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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O
YOUNGO 是谁/是什么？
YOUNGO 是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UNFCCC)
的青年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在 2009 年的 COP15，
YOUNGO 作为观察员的地位正式纳入公约中，并
积极代表青年在会议中发声。
YOUNGO 本身是许多在气候变迁相关领域，由青
年主导的组织、团体、代表与个人组成。 YOUNGO 分成许多工作小组(WGs)，分别关注气候谈判的
不同面向，并确保青年与次世代观点纳入决策过程。此外，YOUNGO 成员也观察、报导气候谈判本
身，以及谈判结果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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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Y
青年会议(COY)是什么？
青年会议(COY)，是由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UNFCCC)其下之官方青年组织 YOUNGO 所举办的
官方活动。每年集结关心环境与气候议题的热血青年，在每年的联合国气候会议(COP)召开之前举办。
青年会议有如下目标：
 针对即将参与气候谈判的青年，提供政策与培力训练
 加速更广泛的气候变迁知识与经验共享
 建立青年网络、促成气候行动
第一届青年会议于 2005 年举办，当时，YOUNGO 成员于 COP11 会议前在蒙特娄集结，筹备于
COP11 期间及未来发出青年的集体声音。自此之后，每年在 COP 举办之前，当地青年机构或组织都
会发起筹备青年会议，从奈洛比会议，到坎昆会议、德班会议，一直到巴黎会议皆然。
也正是在第一届青年会议（COY1）后，历届 COP 会议前，当届 COP 会议举办地的青年机构，都会
在当地发起青年会议。历经多年，参与 COY 会议的国际青年数量持续增长。此外，2015 年，COY 会
议的理念开始遍及全球，并启发了全球更多青年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地方青年会议（LCOYs），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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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及其地方的青年运动紧密连结。地方青年会议所呼吁的，也与青年人在 COY 主要会议及 COP 会
议上所积极倡导的相一致。

一般资讯
Empowering youth for climate action
第十三届青年会议(COY13)于今年十一月二
号至四号在德国波昂举办，欢迎世界各地的
青年行动者与其他有兴趣的个人参加。
COY13 由一群年轻志工策划，主题包括气候
正义、气候政策与永续性
COY13 提供场域，让与会者彼此交换知识与
经验，建立新连结与行动，发展创意，并为

3

接下来的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
(UNFCCC)第二十三届缔约国会议(COP23)
作准备。
COP23 即是今年的国际气候高峰会，今年由
斐济担任主席国，在德国波昂举办。

主要目标
举办 COY13 的原因
COY13 的核心目标是强化青年行动，以使青年人承担因应气候变迁之责任。与会各方将在 COY13 中向
彼此分享各自的知识、经验与见解。本次 COY13 会议预期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能力建构: 能力建构包括政策训练环节以及针对其它日常举办活动所使用的工具之训练。此外，
通过能力建构，参与 COY13 会议的青年人也能够清晰地了解近期气候科学进展及全球政治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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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知识共享能为有效参与政治社会过程奠定基础。此外，能力建构也聚焦在强化既有的青年
行动网络或组织
 为 COP23 做准备: COY13 是一个为之后参加 COP23 气候谈判成员所设计的活动，活动内容包
括关注最新的 YOUNGOs 里群组的各个主题讨论状况，这项活动能帮助年轻的声音取得关注并
且使他们参与 COP23 能更加地顺利地发挥效果。
 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 COY13 鼓励与会者发掘目前现有的机会，并且找到具有创新的解决方案，
来面对气候变迁的各种挑战，以建构我们所期许的未来。这些解决方案必须在各个层面都存在，
包含全球性、国家级、当地，甚至个人。而且创意也是面对气候变迁所带来挑战的方法，并让
这些挑战更可以被理解。

主要议题
关于 CO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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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与气候变迁及永续领域相关之议题中，COY13 将会特别专注在三个议题。
 展望发展中的岛屿小国: 斐济 COP23 主席呼吁重视在气候变迁中，非常脆弱且不成比例地受到
影响的发展中的岛屿小国（SIDS）。
 气候正义: 气候正义将气候变迁与气候行动放在更广的社会与环境脉络。包括世代衡平，性别，
人权，原住民族权益等。气候正义也正视北方国家在历史排放上的责任。在此主题之下，参加
者不只可以反映在现在的国际政策过程中的当下挑战，也可以反映个人对于大地母亲的责任。
 社会运动: COY13 将会串联多个社会运动，以激发在各领域的政策及行动上更多的讨论及技能
分享。这包含了促成国家、地区或者国际网络与运动的可能性，同时也得以展现个人可以如何
积极地参与。
 Policy and Advocacy: Bearing in mind that current negotiations at COP23 are highly technical,
COY13 will provide policy training for young participants at COP23. There will be contentrelated sessions regarding topics addressed in the upcoming sessions of COP, APA, SBI and
SBSTA. Furthermore workshop sessions will shar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working with policy documents and advocating youth positions in various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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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问题
谁能提案贡献？
具有各种气候变迁、环境保育、气候运动、教育、政策、艺术等相关的经验的个人或实体。这些实体
包含但不限于非政府组织(NGO)、政府间机构、网路群体(networks)、群体等。

我们所计画的目标为何？
此计画主要是透过提供以下三个目标，以赋予并且增强各国不同背景与经验的年轻人与青年运动的能
力。这三个目标为：
 能力建构
 为 COP23 做准备
 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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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有关目标的资讯请见：以上

COY13 上会讨论什么议题？
COY13 将会讨论与气候政策、气候运动、永续等相关议题。且因为斐济为今年度 COP23 之主席国，
因此将会特别探讨小岛国家各个面向之气候正义议题。欲了解更多有关主要议题相关资讯请见：以上

谁会出席 COY13?
COY13 主要针对全世界 15 岁至 35 岁的年轻人。而在 COY13 将预期会有三大类别的与会者：
 YOUNGO 会员: COY13 串联了将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UNFCCC)的年轻人，而这些人
多半为 YOUNGO 之会员。 YOUNGO 会员包含了参与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UNFCCC)以及
气候谈判的青年个人、青年主导的组织或团体。 COY13 为一个让 YOUNGO 会员参加 COP23
而准备的平台。
 气候社运人士: COY13 邀请将非出席 COP23 谈判的气候社运人士。这类团体包含积极主动参与
或举办气候变迁相关的个人、草根运动和组织。
 潜在的气候社运参加者: COY13 邀请尚未成为活跃气候社会运动的个人能够参与。这类团体应
该对于谈判过程中的关键议题整体方向会有兴趣。

5

我们希望举办哪些活动（Programme Contribution）？
我们期许能够看见三个目标群体中至少其中一个，能够投入于例如工作坊、辩论、艺术表演、展示等
等活动。整体而言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参与者能够获得更多能力的提升。我们特别欢迎鼓励积极投入
的概念，以及边做边学的概念。

活动（Programme Contribution）的时间可以多长？
规划的活动基本上应为 90 分钟或者 180 分钟，然而在特殊但合理的状况下，是可能可以延长活动时
间的。

活动（Programme Contribution）可以用哪种语言进行？
为了能让各国的与会者能够参加活动，依据过往 COY 的经验，我们建议主要进行的语言为英文、法
文、德文或西班牙文。基于参加者的第一外语为英文，我们建议可以以英文进行。很抱歉我们并无法
提供翻译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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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提交超过一个的活动（Programme Contribution）提案吗？
原则上任何个人或者实体只要能在活动的内容和／或进行方式上有所不同，皆可提交超过一个以上的
提案。然而，COY13 期许能够尽可能地在活动之题目，以及举办活动者能越多元化越好。

活动进行地点或场域为何？
COY13 将会在一间学校举行，因此多数的活动将会在大约 30 至 40 人的教室中进行。我们将会提供
基本的会议器材与设备，包含投影机、网路连线等。我们将会在大约九月中旬，与获选的活动举办者
联系，以沟通更多的细节，以及设备与器材等需求。

COY13 会提供财务帮助给活动举办者吗?
碍于有限的经费，我们没有办法提供活动的任何费用，包含薪水与津贴。我们规划架设一个艺术空
间，并提供一些素材或工具，而这些我们将在九月初提供更多的细节。

筛选的条件是什么?
 举办之活动是否符合 COY13 的目标及题目、举办者的经验
 优先挑选能促进与会者之间交流或积极互动的活动
 最终的筛选将会考量活动负责人来自的地区、性别（若为个人申请提案）是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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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两件非常相似之提案，将会优先录取负责人为较年轻之个人，或者由青年主导之组织
 特别注意我们不接受以赚钱为目的之活动

该在什么时间提交申请呢?
期限为 2017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 时区：23.59 CEST），且必须缴交官方表格。我们将会在 9 月 2
日之前，通知获选的活动提案。

我所提交的活动申请，是否代表将会成为 COY13 的行程之一呢？
不，COY13 团队将会从所有的活动提案中，筛选出符合的活动提案。基于过去 COY 的经验，提案总
会多过于能够实际举办之数量，因此我们保留权力剔除掉没有说明的或解释的活动提案。
我们鼓励活动提案能够有完整且详细的说明，以利于我们评估提案的合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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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Y13 球队
COY13 并非由不同组织共同合作举办，而是由大约 50 名青年志工以个人方式共同组成。 COY13 与
YOUNGO 各自的工作小组(WG)共同合作。Youth Alliance for Future Energies (Jugendbündnis
Zukunftsenergie) initiated the planning process and Eine-Welt-Netz NRW functions as the legal
entity. Project Survival Pacific is part of the organising team representing the Pacific perspective
of CO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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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Y13 联系
Overall Coordination
anna.baeuerle@coy13.org
julius.schlumberger@coy13.org

Design

Participation

markus.hiller@coy13.org
rosanna.gernert@coy13.org

clara.von-glasow@coy13.org
patrick.kohl@coy13.org

Food & Beverages

Programme

laura.ehrich@coy13.org

christian.deutschmeyer@coy13.org
jonas.knapp@coy13.org

Funding

Public Relations

salome.riegel@coy13.org
lara.render@coy13.org

jana.stingl@coy13.org
pia.jorks@coy13.org

Homepage:

Venue

patrick.kohl@coy13.org

jana.stingl@coy13.org

Local Coys

Visa

nora.schlagenwerth@coy13.org

kirsten.krueger@coy13.org

8

赞助

Courtesy for the images used: Facebook Page of COY10, COY11, COY12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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