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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四屆新移民二代優勢論壇暨 

媽媽/孩子/學校三方合作 

移民署培力計畫提案比賽 

       
一、 計畫緣起： 

『新移民』、『新移民二代』在台灣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然而由

於語言、文化、膚色、血緣的差異，新住民對許多台灣民眾而言仍然蒙上一

層神秘的面紗，存在有著刻板印象，新住民在台灣約有 54萬人，若再加上新

二代 42萬人，新移民數量已接近百萬人，人數上已與原住民族群並列台灣第

四大族群，其中還細分不同國家的人士，文化多元底蘊深厚，也值得台灣人

民深入了解細細品味。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唐人、漢人、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族群、外省族

群，『新住民』族群先來後到 ，台灣是最需要族群和諧彼此尊重的地方，幫

『新住民二代』找舞台認識新住民二代，我們的使命，新二代在擁有跨語

言、跨文化、血緣優勢的家庭成長，跟我們大家一樣生活在台灣愛台灣中華

民國，新二代談談跨國家庭的生活趣事與求學經驗的酸甜苦辣，紀錄他們的

興趣與未來發展願景的點點滴滴。 

新二代更是擁有跨語言、跨文化、血緣優勢的『新台灣之子』，台灣中

華民國是一個貿易型出口導向國家，未來『新住民二代』是國家需要栽培擁

有雙語、三語優勢的跨國人才，培力人才為國家所用。 

臺灣女性就業提升，女力開始崛起，新住民媽媽來自大陸、越南、印

尼、泰國、柬埔寨、緬甸、歐美日韓…等等國家，在完成生兒育女相夫教子

的家庭責任之後，也一同加入就業市場，擁有跨語言、跨文化、血緣優勢的

移民第一代，但在就業市場中仍會面對相關議題及困境，而合作經濟又是當

前 可用來因應經濟挑戰與困境的可行方案，因此透過新合作經濟的模式，與

臺灣的女力結合，為臺灣的新住民女性創造更多元的經濟生產模式。 

 

二、 計畫目標： 

(一) 新移民二代的優勢，二代新優勢。 

(二) 新移民媽媽的國際移動力與國際競爭力。 

(三) 推展新住民合作經濟，以推展新移民女性的雙語經濟力。 

(四) 新移民及新移民二代的資源在哪裡﹖計畫撰寫提案比賽，政策培力。 

(五) 聽聽孩子們說，新二代的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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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移民署四大培力計畫: 

移民署四大培力計畫: 

(一) 新住民子女國內培育研習營: 

 https://parg.co/ZAN (五天四夜免費夏令營) 

(二) 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  

https://parg.co/ZAf (最高獎助 20,000~60,000 元) 

(三) 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 

 https://parg.co/ZAM (最高獎助 70,000~100,000 元) 

(四)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計畫: https://parg.co/ZAt 

   計畫內容請上內政部移民署網站查詢 https://parg.co/ZA4 

 

四、 教育部國教署四大計畫 

(一) 國際文化交流計畫 

計畫諮詢窗口：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吳旻勳專案助理，04-8320-364分機 326 

(二) 職場體驗計畫 

(三) 新住民子女職業技能精進訓練作業計畫 

(二)~(三)計畫諮詢窗口：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謝怡菁助理，07-8100870 分機 25265 

侯嘉雯助理，07-3617141 分機 25262 

(四) 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計畫(新住民語老師） 

   教支母語老師創意教案提案(最高獎助 15,000 元) 

   計畫諮詢窗口：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江珮珊主任，049-2222269 分機 6121 

  

https://parg.co/ZAN
https://parg.co/ZAf
https://parg.co/ZAM
https://parg.co/ZAt
https://parg.co/Z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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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國泰卓越獎助計劃: 

https://parg.co/jVK(最高獎助 60,000~200,000 元) 

六、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中心 

聯合主辦：員林高中、彰化高中、埔心國中、永靖國中、福興國中、員林國中 

七、 報名資訊: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zeGoMQxFWcgwxPum7 

活動聯絡: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 電話:04-8339839 傳真:04-8335213 

         張秘書:0953-521527 賴秘書:0936-129659 

八、 計畫內容: 

(一) 執行內容: 

1. 論壇活動: 上午邀請族群工作領域專家演講，下午以世界咖啡館

的模式探討跨領域、跨族群、雙語言合作經濟新議題，並安排主

持人針對二代新優勢內容與參與者討論，最後以綜合座談分享各

桌討論成果並總結本次論壇內容。 

2. 靜態展示：彰化縣新住民家庭中心及據點的服務特色成果展示。 

3. 輔導計畫撰寫教學暨提案比賽：提案獎金每組 2000 元，高中組、

國中組各 10組，共錄取 20組，由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

流協會，作後續提案教學輔導並審查通過後，再送相關承辦單位

甄選，以 2020 年 

(1)新住民子女新星培育營(五天四夜免費夏令營) 

(2)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最高獎助 20,000~60,000元) 

(3)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最高獎助 70,000~100,000 元) 

(4)新住民語教支母語老師創意教案提案(最高獎助 15,000 元) 

(5)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卓越獎助計劃(最高獎助 60,000~200,000 元) 

以上述計畫為提案目標，歡迎各校，以校為單位推薦報名，每組 2

到 10人皆可，新住民新二代、台灣媽媽、台灣學生、老師、弱勢

協助優勢培力皆可報名，報名並完成 1月 1 日的一日論壇培力即

可取得 2020年提案資格。 

4. 主辦單位會安排協會中，已經撰寫並入選過培力計畫的熱心新住

民家庭媽媽及孩子，做為各報名組別的「輔導老師」，進行後續

的分享帶領及陪伴工作。 

 

  

https://parg.co/jVK
https://forms.gle/zeGoMQxFWcgwxPu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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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壇流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場 

(新住民影片) 
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 

10:10-10:20 開幕式 
主持人：徐鴻欽 秘書長 

貴賓：國泰基金會、 縣長、教育
處長、各合作學校校長 

10:20-12:00 
新二代的優勢/ 

數位工具與新住民微創業 

主講人：林麗蟬 委員 

張賀森 董事長 

12:00-13:10 午餐(自由交流/新住民成果展示) 

13:10-15:00 

世界咖啡館說明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C 主題 D 

桌長：梁金妮 

范氏伶 

桌長：張賀森 

游莉莉 

桌長：阮茶梅 

陳妍蓁 

桌長：徐鴻欽  

潘秋玄 

15:00-15:20 茶敘【靜態展示】 

15:20-16:50 世界咖啡館各主題討論 
主持人：徐鴻欽 秘書長 

16:50-17:30 綜合討論及交流 

17:30- 散會 
 

(三) 世界咖啡館桌長與議題： 
(四)   

主題名稱 桌長名單 

主題 A：新二代的優勢?新二代孩子們的需求? 梁金妮、范氏伶 

主題 B：異國美食ＯＭＯ線上線下微創業 張賀森、游莉莉 

主題 C：雙語媽媽的國際移動力與國際競爭力 阮茶梅、陳妍蓁 

主題 D：新二代的資源在哪裡﹖計畫撰寫提案比賽 徐鴻欽、潘秋玄 
 

      桌長得依實際情形調整之。 

九、 辦理時間地點： 
109年 1 月 1 日(三)09:30-17:30 員林高中科學館會議室 

十、 參與對象： 

(一) 新住民媽媽、新住民二代、新住民團體、一般台灣學生及家長。 

(二) 學校老師，對於新經濟、婦女及新住民議題有興趣者。 

(三) 對於計畫撰寫提案比賽，政策培力有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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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講師、桌長學經歷 

擔任職務 姓名 職稱 學經歷 

講師 林麗蟬 委員 

林麗蟬立委 

是台灣第一個新住民立法委員，也是第一個新住民同

時榮獲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中華民國十大傑出

青年社會服務類當選人，同時帶領新住民姊妹經營偏

鄉社區，得到農委會農村領航獎農村英雄的肯定，長

期致力於新住民融入台灣社會，翻轉刻板印象讓灰點

點變星星，更是第一個提出來用『優勢觀點』培力

『新住民二代』的社會工作者，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

士研究生專長東南亞研究。 

講師 

主持人 
徐鴻欽 秘書長 

徐鴻欽秘書長 

國立高雄工專電機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電機研究所∕ 

經歷中華民國第 51 屆十大傑出青年選拔委員會總幹

事∕員林國際青年商會 2012 年會長∕中華民國奧瑞

岡式辯論 2010 年全國冠軍∕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

協會秘書長∕事業∕田尾徐草皮農場∕親親全球投資

公司∕香港親親全球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講師 

桌長 
張賀森 

董事長/ 

創辦人 

十大傑出青年第 57屆企業、創業及經濟發展類當選

人，同時他也是凱莉愛內衣董事長/創辦人的張賀森

十傑凱莉愛內衣董事長/創辦人，13年前成立公司，

一路在電商平台上找尋自我價值，您創辦「凱莉愛內

衣」。不僅成為ｏｍｏ電商網購女性內睡衣的龍頭商

家，甚至「坐在輪椅上賣女性胸罩的男子」傳奇故事 

一位仰賴輪椅的重度肢體殘障者，14歲少年時期，

即遭逢重大車禍，雖撿回一命但身受重傷，並導致

C5、6節脊椎損傷，在頸部以下幾無知覺。 

講師 
桌長 

梁金妮 理事長 
台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理事長 

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委員 

講師 

桌長 
阮茶梅 老師 

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老師 

越南語老師 

講師 

桌長 
范氏伶 老師 

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老師 

越南語老師 

講師 

桌長 
潘秋玄 老師 

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老師 

越南語老師 
講師 

桌長 
陳妍蓁 老師 

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老師 

印尼語老師 

講師 

桌長 
游莉莉 老師 

教育部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老師 

印尼語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