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第三屆新北永續未來學院」活動計畫
一、活動目的：
以「投資我們的星球(Invest in Our Planet）」為主題，辦理相關系列環境
講座及研討課程，提昇青少年環境行動力，於生活中落實友善環境的行
動，並賦予驅動社會轉型、創造永續生活的新消費模式及讓環境永續發展
的任務，一同督促並帶動所有人改變對待環境的方式，建立正向循環的社
會，投資我們的未來。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活動日期：111年8月2日(星期二)至8月4日(星期四)，共3天2夜
四、活動地點：中華電信學院板橋院本部(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68 號)
五、參加資格：凡設籍或就學於新北市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大學部在學學生(含
111 學年度大一新生)
六、報名資訊：
(一)報名日期：自111年5月13日(或公告日)起至6月13日(星期一) 23:59止
(二)活動名額：正取 30 人
(三)報名方式及需檢附資料：
1.本活動一律採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https://www.epd.ntpc.gov.tw/Activity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官網/發佈資訊/活動報名)。附件資料請轉為PDF檔或拍照上傳。
2.報名時需檢附「身分證件」及「在學證明文件」正反面及「法定代理人
同意書(如附件1，滿20歲者無須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須由家長簽
名後拍照上傳。
*在學證明文件即指學生證、入學證明、錄取通知，尚未公告錄取名單者
需檢附準考證等。
3.請填寫個人參與動機及環保理念、就讀科系及服務事蹟，如曾擔任過環
保志工或其它公共服務等，並檢附相關證明。(有相關經歷者將酌予優先
錄取)
4.請確實填報名相關資料，凡填報不實、不符或上傳資料不清晰者，主辦
單位有權取消報名資格或不予錄取。
(四)本活動採徵選方式錄取
1.主辦單位成立評選小組，依各報名者所提供資料進行審核與評選(參與
動機及環保理念80%、服務事蹟10%、就讀環境相關科系10%)，錄取正取
30人、餘列為備取。評選後未足名額或其餘名額，以抽序位籤方式依序
錄取。
2.凡獲錄取者，活動團隊將於6月17日至6月24日期間依所留通訊方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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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簡訊及電子郵件)進行通知，若經多方聯繫未能於2日內獲得回覆
者，即以備取者取代，該正取者不得異議。(未入選者恕不另行通知)
(五)活動獎勵
1.凡完成培訓課程之學員，本局將頒發「新北永續青年大使」結業證書 1
份，並有機會受邀與本局共同推廣環境教育相關事宜。
2.競賽及成果發表總獎項高達 200 萬點環保綠點。
(六)活動保證金：
1.為使學員珍惜學習資源，本活動將收取500元保證金，保證金將於活動
第3日統一以現金退還。若無故未報到者保證金不予退還，將統一捐贈
予「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捐贈收據將郵寄至學員之通訊地址)，
並取消該學員爾後相關活動參加資格。
2.保證金請於收到錄取通知後3日內完成轉帳(轉帳資訊將與錄取通知一併
發送)，若經活動團隊通知而未能如期完成轉帳者，將取消其錄取資
格，由備取者取代，該正取者不得異議。
七、行程規劃表：【暫定】

第 一 天 (8/2)
主 講 者 / 備 註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00-08:30

學院集合

08:30-09:00

有你才完整

分組、學員相見歡

09:00-09:50

永續啟程

長官致詞、始業式

09:50-11:20

(休息10分鐘)

投資我們的星球 從青年做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長~張寒瑋
起

11:20-11:50

小組溫馨聚

11:50-12:40

糧好食光

12:40-14:10

中華電信學院板橋院本部 集合報到

與指導員相見歡
午餐

衣舊要愛，讓我們「重新定
萬秀洗衣店~張瑞夫
衣」！

(休息10分鐘)

(車程20分鐘)

源頭減廢垃循環~
14:10-15:40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許薇分
板橋清潔隊資源回收場參訪
隊長&魏金益領班
15:40-17:40

我是青年，我淨溪！

17:40-18:20

垃圾其實很來電？

18:20-20:00

低碳綠美味

20:00-20:25

充電中~Z Z Z

三峽甘樂文創-三峽河
車程40分鐘，新北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八里垃圾焚化廠影片導覽及問答
地點1-新北市環保夜市-永和樂華夜市
地點2-永和大新光明市民活動中心
(車程30分鐘)

(車程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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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板橋中華電信學院

(22:00巡房)

第 二 天 (8/3)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7:30-08:30

早安！晨之美

主 講 者 / 備 註
早餐

RE-THINK社團法人台灣重新思考環境教
從個人到萬人，RE-THINK的
08:30-10:10
育協會創辦人暨執行長~黃之揚
永續議題溝通法

(休息10分鐘)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低碳社區發展中心主
任~李俊毅
(休息10分鐘)
10:50-12:00 如何投資我們的星球-構思1 分組討論時間
12:00-13:00
糧好食光
午餐
10:10-10:50

新北淨零碳

揭開再生能源、核能、天然 綠學院創辦人暨Green Impact Lab綠色創業
氣宮廷鬥爭內幕
加速器共同創辦人~楊雅雲 (休息10分鐘)
循環台灣基金會網絡專員暨青年版「循
實踐淨零排放，從瞭解循環
14:40-16:20
環經濟探索工作坊」負責人~周佳穎
經濟開始！
13:00-14:40

(休息10分鐘)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CSR team經理~鄭
佳容(Winnie)&李婷玉(Tina)
(休息10分鐘)
17:30-18:30
糧好食光
晚餐
18:30-20:30 如何投資我們的星球-構思2 分組討論時間
20:30
充電中~Z Z Z
夜宿中華電信學院 (22:00巡房)
16:20-17:30

ESG：企業的永續投資

第 三 天 (8/4)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7:30-08:30

早安！晨之美

主 講 者 / 備 註
早餐/退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子超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高翠霞教授
09:30-12:00 如何投資我們的星球-構思3 由指導教授及指導員帶領分組討論時間
08:30-09:30

開展願景

12:00-13:30

糧好食光/永續傳承

13:30-15:10

星球投資發表會

15:10-15:20

誰是神秘嘉賓

15:20-16:00
16:00

午餐/學長姐回娘家分享交流會
成果發表/投票/評審講評
評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子超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高翠霞教授
神秘嘉賓與學員對談

寶落誰家暨頒發結業證書 頒獎/授證/大合照
滿載而歸

學成賦歸

八、注意事項:
(一)需自行攜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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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到時需查驗個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件或健保卡等，外籍人士請帶
居留證或護照)，若經查與報名資料不符者，主辦方有權當場取消其錄
取資格。
2.夜宿中華電信學院住宿大樓為環保旅店，不提供其它一次性備品，房內
僅提供浴巾、壁掛式洗髮精/沐浴乳、吹風機、熱水壼、室內皮拖鞋，
且住宿期間不更換房內寢具用品，其餘個人所需用品請學員自行攜帶
(如：盥洗用品、醫藥、防護用品等)，並請務必攜帶環保袋、環保杯、
餐具及紙筆文具等上課所需物品。
3.本活動含戶外學習課程，請盡量穿著長褲及包覆腳趾之防滑、耐走、舒
適的戶外鞋，以保護人身安全。並自行攜帶水壼、帽子、薄外套、防蚊
液等防曬用品及夜晚保暖衣物，且應多喝水及注意個人身體狀況。
(二)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本活動計畫採取相關防疫及
應變措施如下：
1.本活動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示及國內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現況，隨時進行風險評估並更新防疫規範。
2.參加人員請自備3日所需口罩且全程配戴口罩，且活動現場須配合工作
人員進行各項防疫措施。
3.於活動進行中，若遇發燒、上呼吸道、腹瀉、嗅味覺異常或其他不適症
狀者(如四肢無力、鼻塞、流鼻水、咳嗽等)，請立即通報工作人員，本
局將立即進行隔離、通報、安排就醫等依防疫規定辦理
(三)本活動學員無需支付相關費用，請珍惜學習資源。學員經錄取若無故未
報到者，取消爾後相關活動參加資格。
(四)參與學員需配合主辦單位錄製各式活動成果，並無償提供本局公開播放
及業務宣導使用。
(五)本活動報名資料審核、相關活動內容及辦理方式，主辦單位保留其裁決
及變更之權利。
九、聯繫窗口：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綜合規劃科 張小姐 TEL：(02)2953-2111 分機
4113
活動執行小組 曾小姐 TEL：(02)251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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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111年「第三屆新北永續未來學院」活動 法定代理人同意
書
本人_________(法定代理人姓名)同意本人之子弟_________(學員姓名)
參加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辦之111年「第三屆新北永續未來學
院」活動，參加期間遵守主辦單位規定，並同意及配合下列事
項：
一、同意主辦單位於活動進行中拍攝活動影像，相關拍攝影像及
活動成果，將無償提供主辦單位日後活動宣導推廣使用。
二、同意主辦單位保留本人子弟個人資料，做為本活動聯繫及後
續活動推展事宜使用，主辦單位有個資保密義務，未獲子弟
同意不得公開個人資訊。
三、營隊夜宿中華電信學院板橋院本部住宿大樓，學員於晚上10
點巡房後勿隨意離房，若有外出需求，請先行告知隊輔或工
作人員，並依照隊輔或工作人員指示行動，若學員因擅自行
動而造成之意外，由學員自行負責。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與學員關係：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5/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