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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縣市 日期 報名網址 
報名 QR 

Code 

北區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桃園市 

107/2/5 

(一) 
https://goo.gl/forms/fYNuhqeKIYqHFuYB3  

 

中區 

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

市、彰化縣、雲林縣、南

投縣 

107/1/31 

(三) 
https://goo.gl/forms/TURo4B0qs0gPYJuJ2  

 

南區 
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 

107/1/30 

(二) 
https://goo.gl/forms/p0fldEaib3njI5pH2  

 

東區 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107/1/24 

(三) 
https://goo.gl/forms/ooFn1HwuUnJDHxdg2  

 

報名截止日：106 年 12 月 31 日（如需延長報名時間，以本中心官網公布時間為準） 
 

前言 

縱觀世界各國在設定未來發展目標時，均以「2050 年」作為規劃思考的里程碑。舉凡「2050

年全球人口預估達 98 億」、「2050 年 AI 自學能力可追上人類」、「2050 年地球恐增溫 2℃」…

等。在全球化潮流的影響下，我國的自然、社會、科技、經濟及政治環境變動亦隨之加快、加

劇；而我國城鄉環境也正面臨種種快速變遷與挑戰，諸如：極端氣候的發生、能資源匱乏、高

齡少子化社會、無人車的發明、物聯網運用等，都將使未來城鄉環境產生重大變化。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長期從國家發展高度，綜觀世界發展趨勢，以未來學

之觀點及思維，及早思考因應並規劃未來 2050 年城鄉發展策略。面對 2050 發展，現時學青

世代正是前瞻規劃具體實現之中堅份子，其對未來的能動性想像亦正是落實「世代正義」的具

體作為。同時，透過青年學子對城鄉空間發展的規劃實習與論述及憑藉其自身對空間環境的熱

忱與所學的相關背景知識，論證不同城鄉發展政策領域之研究並提出見解，始能讓市民社會共

同關注未來城鄉發展議題，以使因應未來城鄉發展所需的策略實踐、融入生活之中。故此，國

http://www.ippi.org.tw/zh/news/activity_detail.aspx?No=77  

https://goo.gl/forms/fYNuhqeKIYqHFuYB3
https://goo.gl/forms/TURo4B0qs0gPYJuJ2
https://goo.gl/forms/p0fldEaib3njI5pH2
https://goo.gl/forms/ooFn1HwuUnJDHxdg2
http://www.ippi.org.tw/zh/news/activity_detail.aspx?No=77


2 

發會已於 106 年 6 月 24-26 日舉辦「未來城鄉規劃成果聯展」，由全國 7 所大專院校 9 個規劃

相關系所學生，提出對未來的想像及解決方案，走出了一條迥異於以往專家主導的政策建議。

為深化對未來城鄉發展的想像力及促進思考，國發會特委託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以下

簡稱國土中心），在未來城鄉規劃成果聯展的基礎上，廣邀全國北、中、南、東各區高中職生

代表，以「2050 年國家主人翁」的角色，思考國內外趨勢方向，以及個人在未來世代中的發

展途徑，使 2050 的國土規劃更貼近目前青少年族群對於自身未來的想像。 

活動將藉公民座談會的方式，納整青少年族群之建議，納入評估未來城鄉發展之展望與指

認必要建設規劃。其中針對相關領域未來發展趨勢及情境進行意見交流，了解青少年族群對於

未來城鄉發展議題的構想，討論層面涵蓋氣候變遷與能資源、人口及社會變遷、科技技術與產

業發展、生活及工作型態演變等議題面向。 

工作坊總覽 一、

為有效掌握辦理時效與進度，本活動預計以北、中、南、東四場分區工作坊進行，邀

請各區高中選派代表參與，使對於有興趣之學生可藉由活動認識未來城鄉發展議題，並於

日後將成為國土規劃之青年種子。 

 北中南東區域公民座談會活動初擬 表1

辦理目的 
鑑於高中職校學生於 2050 年將成為社會中堅份子，擬以青年參與方式，讓對於未來

城鄉規劃有興趣之高中職校生提前了解未來城鄉相關議題，建立青年培力。 

辦理方式 
一日工作坊 

活動全程免費（含餐點及學生保險） 

參與人數 
每場次 70—100 人，包含曾參與 2050 未來城鄉之大專院校生。 

活動採報名制，每校原則選派學生 2 名（將視最後報名校數微調），額滿為止。 

場地時間

規劃 

北部：107/2/5(一) 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 201 會議室 

中部：107/1/31(三) 台中國軍英雄館 3F 會議室 

南部：107/1/30(二) 高雄捷運美麗島會廊二聖廳 

東部：107/1/24(三)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稻住通會議 室 

議程規劃 

1.我國空間規劃及城鄉發展概念 

2. 2050 未來城鄉策展大學生之經驗分享 

3.分組交流討論 

4.綜合討論及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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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及報名方式 二、

因全國高中職學校為數眾多，各縣市將依照比例訂定報名校數上限，為保障本活動參

與對象之多元性及議題討論度。另因考量離島地區交通及天候問題，故邀請對象以本島各

縣市高中職校學生為主。本活動將以發文方式，廣邀全國（離島除外）所有高中職校參與，

原則上每校推派 2 名代表參加，建議以對地理議題及公民議題有興趣之學生作為各校代

表。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共分為 2 階段。 

第一階段： 

1. 以學校為單位，採網路登記報名，各縣市按比例分別設定報名校數上限，依報名時間

順序（顯示於雲端表單之時間）排列正取及後補學校。 

2. 如單一縣市報名未滿，則其餘後補學校可不分縣市依報名時間排序遞補。 

3. 報名成功之學校將發放確認電郵信函，並提供第二階段報名網址。 

第二階段： 

1. 由正取之學校於網路報名系統中，填寫代表出席學生基本資料及上傳家長同意文件，

於規定期間內回覆。 

2. 如未完成填寫作業，則該校之名額釋出繼續供後補學校遞補。 

 各地區學校報名上限 表2

地區 

 

縣市名稱 高中職校 

總間數 

報名上限 

學校數 

地區 縣市名稱 高中職校 

總間數 

報名上限 

學校數 

北區 台北市 69 16 南區 嘉義縣市 23 5 

新北市 62 14 台南市 47 10 

基隆市 12 3 高雄市 54 11 

桃園市 31 7 屏東縣 19 4 

中區 新竹縣市 22 4 東區 花蓮縣 13 無限制 

苗栗縣 19 4 台東縣 10 無限制 

台中市 50 10 宜蘭縣 12 無限制 

南投縣 15 3 註： 

1) 學校總數係依據教育部 106 年高中職校名單 

2) 東部地區視第一階段報名校數狀況，可彈性開放

各校推派人數（於第二階段報名時公告） 

彰化縣 24 5 

雲林縣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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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作業流程 圖1

活動議程 三、

以下為活動議程初擬，詳細議程及行前說明，將於活動舉辦前一週寄發至與會學生及

各校指導老師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 

 北、中、南區域青少年工作坊議程表 表3

時間 流程 報告者/參與者 

09:30-10:00 報到 

10:00-10:05 開場及致詞 國發會代表 

10:05-10:25 
城鄉萬花筒 

（城鄉發展規劃知識分享） 
國發會代表 

10:25-10:45 
學校沒教的事 

（高中地理課程與區域規劃導讀） 
國土中心 

10:45-11:00 
未來城鄉大想像 

（大專院校心得分享） 
曾參與 2050 未來城鄉之大專學生 

11:00-12:00 
共創幸福城鄉 

（活動規則說明、各桌討論） 
各桌分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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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報告者/參與者 

12:00-13:30 午休時間 

13:30-15:50 
共創幸福城鄉 

（繪製未來城鄉配置圖） 
各桌分別活動 

15:50-16:00 茶點時間 

16:00-16:40 
分組報告及票選活動 

（每組約５分鐘） 
全體學員 

16:40-16:50 總結 

16:50-17:00 

頒獎：金幸福獎(分數最高) 

金創意獎(票選人氣) 

合照及交換聯絡方式 

全體學員 

17:00 賦歸 

 

 東區域青少年工作坊議程表 表4

時間 流程 報告者/參與者 

10:30-10:40 報到 

10:40-10:45 開場及致詞 國發會代表 

10:45-11:10 
城鄉萬花筒 

（城鄉發展規劃知識分享） 
國發會代表 

11:10-11:30 
學校沒教的事 

（高中地理課程與區域規劃導讀） 
國土中心 

11:30-11:50 
未來城鄉大想像 

（大專院校心得分享） 
曾參與 2050 未來城鄉之大專學生 

11:50-13:00 午休時間 

13:00-16:00 

共創幸福城鄉 

（活動規則說明、各桌討論、繪製未來城

鄉配置圖） 

各桌分別活動 

16:00-16:10 茶點時間 

16:10-16:40 
分組報告及票選活動 

（每組約５分鐘） 
全體學員 

16:40-16:50 總結 

16:50-17:00 

頒獎：金幸福獎(分數最高) 

金創意獎(票選人氣) 

合照及交換聯絡方式 

全體學員 

17:00 賦歸 

為確保參與學生人身安全，主辦單位於活動期間提供團體保險（北中南區為

9:30-17:00，東區為 10:00-17:00）。活動以外之來往交通時間，另請師長及家長留意學生

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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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規劃 四、

行前準備 1. 

仿照一般公民議事規則，事先預備工作坊參考資料，連同行前說明文件，於活動開始

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寄送給與會學生，參考資料內容主要為國土未來趨勢的專題研討。為提

升學生閱讀動力，將以學習單的方式鼓勵學生填寫，於工作坊當日繳交時換取贈品。 

城鄉萬花筒（城鄉發展規劃知識分享） 2.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簡要分享國土規劃歷程，以及在未來觀點及國內外趨勢展望

下，國土空間規劃及發展的可能途徑及因應措施。本段將作為整個活動的引言，使學生了

解國家發展如何從過去精英決策的方式，至今逐漸導入審議式民主的歷程，以及工作坊的

產出可以怎麼運用在未來國家整體推動方向上。 

學校沒教的事（高中地理課程與區域規劃導讀） 3. 

本部分將由國土中心具地理科系背景人員說明如何應用既有學科知識於工作坊討

論，例如國中台灣地理、高一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及高二台灣地理、公民參與方式等。主

要目的在於將既有知識轉化為規劃思考的操作內容。 

未來城鄉大想像（大專院校心得分享） 4. 

未來城鄉與國土空間發展將為青年一代領航發揮的舞台，藉由青少年活力與創意，增

添對未來國土空間發展嶄新的靈感與思考，故擬商請參與 106 年度國家發展委員會舉辦

「未來城鄉發展」跨校規劃成果聯展之大專院校學生，針對參與聯展之過程，分享 2050

未來城鄉環境發展景象之設計內容與規劃理念，同時針對四面向「未來城鄉與社會創新」、

「未來再生能資產永續利用」、「氣候變遷與基地規劃」及「智慧科技與城鄉發展」提出觀

點與建議。 

共創幸福城鄉 5. 

本次工作坊利用遊戲設計促進桌員更多社交互動及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以活絡桌員

感情，並了解國家發展歷程，景氣動盪變化對城鄉發展之影響。藉由桌員彼此討論過程中，

共同繪製 2050 未來城鄉想像與期待，進行方式如下： 

 共創幸福城鄉活動流程表 表5

時間 階段任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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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暖身活動階段 1. 主辦單位進行活動細部說明，引導學員規劃發想方向及原則 

2. 各桌派 1-2 名桌員至台前領取活動記分表、幸福城鄉海報、

繪圖工具等 

3. 各桌桌員自我介紹及角色分配 

 美宣組（製作所需建設項目小圖） 

 編輯組（海報地圖修正及書寫） 

 資訊組（資料蒐集、分析） 

 公關組（資料整理及成果發表） 

 總務組（成果統計） 

4. 各桌依活動規範原則討論未來城鄉類型、都市階層與願景 

5. 各桌自行製作所需要之建設項目小圖，以便黏貼於地圖上 

13:30-14:30 基礎建設階段 1. 依據上午討論結果，按都市發展型態配置各項建設，並構思

區域未來發展方向 

2. 主辦單位不定期插播國內外大事（機會&命運），各組依國內

外大事造成之影響，統計城鄉幸福貼紙 

（如：全球經濟危機，所有綠能類設施可加○分） 

14:30-15:00 創意提案階段 1. 各桌繼續討論，並就重點發展項目提出創意發展提案，以爭

取「中央幸福貼紙」 

2. 由國發會人員扮演「中央輔導團」，巡視各桌建設狀況並聽

取創意發展提案，決定給予幸福貼紙（最高可得 10 張） 

3. 主辦單位不定期插播國內外大事（機會&命運） 

15:00-15:30 未來城鄉願景 依據所有建設成果，繪製該區域之未來城鄉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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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城鄉圖示意圖 圖2

 都市階層劃設原則 表6

都市

階層 

原則 可建設之設施（例） 

機
場 

風
電
廠 

水
庫 

農
田 

傳
產
園
區 

科
技
園
區 

一
般
鐵
路 

高
速
鐵
路 

一
般
道
路 

快
速
道
路 

住
宅 

自
駕
車 

其
他…

 

主要

都市 

人口達 100 萬人以上 

擁有完整的都市工商機能 
             

衛星

都市 

人口約 50~100 萬人 

縣市行政中心所在地，具發展潛力

（如：高鐵車站） 

             

地方

市鎮 

人口規模 50 萬人以下 

主要發展地方型生活圈 
             

鄉村 都市以外地區              

分組報告及投票 6. 

各組依討論結果，推派代表（或輪流）上台報告規劃構想。全部組別報告完畢後，由

各組內部進行投票，票選最佳作品(1 人 1 票，不得投自己組別)，並由桌長統計後交予中

心人員綜合統計，票數最高之組別提供精美贈品。 

第 1 桌 

類型：分散型城鄉 

願景：打造幸福城鄉 

發展規劃構想說明 

1. 

2. 

3.  

4. 

5. 

 

主要核心都市 

次要核心都市 

地方核心都市 

 

幸福指數* 

（♥1 分，減 1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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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創意獎及金幸福獎票選單 表7

 「2050 幸福來臨 X 未來城鄉」青少年工作坊（中區） 

第一桌金創意獎選票單 

 

 

 

 

 

 

 

 

 

 

 

 

 

 

 

 

 

 

 

姓名 第一桌 第二桌 第三桌 第三桌 第四桌 第五桌 第六桌 

陳一明        

陳二明        

陳三明        

陳四明        

陳五明        

陳六明        

陳七明        

合計        

第一桌金幸福指數： 

(金幸福指數計算方式以所得之愛心數—炸彈數) 

如需進一步資訊，請洽本活動承辦人：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02)2367-2179 

鐘潔瑩小姐 分機 1309 

鄭曉昀小姐 分機 1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