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方式資訊》 
 
2021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Model APEC 2.0 
 

說明： 

*CTPECC將於2021年7月6至8日舉辦「第14屆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北部場)」。
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全球面臨前所未有的改變與轉型，線上會議、Work From 
Home、遠距醫療，皆已成為新常態，有鑒於此，今年的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將

以全新升級的 Model APEC 2.0 帶來最擬真、最還原的模擬線上資深官員會議，

重現今年 APEC 全面採用的線上會議形式。此外，本次活動邀請高人氣專業講師

帶來豐富課程，包含區域經濟整合、數位外交、疫苗護照、國際經貿戰略解析、

青年參與國際事務等重要國際焦點議題。歡迎關注國際事務、並想強化參與國際

能力的你(妳)報名參加，報名方式請洽 CTPECC 網站或臉書粉絲團。 
 
*中南部場因疫情關係延至今年 8 月 24-27 日舉辦，詳情請持續關注 CTPECC 網

站及臉書粉絲團。 
 

一、 活動宗旨： 

本營隊志在藉由 APEC 相關課程及實務相關技能之培訓，協助青年深入瞭解國際

議事進行方式，厚植青年實際參與國際活動之能力，並藉此擴大青年國際視野，

踴躍參與國際活動，進而提昇我國地位與形象。 

今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將辦理兩場：北部場於 7/6-7/8 線上視訊會議，中南部

場則於 8/24-8/27 在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舉辦，期望帶給學員們豐富的收穫，

培養青年學子平實寬闊的國際觀。 

二、主辦單位簡介：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hinese Taipei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CTPECC）」：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成立於

1980 年，係一以推動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為目的之亞太區域產、官、學組織，

與 APEC 互動密切，我國是由「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中華民國委員

會（Chinese Taipei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CTPECC）」之會籍

名稱參與 PECC，除積極參加各項 PECC 國際活動之外，也務實推廣國內亞太區

域政經研究與活動，並與國內智庫、學界及有關大專院校維持良好的 互動及合

作關係。 



自 2007 年起，CTPECC 每年均舉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Model APEC (SOM)，
提供青年同好互動平台，至今已邁入第十四屆。 

三、培訓營場地活動時間、型態： 
(如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擴大，政府公布防疫政策，本會保留活動調整空間。) 

北部場 
日期：2021 年 7 月 6-8 日（週二至週四） 
型態：線上視訊會議 

中南部場 
日期：2020 年 8 月 24-27 日（週二至週五） 
型態：實體會議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南部場網站：https://gioipjob928.wixsite.com/apecnchu 

四、培訓營報名資格： 

歡迎 18-30 歲之大專院校各科系學生或社會青年報名參加。 

五、培訓營報名程序(共 5 項，請務必完成以下"所有"報名程序)： 

1. 下載並填寫報名表格、檢附證明文件。檔案下載連

結：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LQFpD15sG4o-5vCG4Py-kCe3kgPtti
?usp=sharing 
  (如:英文檢定證書或推薦函等，證明文件僅供審查需求，非必要文件。) 
 
2. 於個人之 Google 雲端硬碟以 "個人姓名" 建立資料夾，上傳報名表格&相關

證明文件。 

 

 

https://gioipjob928.wixsite.com/apecnch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LQFpD15sG4o-5vCG4Py-kCe3kgPtt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LQFpD15sG4o-5vCG4Py-kCe3kgPtti?usp=sharing


3. 北部場請與 ctpeccmodelapec2021@gmail.com 分享資料夾且開放編輯權限； 
    中南部場請與 gioipjob928@gmail.com 分享資料夾且開放編輯權限。 

 

 

4. 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北部場： https://forms.gle/qavLuYRyhEAnxRCm9 
中南部場：https://forms.gle/XioVajMWhNK6FgKfA 

https://forms.gle/qavLuYRyhEAnxRCm9
https://forms.gle/XioVajMWhNK6FgKfA


5. 寄信通知完成報名程序 
北部場(ctpeccmodelapec2021@gmail.com) 
中南部場(gioipjob928@gmail.com) 

 

註： 
(1)未完成完整報名程序者，將以棄權論，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且恕不負相關

責任。 
(2)本活動重覆報名北部及中南部場者失去資格。 

請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五）中午 12 時完成以上動作，逾時不候。 
北部場：報名事宜請洽詢(02)25865000 轉 517 張小姐或 510 蔣小姐。 
中南部場：報名事宜請洽詢 (04)22840310 轉 963 或 964。 
(請於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來電) 

六、培訓營學員遴選方式： 

（一） 由主辦單位組成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遴選標準包含：書面資料之創意

與內涵、國際參與經驗、英文能力(包含自傳英文、語文能力証明…)等有利遴選

之內容與證明，並顧及地區、性別、就讀科系之均衡分布。 
（二） 本會將於報名截止後，擇期召開學員甄選會議，評選本年度正備取學員，

結果將公佈於本會網站：http://www.ctpecc.org.tw 並個別通知入選者及相關事宜。 
（三） 公布日起 3 天內，若無法與正取者取得聯繫，則由備取者依序遞補，將

由主辦單位逕行通知。原正取者則視為自動放棄，不再另行通知。 

主旨：2021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報名完成_XXX(姓名) 
內文： 
      您好 
    
      我是 XXX，已完成報名程序。 
      報名資料已上傳完畢，也已開放編輯權限， 

連結如下，請查收：(請放上超連結網址) 
謝謝 

 
                                  XX 敬上  

http://www.ctpecc.org.tw/


七、培訓營課程規劃： 

根據年度 APEC 會議討論主題，設計相關講習課程：包括 APEC 議題相關課程，

如區域經濟整合與 APEC 架構介紹、我國參與 APEC 重要議題，此外，本屆活

動以 Model APEC 2.0 為主題，主辦單位設計更為精實的課程，包括青年參與國

際事務、國際經貿戰略解析、台灣數位外交、國際事務參與經驗分享、國際禮儀

與行銷臺灣、COVID-19 與疫苗護照等，邀請現任官員、企業人士、學者專家等

知名人士擔任課程講師；講師陣容不僅擁有高度專業性，課程內容亦將讓學員滿

載收穫。 

培訓營期間舉辦「模擬 APEC 資深官員會議」（Model APEC (SOM)）： 

1.以單一經濟體（如中華台北）為一小組，於營前分配學員至各小組內。 

2.每 2 至 3 個小組配有 1 位協助 Model APEC (SOM)會議前之小組內部討論及跨

組交流之輔導員；輔導員由歷屆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代表及營隊優秀學員

中遴選。 

3.以當年度 APEC 資深官員會議議程為參考範本，擬定 Model APEC (SOM)議
程。 

4.本營隊將於公布學員錄取名單後至營隊正式開始前，擇期提供學員真正 APEC
資 深 官 員 會 議 時 使 用 之 文 件 ， 要 求 學 員 於 營 前 先 行 由 本 會 網 站

（http://www.ctpecc.org.tw/）下載閱讀，經過講習課程與課後之 Model APEC 
(SOM)會前準備，實際應用於 Model APEC (SOM)會議。 

5. 本營隊將邀請具實務經驗之 APEC 相關人士，扮演 Model APEC (SOM)主席，

並針對學員臨場表現，於 Model APEC (SOM)會議後進行總體講評。 

6.本活動結束前將頒發最佳資深官員獎共 6 名（北部場 4 名、中南部場 2 名），

由參與 Model APEC (SOM)之官員與學者以及組輔共同推選優秀學員獲獎，主辦

單位將提供獎狀以茲鼓勵。 

八、培訓營費用： 

入選任一場培訓營學員即可獲得培訓營期間培訓之全額補助，無需另外繳交任何

費用；全程參與無缺席之學員，並可獲得結業證書乙張。 
註：培訓過程需配合主辦單位之管理，本活動中南部場需住宿，如需離開活動場

地，須事前告知主辦單位。 

http://www.ctpec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