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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青年營報名簡章
「永續發展青年營 SDGs Youth Camp」開跑囉！由財團法人台灣產業
服務基金會 (FTIS)與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 (ICI )共同主辦，高中生
專屬的永續發展青年營隊！

一、活動目的
聯 合 國 在 2015 年 發 布 了 17 項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和 169 細項目標(Targets)，呼籲世界各
國攜手合作，解決問題、發展永續。例如新疆棉、血鑽石議題與
SDG8 良好的工作與經濟發展、SDG16 公平正義與和平具有關聯性。
2020 年 9 月聯合國推行之青年氣候高峰會 (Youth Climate Summit)，
強調 15~24 歲青年在跨國氣候行動上的高度參與及影響力，顯示人類
社會的永續發展將成為年輕世代重要的課題之一。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身為國際 NGO，對於推動永續發展
議題有高度使命，特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ICI)」的頂
尖名師與企業團隊，辦理「永續發展青年營 SDGs Youth Camp」，從
聯合國(UN)精神與視角切入國際趨勢、生活、未來發展等，更可從互
動遊戲、角色模擬的論壇中思考如何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發展青年營不僅可以強化同學的社會參與核心素養，更可增
加學習歷程的豐富度，受訓完成更將頒發結業證書完整參與紀錄。

二、活動資訊
1. 活動日期：110 年 8 月 16 日(一)～110 年 8 月 18 日(三)
共三日，09:00~17:00，未有夜間活動，不含住宿
2. 活動對象：全國高中學生
3. 活動地點：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 羅家倫講堂）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三、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FTIS)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 (I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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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隊特色
1. 頂尖學界師資：政治大學永續發展權威教授授課，開啟國際永續
視野。
2. 國際品牌業師：國際永續品牌企業高階主管擔任業界講師，分享
企業策略與創新思維。
3. 豐富學習歷程：透過永續會模擬體驗與分組互動，提升對 SDGs 議
題的對應能力，強化學習歷程檔案項目與多元性。
4. 接軌國際動態：介紹聯合國指標，認識國際關注議題，且部分課
程全英文授課，增加國際化交流討論經驗。
5. 強化核心素養：融入桌遊活動、模擬會議、手作體驗等內容，結
合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核心素養。
6. 授予結業證明：營隊全程參與者，受訓完成頒予結業證明書。

五、報名資訊
1. 報名截止：
(1) 早鳥報名：即日起至 6/18 (五) 23:59 止
(2) 一般報名：即日起至 7/2 (五) 23:59 止
2. 報名方式：
(1) 一律以線上報名方式，恕不提供 Email 報名
(2)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XB7o638YjPBYByEW9
(3) 錄取名單：經審核後，7/9 (五) 前公布於 Facebook「永續發展
青年營」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dgsyouthcamp
3. 報名費用：包含課程所需費用、餐費與保險，營隊期間不再另行
收取費用
類別
個人報名

費用
7,500 元/人
3 人 (含) 以上： 7,000 元/人
團體報名
5 人 (含) 以上： 6,500 元/人
早鳥優惠
7,000 元/人
低收入戶折扣
3,750 元/人
4. 匯款資訊：於 7/9 (五)併同錄取名單於營隊 Facebook 粉絲專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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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內容
Day 1
8 月 16 日 (一)

Day 2
8 月 17 日 (二)

Day 3
8 月 18 日 (三)

課程主題

課程一：國際視野

課程二：策略行動

課程三：生活教育

08:30~09:00

報到

報到

報到

09:00~10:00

開場、分組
政治大學杜文苓院長
產基會

10:00~11:00

11:00~12:00

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及
國際永續發展趨勢
（政治大學）

12:00~13:20

永續生活與行動
【英文授課】
（政治大學）
SDG 4 優質教育
台灣永續目標與政策
（政治大學）

13:20~16:30

永續發展目標桌遊
(好氏社會企業)

用餐/午休
永續工作坊
【手做體驗】
(利樂公司 Tetra Pak)
SDG 15 陸域生態

16:30~17:00

心得交流 / Day 1 End

心得交流 / Day 2 End

永續企業分享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SDG 12 責任消費

政策研商模擬會議
【模擬永續會】
（政治大學）

心得交流/
頒發結業證書/閉幕

備註：主辦單位視實際情況調整課程內容及師資

八、聯絡資訊
1. 聯絡信箱：sdgs.youthcamp@gmail.com
2. FB 粉絲頁留言：https://www.facebook.com/sdgsyouthcamp
3. 聯絡電話：
沈彥成 工程師 (02) 7704-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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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說明
【注意事項】
1. 請於 7/2 (五) 23:59 前，線上填妥「永續發展青年營」報名表-Google
線 上 表 單 https://forms.gle/XB7o638YjPBYByEW9 ( 可 掃 下 圖 QR
Code)，報名截止後將進行審核，報名先後與錄取順位無關。

2. 錄取名單最晚將於 7/9 (五)公布於「永續發展青年營」Facebook 粉絲
專頁。
3. 確認錄取學員請於 7/16 (五)前回傳家長同意書和個人照片至官方電
子信箱 sdgs.youthcamp@gmail.com，信件主旨和檔名請取為家長同
意書_姓名，僅接受 PDF 或圖片檔 (請注意照片解析度需能夠清楚辨
認字體)，若報名資料有缺漏者，將視同報名未成功。
4. 為營隊課程規劃考量，本次招生範圍以全國高中生為限。
5. 團報注意：
(1) 團報者每人皆須填妥線上報名表單。
(2) 團報者將以組為單位進行錄取，然個人仍須於報名表單上回答
報名問題。
6. 若有任何疑問 (誤植、更新資料或重新上傳等)，請私訊 Facebook 粉
絲專頁，也可來電或來信洽詢，我們將儘速回應。
【報名審核原則】
1. 招募期間及錄取名單公布：
(1)招募期間：即日起至 7/2 (五) 23:59 止，錄取 50 名正取學員，及視
實際情況錄取若干位備取學員
(2)錄取名單：7/9(五)公布於「永續發展青年營」Facebook 粉專。
2. 確認錄取才需匯款，匯款資訊將於 7/9 (五)併同錄取名單於營隊
Facebook 粉絲專頁公布。
3. 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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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以報名問題的作答內容作為審核參考，將優先錄取具強烈
參與動機，且對於永續議題具有一定認識或已採取實際行動之學
員。歡迎根據真實狀況踴躍作答並分享自身經驗，包含關注的國內
外議題、實際的行動、或者是創新的想法等。
4. 本次營隊學員正取、備取名單由主辦單位秉持公平、公正原則決
定，事後恕無法更改。
【天災及新冠肺炎防疫處理辦法】
1. 天然災害
(1)若於營隊期間臺北市政府因天然災害宣布停課，將依停課日數更
改或取消行程，並視實際情況決定是否退還尚未支出之活動費用。
(2)若於營期首日臺北市政府未因天然災害宣布停課，然學員居住地
地方政府因天然災害宣布停課，家長得選擇是否允許學員前往參
加營隊行程。若不允許，依實際情況退還尚未支出之全額活動費
用。
2. 新冠肺炎防疫
(1) 本營隊防疫規則將以國立政治大學以及臺北市政府公布規則為準。
(2) 若於營期前，國立政治大學或臺北市政府宣布禁止 50 人以上之
聚會進行，本營隊將視情況延後或取消，並退還尚未支出之費用。
(3) 營隊有權無條件拒絕在營期前 (含) 14 天有出國旅遊史之學員參加
營隊，並依家長同意書之退費辦法辦理。
(4) 本營隊將每日提供酒精消毒服務，並要求工作人員及學員全程配
戴口罩。
(5) 所有工作人員及學員每日進出活動空間皆須配合量測體溫。
(6) 營隊進行期間，學員體溫高於 37.5 度者將通知家長並接回休息，
恕不退費。
(7) 本營隊將確保活動空間通風狀態良好且安排每日消毒，並遵循臺
北市政府及國立政治大學防疫決策決定。
(8) 若學員有不遵守防疫措施之情況，將依家長同意書之第一條視情
況做出適當之處置，此處置包括但不限於：限制學員參與特地活
動或課程、於合理範圍內隔離學員並派專人照顧。若有情節重大
者，將考慮通知家長帶回，相關費用恕不退還。
【其他】
5

永續發展青年營 報名簡章

1. 主辦單位有修正及調整活動辦法之權利。
2. 為維持營隊辦理初衷及品質，若報名人數未達 40 人，考量課程討論
力度與活動效益，主辦單位保留取消辦理之權利，任何異動將另行
通知。
3. 營隊資訊將即時更新於「永續發展青年營」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dgsyouth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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