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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模擬聯合
國台灣

我們是誰？
“耶魯模聯台灣是一個與在地合作，放眼國際，由耶
魯學生自主規劃的會議活動。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與會代表們能更暢所欲言，校園生活更充實，並提
供指導與工具，讓代表們得以在此次與未來的模聯會

議中有更優異的表現”
耶魯模聯台灣將於2017年5月19至5月21舉行。我們將提供高挑
戰性與豐富多元的活動經驗，並期望能藉此活動探討當前的全球
性議題。我們的秘書處是由熱情洋溢的耶魯國際關係協會成員的
學生，以及主動幹練的台灣本地高中學生所共同組成。我們合作
無間，耶魯模聯也與台灣當地社群緊密相聯。除了在各委員會中
進行的高水準辯論外，耶魯模聯台灣還提供與會代表與指導老師
們一系列的會外活動，包括小組討論、工作坊、正式晚宴，與各
種交流活動。更特別的是，耶魯模聯台灣將建立線上模聯教學模
式，於明年5月正式會議前，成爲報名參加學校的合作夥伴，協
助學校規劃執行模聯相關的訓練課程。參加耶魯模聯的學生們並
有機會被挑選擔任副主席與助理秘書長的職務，與耶魯學生們共
同主辦會議。耶魯模聯台灣期許能擔負教學與訓練成長的角色，
讓參與的學生們不只是磨練作爲模聯代表所需的議事能力，未來
還能回來主持委員會會議與擔任行政工作，在更多面向共同學習
成長。



耶魯國際關係協會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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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名成員

耶魯國際關係協會

模擬聯合國活動 耶魯國際關係研究評論 Hemispheres YIRA海外參訪活動模擬聯合國隊伍

每年在美國、亞洲、歐洲舉辦
七場會議，共吸引超過3,000
位學生與500位指導老師參加

美國首屈一指的大學模擬聯合
國隊伍 在耶魯國際關係教授指導下所

發表出版的國際關係研究期刊

每週一次，由耶魯國際關係協
會學生指導當地超過50名高
中生有關當前國際事務議題

的課程

以國際關係為主題的海外參
訪活動，行程內容包括田野調

查、選前觀察，與志工服務

耶魯模擬聯合國
1400 高中代表

耶魯安全理事會模擬
300 大學代表

耶魯國際關係研討會
150 高中代表

耶魯歐洲模擬政府
300 高中代表

耶魯模擬聯合國韓國
300 高中代表

耶魯模擬聯合國中國
500 高中代表

耶魯模擬聯合國台灣
400 高中代表



ymuntaiwan.yira.org

fb.com/ymunt

twitter.com/ymuntaiwan

instagram/ymuntaiwan

ymunt.secgen@yira.org

Empower, Enrich, Excel
May 19th to 21st 2017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裁軍及國際安全

社會、人道及文化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東南亞國家協會

聯合國婦女全能數 巴沙爾阿薩德國際刑事法院諮
詢小組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會議訊息

線上耶魯模聯台灣委員會
擔任耶魯模聯台灣主席的學生們，都是耶魯國際關係與政治社團等的領導人物。他們皆是一時
之選，並為他們所個別主持的委員會，精選出歷史意義深遠的議題。每個委員會的議題都與國

際社會密切相關，是我們這個世代無從迴避，亟需面對解決的挑戰。



Staphany Hou, Secretary General, Yale College ‘18

Anin Luo, USG Outreach, Yale College ‘20

如何贊助？

參與耶魯模聯台灣的學生與指導老師分
佈全世界，多數來自亞太地區。學生代
表背景多元， 同時也代表了一個高成就
的明日之星的潛在消費族群。

耶魯模聯台灣尋求經費贊助，俾使我們
的會議活動更趨完善。我們尋求理念相
同的贊助單位與我們共同實現理想，其
中包括開放弱勢學生名額，提供補助給
弱勢學生，捐贈慈善團體，贊助學生代
表發起的社會公益計畫，以及贊助耶魯
學生旅費，讓他們可以認識台灣，嘉惠
台灣的學子。

贊助可採個別項目或多方面支持的形式
進行，如果選擇多方面支持的話，贊助

金額將低於個別項目總和的金額。此
外，贊助單位也可具名設立獎學金，讓
更多學生能夠參加模聯活動，拓展視
野。我們歡迎也萬分感謝任何形式的鼓
勵與協助！

如果您有意願贊助，或您有任何問題，
請聯絡副秘書長羅亦甯：
ymunt.outreach@yi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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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項目贊助

出版物露出：代表手冊 價錢（NTD）
贊助單位名冊（包括線上名冊） 1500

名片大小尺寸 2800

四分之一頁尺寸 3500

1/2頁尺寸 5000

一頁尺寸 7000

封面標誌 7500

線上露出 價錢（NTD）
耶魯模聯台灣官方網站
       專案贊助單位 2500

       首頁標誌 5000

社群網站
       一次性發布與連結 3500

通訊
       贊助焦點 2500

會議現場與商品
（代表文件夾的書面廣告） 價錢（NTD）

標誌於會議 T-shirt 背面印製標誌 7500

代表文件夾放置名片 3000

代表文件夾放置明信大小的宣傳介紹 5000

代表文件夾放置全頁宣傳單 7000

開閉幕式中公開具名致謝 7500

贊助單位設置攤位，並可派員在會議現場參與會議相
關活動

10000



多方面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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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贊助
總價錢: 35000 NTD

價錢（NTD）

專案贊助單位 2500

一次性發布與連 3500

贊助焦點 2500

一頁尺寸 7000

標誌於會議 T-shirt 背面印製標誌 7500

首頁標誌 5000

代表文件夾放置全頁宣傳單 7000

開閉幕式中公開具名致謝 7500

贊助單位設置攤位，並可派員在會議現場參與會議相
關活動

10000

以單價計算總價錢 52500

黃金贊助
總價錢: 20000 NTD

價錢（NTD）

專案贊助單位 2500

一次性發布與連 3500

一頁尺寸 7000

贊助焦點 2500

代表文件夾放置全頁宣傳單 7000

開閉幕式中公開具名致謝 7500

以單價計算總價錢 30000

白銀贊助
總價錢: 12000 NTD

價錢（NTD）

專案贊助單位 2500

一次性發布與連 3500

贊助焦點 2500

1/2頁尺寸 5000

代表文件夾放置全頁宣傳單 4000

以單價計算總價錢 17500

青銅贊助
總價錢: 10000 NTD

價錢（NTD）

專案贊助單位 2500

一次性發布與連 3500

代表文件夾放置全頁宣傳單 4000

1/2頁尺寸 5000

以單價計算總價錢 15000

青藍贊助
總價錢: 8000 NTD

價錢（NTD）

專案贊助單位 2500

一次性發布與連 3500

1/2頁尺寸 5000

以單價計算總價錢 11000



聯絡資訊

•	 一般信息
秘書長 Staphany Hou
ymunt.secgen@yira.org 

•	 報名
副秘書長	Kevin Zhen
ymunt.delegations@yira.org

•	 委員會
委員會總幹事	Yixuan Yang
ymunt.dg.committees@yira.org

•	 會議活動
總幹事 Ben Wang 
ymunt.dg.admin@yira.org

•	 贊助與社交媒體
副秘書長	Anin Luo
ymunt.outreach@yir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