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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逆風少年大步走計畫  期中報告 

(自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8月 31日止)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主要贊助：全家便利商店 

   

────────────────────────────── 
 

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台少盟好色計就業力培訓班、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

心、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得安家庭關懷協會、財

團法人良顯堂基金會、財團法人千禧龍青年基金會、高雄桃源區建山社區

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國際技能發展會、台灣青年職涯創新協會、台灣繼續

前進原住民教育文化產業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視覺希望協會、台灣光源全

人關懷協會社團法人 Ibu 原鄉兒少生涯教育協會、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

基金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協會 

                                       

     

──────────────────────────── 

計畫窗口： 蘇弘暉                   職稱：   資深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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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月期中成果概要 

➢ 「逆風」各項計畫截至 8月 31日，「就業力培訓計畫」15個據點預計服務 425人

位逆風少年，目前已服務 316位逆風少年。 

➢ 「逆風教育助學計畫」今年共 135名學員報名，經審查會委員決議，共補助 65名

在校青少年。 

➢ 「夢想職人校園宣導計畫」今年 78所學校報名參與，經媒合後共選出 25所學校

安排入校宣導。 

➢ 「逆風零錢捐與廣宣計畫」1/27(三)已於「全家」台發店舉行零錢捐起跑記者

會，當日共有 11間媒體報導。 

➢ 6/28(二)舉辦 2022 年青少年職涯探索暨身心議題座談會，當日共 56名青少年工

作者報名參與。 

整體期中成果詳見下表： 

計劃名稱 服務類型 全年度預期

目標(計畫

變更後) 

實際績效 

（執行中） 

達成率 

（人

數） 

青少年就業力培

訓服務方案 

就業力培訓課

程 

15個據點

/425人 

15個據點 

/316 (持續進行中) 

74% 

夢想職人校園宣

導計劃 

校園宣導 25場 9月開始 / 

逆風教育助學計

畫 

夢想資助金 50人 65人(審核通過)  130% 

工作影子日 職場體驗 2場次 尚未執行 / 

廣宣計畫 實體活動-記者

會 

零錢捐記者會-11家媒體採訪。 / 

6/28 逆風青少

年身心議題座

談會 

50位 共 56位青少年工作者

報名參加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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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力培訓計畫 

1. 今年度專案執行重點與特色： 

*區分三個級別的申請方式改為兩個主題 ，投資更多元青少年服務據點 

2020年度，台少盟邀請外部專家學者，進行逆風就業力培訓計畫十年改版。確認有

五項議題，為台灣常見青少年就業議題(如下)。可作為各提案單位在規劃方案時的參照，

聚焦服務目標與相關方案效益設定。在經過 2021 年一年的執行後，各據點執行青少年

方案，雖然受到疫情的衝擊，但在有效的督導與管理下，除了因應疫情進行計畫變更外，

從團隊聯繫會議的回饋上，發現青少年反而因為疫情衝擊，更想積極探索自身職涯方向。 

因此，如何讓「逆風就業力培訓計畫」，持續扮演一個青少年就業輔導平台，並能

夠更廣的投資到社會資源無法觸及的地區或方案。將是「逆風就業力培訓計畫」在新的

一年度，最重要的計畫目標與發展方向。故自 2022 年開始，逆風計畫將過往區分三個

級別的申請方式改為兩個主題。分別為主題一、「深度培力與職場見習」以及主題二、

「多元培力與職場探索」設計申請級別與規格。其規格內容如下： 

 

主題一：「深度培力與職場見習」 

級別 共同基本規格 級別規格 

第 

一 

級 

➢ 須以勞動部規定之基本工

資執行青少年職場見習，

並核發見習津貼(最高 184

小時)。見習津貼時數申請

費用，不計入專案整體經

費預算中，由專家委員額

外審議。 

➢ 審核通過之單位，須執行

審查委員建議與發展項

目。 

➢ 可另提服務回流服務方

案，服務方式與規範須由

審查委員核定通過。 

➢ 專責人力最高補助 2 名。 

➢ 須執行至少 2班職涯探索、輔導

與就業力提升之相關課程或團

體。 

➢ 個案服務數須達 10-20人，並含

一定程度的弱勢境遇比例，以符

合計畫精神。 

第 

二 

級 

➢ 專責人力最高補助 1 名。 

➢ 須執行至少 1班之職涯探索、輔

導與就業力提升之相關課程或團

體。 

➢ 個案服務數須達 5-10人，並含

一定程度的弱勢境遇比例，以符

合計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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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多元培力與職場探索」 

類型 執行規格 

第 

一 

類 

➢ 提供專業特色服務的支持，例如：專注於職涯諮詢與探索、技能

發展深化等的團隊。不必然執行職場見習，但服務須能夠具有延

續性，並結合不同外部資源。 

➢ 專責人力最高補助 1名，並須達到基本服務案量與需求。人事費

補助核定需由審查委員於複審後確認。 

➢ 服務人數至少須達 20人以上之有效益服務，並以弱勢境遇為服

務對象。 

第 

二 

類 

➢ 本提案類型為提供中小型單位投入青少年職涯輔導與就業力提升

服務之支持，提供小規模的業務活動支持，例如：營隊、短期職

涯探索課程與各式活動。期待以此促進提案單位發展相關服務。 

➢ 為鼓勵機構投入發展，同一機構申請本類型活動經費補助以三年

為原則，並須設定外部督導機制引導。延長須經審查委員同意。 

➢ 提案服務人數須提供 20人以上之服務，並要有弱勢境遇服務對

象優先。 

台灣常見青少年就業議題： 

 

 

後續並以此議題為概念，啟動 2022年度之就業力培訓計畫徵件。 

 

 

議題一：職涯規劃方向不明與缺乏規劃動力

議題二：初次尋職缺乏工作與求職經驗

議題三：就業不穩定

議題四：就業技能不足

議題五：身心議題造成就業發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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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合作據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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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各聚點目前執行情況(1-8月) 

 

主題 據點名稱 服務目標數 目前服務數 執行率 

1-1 好色計就業力培訓班 30位 27位 90% 

1-2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10位 5人 50% 

1-2 宜蘭縣得安家庭關懷協會 職涯探索工作

坊：20位。 

10位 50% 

餐飲旅宿就業

培訓班：10

位 

10位 100% 

1-2 良顯堂基金會 10位 4位 40% 

1-2 高雄桃源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10位 10位 100% 

1-2 基督教勵友中心 10位 13位 130% 

2-1 千禧龍基金會 對象 1：15位 16位 106% 

對象 2：5位 8位 160% 

2-1 台灣光源全人關懷協會 20位 6位 30% 

2-1 台灣青年職涯創新協會 45位 46位 100% 

2-1 台灣視覺希望協會 20位 5位 25% 

2-1 國際技能發展會 49位(18場) 56位(20場) 114% 

2-2 Ibu原鄉兒少生涯教育協會 24位 18位 75% 

2-2 台灣繼續前進原住民教育文

化產業協會 

100位(8場) 50位(4場) 50% 

2-2 至善基金會 20位 5位 25% 

2-2 高雄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協會 27位 27位 100% 

總服務目標數 

(期中計畫變更後) 

 

425位 316位 74% 

 

附註說明：本表僅統計至 8月底，大都數據點都還在執行中。故人數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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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宜蘭得安關懷協會團體合作課程 

 

據點-好色計班 Podcast 實務班 

 

據點-更生少年協會職業探索團體課程 

 

據點-良顯堂進行模擬面試課程 

 

據點-高雄建山-校園宣導活動 

 

據點-基督教勵友中心團體課程 

 

據點-青年職涯創新協會據點職課程 
 

據點-國際技能發展協會培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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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團隊聯繫會議 

 

   說明：主辦單位每年皆會與合作據點，進行三場聯繫會議，確認各單位服務進度，

並邀請老師進行就輔員增能課程。 

 

➢ 今年首場聯繫會議於 2022年 3月 18日（五）下午 14:00～下午 17:00 假台少盟

漾青春基地舉辦。並邀請輔仁大學林桂碧副教授與據點夥伴分享「如何青少年就

業輔導成效評估」課程。 

➢ 第二場聯繫會議於 9月 20日（二）下午 13:00～下午 17:00舉辦，邀請台灣青

年職涯創新協會許雪芬老師分享「如何與在校學生進行職涯宣導」。 

➢ 課程照片如下： 

  
 (圖說)3/18第一次團隊聯繫會議上課與合影 

  
(圖說)9/20第二次團隊聯繫會議上課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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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籌辦逆風座談會-青少年職探無限可能暨身心議題座談會 

逆風計畫自 2020年訂立青少年就業五大議題，其中以「議題一、職涯規劃方向不

明與缺乏規劃動力」成效最為顯著。故想透過辦理交流座談會之方式，向許多在台灣

第一線的青少年工作者，以成果展現之方式，介紹青少年各種職涯探索方式的可能

性。 

另外，本計畫執行在執行期間，發現「議題五、因身心議題導致就業困難」的比

例有增加之趨勢，以長年合作的「好色計就業力培訓班」及「宜蘭得安家庭關懷協

會」為例，兩班合計 30 位學員就有 10位有身心問題，故在今年 6月 28 日（二）

13:00～17:00特別舉辦「青少年職探無限可能暨身心議題座談會」。邀請身心議題之

講師以此為主題，以線上方式教導青少年工作者如何面對學員情緒與求救訊號？第一

時間應該如何處理？座談會當日共有 56位青少年工作者報名參加。邀約分享就輔員及

講師名單、主題與座談會流程如下表： 

 

時間 主題單元 講者 

13:00-13:10 開場致詞 台少盟 副秘書長林于聖 

13:10-13:30 青少年就業輔導引言 
良顯堂基金會 

徐瑜主任 

13:30-14:00 
好色計就業力培訓班 

一對一的業師輔導服務流程分享 

台少盟漾青春基地服務發展

組-張祐嘉組長 

鄭雅月就業輔導員 

14:00-14:30 

社團法人宜蘭得安家庭關懷協會 

量身訂做的職場見習規畫應該怎

麼做？ 

宜蘭得安家庭關懷協會 

李建清執行長 

14:30-15:00 

台北基督教勵友中心 

如何透過象限分析輔導青少年職

涯定向？ 

基督教勵友中心 

周佩潔督導 

15:00-15:20 綜合座談（主持人：良顯堂基金會徐瑜主任） 

15:30-15:50 青少年身心議題引言 台灣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促

進協會- 

陳淑芳榮譽理事長 

15:50-16:10 
青少年工作者如何面對學員情緒

與求救訊號？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職業重

建和社區家園 

呂繡羽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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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當學員有精障情況時，我可以怎

麼做？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照顧

服務學系 

簡宏生講師 

16:30-16:50 淺談如何面對及服務精障 洪雅欣心理師 

16:50-17:20 
綜合座談（主持人：台灣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促進協會- 

陳淑芳榮譽理事長） 

 

座談會製作宣傳物 

 

(圖說)青少年職探無限可能暨身心議題座談會主視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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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陳淑芳老師淺談青少年面臨的精神疾病與種類 

 

(圖說)所有與會夥伴合影 

 

(圖說)就輔員鄭雅月分享服務青少年意外的影響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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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少盟好色計培訓班張祐嘉組長分享就業輔導實戰經驗 

 
(圖說)呂繡羽督導分享人罹患精神經病的原因 

 

(圖說)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照顧服務學系簡宏生講師分享青少年情緒背後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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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滿意度問券 

 

來參與的青少年工作者，大都是服務 15-17歲的青少年。 

 

本次座談會報名的青少年工作者大都位於中、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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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們對於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9分(最高 10分) 

 

夥伴們對於本座談會最大的收穫為：初步明白如何處置青少年身心議題。 

 

活動總結：預計明年(2023年)將延續此議題，以如何輔導有身心議題的青少年

就業為講題，更深入的分享要如何協助以身心議題的青少年就業或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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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逆風教育助學計畫 

一、今年度專案執行重點與特色 

(一) 審查評分標準修訂-計畫創新度 

1. 為鼓勵學員進行計畫創意發想，本學年度新增「計畫創新度」評分標準

（附表紅字為修正處），期待學員跳脫歷年夢想計畫類型，勇敢規劃屬

於自己的夢想、實現自我。 

2. 個案故事-編號 117學員：布農族出生的小芊因高中時期擔心與原漢學

生的衝突，例如加分政策以及外加名額的爭議，導致不敢讓大家知道自

己的原住民身分，陷入到身分認同錯亂當中。現就讀東華大學的小芊期

待可以透過公共參與的方式尋根，了解布農族的文化及歷史脈絡，成為

一個真正的布農族人。 

審查評分標準 

個案環境 

背景需求 

（佔總分 40%） 

採加分制，每人的基本分為 60 分 

1. 申請人有身障或領有特殊教育相關證明（鑑定證明書或或各縣市政府合作

認證之醫療相關院所診斷證明）+5分 

2. 家庭有身障或失能有長期照顧需求者（需協同照顧及付費）+5分 

3. 多手足 (計算標準為家中學齡前及在學中人數達 3 人以上，含學員自己）

+5 分 

4. 非低/中低收入戶+5 分；家庭負債+5 

5. 打工（近半年有打工經驗者）+5分 

6. 就學貸款+5分 

7. 服務學習時數 20小時以上 +5 分 

8. 本建議分數未列入其他家庭考量計分最高+10分（委員評估加分） 

夢想計畫 

（佔總分 60%） 

依學員夢想實踐計畫書評分，總分 100分 

1. 計畫完整度 30分 

2. 計畫可執行性含預算 40分 

3. 計畫公益回饋性 20 分 

4. 計畫創新度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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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情況 

(一) 本屆核定補助 65人 

1. 今年學員申請人數 135人（較去年報名人數 222人下降 40%），疫情趨緩後學員

投入大量時間打工，與去年三級警戒期間停班、減班情形相比，學員獎助學金

申請需求呈現下降趨勢。 

 

 

 

2. 依 2020年 9月 9日審查會議決議：為確保申請學員符合計畫精神，學員「需符

合至少一項」審查評分標準之背景分數計分項。故根據申請資格及資料繳交完整

性，計 83名學員進入審查，核定補助 65名學員，補助總額為新台幣 1,800,000元

整。其中包括高中職組 10名，以及大專校院組 5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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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兩年學員家庭背景統計（圖表請見下頁） 

1. 學員弱勢境遇背景前三項目分別為： 

(1) 學員打工 

➢ 2021年 67.47% 

➢ 2022年 69.63%：為今年最高項目，打工狀況較去年提升。 

(2) 雙親非穩定就業 

➢ 2021年 68.67%：為去年最高項目，其中受疫情影響停工、停業、減班占

35.09%。 

➢ 2022年 53.33%：今年降為第二高項目，其中受工作性質或身體因素影響

占 58.33%，而今年受疫情影響降為 13.89%（下降 21.2%），主要原因為

產業人流不穩定（例如：遊覽車司機、導遊等）。 

(3) 單親 

➢ 2021年 47.59% 

➢ 2022年 48.89%：兩年皆為第三高項目，占比相近。 

2. 近兩年前三高項目皆相同，顯示資助學員性質相近，符合計畫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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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夢想職人校園宣導計畫 

   青少年在 14~18歲期間，處於生涯方向最寶貴的結晶期，但調查台灣國高中生的職

涯發展需求皆期望能與實務經驗有更多結合。因此台少盟於 2015年起，與全家便利商

店合作，創立「生涯探索校園宣導計畫」，藉由校園宣講方式，透過有趣互動的引導方

式，讓在校學生認識職場真實樣貌與職涯探索工具，讓學生能在校期間提前思考自己

可能的職涯發展方向進而消除學用落差，並弭補高級學校中缺失的職業/職涯教育。 

 

學校招募成效：今年度共來自全台 78所學校報名參與，經媒合後共選出 25所學校安

排入校宣導。 

特殊發現： 

1. 今年報名學校數量較往年增加，顯示疫情期間相關職業教育資源缺少。 

2. 特殊教育學校也有職涯探索需求。 

3. 學校希望宣導職種較為多元且須以該區域特性作結合。 

課程改善規畫：歷年來在進行校園宣導時，皆採用性向測評方式讓學員參與，但近期

執行經驗顯示，當參與人數超過 50人以上時，將嚴重影響測評結果與學員吸收度，因

此今年度將與「職游」合作，開發適合夢想職人講座性質的執行教案，讓學員能透過

職人的分享與就輔員的引導，去思考與規畫自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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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逆風加值與研發計畫 

   逆風加值與研發計畫，持續將計畫之服務品質穩定度及效益極大化，並協助支持今

年服務據點之執行運作，內容包含設計計畫徵件方式、報名表、標準化服務規格、計

畫變更表格、問券內容與評估指標(KPI)之制定；並建置與管理服務資料庫，以此確保

逆風少年大步走專案的服務成效與品質。 

 

2022年重

點執行進度

說明 

 

 

➢ 舉辦 2022年逆風就業培力計畫審查會，共 21個單位進入複

審、最後通過核定 15個合作單位為今年逆風據點。 

➢ 3/18舉辦第一次逆風團隊會議與教育訓練，由林桂碧教授老師

授課。 

➢ 3 月底完成所有據點第一期款撥款作業 

➢ 6/28 舉辦逆風青少年身心議題座談會 

➢ 4/1 提供 2021專案起跑 CSR報告 

➢ 7 月份進行計畫進行變更，本年度共有 3個據點進行計畫變

更。分別為宜蘭縣得安家庭關懷協會、基督教勵友中心、IBU

原住民關懷協會(7/31已完成)。 

➢ 上述三個據點宜蘭縣得安家庭關懷協會及基督教勵友中心僅因

位疫情活動延期，IBU原住民關懷協會則下修預算金額。 

➢ 9/24進行逆風第二次團隊線上聯繫會議，邀請青年職涯創新協

會許雪芬老師進行授課。 

➢ 10/6、10/7邀約逆風計畫審查委員，針對 2023年逆風就業力

培訓計畫徵件簡章進行討論。 

➢ 10 月到 11月期間將進行據點訪視與查核作業。 

 

六、逆風零錢捐與勸募計畫 

    「逆風少年大步走」公益勸募計畫歷年來皆是有賴社會大眾的愛心支持，得以幫

助逆風少年翻轉未來逆風高飛，今年也承襲過往執行經驗，透過「強大的品牌通路」、

「可靠的名人背書」與「厚實的服務基礎」三個關鍵資源去進行對外溝通，且今年成

功邀請新生代演員范少勳先生擔任逆風少年大步走計畫年度代言人，並藉由「一塊創

造 逆風少年無限可能」年度行銷標語，邀請社會大眾透過手上的一塊錢，一塊支持與

創造逆風少年創造的無限可能。 

   

1. 逆風零錢捐公益零錢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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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2022年 1月 19日下午 2點  

活動目的：邀請社會大眾透過全台超過 4千間「全家」店舖零錢捐，透過手邊的零錢

做愛心，幫助逆風少年在職場上勇敢大步走，透過網路廣告與廣播廣告通路露出。 

活動公益代言人： 新生代男演員 范少勳 

活動廣告拍攝：2021年 11月 10日 

啟動記者會照片： 

  

  
相關製作物： 

逆風粉絲頁刊頭 

 

全家店鋪小卡(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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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影片片頭 

 

全家店鋪小卡(背面) 

 
 

露出成效 

項目 露出情況 

零錢捐記者會 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國語日報、鏡週

刊、三立新聞、CTWANT、Nownews、TVBS新聞、Ettoday、聯維

有線共 12間媒體出席記者會，16個媒體平台露出新聞。 

(2021年 9間媒體出席、11個媒體平台露出) 

Chatbot 廣告投放 投放期間：1/26 ~ 3/22 

投放平台：FB message、FB貼文廣告、CTM 

投放區域：全台(18 - 50歲，興趣：非營利組織、慈善組織、

募款、慈善和公益或捐贈) 

廣告推播曝光：1,600,277次(1/26~3/22) 

廣告點擊次數：41,747次(1/26~3/22) 

參與活動次數：3,724次   

完成流程人數：3,254人   

完成流程分享人數：2,866人 

Podcast節目置入 置入期間：1/28 ~ 2/18 

置入平台： Podcast(不務正業的超能力) 

投放區域：全台 

邀約對象：逆風代言人 范少勳、全家店長 楊思萍、標線改造

台灣路 劉冠頡、客家女孩廖惠玲 

總播放檔次：4,091(1/28~3/10) 

逆風人物專訪(FB

行銷) 

宣傳期間：1/26 ~ 3/16 

置入平台： FB逆風少年大步走粉絲專頁、逆風官網 

邀約對象：逆風代言人 范少勳、教育助學學員 小臻、就業力

計畫學員 阿賢、全家店長 陳怡君、全家店長 趙偲吟、 

就業力計畫學員 小欣、愛心雇主 吸貓咖啡館、逆風就輔員 

宜蘭得安子瑄 

總曝光次數：400,289(1/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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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觸及次數：147,974(1/26~2/28)   

總互動次數：2,976(1/26~2/28) 

廣播廣告投放 投放期間：1/26 ~ 3/22 

投放平台：廣播電台-Best好事聯播網 

投放區域：全台(北部-好事 989、中部-好事 903 、南部-港都

電台、東部-好事 935) 

投放檔次：576 (1/26~3/22) 

每周收聽人口(第一季)：4,263,000人  

(資料來源尼爾森 2022年第一季統計) 

 

七、逆風執行經費使用說明（支出期間：2022年 1-8月） 

編號 計畫名稱 預算 

(核定補助) 

實績 

(已執行) 

預算動支 

比例 

1 逆風就業力培訓計畫 8,970,870 5,267,440 59% 

2 青少年職場見習津貼 1,638,336 0 0 

3 夢想職人校園宣導計劃 850,000 248,837 29% 

4 工作影子日職場微體驗計畫 1,200,000 61,022 5% 

5 逆風教育助學計劃執行經費 1,000,000 543,520 54% 

6 逆風教育資助金 1,800,000 693,690 39% 

7 逆風團隊加值與研發計劃 1,200,000 683,869  57% 

     

 總計 16,659,206 7,498,378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