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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秀台中》市長政見

進程策略一 青年就、創業導師計畫

需跨局處協助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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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策略二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進程策略三 產官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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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政見

二、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提供青年一站式創業及就業服務、簡化

各項繁瑣申請流程，透過業界導師對青

年創業的指引，提升臺中青年的競爭力

升級。

 勞工局、經發局設置主管青年事務科室，

訂定青年創業政策專職青年職能培力。

一、就、創業導師計畫

 由市府領銜，媒合傑出企業家與各領域

卓越成就者，作為臺中青年之就業導師，

鼓勵企業主和社會菁英開放實習培圳計

畫，創造就業出路。

三、產官學合作

以政府角色主動協調，推出產官學合作

的實習平臺，讓產業需求變成學校課程

規劃，學生在學即培訓就業基本能力，

讓年輕人畢業即就業。

秀台中



青年就、創業

進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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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政見
秀台中



創業
媒合傑出企業家、創投業者
與各領域卓越成就者擔任創業導師

 舉辦商品媒合會及創新交流會，
媒合創業導師分組輔導摘星青年

 目前摘星青年分為16組，每組安
排2位創業導師，共32位導師

就業

招募本市「不老高手」
各業傑出人才或技師
成為就業導師

 進入校園擔任產業導師，
累計至107年底共62人，
108年目前已招募13人

 辦理百業職場體驗活動，
108年預計辦理70場次

就業

邀集產業專家分享經驗
開播求職空中談話性節目

 預計錄製11集節目

 分享各行業前景、
人力特性、職能需
求及職場生存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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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創業進程策略

媒合就、創業成功人士擔任導師



西區審計新村 潭子摘星山莊霧峰光復新村

創業基地
摘星計畫

104年進駐人數
目前第1期
進駐人數

目前第2期
進駐人數

合計
(更新至108.04.01)

審計新村 26 11 14 25

光復新村 70 35 26 61

摘星山莊 12 1 3 4

總 計 108 47 43 90

進駐
人數

擴大摘星計畫青創導師群 -摘星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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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歲

有志創業
青年

創業導師

營運輔導

三處

青創基地

創業獎勵

租金補助

就、創業導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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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星計畫第1期青年將於今年下半年陸續進駐4年期滿，規劃第1期青年需經
審議通過後擔任「青創導師」，建議4項遴選指標如下：

2. 目前第1期青年共計47人，預計續留人數比例最高50%，經審查通過後，將
另立契約。

指標 繼續進駐條件 續駐年限

1 對基地園區之經營活化有貢獻者 至多1年

2
提供具體的營業報表證明其事業於本基地經營具有未來

性者(包括但不限於營業額提升或客戶數增加)
至多2年

3 已經成功於基地以外地點另外展店與開業 至多2年

4
除已經另外展店以外，並且已經成功建立品牌，廣為市

場知悉(應提供佐證)
至多2年

就、創業導師計畫

擴大摘星計畫青創導師群 –第1期續留青年擔任導師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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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職場階段陪伴並鼓勵青年穩定就業

新增摘星計畫競爭型創業獎勵項目

成立青創孵化空間輔導青年創業

擴大本市青創基地

設置青年事務專責單位

青年就、創業進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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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青年事務專責單位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業務職掌

1. 青年就(創)業諮詢委員會
2.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基

地進駐計畫
3. 霧峰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服務

中心
4. 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5. 社會創新非營利組織培力計

畫(青創院)
6. 亞太地區就業促進政策交流

及研討會
7. 創新產業深度職場體驗
8. 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工讀計

畫
9. 大學就業博覽會志工及社團
10. 扶助弱勢青年就業

108年上半年成立青年事務股

108年下半年籌設青年事務科室

人員編制
股長1人
科員2人
助理員1人

爭取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
(青年就業部分)



一. 光復新村簡介
光復新村曾為省政府員工的眷屬宿舍，歷經921地震及精省後，住戶遷出而房舍閒置廢棄，於101年

登錄為本市文化景觀；自103年起由勞工局規劃推動摘星計畫，光復新村是計畫中空間單元數最多、

腹地最大的基地，以「影視」、「視覺藝術創作」、「文化創意」及「餐飲」為主。

二. 光復新村青創基地現況

擴大本市青創基地 ─擴大光復新村青創基地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市府著手規

劃及辦理座

談會宣傳摘

星計畫

103年

本府文化局

於10月與財

政部國有財

產署簽訂

「委託改良

利用契約」，

並修繕39棟

房舍

12月基地修

繕完成，勞

工局招募青

年進駐

104年

本市文化資

產處於光復

新村設置專

管中心

105年

專管中心自

4月起改由

勞工局接手，

更名為創業

青年服務中

心

106年

國有財產署

之「委託改

良利用契約」

改由勞工局

接管

107年

基地共計70

個空間，目

前由61名青

年進駐創業

(8位青年擴

大使用2個

空間)

108年

9



擴大本市青創基地 ─擴大光復新村青創基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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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年創、就業競爭力

光復新村其他房舍可評估作為擴大青創基地之空間

INGO
中心

光復新村於青創基地以外之房舍，由本府社會局與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簽訂「委託管理契約」，並由本府文化局先行修繕13棟房舍，

作為本府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心(INGO中心)使用，而社會局刻正

另案評估規劃。

INGO中心內4戶房舍(信義路21號、23號、25號、27號等) ，目

前作為共享空間及辦公空間使用，惟仍屬勞工局與國有財產署

「委託改良利用契約」範疇，建議依契約移交由本局納入摘星計

畫創業基地，作為青年創意發表及媒合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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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基地
青創基地範圍(39戶)

現有INGO中心範圍(13戶)

9戶

4戶

39戶

擴大青創基地 ─擴大光復新村青創基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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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光復新村空間修繕現況



本局目前已現勘之場域

日期 場域名稱 場域現況 初步評估結果

3/14

東勢客家文
化園區

整修尚需三年，且未規劃足夠
的青創空間

考量空間現況，可評估輔導規劃
青年市集

東勢高工舊
校舍

水土保持及環評爭議，目前僅
完成第一期實驗教育複合園區

本局勞工大學未來可評估於此設
置東勢學院

東勢公學校
日式宿舍

目前空間整修工程已完工，惟
因營造糾紛遲未能完成驗收

未來期以教育、文創及觀光為主
現階段尚不宜青年進駐創業

擴大青創基地 ─持續尋找本市其他合適場域作為青創基地

12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擴大青創基地 ─持續尋找本市其他合適場域作為青創基地

目前規劃後續可評估進行現勘之場域

• 本局將積極爭取於社會住宅設置青創空間，配合社宅之定位，

目前太平育賢段二期、北屯同榮段及東區尚武段最具可行性，

另亦將持續爭取其他社宅規劃青創空間。

本市社會住宅

• 臺鐵推動「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文化

資產局現已配合於107年底停止20號倉庫藝文空間的營運。

20號倉庫

• 大甲火車站旁8間廢棄舊宿舍，產權為台鐵所有，房舍已逾50

年，須待空間整理後，始得規劃為青創基地。

大甲火車站日式舊宿舍

13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成立青創孵化空間輔導青年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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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上海青創院》進行規劃

短期進駐方式(3-6個月)進行招募

結合資金媒合、租金補助及創業課程

另擇他處成立
青創孵化空間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本局目前已現勘之場域

日期 場域名稱 場域現況 初步評估結果

3/18
本市社會創
新實驗基地

受限於精武圖書館營運時間，
無法24小時開放青年使用

創業團隊、投資人、政府三方的
連結為孵育未來人才和社會創新
的關鍵力。實驗基地應朝向延長
開放時間，讓創業青年可24 小時
自由進出基地，以及促進社創青
年對話和資源交流

成立青創孵化空間輔導青年創業 ─尋找合適場域作為青創孵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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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新增摘星計畫競爭型創業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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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競爭型創業獎勵 (補助第2期青年)

項目 參加外部訓練費用 創業營運空間整理
費用

辦理活動費用 創業競賽或參選
獲獎獎勵

內容

補助青年參與提升創
業能力相關之訓練課
程費用

補助青年於創業營
運空間整理相關經
費

補助青年自發性
結合基地辦理活
動經費

補助青年參與國
際或國內各機關
團體辦理之創業
競賽獲獎或通過
創業補助計畫經
費

補助
額度

 補助最高50%訓
練費用

 每人每年以5萬元
為上限

 補助最高50%費用
 每人以10萬元為上

限(僅能申請1次)

 補助最高50%費
用

 每人每年以5萬
元為上限

 補助最高50%費
用

 每人每年以10萬
元為上限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新增摘星計畫競爭型創業獎勵項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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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新增創業獎勵項目(補助第1期續留及第2期青年)

項目 補助數位行銷廣告費用 申請通過商標或專利費用

內容

青年完成google數位行銷的「廣
告認證」、「影音認證」等進階
性課程並取得認證且實質進行數
位行銷者

補助青年辦理商標或專利申
請經費

補助額
度

 每人每月補助上限1,000元  補助最高50%費用
 每人每年以5萬元為上限

為促進第1、2期青年提升數位行銷能力
並鼓勵青年取得商標或專利

以提升青年創業能量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進入職場階段陪伴並鼓勵青年穩定就業

108年推出就業金安薪方案
提升青年就、創業競爭力

108年整合資源推動，為改善青年高轉職問題、就業不易及異地尋職限制，增進就業機會，協助青年站穩勞動市
場，提供三項獎補助，預計協助700名青年順利就業。

 第一金跨域補助金：
提供青年異地求職交通補助金，推介就業地點與日常
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青年異地就業後，另提供
異地就業搬遷補助金、租屋補助金及交通補助金。

 第二金短期職場適應金：
弱勢青年經諮詢推介至職場學習及
再適應計畫用人單位進行職場學習者。

預算來源 跨域補助金 短期職場適應金 上工獎勵金 總計(元)

108預算 267萬4,000元 1,048萬2,836元 1,511萬3,000元 2,826萬9,836元

跨域補助金 金額(新臺幣)

交通補助金 每月發給1,000~3,000元，最長發給12個月。

搬遷補助金 核實發給，最高發給30,000元。

租屋補助金 每月最高發給5,000元，最長發給12個月。

短期職場適應金 金額(新臺幣)

個案職場學習及再

適應津貼

正常工時：每人每月按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

津貼3個月

部分工時：每人每小時按公告之每小時基本

工資核給，且每週不得超過35小時

上工獎勵金 金額(新臺幣) 注意事項

缺工就業獎勵

第1個月~第6個月每月核發

5,000元
經推介受僱

於特定製程、

三班制產業、

照顧服務工

作

第7個~第12個月每月核發

6,000元

第13個~第18個月每月核發

7,000元

獎助最長18個月，最高10萬

8,000元

臺中市獎勵青年

穩定就業計畫

連續就業滿3個月獎勵

10,000元

需設籍本市

並推介受僱

特定缺工行

業

連續就業滿6個月獎勵

12,000元

 第三金上工獎勵金：
青年經推介受僱於特定製程、三班制產業、照顧
服務工作或本市缺工行業者或穩定就業滿3、6個
月以上者給予穩定就業獎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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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創業進程策略

成立青年就、創業諮詢委員會

勞工大學與各大專院校接軌計畫

在學階段助青年規劃職涯掌握未來

接軌就業階段助青年強化即戰力 產官

學

產官學合作



勞工大學與各大專院校接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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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大學現況 正在改革方向

108年已委託中興大學、靜宜大學、僑光科大、臺中科大、修平科大、臺中
縣工業會、台中市總工會及臺中直轄市總工會等8大機構辦理勞工大學，提
供本市青年勞工進修學習管道。

勞工職能升級學院原規
劃8大類課程範疇

課程範疇滾動式修正
重新調整課程結構為產業發展與技術升級、數位
資訊應用、工業專業技術、管理及勞資權益保障
課程等5大範疇，聚焦於產業所需勞工職能之提升。

勞工大學課程與社區大
學、大學推廣課程部分
重疊

勞工大學開課以數位資訊
應用、國際溝通能力等課
程較多

規劃勞資權益保障課程
本局各業務單位將依業務需求規劃適合勞工選讀
之課程，如相關勞動法令類課程等，以促進勞工
朋友瞭解法令。

勞工大學之定位與市場區隔
將以開設勞工提升職能課程為主，與社區大學及大
學推廣教育課程予以區隔，以避免政府資源重複投
入。

產官學合作



成立青年就、創業諮詢委員會

成員
• 青年業師及青年企業家

• 表現優秀的摘星青年
• 歷任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

• 大專院校學生代表

目標

• 針對勞動市場發展提供建言

• 對於爭議問題即時性徵詢意見
• 協助於就業安全體系之建構及發展

• 及時因應青年需求及解決青年就

(創)業困境

青年就、創業
諮詢委員會

產官學合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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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體驗」
職業認知實作

職涯探索輔導 大專青年學生
暑期工讀活動

• 邀請企業講師介紹職場所需技能，透過產業導

師帶領、實際工作場域及職場生態等內容，帶

領有相關職業興趣或技能專長之學生建構職場

雛形，順利接軌就業。

• 108年度預計辦理90場次，810人次以上參加。

• 職業適性診斷及個案

諮詢服務；並依個別

需求進行深度諮詢，

高達93%參與者認有

助職涯釐清。

• 108年度預計服務

2650人次。

• 提供學習性及安全

性之公部門學習服

務工讀機會，協助

青年學生提早體驗

職場與幫助家計。

• 108年預計提供250

名工讀機會。

在學階段助青年規劃職涯掌握未來
產官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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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就業階段助青年強化即戰力(1)

• 由職場專家及業界達人講授產
業趨勢及職場現況，並於會後
辦理徵才活動，協助畢業即就
業。

• 108年預計辦理15場次，750
人參加。

幫缺工找人才-職場徵才計畫 履歷健診

• 透過各產業專家達
人，提供青年求職
者就業前之履歷健
診，協助順利開啟
就業大道。

• 108年預計服務
550人次。

產業小百科方案

• 108年度製作播出電台小百
科11集，合作對象包括麗寶
集團、三井集團、中科機械、
電子產業，邀請業界專業人
士與已就業學長姐分享，讓
喜愛聽廣播的青年學子可以
汲取各產業職場生態。

產官學合作



接軌就業階段助青年強化即戰力(2) –推動職涯工作卡

• 成效：至今共計2,702人登錄系統。

• 108年預計協助1500人運用職涯工作卡就業，

已與本市東海大學、中興大學與靜宜大學等校

辦理「就業金安薪職涯工作卡校園活動」，提

供客製履歷與職缺，3月23日與中興大學合辦

就業博覽會，成功媒合1500名職缺。

產出電子履歷

• 透過就服員一對一諮詢提出就業協

助方案，給予就業資源協助後，統

整優勢進行系統產出客制化履歷。

成效

24

產官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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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跨局處協處事項

 因應市長政見，本局刻正積極規劃青年事務專責單位，惟現況人力及經
費預算仍顯不足。

 請本府人事處、主計處等局處支持通過人力配置及本局109年先期計畫案，
以利順利推動青年就、創業事務。

需跨局處協助及配合事項

• 設置青年事務專責單位

需跨局處協處事項

 本局刻正積極尋覓本市合適之場域，可評估規劃為青創基地或創業孵化
空間，請各局處提供建議及必要之協助。

• 擴大青創基地



需跨局處協助及配合事項(續)

需跨局處協處事項 備註

光復新村

硬體設施
公共廁所及停車場嚴重不足，亟需相關單位
協助規劃設置

本局前以 108
年 3月 11日中
市 勞 就 字 第
1080013599
函請建設局、
交通局、警察
局、文化局、
都發局、新聞
局、觀旅局、
動保處、區公
所等單位協處，
惠請各單位持
續提供協助

交通運輸
建議於交流道出口設置引導指標、規劃公車
路線及i-bike進村

道路整修 村內道路之柏油路面不平，亟待整修維護

流浪動物 流浪貓狗為數漸多，已造成遊客及店家困擾

友善環境
為維護遊客行走安全，新生路庭院擬拆除柵
欄，規劃庭院人行步道

夜間照明 路燈照明不足，較易造成遊客及店家危險

安全維護
夜晚人煙稀少，建議加強巡邏以提升店家及
遊客人身財產安全

審計新村 原住民青創空間及審計新村2F之規劃

摘星山莊
基於古蹟運用困難，將逐步停止摘星山莊青創基地營運，並
協助青年續留原空間或轉申請進駐其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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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三處青創基地內之問題



簡報結束

敬請市座指導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