2021台北餐廳週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提供具體規劃方案及確認主要合作業者後再提大會

報告。 

散會：下午3時3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https://reurl.cc/avQW2D 
 

https://reurl.cc/avQW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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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5次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10年3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點：吳三連廳會議室（市政大樓11樓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主任委員          紀錄：鄭易丹 

出席：許立民(請假) 周世恩(請假) 劉又瑄 邱昱凱曾吉弘 林家

安 王思翰(請假)柯伯麟 周亦宣 王振瑜王曦涵(請假) 孫瑋

成 劉紘瑋 梁政馨 蕭伶伃 周榆修 陳信瑜(陳惠琪代) 劉奕

霆(蕭君杰代) 林崇傑(劉寶緞代) 曾燦金(陳素慧代) 賴彥

霖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4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

形： 

決議：第1案「『數言台北/素顏台北』活動成果案，活動成果可

建立 PDF檔，以電子書方式發送各首長，未來更可供大眾

參閱，列管1個月」，本案辦理完成，解除列管。 

 

二、 青委會專頁建置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注意預算規模與後續網站的維護相關問題，請依進

度賡續辦理。 

 

三、線上旅遊 「現」下體驗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四、北市數養政策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請周世恩委員先行與秘書長溝通可否先就 e化小組相關局

處先行辦理相關課程之規劃，爾後「研考一條鞭」亦可考

量納入本案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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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參師資培力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請與現有參與式預算之內容合併推動、執行。 

 

六、青年創業思維 啟發與陪伴聯盟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請先行與可對接之局處了解目前實際狀況，並找出適

當學校進行試點計畫。 

 

七、「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可朝青創戶成立委員會的方向規劃，請依進度賡續辦

理。 

 

八、推動臺北市邁向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九、各類遊戲場設置之資源盤點及政策成效評估報告案。(青年成

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十、剝皮寮歷史街區/龍山文創基地參訪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十一、獨立書店推廣示範計畫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散會：下午3時1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E2Yq9A 

 

https://signaldomn.online/click?redirect=https%3A%2F%2Freurl.cc%2FE2Yq9A&dID=1616640306821&linkName=https://reurl.cc/E2Yq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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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6次(第6屆第4次)大會 

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10年6月25日（星期五）下午2時 

地點：雲端視訊會議 

主席：蕭伶伃 副主任委員           紀錄：陳蕙娟 

出席：許立民 周世恩 邱昱凱 曾吉弘 林家安 王思翰 柯伯麟 王

振瑜 王曦涵 孫瑋成 劉紘瑋 梁政馨 劉又瑄(請假) 周亦宣

(請假) 周榆修(林淑娥代) 陳信瑜(施貞夙代) 劉奕霆(蕭君

杰代) 林崇傑(吳欣珮代) 曾燦金(陳素慧代) 林育鴻(黃銘

材代) 

列席：（詳簽到表） 

決議事項： 

一、 確認臺北市青年事務委員會第25次會議紀錄裁示事項辦理情

形： 

決議：案名：「北市數養政策報告案 (青年發展組) 。請周世恩

委員先行與秘書長溝通可否先就 e 化小組相關局處先行辦

理相關課程之規劃，爾後研考一條鞭亦可考量納入本案規

劃範圍。」，研考會與周世恩委員訂於6月23~25日於公訓

處開設實體課程，惟因疫情嚴峻暫停辦理；日後將於疫情

趨緩後再擇期辦理實體課程。本案繼續以 B級列管。 

 

二、北市數養政策 「數據課程 - 翻轉市政溝通」。(青年發展組) 

決議：原訂6月下旬於公訓處開課，因受疫情影響暫停。本案後續

請依疫情狀況再規劃合適時間供局處同仁參與。 

 

三、公參師資培力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請依目前規劃內容持續推動。 

 

四、青年創業思維 啟發與陪伴聯盟報告案。(青年發展組) 

決議：本案請依目前提案版本，逐步落實成可操作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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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找出適當學校或社團進行試點合作。 

 

五、「10%力量」辦理情形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本案請思考辦理青創戶對話時程及方式；有關平台代表則

依規劃內容辦理。 

 

六、推動臺北市邁向兒童友善城市報告案。(青年成家組) 

決議：請本府相關對接局處和委員討論市大的研究結論，挑選適

合項目深入進行議題探勘。 

 

七、各類遊戲場設置之資源盤點及政策成效評估報告案。(青年成

家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八、2021青年美學論壇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九、「原來台北」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請依提案方向辦理，另時程請考量於第三季辦理。 

 

十、台北友善工時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請本組召集人和提案之劉紘瑋委員及柯伯麟委員進行細部

討論，確認內容後再研議轉送青發組之可行性。。 

 

十一、智慧交通救護車優先禮讓號誌報告案。(樂活城市組) 

決議：本案納入會議紀錄，會後轉請交通局與消防局共同辦理。 

 

十二、青委會專頁建置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本案請注意預算規模與後續網站的維護相關問題，網頁製

作內容請與委員溝通，並依進度加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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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線上旅遊 「現」下體驗報告案。(旅遊暨志工組) 

決議：請依進度賡續辦理。 

 

散會：下午4時40分 
 

本次會議專業文播請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MA6l0p       
 

https://reurl.cc/MA6l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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