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107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申請書
（撰寫示例）
 基本資料表
姓

名

就讀學校
（全銜）

申請日期：107 年 3 月 21 日

陳 ○ ○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立○○高工

希望就業
的地區

出生日期

89 年 10 月 10 日

性

F123456789
臺中 縣
市

別

■男

□女

□日間部普通科（高中）
□進修部普通科（高中）

就讀學制班別

特殊條件

授權同意

□綜合高中____________學程
■日間部專業群科（高職）
○○
科
□進修部專業群科（高職）____________科
□實用技能學程（□日間上課 □夜間上課）：____________科
□建教合作班：____________科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與學校合作）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非與學校合作）
■無

□原住民

參與期程
電子信箱
（常用的郵件信箱）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中低收入

□低收入

為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申請需要，本人同意提供「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填報系統」內之個人資料。惟僅限於使用於本方案必要之範
圍內，且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
定，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布。

■同意
體驗計畫
（場域）

□身心障礙________類別

□不同意

■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職場體驗）
□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學習及國際體驗）
■2 年

註：1.職場體驗至多發給 3 年儲蓄金
2.學習及國際體驗不發給儲蓄金
3.計畫執行期間皆可辦理兵役緩徵

□3 年

123456@gmail.com

陳 林 ○ ○
4 3 6（郵遞區號）
縣
區鄉
臺中市 清水市鎮
■同上
□□□（郵遞區號）

（限選一項）

縣
市

區鄉
市鎮

聯繫電話

04-2921-1234

行動電話

0939-123-456

關

係

母子

電

話

0910-123-456

里
○○ 村
里
村

鄰 ○○ 路

鄰

路

段 ○○ 號

段

號

○ 樓

樓

壹、自傳與動機（可包含個人簡歷、參與「青年就業領航計畫」或「青年體
驗學習計畫」動機與目的）
 個人簡歷及動機目的
可簡述個人成長背景與現況、學習歷程特殊表現與經驗、自我期許及未來發展
等，並陳述申請計畫的原因，以 600 至 1000 字內為原則。

我的名字是陳○○，出生於台中縣(現升格為臺中市)，目前就○立○○高○的工業類
群○○科三年級學生。由於就讀職業學校，對於學校所學的○○實務操作，頗有些心得和興
趣，特別是○○實習的科目和相關課程；同時也十分重視榮譽感，熱愛參與學校社團和或
班上事務，分別參加學校社團的○○社和○○社等，班級幹部則曾擔任過○○長和○○股
長等，同時也擔任科學會的活動股長。而我平常的嗜好是慢跑、打籃球和聽音樂等。
面對高三即將畢業，雖然很期待能夠趕快畢業，但對於畢業後的生涯規劃，仍有許多
變數和未能確定，雖然大多數同學都以升科技大學為目標，但我仍覺得不夠踏實，也許是
因為自己對很多領域都有些興趣，或許馬上升學不是唯一的選擇。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
先有一些社會或職場歷練，因此，參與「青年就業領航計畫」主要是因為以下的想法。
1.

仍然有許多的不確定：自己個性積極且喜歡人際互動。在校成績也算優良，父母親雖
都鼓勵我繼續升學，但會和我討論和尊重我的想法，我認為我有多元的興趣與能力，
對進入大學的系科選擇以及職涯目標實在難以清楚確認，非常需要藉由職場探索，來
釐清自己未來的方向。

2.

爭取探索和學習機會：此次從學校導師和輔導老師口中得知，教育部推出的青年就業
領航計畫，再經詢問和了解，並與父母親討論後，認為是一個不錯探索和學習的機會，
可以讓我有機會深入職場，確定自己的生涯目標。特別是也曾於暑假，有過短暫的打
工經驗，也從工作中體會工作的神聖和與人相處之道。

3.

許自己未來一個美夢：希望藉由此次機會，一方面能從工作中學習，ㄧ方面能從體驗
中，找到自己的志向；同時吸取職場的寶貴實務知識，累積自己的軟實力，因此，特
別許下自己人生的美夢；不論將來我在職場探索後是繼續升學或逕行工作(創業)，最
後，希望我能清楚並掌握自己未來，可以投入一生的發展方向。

貳、職場（學習及國際）探索規劃（包含對想參與的產業類別及對該產業期
待、描述）
 職場體驗
我想參與的產業類別：

C. 製造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照下列表格填寫代號及類別，至多 3 項）
編號

行業類別

定義

從事農作物栽培、畜牧、農事及畜牧服務、造林、伐木及採集、漁撈及
A 農、林、漁、牧業 水產養殖等之行業。
中類：農、牧業、林業、漁業。

從事石油、天然氣、砂、石及黏土等礦物及土石之探勘、採取、初步處
礦業及土石採取 理（如碎解、洗選等處理作業）及準備作業（如除土、開坑、掘鑿等礦
B
業
場工程）等之行業。
中類：石油及天然氣礦業、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

從事以物理或化學方法，將材料、物質或零組件轉變成新產品，不論使
用動力機械或人力，在工廠內或在家中作業，均歸入製造業。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菸草製造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品
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品製
造業、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原材料、肥料、

C 製造業

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藥品及醫
用化學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
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家具製造業、其他製造業、產業用機
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D

電力及燃氣供應 從事電力、氣體燃料及蒸汽供應之行業。
業
中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從事用水供應、廢水及污水處理、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污染整治之行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 資源回收物分類及處理成再生原料亦歸入本類。
E
整治業
中類：用水供應業、廢水及污水處理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處理業、
污染整治業。

F 營建工程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工程之興建、改建、修繕等及其專門營造之行業；附操
作員之營造設備租賃亦歸入本類。
中類：建築工程業、土木工程業、專門營造業。

G 批發及零售業

從事有形商品之批發、零售、經紀及代理之行業；銷售商品所附帶不改
變商品本質之簡單處理，如包裝、清洗、分級、摻混、運送、安裝、修
理等亦歸入本類。
中類：批發業、零售業。

編號

行業類別

定義
從事以運輸工具提供客貨運輸及其運輸輔助、倉儲、郵政及快遞之行業；

H 運輸及倉儲業

附駕駛之運輸設備租賃亦歸入本類。
中類：陸上運輸業、水上運輸業、航空運輸業、運輸輔助業、倉儲業、郵政及
快遞業。

I

J

住宿及餐飲業

從事短期或臨時性住宿服務及餐飲服務之行業。
中類：住宿業、餐飲業。

從事出版、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後製、發行與影片放映，聲音錄製及
出版、影音製作、音樂發行，廣播及電視節目編排與傳播，電信、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
傳播及資通訊服 相關服務、資訊服務等之行業。
務業
中類：出版業、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業、廣播、電視節目
編排及傳播業、電信業、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資訊服務業。

K 金融及保險業
L 不動產業

從事金融服務、保險、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等活動之行業。
中類：金融服務業、保險業、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

從事不動產開發、經營及相關服務之行業。
中類：不動產開發業、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之行業，如法律及會計、企業管理及管理顧
問、建築及工程服務、技術檢測及分析、研究發展、廣告及市場研究、
專業、科學及技 專門設計及獸醫服務等。
M
術服務業
中類：法律及會計服務業、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
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專門設計業、
獸醫業、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N 支援服務業

從事支援企業或組織營運之例行性活動（少部分服務家庭）之行業，如
租賃、人力仲介及供應、旅行及相關服務、保全及偵探、建築物及綠化
服務、行政支援服務等。
中類：租賃業、人力仲介及供應業、旅行及相關服務業、保全及偵探業、建築
物及綠化服務業、行政支援服務業。

公 共 行 政 及 國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
O 防；強制性社會 社會安全事務、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亦歸入本類。
安全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P 教育業

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之各級學校與體制外之教育服務，以及教育輔助服
務之行業；軍事學校及法務機構附設學校亦歸入本類。
中類：無。

Q

醫療保健及社會 從事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之行業。
工作服務業
中類：醫療保健業、居住型照顧服務業、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

從事創作及藝術表演，經營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博
藝術、娛樂及休 弈、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等之行業。
R
閒服務業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博弈業、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編號

行業類別

定義
從事 G 至 R 大類以外服務之行業，如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個人及

S 其他服務業

家庭用品維修、洗衣、美髮及美容美體、殯葬及相關服務、家事服務等。
中類：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對想參與產業的期待及描述
針對個人有意參與之產業類別，對該產業的期待與了解加以描寫和說明，以 600
至 1000 字內為原則。
因為就讀於工業類群的○○科，不論是專業的理論科目或實務操作的實習科目，學校
老師教導我們從基本的○○操作或是○○過程中，深覺專業技術必須用心和投入學習，而
在老師和學校的安排下，我也順利取得○○和○○兩張的丙級證照，可惜○○的乙級證照
術科未能通過，也讓我我知道自己仍需努力；另外，學校配合實習課程，安排有外面具實
務的師傅來教我們，並在高一和高二時，分別讓我們參觀○○公司和○○工廠，讓我對○
○產業的製造程序和作業，有一些想像和期待，雖然知道工廠現場工作有一定的辛苦，但
若能暫時擺脫學校制式的學習課程和活動，先到職場闖蕩一下，或許會讓我有一個更精彩
的人生；其實，自己還真的有些猶豫，畢竟從小到大，很少有機會去探索自己興趣和生涯
的機會。
由於在學校專業的學習和產業的參訪，並獲得○○相關的丙級證照，讓我對○○產業
的工作內涵有些基本認識，但不知該產業的工作和發展是否真如我的想像；而因為喜歡與
人相處和参與班級事務，具有團隊合作的基本能力，相信可以融入工廠的工作之中，應該
也可以勝任工廠的基本操作工作。相信凡事都需從基礎來，特別是職場的學習，我願意從
基層工作的做起，具有專業和技術的職務最好，也不排斥從學徒的工作開始，只要能夠引
起我的興趣和有發展性，我都願意去嘗試和努力。在每次學習的過程中，我學習到要能夠
堅持，畢竟學習的路上，雖然面臨許多挑戰，但是撐過這些挑戰，那麼所得到的成就，必
就都是屬於自己的；而在學習的路上，也總是會遇到一些自以為通不過的困難，但經全力
以赴的嘗試後，卻總是能發現，其實沒有自己想像那麼的困難，只要能夠相信自己，必然
就會通過重重的考驗。
將來如果能夠進入○○產業來工作和體驗，當然希望能夠獲得該產業應有的專業和技
術能力，以及探索和個人志趣的符合程度，也期望能夠累積個人的學習歷程，了解自己真
正的興趣所在，以及優點之處和待加強之處，若能夠再獲得創業的知能更好，也期待服完
四個月的兵役後，可以去職場闖一闖，直接創業看看；再不然，也可能真發現自己的不足，
再回學校好好的讀書，讀自己想要的科系或東西。

 學習及國際體驗
 我想參與的體驗學習類型：_1.志願服務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照下列表格填寫編號及類型，至多 3 項）
編號

體驗學習類型

1

志願服務

至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如機關、機構、學
校、法人或非營利組織等，從事志願服務

壯遊

至各地長時間遊歷、學習觀察，與當地人
文社會深度互動交流，了解我國或他國文
化、風土民情，賦予自我與平常以往不同
的任務或挑戰

3

達人見習

至各地工藝中心、機構等單位學習當地民
俗或地方特有的技能、藝能、技藝等，增
進個人文化素養或技術涵養

4

其他

2

內容說明

自行規劃符合體驗學習精神之內容

 體驗學習企劃內容
（一） 企劃發想：動機、目的等。
（二） 體驗學習規劃主題、內容及執行方法：包含事前規劃準備、執
行過程記錄、呈現方式等。
（三） 行（期）程。
（四） 預算規劃及來源。
（五） 預期效益：自我期許等。
（六） 其他：請自行延伸撰擬，如有相關附件亦可放置於企劃中。

企劃書參考範例

這二年----帶著繪本與故事，旅行笑容

企劃人：(高中職校名) (姓名)

這二年 ----帶著繪本與故事，旅行笑容
一、企劃發想
我喜歡大自然，我喜歡小孩；我喜歡山中的寧靜，我喜歡海邊的風景；我喜歡整片的
星空，我喜歡暖暖的午後；我喜歡與人交流，也喜歡大家的笑容。
我有好多好多的喜歡，但卻沒有機會把它們串在一起，固定的校園生活，讓我壓抑，
所以這次我決定用一年的時間，好好的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好好的體驗臺灣的美。
因為社團的關係，所以我常常會接觸到小朋友，每周都會到學校唸故事給他們聽，也
因為自己曾在偏鄉生活過一年，所以知道那邊的孩子可能不像都市的孩子一樣，有那麼多
志工會去唸故事給他們聽。但是閱讀真的很重要，所以在這次旅程中，我會帶一些繪本到
各個地方唸給孩子們聽，也許他們會因為我的故事而變得喜歡閱讀，也許他們會因為我的
故事而微笑，只要孩子們的臉上有笑容，我想這趟旅程，就有一點價值了。
這次的旅程，我打算用打工換宿的方式去體驗各地的生活，同時也希望能夠透過在民
宿或背包客棧停留的時間與很多人交流，聽聽大家的故事，也分享自己的經驗，豐富我的
世界觀。空閒時，我會到附近的山裡走走看看，到海邊曬曬太陽，畢竟之前的生活，太少
時間是留給自己的了。因為不喜歡都市的喧囂，我選擇體驗的地方會是原鄉或偏鄉，而每
一站的停留，也會到附近的小學或兒童之家唸故事給孩子們聽。每次跟孩子相處，都會讓
我覺得這個世界也許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糟糕，也希望透過故事，可以帶給孩子們啟發與快
樂。
這趟旅程之後，我會再選擇一個國家去當海外志工，為這次壯遊做個結尾，將自己在
這二年所學的、所改變的，在最後這趟國際志工之旅呈現出來，也許，我的人生方向會在
這二年，變得更加堅定。

二、體驗學習內容（24 個月，摘述 12 個月）
目前已經選定 12 個地點，預計每個地點都會停留一個月，尋找當地的打工換宿和附
近的國小，體驗順序是：嘉義→澎湖→屏東→蘭嶼→臺東→綠島→花蓮→宜蘭→新竹→南
投→馬祖→臺中。
我已經搜尋過各個地方的資訊，出乎意料連馬祖也都有不少打工換宿的機會，下一步
就是聯絡各個打工換宿的地點。我選擇的體驗地點附近都有國小，下列名稱有些是國小、
有些是鄉鎮名，如果有些偏鄉國小附近沒有背包客型打工換宿的話，我也會改成到農業體
驗型的打工換宿。
嘉義-樂野

澎湖-望安

屏東-滿州

蘭嶼-東清

臺東-海端

綠島-公館

花蓮-秀林

宜蘭-武塔

新竹-司馬庫斯

南投-羅娜

馬祖-坂里

臺中-和平

我也會在這學期進國小服務時，嘗試各種繪本故事，並將孩子反應最熱烈的 10 本繪
本故事書，帶在這次的旅行包中。
(一)事前準備
1.規劃日期
1 月 嘉義-樂野

2 月 澎湖-望安

3 月 屏東-滿州

4 月 蘭嶼-東清

5月

臺東-海端

6 月 綠島-公館

7月

8月

宜蘭-武塔

9 月 新竹-司馬庫斯

10 月

花蓮-秀林
南投-羅娜

2.聯繫打工換宿
嘉義
-

11 月

Ki

馬祖-坂里

12 月

臺中-和平

阿里山生活體驗小幫手

澎湖望安-

岩川

屏東滿州-

鄉夏 Life

蘭嶼東清-

藍海屋

臺東海端-

下馬

綠島公館-

夏卡爾

花蓮秀林-

太魯閣部落的家

宜蘭武塔-

三枝的家

新竹司馬庫斯-

楓樹林

南投羅娜-

羅娜霖卡夫的家

馬祖坂里-

坂里大宅

臺中和平-

雲海

3.聯繫國小服務事宜：預計每周進班 2-3 次，或到圖書館駐點(詳如附件)。
4.交通：預計全程都會騎機車前往，離島部分則是配合打工換宿之地點。
5.行李：一個 70 公升以上的大登山包、繪本、衣物、交換小禮物、相機、生活
必需品等等……行李簡單輕便就好，但畢竟是一年份，所以背包還是要準備大一
點的。
6.附近景點調查：繪製一張屬於自己的壯遊地圖！
7.當地可學技能
嘉義
-

製茶與黑糖

澎湖望安-

海鮮料理製作

屏東滿州-

月琴

蘭嶼東清-

潛水

臺東海端-

傳統弓箭製作

綠島公館-

堅竿釣

花蓮秀林-

導覽太魯閣

宜蘭武塔-

泰雅族織布

新竹司馬庫斯-

登山

南投羅娜-

小米酒製作

馬祖坂里-

特色小吃製作

臺中和平-

口簧琴

8.車況確定：行前會讓機車進一次保養廠，確定車況良好才出發！
9.旅程最後的國際志工：與微客一起前往尼泊爾。

三、執行過程紀錄
(一)粉絲頁、專屬 IG 創立：因為自己認識許多國、高中生們，他們也常常會問我一
些旅行的問題。這次體驗的內容跟平常的旅遊很不一樣，應該有很多跟他們一樣
的國、高中生，甚至大學或社會人士會有興趣，所以我會成立一個粉絲頁，分享
一些溫暖的壯遊趣事。
(二)圖片：隨身攜帶相機，除了記憶每個地方的人、事、物之外，也會每天精選一張
圖片，放到粉絲頁與大家分享。旅行結束之後，也會把照片全數洗出，並把孩子
們、旅人們、換宿地點們的照片寄去給他們，讓回憶是可以分享擴散，而不是我
獨自擁有。
(三)影片：有時候圖片不能記憶起來的，就用影片來記錄！
(四)文字：當然每日的最後，都不能忘記寫下當天的感受，日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每天晚上我都會找時間，把當天的歷程及感想記錄下來。
(五)身體記憶：有些東西是圖片、文字都無法記憶起來的東西，像是人與人連結的悸
動、互相幫助的感動、民俗技藝的動作，這些都要靠身心靈來記憶，所以我會一
直讓身體保持健康，不讓這些回憶流逝。

四、呈現方式
除了粉絲頁與 IG 的分享之外，旅程結束後我會整理這一年的體驗，並舉辦分享會，
讓那些在粉絲頁上關注我的人、有興趣了解的一般大眾一起參與。這次的壯遊當中，一定
會有很多困難，也會有很多感動，但我相信只要一一克服了，那就會是一個精彩的故事，
而我的專長，就是述說故事！
在分享會中，我會把所學的技藝一一展現出來，讓大家看見，其實不是只有會寫程式
語言、會寫法律文章才是厲害，這些快要被遺忘的技藝傳承，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藉
此感動一些青年，那麼也許會有更多的人願意到偏鄉長期駐點，而不是斷斷續續的季節營

隊活動。我也希望能夠打動現在的年輕人，勇敢地跨出去，多與人接觸，畢竟人與人之間
的連結，是可貴的，透過網路的互動，已經失去了那種真實的感覺。
我也會製作微電影來記錄這二年的生活，影片剪輯是我的專長，而且透過影片可以讓
沒參與到分享會的人，也能夠感受到我所經歷的點點滴滴，而影片在網路的流通速度也很
快，如果能夠製作地相當動人，我想一定會讓更多的人看見！

五、預算規劃及來源
交通費

25000

含油資、機車維護、離島交通

餐費

48000

部分打工換宿供餐：2000*24(月)

住宿相關費用

8000

打工換宿已供宿，預計轉換工作時住宿

裝備費

5000

睡袋、大背包等

生活費

48000

其他生活開銷：2000 × 24(月)

保險費

1000

國際志工

55000

共計

190000

六、預期效益
這場壯遊，我想，更多是為了自己。人的一生當中沒有幾次機會，可以熱血地去做自
己喜歡的事情。如果這次我可以成功地踏出去，去嘗試更多的可能，對於自己將來的想過
的人生，會有更明確的想法。未來工作時，也可以更心無旁鶩地努力，因為我知道我自己
的目標，也不會後悔著沒趁年輕時所完成的事情！而在當地學習的技藝，我也會學以致用，
如果能夠讓一些快失傳的技藝被看到，進而吸引到有興趣的人來學習，那就太好了！
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是渺小的，所以不會期望能夠感動所有的人，我所希望的是，能夠
透過分享會或影片，感動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讓讓更多的人願意去了解偏鄉，甚至實際為
偏鄉付出。不一定要說故事，也許是教孩子們音樂、幫助社區發展，或是用各種不同的專
長，讓孩子們可以更快樂地笑著，讓當地充滿更多活力！
這趟壯遊會停留多所國小，希望我的故事導讀能夠讓當地的孩子們愛上閱讀。自己一
個月的停留是短暫的，但我所參加的社團，還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夥伴呢！也許這次只讓 10
個孩子愛上閱讀，那下次其他夥伴再去待一個月，會再有其他 10 個孩子也愛上閱讀！

參、學習多元表現
本項學習歷程表現可包含以下內容，惟其呈現方式得與個人學習檔案內容相同。

ㄧ、在校出缺席紀錄
在校三年期間(高一第一學期至高三第一學期，共 5 學期)，總計，遲到○次，曠課
○節，病假○節，事假○節，公假○節。

二、在校獎懲紀錄
在校三年期間(高一第一學期至高三第一學期，共 5 學期)，總計獲得小功○次、嘉
獎○次。

三、校外多元表現
(ㄧ)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第 1051115 梯次高二組特優
(二)105 學年○○市○○閱讀創作競賽優等
(三)參加臺中市○○養老院志工服務計○○小時
(四)擔任臺中市○○圖書館志工服務計○○小時

四、校內活動和獲獎紀錄
(ㄧ)104 學年全校勁歌熱舞競賽榮獲第一
(二)105 學年度全校國語文競賽二年級朗讀組第二名
(三)106 學年度○○青年文學獎新詩類佳作

五、班級幹部和社團活動
(ㄧ)擔任一年級上學期班長
(二)擔任三年級上學期學藝股長
(三)擔任科學會的活動股長

六、語言檢定及專業證照
(ㄧ)全民英檢初試通過
(二)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三)客委會客語能力認證初級通過

七、工作(讀)經歷
(一)擔任學務處 104 學年的工讀生
(二)曾於高二暑假兩個月在○○公司擔任○○的工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