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少年 權益 與 福利 促進 聯盟 2011 年 度 工作 報告
聯盟使命：
聯盟使命：讓政策成為青少年的力量
年度目標：
彙整及發表勞動保護權議題研發倡議成果
年度目標：1.彙整及發表勞動保護權議題研發倡議成果
2.連結會員團體宣導及推動兒少新法
連結會員團體宣導及推動兒少新法
3.加強經營開發對青少年議題友善之社會資源
加強經營開發對青少年議題友善之社會資源
4.強化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參與度
強化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參與度、
強化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參與度、建置青少年參與平台
5.強化六大權議題管理與行銷包裝
強化六大權議題管理與行銷包裝
6.確立及強化內部工作流程
確立及強化內部工作流程
年度募款目標：
年度募款目標：參仟萬元

年度募款預算達成率
年度募款預算達成率：
預算達成率：90% ($26,906,
906,844 元)

年度整體執行評估：
年度整體執行評估：
茲針對 2011 年度秘書處年度目標，進行相關年度成果檢視：
第一、
，正式發表『台灣青少年
第一、彙整及發表勞動保護權議題研發倡議成果:
彙整及發表勞動保護權議題研發倡議成果: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舉辦「擊出青少年大未來國際研討會」
就業力指標調查』結果，並於 11 月底出版『台灣青少年就業力指標調查』報告共計 150 本，另並發行「青少年就輔員功夫秘笈」一書
共計印製 200 本；於 2011 年 5 月 7 日舉行「企業雇用青少年意願調查」記者座談會；參與『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運作提出『建教生
權益保障法』民間版，於上會期完成一讀；將少年就業輔導資源與勞動權益融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條文內，已於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三讀通過，實質展現研發及倡議成果。
第二、
第二、連結會員團體宣導及推動兒少新法：
連結會員團體宣導及推動兒少新法：經由串組勵馨基金會、靖娟基金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全國教師會、基督教勵友中心、中
華育幼機構關懷協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十餘個民間兒童、少年、家長、教育、司法等相關團體及學
者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業已於2011年11月11日完成三讀，並於12月2日由總統公告，完成秘書處階段性重大任務。
第三、
第三、加強經營開發對青少年議題友善之社會資源：
加強經營開發對青少年議題友善之社會資源：逆風少年大步走公益勸募行動，今年度持續穩定擴展多元的社會資源管道，如企
業職場、公益贈票資源、教育團體、縣市政府等，對於台少盟的組織形象、財務建全及扮演資源分配之中介組織角色上皆有極大之助
益，總計募得款為1,673
1,673萬
1,673萬6,907元
6,907元（截至2011年12月底）元，超過年度預定募款目標；而在扮演資源分配之中介組織角色上，除了逆
風計劃之外，與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合作之『青春不輟專案』，每年持續穩定合作支持服務中輟生團體之相關經費。

第四、
第四、強化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參與度、
強化青少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參與度、建置青少年參與平台：
建置青少年參與平台：2011 年度台少盟在政策議題倡議工作上有諸多突破，不僅捲
動了青少年工作者的參與度，也強化建置青少年參與平台。主要相關倡議成果包括(1)
1)兒少新法倡議議題
1)兒少新法倡議議題：
兒少新法倡議議題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已於 11 月 11 日順利於立院完成三讀(2)
2)建教生權益議題
2)建教生權益議題：
建教生權益議題：捲動跨領域團體組成『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提出『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民間版本並完成一讀，可惜逢立院改選屆期不連續，將於立法院改選完成後持續推動立法工作(3)
3)媒體改革與自律議題
3)媒體改革與自律議題：
媒體改革與自律議題：持續維運
「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發展兒少新聞網路媒體識讀活動，捲動網友關切兒少新聞報導品質；擔任『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秘書
處，捲動公民團體推動蘋果日報成立新聞自律委員會，以及旺中集團媒體併購壟斷案；祕書長受邀擔任「壹傳媒跨媒體倫理委員會」、
「年代電視台新聞自律委員會」、「台北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兒少自律委員會」諮詢委員(4)
4)總統大選議題
4)總統大選議題：
總統大選議題：受媒體推薦擔任 2012 總統電
視辯論 12 位公民團體提問人之一，訴求關切兒少經費不足、債留子孫效應以及十八歲投票權議題(5)
5)社會住宅議題
5)社會住宅議題：持續參與社會住
社會住宅議題
宅聯盟倡議行動，關注台北市及新北市社會住宅推動政策及住宅法修正案，另外與住宅團體合作關切大專青年租屋議題。
。(6)建置青少
(6)建置青少
年參與平台：
年參與平台：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及四區少年服務中心合作推動「 Teen 我們的聲音~臺北市少年 Try 講論壇計劃」，透過世界咖啡館
審議民主公共討論模式，捲動青少年及青少年實務工作者、決策者共同探討校園霸凌、少年服務中心願景等議題，並建置「北市青少
年 Try 講」網站提供青少年發聲參與管道，同時將相關審議結果置於網站上供各界參考，強化青少年工作者參與度。(7)
7)衛生福利部組
7)衛生福利部組
織改造議題：
織改造議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即將於 2012 年度進行組織改造，惟攸關社會福利業務發展的二三級專責單位組改後被裁併或整併，恐
限縮福利政策及社福資源的推動與發展，故秘書處與台灣社會福利總盟持續合作關切及倡議衛生福利部下設社會福利署議題。
第五、強化六大權議題管理與行銷包裝：
強化六大權議題管理與行銷包裝：2011 年度主要針對兒少新法推動議題、勞動保護權之青少年就業力調查、好色計就業力培訓
議題以及健康發展權之媒體自律議題進行議題管理，另針對逆風少年大步走計畫強化網站、燈箱廣告的行銷包裝，並導入公益代言人
資源，帶動議題行銷及勸募效應。
第六、
第六、確立及強化內部工作流程：
確立及強化內部工作流程：2011 年度特別藉由專業網管志工以及外包網路雲端資料庫進行網站及電腦風險管理，另並修正人事
管理規章及流程，明確化內部人事管理制度。惟因業務過於繁忙，倡議工作 SOP 流程進度仍不如預期，故將於 2012 年度完成相關進度。

綜上所述，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上所述，台少盟整體年度目標達成率已達 95%，
95%，同時已完成重大的階段性任務：
同時已完成重大的階段性任務：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完成修法，
完成修法，轉
化弱勢兒少福利工作邁向整體世代權益保障的新里程碑。
化弱勢兒少福利工作邁向整體世代權益保障的新里程碑。另外也代表兒少社福領域向總統候選人提問相關議題，
另外也代表兒少社福領域向總統候選人提問相關議題，顯示台少盟的倡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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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已獲認同。
表性已獲認同。未來秘書處將朝向穩定專業團隊發展、
未來秘書處將朝向穩定專業團隊發展、規劃拓展服務據點以、
規劃拓展服務據點以、監督法令政策執行及發表議題論述等四大工作主軸，
監督法令政策執行及發表議題論述等四大工作主軸，迎
接台少盟第一個十年。
接台少盟第一個十年。

一、 會員服務
項目名稱

日期

第四屆第三次會 03/16
員大會

地點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台北市 NGO 會 1. 追認 99 年度決算
館
2. 追認 100 年度預算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台少盟

無

自籌

19 會員團體

3. 討論出國參訪案
4. 討論秘書處訪視各在
地會員團體
5. 討論參與修訂學校社
工實行細則
第四屆第七次理 03/16
監事會

台北市 NGO 會 討論台北巿報業商業同
館
業公會所擬「兒童及少年
權益與福利保障法草案」
媒體規範相關條文案，並
提出台少盟修正立場之
條文供立院黨團參考

台少盟

無

自籌

10 位理監事

第四屆第八次理 07/27
監事會

台北市 NGO 會 1. 審查「社團法人中華
館
基督教以琳關懷協
會」申請入會

台少盟

無

自籌

10 位理監事

台少盟

無

自籌

11 位理監事

內容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1. 因媒體規範相關條文
歷經多次政黨協商。
6/8 聯合兒少法修法
推動聯盟各團體召開
「兒少新法守護五百
萬兒少權益平面媒體
勿再利用新聞自由阻
擋兒少法修法進度」
記者會。

台少盟

『兒童及少年
權益保障法』
推動聯盟工作
小組

自籌

建立 460 萬名兒童少年世代的
國家發展機制

2. 討論「兒童及少年權
益與福利保障法草
案」媒體規範相關條
文，台少盟之底線與
立場
3. 討論修改組織章程第
五條、第廿二條
4. 討論專業輔導人力及
「學校社工」制度
第四屆第九次理 12/02
監事會

台灣國家婦 1. 審查「社團法人雲林
女館
縣兒童福利發展協
會」申請入會
2. 討論 2012 年度工作計
畫及預算
3. 討論申辦營利事業登
記及開立統一發票
4. 討論「逆風少年大步
走」公益勸募相關事
項
5. 討論台少盟組織公益
勸募案
6. 討論 2012 總統候選人
電視辯論公民團體提
問

二、倡議工作
項目名稱

日期

地點

『兒童及少年權 全年度 台北市
益保障法』修法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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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日期

地點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自籌

1. 為 460 萬兒童少年建構健
康 之閱聽環境

2. 11/11 於立法院完成
三讀。
推動建立平面媒 1 月~12 蘋果日報
體自律機制及關 月
壹傳媒集團
注媒體改革
台北市報業
商業同業公
會兒少自律
委員會
媒改盟

1.於 09/30 完成蘋果日報 台少盟、媒改 兒少媒體監督
連線
自 律 執 行 綱 要 ， 並 於 盟等民間及兒
11/9 舉行蘋果日報自律 少團體

2. 促成平面媒體自律，為
2100 萬閱聽人之閱聽權益
把關

委員會試營運第一次
會議，商討自律機制運作
模 式 以 及 「 二 度 傷
害」
、
「女性物化」等議題
觀念溝通，預計於明年初
正式成立自律委員會。本
會計有勵馨、靖娟、白絲
帶協會、台少盟擔任自律
諮詢委員。
2.壹電視因應 NCC 申
設執照之附帶決議條
件，成立壹傳媒跨媒體倫
理委員會，秘書長受邀擔
任外聘委員。
3.11/11 於立法院完成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三讀，其中新
增第 45 條規範平面媒體
條款，需於報業公會成立
自律機制，台北市報業公
會遂於 101 年初正式成立
兒少自律委員會，秘書長
受邀擔任外聘委員協助
設置自律機制
4.10/23 秘書長代表出席
參與台大新研所及媒改
團體於台大校友會館舉
行「政府怠惰全民受
政府怠惰全民受
？！【
罪？！
【反媒體巨獸 要
NCC 把關
把關】
】」記者會，
關注旺旺中時集團併購
中嘉、吉元等有線電視寬
頻系統台，恐有壟斷言論
市場之疑慮，並訴求 NCC
應嚴格把關其執照申請
案。

建教生權益促進 99/08
聯盟
迄今

全產總

1.秘書長於四月份擔任

台少盟

教育部建教合作事業機 台女連
構評估訪視委員，了解建 全產總
教合作事業機構運作情
形。
2.09/02 建教生聯盟於立
法院中興大樓舉行「反
反
對放寬建教合作人數門
檻 要求專法保障最低生

台灣勞工陣
線
全教會
全家盟
青年 95 聯盟

活津貼 開學必知的建教
生九大權益」
生九大權益
」記者會
3.10 月份聯盟「建教生權
益保障法」送進立法院審
查，11/04 秘書長至立法
院法制局參與行政院版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
作法草案」評估報告討
3

自籌

透過記者會將個案申訴情形
及建教合作訪視調查結果訴
諸輿論，獲各界高度關注並凝
聚訂定建教合作專法之共
識，從制度面協助 35,000 名
建教生應有之勞動權益保障
與公平受教權益。

項目名稱

日期

地點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自籌

1. 於 2012 年總統大選選舉期
間積極議題相關倡議，使
社會住宅議題成為重要選
舉政見攻防焦點。

論會
4.11/14 建教生聯盟於立
法院中興大樓舉行「搶
搶
救建教生，
救建教生，民間版建教合
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
障法出爐了！」
障法出爐了！」記者會，
！」
並於 11/21 於立法 院教
育委員會進行一讀，但民
間版與行政院版仍有歧
見，故於本會期結束前未
通過，但已列為新會期優
先審查法案。
社會住宅推動聯
盟

99/07 崔媽媽基金
迄今 會

1.關注內政部圈定大台
北地區五處社會住宅基

台少盟、崔媽
媽基金會、社
地，確保相關配套政策及 區獨立居住聯
盟等民間團體
建設符合社會住宅精神。

2. 結合時事議題於開學初召
開記者會，突顯學生宿舍
不足及安全管理問題

2.持續關注台北市政府
及新北市社會住宅政
策，並拜會相關決策官
員，監督郝龍斌、朱立倫
社會住宅及青年住宅政
策之落實。

總統大選公民團 100/12 公共電視
體提問

3. 08/26 住盟假 NGO 會
館舉行「2011 住宅牛肉政
策大賞 住盟成立周年
住盟成立周年」
成立周年」
記者會，目前住盟努力
推動於本會期通過實價
登錄三法修正案及住宅
法草案，以及持續關注與
監督台北市大龍峒青年
出租國宅、內政部合宜住
宅政策及新北市社會住
宅政策推動情形。
4.9/21 台少盟與住盟及
崔媽媽基金會假立法院
中興大樓召開「33
33 萬名青
春寄居蟹校外住”
春寄居蟹校外住”危
樓”?!記者會
?!記者會」
記者會」，關注學
生宿舍安全管理及供給
失衡造成弱勢青年背債
學習的問題，記者會主
要訴求要求跨部會處理
要求跨部會處理
學生住宿權益，
學生住宿權益，全面落
實住宿安全評核機制，
實住宿安全評核機制，以
及優先規劃弱勢生社會
住宅政策。
住宅政策。
2012 總統大選電視辯論 台少盟
會首度由公民團體擔任
提問人，台少盟受媒體推

自籌

扣連總統選舉高度，倡議訴求
460 萬兒少權益及世代正義，
並帶動輿論關注

自籌

攸關兒少婦老殘各福利人口
族群中央政府之專責單位，並
為未來設立社會福利部做準
備

薦擔任 12 位公民團體提
問人之一，代表 460 萬子
孫向未來總統提問，訴求
關切兒少經費不足、債留
子孫效應以及十八歲投
票權議題
行政院衛生福利 95 年迄 台灣社福總
部組織改造
今
盟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即將 台灣社福總盟 各領域聯盟組
織
於 2012 年度進行組織改
造，惟攸關社會福利業務
發展的二三級專責單位
組改後被裁併或整併，恐
限縮福利政策及社福資
4

項目名稱

日期

地點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源的推動與發展，故秘書
處與台灣社會福利總盟
持續合作關切及倡議衛
生福利部下設社會福利
署議題。

三、專案研發與執行
項目名稱

時間

地點

兒少新聞妙捕手 全年度 略
網站

蘋果日報自律執 全年度 略
行綱要

服務內容說明
接受新聞局委託建置兒
少新聞妙捕手網站並進
行維運

台少盟

無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新聞局

1. 網站入口總瀏覽人數為
194,529 人次
2. 7/26 假國家婦女館舉行妙
捕手志工培訓營，計有 10
名志工參加。
3. 與台大哲學系、國北商資
管系持續合作開設兒少新
聞妙捕手服務學習課程，
培訓 12 名大專生投入媒體
監看志工的行列。
4. 100 年度兒少新聞網路媒
體 讀 活 動 已 於
11/10~11/25 間執行，總計
有 1885 人參與問卷填答，
並將於 12/7 舉行網友座談
會。

加入蘋果日報諮詢委員 台少盟
會議(試營運)，探討相關
行政流程暨違反自律綱
要之案例

兒少媒體監督
連線、其他公
民團

創意魔法學院~ 全年度 台北市
青春好色計就業
力培訓計畫

招收台北縣市 15-22 歲 台少盟、
1.有職涯定向需求之青 全家便利商店
少年 2.無就業/打工經驗
需要職場見習之青少年
3.有就業/打工經驗需要
職場規劃青少年，透過培
訓課程輔導少年能穩定
就學或就業。課程內容：
基本核心就業力培訓、設
計印務相關產業認識與
參訪及專業能力訓練，另
於培訓後進行為期 2-3 個
月的職場見習，實際於職
場學習透過愛心雇主及
就輔員配合輔佐青少年
找到自我並於職場中穩
定就業。

學承電腦、台 逆風少年大 1. 服務總服務為 19 人，學員
灣基督長老教 步走零錢捐 參 與 培 訓 課 程 總 時 數 為
2340（時），參與課程培訓
會台北大專學
平均時數 123.158（時）。
生中心
職場見習培訓總時數為
3228（時），平均時數 269
小時
2. 19 名青少年參與，全年度
完 成 完 成 課 程 人 數 為 18
人，比例 94.7％，完成職
場見習人數比為 66.7％，
培訓課程後全/兼職就業人
數為 7 人，培訓後就學職訓
人為 11 人，完成課程後就
業就學比例為 100％。
3. 有 2 位學員獲得繼續留任
原見習職場，成為正式工讀
生。留任 2 位學員，在職場
見習期間對於師傅交辦之
業務能於時間內完成並發
掘問題，提出建議及解決方
案，在相關工作知能上表現
優異中，且具備工作效能。
4. 總共開發將近 30 家企業或
工作室，願意提供職場見習
單位為 14 家美術、印務類
相關行業，有 12 位學員參
與見習。

青春職場遊樂園 100/1/1 台北
第三年計畫
~100/3/
(連續型三年計 31

1. 發展青少年就業力指
標，作為台灣青少年
政策制定參考來源之
一。

劃)

台少盟

自籌

1. 媒體主管：10~15 位
2. 各部門駐館：蘋果日報全社
已舉行二次會議，主探討違反
自律綱要之案例。

公益彩券回 1. 100/3/25 舉辦「擊出青少
饋金
年大未來—提升青少年就
業力國際研討會」
。
2. 12 月出版「台灣青少年就
業力調查報告」200 冊。

2. 發展本土青少年就業
輔導員手冊。

3. 5 月出版「青少年就業輔導
5

項目名稱

日期

地點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員功夫秘笈」500 冊，提供
青少年機構、志工及勞工
系統就業服務站就服員做
為參考工具書。

2011 年逆風專案 100/12~ 全國
加值計畫
102/1

「2011 逆風少年 100/02- 略
大步走」公益募 101/01
款活動

計畫包括七個子方案：
一、逆風計畫執行相關標
準與評估指標研發與
制定：2011 年指標包括
服務對象、培訓課程內
容與時數、見習或就業
媒合前評估指標、職場
適應與輔導評估指
標、計畫執行 KPI 等。
二、2011 年逆風專案服務
計畫審查與修正：完成
年度提案審查、期中、
期末核銷與成果報告
審查，100%通過，經費
執行率 90.4%。
三、建置與管理逆風專案
服務資料庫：3/30 前完
成服務資料庫上線，彙
整各單位執行資料，每
月提供即時服務報表
資訊。
四、服務據點定期查核與
評 估 ： 5/16-20 、
8/18-9/2、11/7-14 進行
3 次全國 8 個服務據點
查核。
五、逆風專案執行團隊聯
繫會議：於 2/14、3/10、
3/22、6/16、9/14、11/22
月共舉辦 2 次決策者溝
通會議及 4 次全體聯繫
會議。
六、青少年就業輔導員培
訓：於 3/23-24、5/24-25
舉辦初階與進階 2 梯次
4 天 30 小時課程、共
35 人次參與。
七、專案計畫成果彙整與
評估。

逆風少年大 1. 本計畫為逆風少年大步
走—青少年就業力培訓計
步走 98 年
畫的彙管計畫，以 8 個合
募款
作單位及執行計畫的 15 位
就業輔導員為終極對象。
2. 除制定培訓整體執行標
準、KPI 等指標以統合培
訓計畫外，並建置服務資
料庫每月提供具體服務數
據與贊助單位溝通成效。
召開 6 次團隊會議維持全
年度各單位執行配合度，
並彼此交流與學習。
3. 第三次查核 8 個受查單位
中，整體符合度達 77%，較
第二次進步 5.8%。第二次
查核計畫執行整體符合度
73%，第二次較第一次進步
56.4%。三次查核結果整體
符合度逐次提升，表示各服
務據點透過查核過程與查
核委員的現場指導、季會議
的溝通交流與討論，逐漸提
升計畫執行之專案管理能
力。
4. 初階及進階就業輔導員培
訓結果，所有學員各類課程
培訓前後之認知表現均有
進步，初階訓練整體平均進
步 13.8 分，76.5%學員進步
10 分以上。進階訓練全員平
均進步 27 分，進步達 54%。
5. 2011 年總計培訓 173 青少
年，培訓課程總時數 10082
小時，職場培訓總時數
32346 小時。
6. 2011 年培訓服務之青少年
人數超過原定服務目標
數，達成率 104.8%。完成
課程之學員數 132 人，結訓
後就業 106 人、就學 45 人，
就業或就學總比率高達
87.3%，相較於國內類似之
青少年就業培訓方案，逆風
青少年就業力培訓計畫之
成效更高。
7. 8 據點共開發 155 位企業雇
主與愛心師傅，媒合學員職
場見習或就業 134 人次。
2011 年逆風少年大步
台少盟、全家 合作夥伴：勵 逆風勸募活 1. 截至 100 年 12 月底募得
走，持續透過全家便利商 便利商店
馨基金會、乘 動成本
款 16,736,907 元，並依
店店頭零錢捐通路募
風少年學園、
審查辦法進行提案分配
款，並邀請兄弟象擔任公
宜蘭縣得安家
給合作單位與計劃經費
益代言人。透過代言人、
庭關懷協會、
分配。
主要協力與公益夥伴的
花蓮少年之家
2. 截至 101 年 1 月統計，逆
廣宣與行銷露出，讓更多
風官網有 256,324 人次、
社會大眾瞭解逆風計
主要協力：蘋
劃。2011 年度在「青少年
逆風部落格有 458,715 人
果日報慈善基
就業力培訓計劃」有北中
次瀏覽。
金會
南東 8 個服務據點，並進
3. 在「青少年就業力培訓計
入第二屆「逆風教育助學
台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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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項目名稱

日期

地點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計劃」
。

協辦
單位

經費來源

公益夥伴：
BlogAD、愛情
公寓、布克文
化、人籟論辨
月刊、學承電
腦、優仕網、
好事連播網、
兄弟象、奇摩
公益、平和廣
告、合和廣
告、強力廣告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劃」總計服務 173 名青少
年，完成培訓課程 132
名，培訓時數達 10,082
小時，共有 107 名青少年
進入職場見習或就業。
4.

在「逆風教育助學計劃」
(2010-2011)學年度總計
服務 122 名學生，84 名接
受教育資助金，72 名完成
夢想實踐計劃。
(2011-2012)學年度有
109 名學生報名，完成學
習課程人數共 84 名，審
查通過人數 75 名，目前
為夢想實踐計劃期中報
告階段。

「2011 逆風少年 100/7-1 全國
大步走－教育助 01/06
學計劃」

自 100 年 7 月開始申請， 台少盟、全家
並輔以四大學習學習課 便利商店
程幫助同學提出夢想實
踐計劃，唯一給魚也給釣
竿的助學計劃

逆風計劃零 計 109 名同學申請，73 名同學
錢捐
獲第一期 60%補助，二期款
40%於 101 年 6 月學員成果發
表後撥出，獎助學金依申請
同學家庭需求，分別為 5 萬、
3.5 萬、1.5 萬元整，目前一
期款已核發 139 萬，二期款
預計核發 91 萬。

少年勞動群像暨 100/1/1 略
雇主進用需求調 -100/6/
查計劃
30

1. 出版「從 0 到 1-青少
年勞動群像」攝影集
2000 冊。並於網路宣
廣。

聯合勸募 1. 至 2011/12/31 發送攝影集
（補助人事
1256 冊。粗估 3768 人次閱
費）
覽。並透過網路平台、捷
運等廣告露出，推估約有
31 萬餘人次瀏覽。

台少盟

2. 1 月於台北市勞工教
育中心展出 20 幅青少
年勞動者攝影作品，並
於 1/7 召開青少年在地
就業座談會。

2. 台北市青少年在地就業座
談會共 35 人參與，獲政府
部門正向回應。
3. 雇主進用調查記者會引發
14 則媒體報導，增加社會
對於雇用青少年的認知與
討論。

3. 完成雇主雇用青少
年意願調查，5/7 召開
記者座談會。

四、參與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重要會議或接受委辦業務
項目名稱
青春不輟專案

時間

地點

全年度 全國補助單
位

2011Teen 愛新北 03-08
市『建國百年，
青春正 Young 創
意講堂』

新北市

服務內容說明

主辦單位

協辦
單位

協助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會 2011 年度審查青春不
輟專案補助中輟生輔導
團體人事費用

台少盟

無

全案包含二個子項目：
1. 青春無限創意講座

新北市社會
局、台少盟

2. 「酷點子公仔彩繪教
室」活動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蘋果日報慈 100 年度總計支持 6 個少年團
善基金會 體各相關費用，總補助金額為
3,098,000 元。
新北市社會 1. 活動時間：8 月 25 日
局
2. 活動規劃：上午場「青春
無限創意講座」
，邀請侯友
宜副市長與知名藝人小
鐘、張峰奇，一起現身與
在場青少年朋友們互動並
分享。下午場「酷點子公
仔彩繪教室」邀請卡畢須
獨立創意有限公司創意總
監楊勝智 Winner Yang 現
場進行創意講座並投票選
出優勝作品。
3. 活動效益：新北市弱勢家
庭兒少 150 人、志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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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日期

Teen 我們的聲音 05-12
-台北市青少年
「TRY 講」論壇計
畫

地點

台北市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全案包含兩個子項目：

台北市政府、
1. 校園霸凌議題 Try 講 台少盟
2. 少年服務中心議題
Try 講

無

經費來源

台北市
社會局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人、到場媒體數 5 家、媒
體露出 5 則。
1. 共舉辦 6 場次會議活動：
校園霸凌議題 4 場次(含記
者會)、少年服務中心議題
2 場次。
2. 參與人數總計 164 人，參
與人次總計 234 人次。
3. （A）產出校園霸凌議題 3
場次會議紀錄及議題共識
報告及記者會新聞露出
（B）少年服務中心議題 2
場次會議紀錄及「少年服
務中心大未來」行動報告
書

擔任國家通訊傳 全年度 略
播委員會廣播電
視節目廣告諮詢
委員

平均每二月出席一次諮 國家通訊傳播 無
詢會議，審議可能違反法 委員會
規之電子媒體報導與播
出內容

擔任台北市社會 全年度 北市社盟、北 參與理監事及兒少委員 北市社盟
市議會等
會會議，提出政策建議及
福利聯盟理事
倡議議題

擔任兒少媒體監 全年度 略
督連線及公民參
與媒體改造聯盟
召集人
官網改版計畫

8-12 月

台少盟

自籌

無

自籌

不定期召集相關兒少媒 兒少媒體監督 無
體監督團體，進行兒少新 連線
聞報導內容監看行動，以
及與公民媒團體關注媒
體改革議題
台少盟官網整體改版
台少盟

自籌

無

研考會

1. 針對影響兒少身心之電子
媒體播出內容建議 NCC 發
文令其改善或懲處，維護兒
少健康發展權。
2. 透過審查發言與政策建議
方式表達相關諮詢意見，增
加台少盟相關政策影響力。
1. 連結台北市兒少福利團
體，增加實務問題之了
解，參與台北市少年福利
相關議題與政策之倡議。
2. 借鏡其他領域服務，發展
少年服務策略。
不定期召集相關兒少媒體監
督團體，進行兒少新聞妙捕手
網站運維運及研商各媒體自
律委員會監督策略。
充足少年六大權議題相關內
容與論述，簡化資料層級，逐
步建置完成台少盟六大權論
述資料庫，並已於 101/3 月正
式改版上線。
以提案等方式表達相關諮詢
意見，並進行政策倡議工作

擔任內政部兒童 全年度 略
及少年福利促進
委員會委員

每季一次出席相關兒少
福利政策及青少年事務
政策諮詢會議

內政部

無

自籌

擔任台中市/高 全年度 略
雄市兒童及少年
福利暨青少年事
務促進委員會委
員

每季一次出席相關兒少
福利政策及青少年事務
政策諮詢會議每季一次
出席相關諮詢會議

台中市/高雄
市

無

自籌

以提案等方式表達相關諮詢
意見，並進行政策倡議工作

擔任衛星商業同 全年度 略
業公會新聞諮詢
委員

每季一次出席相關電子
媒體自律內容諮詢會議

衛星商業同業 無
公會

自籌

擔任中華出版倫 全年度 略
理自律協會評議
委員

不定期接受出版品評議
業務及出席相關會議

中華出版倫理 無
自律協會

自籌

針對電子媒體報導內容，依據
衛星公會與民間團所共構之
「新聞報導人權製播準則」
，
進行相關報導之審議與諮詢
依據兒少法所訂定之內容分
級管理辦法，提供諮詢及評議
意見

擔任台灣社會福 全年度 略
利總盟理事

每季一次出席相關兒少
福利政策議題會議

台灣社會福利 無
總盟

自籌

定期參與會議，提供結盟合作
倡議議題及展相關諮詢意見

擔任衛星廣播電 全年度 略
視事業及境外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
申設換照審查委
員會

不定期參加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申設及換照相
關審議會議

國家通訊傳播 無
局

自籌

參與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
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及
換照相關審查會議

擔任各式媒體自 全年度 略
律委員會

秘書長受邀參與媒體自
律委員會，計有：衛星商

定期參與會議，提供相關閱聽
人申訴檢舉案例之諮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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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日期

地點

內容摘要
內容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業同業公會、壹傳媒跨媒
體倫理委員會、蘋果日
報自律委員會、中華民國

經費來源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見，及協助建立自律機制

電視學會、台北市報業
商業同業公會、年代電視
台、八大電視台，，其中
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
會係依兒少權益新法第
45 條設立，目前進入確認
自律準則及罰款辦法，
未來各團體如有平面媒
體檢舉案可直接向該公
會進行檢舉。

五、文宣及出版品
名

稱

出版日期

形式

發行數量

頁數

8000 餘

受益人數及效益評估

台少盟電子報

2011 年計發 電子報
行 17 次(含活
動快遞)

每期電子報均以不同主題，並可接觸 8000 餘人
次，已成為台少盟對外主要宣傳會務活動及倡議業
務之文宣管道

逆風少年大步走
勸募活動宣傳廣告

1-12 月

網路、報紙、
雜誌等

視檔期而定

/

逆風少年大步走

3月

A4 三折 DM

5 萬 6 千張

3 折式

共計印製 55,000 份於全家便利商店通路擺放，
1000 份用於各項活動、其他通路勸募使用。

9月

A4 三折 DM

6 萬張

3 折式

共計印製 56,000 份於全家便利商店通路擺放，
4000 份用於各項活動、其他通路勸募使用。

9-12 月

台北捷運燈
箱、公車車
體、公車亭

捷運燈箱 7 幅

廣告

勸募活動上半年 DM
逆風少年大步走
勸募活動下半年 DM
逆風少年大步走
媒體採買

年度活動宣傳廣告，如網路廣告、平面報紙、雜誌
月刊等，由公益夥伴共同協力露出宣傳

由於為公益合作，刊登展期延長

公車亭 12 面
公車車體 25 面

3月

T恤

1 千件

/

共計印製 1,000 件，用於公關、活動、捐款人認購
品等用途。

4月

A4 三折 DM

2 千張

3 折式

共計印製 2,000 張，透過各項活動、學校與企業洽
談發送宣傳資訊。

台灣青少年就業力調查報 12 月
告

冊

200 本

50 頁

共計發行 200 本，提供給相關政策制定者、研究者
及實務工作者作為就業力方案評估與政策論述參
考。

青少年就業輔導員功夫秘 5 月
笈

冊

500 本

114 頁

共計發行 500 本，提供給相關政策制定者、研究者
及實務工作者，作為青少年就業輔導員知能培力及
實務論述之參考。

逆風少年大步走
兄弟象聯名 T 恤
逆風少年大步走
工作影子計劃

創意魔法學院～青春好色 100/02計就業力培訓班

100/11

A4DM

4000 張

菊對海報

1000 張

A4 兩折 DM

1000 張

印製招生訊息菊對海報及 A4DM 寄發至台北縣市高
中職、青少年社福機構、學校社工及少輔會張貼招
生海報，一年度有 3000 人次得知此訊息。並針對
青春好色計就業力培訓印製，透過相關活動、座談
及企業拜訪，使更多社會人士認識了解此課程的目
的及意義。

藝本萬曆訂 1000 張
購單
2000 套
「藝」本萬曆

64 頁

發行「藝」本萬曆筆記本使好色計學員之創作能力
讓社會大眾發現，透過一般市場商品行銷通路，才
有機會讓社會大眾認識非主流青少年的創意商
品，青少年透過文字及圖案敘述自己的生活感受，
運用樸實簡單的創作傳達青少年自己內在意涵，同
時也藉此提升青少年的就業力與信心。

(A5、A6 筆記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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