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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108 年度「縣政發展組」 

議題小組第 1 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4日（星期三）13：30 

貳、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勞資爭議調解室 

參、主持人：彭處長德俊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提案討論： 

一、討論案１－106年度未解管事項： 

案由 

(編號 1) 

古委員所建，架設青年事務網站，由縣政發展議題小組研議，並借重具

網路科技專才之委員協助建置，繼續列管，邀集委員共商網站架設事

宜。(縣政發展組) 

主辦機關 勞青處 

說明 
經 107第 1次定期大會決議，本案繼續列管，併請勞青處於小組會議時

說明課程活動資訊推廣之具體作法，再提報大會討論。  

小組會議

決議 

一、青年網站應盡速完成上架，上架後轉知相關青年團體及委 

員廣宣。 

二、請勞青處於網站規劃架構完成後邀請委員共同研商是否妥 

適。 

第二次定

期大會 

決議 

本案繼續列管，請勞青處儘速於 108年度上半年完成。 

辦理情形 

勞青處回應： 

本處於 108年 1月 23日邀集青年事務委員(鄭昆霖、曾莉敏、邱俊閔、

廖宗輝、林志豪)共同討論青創 1 號空間及網站規劃，並經彙整委員意

見後，已初步規劃網站架構如附件 1，刻正辦理網站建置作業。 
108第 1次小

組會議決議 
本案請勞青處儘速於 108年上半年度完成網站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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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案２-107年各議題小組提案： 

案由 

(編號 1) 

107年度第 1次提案： 
有關研擬青年創業基地的共創園區及苗栗縣城市規劃館未來方向檢

討，提請討論。(提案人：廖委員宗輝、吳委員承翰) 

主辦機關 勞青處、文觀局 

說明 

一、研擬青年創業基地的共創園區，讓能進駐的青創團隊能否有彼此工 

作環境、交流機會、商品展示、曝光平台等等相關規畫與執行辦法， 

二、苗栗縣城市規劃館不僅在、觀光性質、公共政策發展性質、民眾參 

與性質上皆是具有潛力，唯獨缺乏總體性的規劃以及設施活用的構

想，導致資源的浪費以及設施的利用度低，規劃館之內容可以將苗

栗城市的規畫願景以及發展的程序予以概要說明、解說，乃使苗栗

民眾更了解整體發展目標，不僅可以使民眾更了解政府、也可以帶

動地方觀光…等發展;乃至提升全體市民公共參與機會。也能成為

政府的一個宣傳平台，請針對其未來發展進行討論。 

三、經 107第 1次定期大會決議，提案二、三併案辦理，請勞青處與文 

觀局擇日召開研商會議，討論城規館青創基地運用空間之規劃(群

聚會議室、青創商品展售等)，並與委員充分溝通。 

小組會議

決議 

請勞青處與文觀局另案研議城規館 1樓標租空間運用之規劃，必要時請

委員共同出席。 

第二次定

期大會決

議 

本案仍請依小組會議決議辦理，請勞青處與文觀局另案研議城規館 1樓

標租空間運用之規劃，必要時請委員共同出席。 

辦理情形 

勞青處回應： 

原擬爭取及規劃現有之城市規劃館-標租空間撥用作為青創共同工

作室及青創詴營運中心，經本處簽經本府文觀局表示，目前該空間仍規

劃有廠商進駐需求，先予敘明。後續本處將持續溝通文觀局； 

另有關委員建議之事項，本處將以先行變更青創基地 1號內部空間

進行規劃，並於 108 年 1 月 23 日邀集青年事務委員共同討論青創 1 號

空間及網站規劃，並經彙整委員意見後，初步規劃內容為於青創辦公室

展示青創業者商品、原培訓教室(後生共下沙龍)增設群聚會議室，提供

青創業者交流空間。 

 

文觀局回應： 

（一） 本館 1樓： 

 左側：業已租給予獅書科技有限公司作為青年展覽空間使用。 

 右側：有多家業者洽談，並已於 108年 4月 12日(五)上網公告

"招租"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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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館 2樓： 

 左側："目前為本局文創科推動社造業務之會議空間使用" 

 右側："辦理春遊苗栗專案辦公空間之使用"。 

（三） 未來規劃： 

將規劃「苗栗縣深度文化探索中心 ROT 暨附設探索會館 BOT 商

作業計畫」，招商條件已調整且於 108年 3月 11日上網公告，

後續持續追蹤進度。 

108第 1次小

組會議決議 

一、請勞青處依據本日工作報告內容先就青創 1號基地既有空間進行改

造，未來如爭取到補助款活化空間，再邀請委員共同研商，以逐步

建置符合創業青年朋友之需求空間。 

二、本府原規劃中山路 2號糧倉作為青創基地預定地，為該處涉及文資

身分，請文觀局盡速完成修繕作業，釋出相關空間資源，以作為未

來青創業使用。 

 

案由 

(編號 2) 

於金牌農村黃金小鎮增設 Ubike。(邱委員俊閔) 

說明 

苗栗公館黃金小鎮於獲得金牌農村（第二名）後，農遊團體、農業參訪

團、外國觀光客、DIY 踩線團與日俱增，為達到深度的農遊體驗與農村

導覽，期望於黃金小鎮內增設 Ubike，讓農遊客能達到深度的農村之旅，

了解農村特色的農產業及人文歷史，使遊客們停留的時間更長，以達農

村經濟收益的提升。 

107第 2次 

定期大會

決議 

錄案辦理，請工務處評估設置之需求性及可行性，於小組會議中提報相

關結果。 

 

組別 縣政發展組 

主辦機關 工務處 

辦理情形 

工務處回應：  

為讓更多縣民享受公共自行車之便利性，本處將評估於人口數 3萬人以

上地區(苑裡、通霄、後龍、公館)設置之可行性，相關評估費用已研擬

計畫向中央爭取補助，俟中央補助並辦理詳細評估規劃後，再依規劃結

果推動。 

108第 1次小

組會議決議 
本案請工務處未來於辦理規劃案時，邀請委員進行溝通及研商，並副知

勞青處相關資訊。 

 

 

案由 

(編號 3) 

107年度第 3次提案： 

推動青年就業促進方案-苗栗青年技術士證照獎勵方案。(詹委員德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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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推動苗栗青年技術士證照獎勵方案：取得甲、乙級技術士證照，可分別

請領相關之獎勵金。 

107第 2次 

定期大會

決議 

錄案辦理，納入小組會議研議。 

組別 縣政發展組 

主辦機關 勞青處 

辦理情形 

勞青處回應： 

本處已著手評估相關政策之可行性，惟囿於本縣財政困難，後續仍需俟

本府財主單位意見再行修正。 

108第 1次小

組會議決議 
本案請勞青處積極與財主單位研商，並在預算可執行之情況下，於下半

年度推動相關辦法。 

 

案由 

(編號 4) 
於六大區辦理願景咖啡工作坊。 

主辦機關 勞青處 

說明 

依據 107年第二次定期大會決議辦理。旨為策進縣內青年公共參與， 

研議公共政策，邀集青年委員、青創業者、有關局處等參與，針對問題

提出具體可行解決策略，讓青年的想法與創意融入政府施政，為衡平各

區青年聲音，於六大區域各辦理 1場次願景咖啡工作坊。 

辦理情形 

勞青處回應： 

目前已規劃於上半年度(5-6月間)於縣內各區辦理 6場次願景咖啡館， 

預定辦理地點則擇定為苗青年店家，並且邀集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青 

年店家、一般青年、縣府有關局處代表與會共同探討苗栗城市發展願景。 

108第 1次小

組會議決議 
本案請各區委員推派 1名擔任主持人籌辦活動，訂定主題、時間與地點，

並由勞青處則提供行政庶務協助。 

 

案由 

(編號 5) 

有關青年委員應係提供縣府在各項政策或活動上之建議角色，誠心希冀

各單位於辦理各項政策時，可邀請與會在座之各委員共同研商討論，透

過不同委員之專長領域，提供縣府更多元之建議與方向，使各項活動與

政策更臻完善與圓滿。 

主辦機關 
各局處(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工商發展處、農業處、教育處、計畫處、

工務處) 

說明 

一、為策進縣內青年公共參與，本府於年度辦理 2場次青年論壇，為吸

引更多青年投入公共參與，傾聽青年政策的想法，希冀透過委員策

建對象邀集、辦理方式，辦理常態性的交流活動，以更貼近青年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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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 107第 1次定期大會決議，邀集青年委員、青創業者、後生添手

團、有關局處等參與，針對青創場域設定主題性議題。 

第二次定

期大會決

議 

有關委員建議之事項，後續請各局處在各項重大活動辦理之時，視需求

邀集委員共同研商，徵詢相關建議，另請各單位加強與委員之間之溝

通，以利於各項政策之推廣及瞭解青年朋友之需求。 

辦理情形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回應： 

本處於 108年 1月 23日邀集青年事務委員(鄭昆霖、曾莉敏、邱俊閔、 

廖宗輝、林志豪)共同討論青創 1號空間及青年網站規劃。 

【工商發展處】回應： 

工商科:有關青年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次定期大會決議部分:遵照辦理。 

公用事業科:夏日星空電影院(3場)及節電兒童劇場。 

產業發展科:茶陶品牌主題推廣及十三創意街區。 

使用管理科:經查本科尚無相關事項。 

都市計畫科:本科無是類計畫及重大活動。 

建築管理科:本科目前尚無相關計畫及重大活動。 

【農業處】回應: 

1.本處後續的亮點活動，擬邀請相關領域委員共同研商。 

2.輔導本縣農會成立青年農民聯誼會組織，並每年辦理座談會及農

業研習課程。 

【教育處】回應：無 

【工務處】回應： 

本處較無辦理相關重大活動，後續若有將視需求邀集委員共同研商。 

【計畫處】 

本處無辦理重大活動，倘未來有辦理重大活動，將依決議配合辦理。 

108第 1次小

組會議決議 
建請解除列管，並請各單位邀請委員出席且視同重要貴賓，於活動會場

中正式介紹青年委員協助及辦理接待等事宜。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下午 15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