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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吳政哲研發專員�

轉大人從參與開始：
談培力青少年進入政府政策機制	 



為什麼���
讓青少年進入政策機制是重要的？

•  用一個未來公民的角度來培育青少年是當
務之急的事，青少年不是一個大孩子，不
是一個一直關在家裡的孩子，是一個必須
走出家庭走入社區，從社會未來公民的角
度來看這個世界……  �

��
�摘錄自2004青少年政策白皮書論壇 

大葉大學學生吳政哲發言稿�



•  所有的想法從表達起，就被壓抑，完全沒
有發揮的空間。�
肚子餓了？會冷嗎？都由大人決定，與自
己真正的想法無關。�
專長興趣，甚至自己的娛樂方式，都是他
們說了算……�
獨立？自主？連想法都不敢有�
�
摘自  天下雜誌，2007年教育特刊 �



•  青少年是從一位被保護的兒童轉變為社會
公民的重要過度時期。�

•  青少年的公共參與度偏低，顯見青少年的
公共參與能力亟待強化與正視。�

•  相關兒少政策制定過程往往排除青少年或
兒少的參與，致政策規劃與落實與兒少實
際生活處境產生落差。�



台少盟倡議將青少年參與入法

•  2004年，行政院青少年事務促進委員會，
提案設立青少年諮詢小組。�

•  2009年，臺中市市政府設立青少年市政咨
詢小組。�

•  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入
法�



表意權益�
Ø第五條　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

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
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
權衡其意見。�

Ø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召集人，邀集
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
關機構、團體代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
表，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
及少年福利政策。必要時，並得邀請少年
代表列席。    �



條文說明：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規定，簽約
國應使有意思能力之兒童就與其自身有關事務有自由表意
之權利，其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
權衡。�
    另為彰顯與反映政府於政策制定時對兒童及少年意見與
需求之重視，增列得邀請少年代表列席規定。�
  �



社會參與權益�
�
Ø第三十八條　政府應結合民間機構、團體

鼓勵兒童及少年參與學校、社區等公共事
務，並提供機會，保障其參與之權利。�



基礎與背景

•  台少盟2012年更進一步與台北市政府與合
作，共同規劃推動於台北市兒少福利與權
益促進委員會下設兒童及少年代表，並協
助培力相關知能。�

•  2013年協力宜蘭縣、台南市、嘉義市、屏
東縣等縣市成立兒少諮詢代表。�

•  本報告將以臺北市的運作經驗為基礎，適
時參照協助其他縣市的運作經驗，及包括
新北市、台中市、彰化縣、台東縣等不同
區域的兒少諮詢代表培力經驗，從不同面
向討論如何培力青少年進入政府政策機制。 �



論述架構

•  怎麼選？�
•  怎麼運作？怎麼培力？�
•  成果如何？�



怎麼選？



誰適合？	 	 ���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代表？

•  少年代表  è 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 
•  縣市政府主責�
•  公開招募：學校推薦、個人推薦、機構推薦�
•  組成遴選委員會�
•  身份、背景、性別、年齡，多元、平衡�

•  如果沒有這麼做，會導致……�



怎麼運作？���
怎麼培力？



核心目標

參與�

交流�

發聲�

培力�

透過各式培力課程，
提升公民意識與公
共參與知能。�

參與兒少福利促
進委員會，提供
政策諮詢與建議。�

協助建立發聲管道，
凝聚青少年意見，
張顯表意權益與能
力。�

建構青少年意見
交流平台，激盪
出更多火花。�



三都青少年諮詢小組���
共識培力工作坊

讓台北市兒少代表了解政
府兒少政策的產製方式，
及政府對他們的期待。�
�
其次透過不同層級的青少
年政策諮詢與公共參與的
經驗分享，讓他們了解未
來的運作過程中，可能會
有哪些挑戰與想像。�

培力�



透過分享、分
組、討論他們
所關心的青少
年政策，體驗
未來若是要做
政策建議，可
以如何廣納大
家的想法。�



•  直接討論，你關注的青少年或兒少議題？問題
釐清，可能的解決方法？�

�
•  從個人、家庭、社會等不同層面的生活經驗出

發。�
•  思考扮演的角色�
•  可能有誰的權益被剝奪或發生什麼問題？�
•  有哪些利害關係人？�
•  他們之間的關聯？對該議題的影響程度？�
•  有什麼可能的解決方法？�



再透過各式民間
團體、承辦單位
的分享，了解他
們有多少資源可
以運用。�
�
最後了解承擔兒
少代表的角色和
提案應有的態度
與準備。�



議題分組，他們都關心些什麼？

•  教育內容：媒體識讀、勞動教育、藝術與人文、
服務學習、借課、情感教育。�

•  校園生活：學生自治、校規、輔導管教、申訴
機制、專業輔導人力與機制、設備設施。�

•  其他生活：網頁分級、遊戲軟體分級、文化休
閒空間、票價。�

•  區域特色：交通議題、青少年自殺、就業、勞
動權益。�



小組與會議運作

•  每個月各組有1~2次的小組會議，討論他們
關心的議題、蒐集意見方式、提案方式和
演練。�

•  每個月有一次的兒少代表全體會議：�
– 小組進度報告(議案發展方向與規劃進度)�
– 時事討論(每個月重要兒少相關時事討論，可能

轉化為追蹤列管的提案)�
– 承辦單位報告(行政事項、推薦活動等)�
– 提案討論（為讓小組運作更順利，各組提出相

關想法供討論）�



小組會議
•  由承辦團體的方案負責人引導青少年依序透過

現況檢視、找出問題點、參照相關法令政策，
了解問題所在是因為法令政策不夠完善，或沒
有落實，透過多次的循環與不斷聚焦，找出關
鍵可操作之議題。接續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案，
或者其他良好的做法參考。�

•  又因為兒少諮詢代表所代表的是兒少族群，並
非個體，他們也在意如果沒有足夠的民意基礎，
是否會是自身的一廂情願或難以說服成人委員，
便會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會或民意調查的方式，
了解更多元而邵的觀點來修正其政策建議。 �



全體會議

•  由兒少諮詢代表輪流值星，負責規劃議程、
主持、記錄、帶動討論。�

•  有助於兒少代表彼此間之意見交流以及即
時反應相關政策性意見。�

•  透過不斷的練習，無論是議題的熟悉與口
語表達能力，都能夠有十足的進步。 �



培力課程

•  在兒少諮詢代表議題討論運作的過程中，
由兒少諮詢代表提出或方案負責人適時地
提供所需要的知能，來補強他們面對議題、
搜集意見、產出政策建議的過程所欠缺。�









成果如何？



少年代表了沒 
�



議題參與參與�
發聲�





歡度兒少權益新法���
三讀通過周年慶

參與�
發聲�



交流�



交流�



交流�
發聲�



交流�



他們的心聲…

•  「從前我用拳頭幫別人討公道，現在我學會用
心和用嘴巴爭取青少年的權益」�

•  「以前沒有人會在意我的想法，現在我有一支
麥克風，我不只講出自己的想法，我們分析現
況、蒐集想法(證據)、表達立場，而且你們會
聽，而且不只是空話，真的會實現」�

•  「以前我只知道用投票，靠多數來拼輸贏，在
這裡我學會用不一樣的方式，讓每人的聲音都
可以被聽見、被尊重、被納入」�



•  經過一連串的知能培力、交流平台、嘗試
發聲及不斷演練、參與議題及參與體制，
兒少代表們從擔心、畏懼或大放厥詞，到
穩健、激盪火花、面對群眾和提供具體建
議，更充滿了自信。�

•  每個人學會不只是從自己的觀點，從多元
的想法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熱情沒有消逝，
並承諾持續發揮自己的小小影響力.....�



兒少諮詢代表的意義

•  讓我們的政策規劃更具體�
•  減少其他局處懷疑的眼光�
•  讓我們跳脫年齡歧視學習跨世代溝通�
•  提供參與機會與經驗傳承�



青少年對公共參與冷漠？

•  當青少年擁有發言的舞台時，她/他們開始
感到自己的意見是重要且具有價值的。�

•  台少盟和兒少諮詢代表用實際行動驗證了：
我們相信唯有參與才能負起責任，唯有建
構友善青少年與兒少的公共參與環境，他
們在面對大環境的風險與不確定時，才能
學習為他人及公共利益負責！請和我們一
起傾聽台灣青少年的聲音..�



•  我們的經驗發現：�

ü 需透過適當的培力課程引導啟發�

ü 需要民間團體承辦單位共同經營，落
實從青少年及兒少角度檢視政策�

ü 在兒少委員會有提案機制�

F才能有效提升青少年及兒少的實際公共參
與知能。�



為了健全兒少的表意與社會參與權���
���

我們需要：

•  培力與提升兒少的公共參與知能�
•  建構友善的兒少公共參與環境�
– 承辦單位�
– 政府相關兒少業務單位�



青少年與兒少的公民意識向下紮根���
&轉大人工程���

���
	 	 	 	 	 	 	 	 	 	 	 	 	 需要資源投資���
	 	 	 	 	 	 	 	 	 	 	 	 	 需要機制給予���
	 	 	 	 	 	 	 	 	 	 	 	 	 需要時間等待���

���
從不簡單卻又極為重要的長路.....���

���


是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