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臺中市青年模擬聯合國
2020 Taichung City Youth Model United Nations
【副主席招募簡章】

一、活動目的：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及美中貿易衝突等危機，全球國際社會刻正面臨充滿
機遇與挑戰的變局，提升多元視野及培養國際情勢之識讀能力，成為當
代全球公民的必修課題之一。作為臺灣接軌國際的重要城市，臺中市政
府為培育更多優秀的青年國際人才，今年首度舉辦「臺中市青年模擬聯
合國」活動，盼藉聯合國組織運作及各項議事工作之模擬實作，促進學
子主動參與國際事務、鍛練理性思辨能力、培養領導能力，以拓展青年
國際視野，提升外語能力及全球競爭力。
為確保會議順利進行，並強化鏈結在地訴求與關懷，本活動預計招募 8
名臺中市籍或就讀於臺中市各大專院校或研究所之在學學生擔任各委員
會副主席，以推動相關會務運作。
二、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五、招募對象：
（一） 對象：設籍臺中市或就讀於臺中市各大專院校或研究所之在學學生
（二） 名額：共計招收 8 名，以書審及面試等方式評選之。
六、活動日期：1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0 月 18 日（星期日）
七、活動地點：

（一） 開幕式及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以下簡稱：市
政大樓)，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二） 閉幕式及交流晚宴地點：長榮桂冠酒店(臺中)，地址：臺中市西屯
區台灣大道二段 666 號。
八、活動議程：
10/17(六)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30

學員報到

市政大樓

09:30-11:00

開幕式

4F 集會堂

11:00-12:00

模擬會議(一)

12:00-13:30

午餐暨午休時間

13:30-14:50

模擬會議(二)

14:50-15:10

茶點交流

15:10-17:00

模擬會議(三)

17:00-18:00

休息暨轉場

18:00-20:00

交流晚宴

10/18(日)

活動內容

09:30-10:00

學員報到

10:00-12:00

模擬會議(四)

12:00-14:00

午餐暨午休時間

14:00-16:20

模擬會議(五)

16:20-17:00

休息暨轉場

17:00-18:00

成果發表、頒獎暨閉幕式

18:00-19:00

活動場復

市政大樓
各委員會會議室

長榮桂冠酒店

地點

市政大樓
各委員會會議室

長榮桂冠酒店

*本議程為暫訂，主辦單位保有變更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公告
於活動官網 (http://tcymun.com/ )， 恕不另行通知。

九、活動方式：
（一） 本活動遵照聯合國等國際正式會議議事規則進行，針對 4 項議題各
設立 1 委員會、由 1 位主席、2 位副主席主持流程並評選優秀學員；
每委員會入選之代表國別及學員人數不等。
（二） 副主席協助主席研議推動會議學術相關工作，包括輪流主持會議、
引導及促進議題討論、決議文草案審核及獎項遴選等事務。
（三） 副主席需配合全程參與活動，含前置籌備會議、記者發布會等必要
推廣行程，全程參與並於活動結束後提供反饋建言者將獲頒聘書。
（四） 各委員會與議題內容：
1. 東協區域論壇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Crisis Committee
( 英文委員會 )
主題：南海爭端處理 Settle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說明：本主題涉及國際海洋法、資源開採、主權爭議等相關議題，
我國地處鄰近海域，同時擁有太平島、東沙群島有效控制及
管轄權，與此主題息息相關。
2.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
( 英文委員會 )
主題：南蘇丹人權危機 –性別壓迫與女性賦權 Situation in South
Sudan – Sexual Violence and Women Empowerment
說明：南蘇丹自 2013 年爆發內戰以來，已造成近 40 萬人喪生，數
百萬人被迫流離失所，人權議題備受全球積極關切，在該國
各群體間女性尤為弱勢，遭受性暴力、奴役、性販運等各種
迫害。我國近年女性賦權有長足進展，並產生了包括總統、
各縣市女性首長、中央部會首長等女性領導人，各政府機構

亦將女性議題列為施政首重主軸之一；從我國女權發展經驗
及女性角度能提供此危機全新視角。
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英文委員會 )
主題：後新冠肺炎之金融振興與永續國際經濟成長 The aftermath of
COVID 19: Facilitating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說明：新冠疫情仍未平息，但振興必須開始，臺中於近期經濟表現
成果卓越，對於全球經濟如何復興並朝向永續發展宜持續關
注並借鑑。
4. 世界衛生組織（WHO）（中文委員會）
主題：評估兒童健康受空氣汙染影響嚴重程度並提出初步解決方案
說明：空污影響甚巨且禍延子孫，不只主辦城市臺中身受其所苦，
全球各國無不將整治列為核心國策，如何保障兒童不受空汙
之苦為國際社會的當務之急。
十、報名資訊：
（一） 活動費用：免交報名費，保險及 10 月 17 日晚宴費用均由主辦單位
負擔。惟個人之餐食、交通及住宿自理；本活動副主席為無給職，
主辦單位得酌給副主席參加籌備會議及相關活動之出席費、交通費
(限跨縣市通勤)。
（二） 報名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7 日下午 6 時止(系統時間)
（三） 報名方式：報名者須自行上網完整填具線上報名表單並檢附相關資
格證明，未滿 18 歲者需檢附家長同意書(如附件)。

（四）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9FJvGFjf6Ez9TaCS9

（五） 錄取通知：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合格者，由學術長聯絡安排線上面試；
109 年 9 月 14 日前將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最終錄取及備取者，未錄
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十一、 遴選及錄取標準：
（一） 報名者須未曾違反法律及校規或其他重大不良紀錄。
（二） 報名以英文委員會為第一志願者，英文檢定成績及面試臨場口語表
現佔 30%；以中文委員會為第一志願者，則以中文語言表達流暢度
佔 30%。
（三） 具有國際關係專業背景、曾參與其他模擬聯合國或相關國際交流活
動經驗佔 20%。
（四） 對於本活動國際議題之熟悉度與申論能力佔 30%。
（五） 對於情境題之回答與應對能力佔 20%。
（六） 檢附學校教授(教師)或具公信力之相關領域專業人士推薦函者，酌
予加分。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報名及參與本活動者，視為同意本活動簡章所有條款，如有違反或
偽造資格文件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其資格。
（二） 副主席行程及工作事項：
1. 參與研討並配合出席相關籌備行程，暫訂如下：

(1) 三次學術訓練：9 月 20 日、9 月 27 日、10 月 4 日（臺北車站附
近）
(2) 活動記者會：10 月 5 日至 10 月 8 日間擇日舉辦（臺中市政府）
(3) 行前準備會議：10 月 16 日晚上（臺中市政府）
2. 熟悉會議流程與規則
3. 撰寫會議相關學術文件
4. 完成學術長、主席所交代之其他會務相關事項
5. 未能如期完成職責或違反相關規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副主席資格。
（三） 本活動將全程以影音或文字紀錄，並於會後提供與會副主席留念。
凡完成報名並經錄取者，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執行如拍攝肖像等相
關活動紀錄，供公開播映等方式之業務推廣使用。參與學員需提供
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訊供主辦單位投保活動團
體保險(保費由主辦單位負擔)，所有個人資訊之使用、保管將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需求，參與學員需自備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
消毒、洗手等防疫措施。
（五） 主辦單位保留及擁有本活動所有內容刊登之權利，亦有權對本活動
之所有事宜進行補充、解釋或調整。活動期間如因疫情發展嚴重或
其他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得依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規
定，保留暫停、改期、改採網路視訊會議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六） 線上報名表單含以下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報名副主席勾選後視
為同意簽署：
臺中市政府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出
生年月日、學校名稱、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

個人的相關資訊)，將僅限使用於本次活動，期限自聯繫起始日至
特定目的終止日為止，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
您的個人資訊，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研究或活動外，僅於
中華民國領域內使用。於此前提下，您同意本府得於法律許可之範
圍內處理及利用相關資料以提供資訊或服務，但您仍得依法律規定
之相關個人資訊權利主張如下事項：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
正、處理、利用及刪除，請以電子郵件向本府聯繫。報名及參與本
活動者，視為同意本活動簡章所有條款，如有違反或偽造資格文件
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其資格。
十三、 活動聯絡人：
林小姐 2020tcymun@gmail.com (T) 02-23971751 #149
洪先生 2020tcymun@gmail.com (T) 02-23971751 #120
十四、 活動專頁

2020 臺中市青年模擬聯合國 2020 TCYMUN
https://www.tcymun.com/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ecretariat.TCCG

附件

「2020 臺中市青年模擬聯合國」
參與學員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請填學生姓名）參加於 109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18 日由臺中市政府秘書處主辦之「2020 年臺中市青年模擬聯合國」
活動，已詳閱並同意活動簡章相關規範，且已囑咐本人子弟遵守相關規定及
議事規則，聽從大會工作人員指引，注意自身安全，以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此致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家長簽名：
□父親 □母親 □法定監護人（請勾選）
家長手機：
其他緊急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填寫日期：109 年

月

日

備註：
未滿 18 歲之學員報名本項活動須經家長同意，請將家長簽名之同意書拍照或掃描後，上
傳報名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