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地球人口的持續成長，以及人類對於地球資源的持續開採，嚴峻的挑戰不斷浮現－能源的耗

竭、超過地球承載的廢棄物量、巨災的頻襲、水資源的匱乏、居住不正義、城鄉差距等。面對這些
挑戰，企業已展開了具體的行動；BMW 強化綠電網絡以降低對於石油的依賴、Coca-Cola 改變飲品
的包裝設計以減少耗材、Swiss Re 研究新氣候以提早防範巨災的侵襲、Nestlé 制定耕作規範以教導
農民提高用水效率、Westpac 提高對於社會住宅的融資額以實現居住正義、韓國電信在韓國偏鄉島
嶼建立網絡系統以縮短城鄉差距…
想為企業提供一個充滿創意與實踐性的 CSR 提案、解決台灣和世界當前的問題嗎？想一窺世界
永續發展的趨勢，以及一間企業要如何透過永續經營，創造長期競爭力嗎？
2018 年暑假，第六屆的 CSR 校園種子研習營即將開跑。精彩絕倫的 CSR 經典課程、CSR 個案
分析、CSR 國際發展趨勢剖析、個案競賽，將顛覆您對於 CSR 和您自身的想像。身為未來菁英的
你，絕不能錯過這個創造改變的開始。
■ 緣起
【CSR 校園種子研習營】是全台第一個以 CSR 為主題規劃之研習營，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主軸，安排
多產業代表分享 CSR 的核心思維、案例、趨勢和未來展望。透過團隊超級任務和個案競賽，讓學員
在接受 input 時，能同時產出 output，以內化和個人化營隊所學。期盼學員透過本研習營，掌握
CSR 核心概念和發展趨勢，並檢視自身最關切的領域，從自身出發，規劃自身未來的永續道路。
■ 你將在營隊中學習到…

過去的你
•看見諸多世界當前的問題
•對 CSR 有不同的想像和詮釋
•想將心力投注於永續發展

營隊中的你
•認識 CSR 的核心概念
•掌握企業的影響力
•了解永續發展的趨勢和國
內外標竿案例
•結合創意與實務，完成企
業永續之提案報告

未來的你
•成為企業永續的正向驅動
力
•延續系統性和策略性思維，
投注於永續發展
•依自身所長或所關切之事
物，推動環境和社會的正
向發展

■ 主辦單位：大愛感恩科技（股）公司、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國泰金融控股（股）公司、
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公司、遠傳電信
■ 協辦單位：盈科泛利（股）公司、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歐萊德國際（股）公司、
幫你優（股）公司、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
■ 活動對象：升大三~碩二學生，科系不限
■ 預計招募人數：84 人(主辦單位保有篩選權利)
■ 活動時間: 2018 年 8 月 3-5 日。三天兩夜(需過夜)
■ 活動地點: 國泰淡水教育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鄧公路 266 號)
■ 費用(含三天兩夜住宿餐食等，不含交通):
一般票價每位新台幣 2,000 元整
早鳥票價每位新台幣 1,600 元優惠價。限 5/18（五）前完成報名者，逾期恢復原價 2000 元。
■ 報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28 日（一）
■ 錄取名單公布日期：2018 年 5 月 31 日（四）
■ 報名網址: https://www.accupass.com/go/6thcsrcamp
■ CSR Camp 網站: http://csrconsulting.wix.com/csrcamp
■ 營隊議程：
8 月 3 日(五)
經濟+社會+環境=?

8 月 4 日(六)
創意+永續

8 月 5 日(日)

CSR + 永續 DNA

永續+食衣住行=?

展現你的永續模式

永續人才+企業實務

未來的永續科技

CSR+永續新趨勢

勾勒永續藍圖

永續高峰會

業師工作坊

永續人才的超級任務

Hackathon on CSR

註：主辦單位保留議程更改權利。

CSR 電競大賽
頒獎典禮
Pathways to Sustainability
永續沒有捷徑

■ 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報名人數

科系限制

男女比例

個人報名

1

無

無

2

無

3-5 人

6-7 人

跨足至少 3 個科系

•報名之同學皆需未曾
參與過本營隊
•個人報名和組隊報名
只能擇一報名

需跨足至少 2 個科系

組隊報名

備註

建議組隊時，以男女
人數平均為目標。男
女比例平均與否，為
主辦單位考量是否錄
取之其一條件

•營隊將以小組為單位
進行。每一小組將有 7
位學員。如組隊報名為
2-6 位，主辦單位將在
錄取名單確認後，將不
足 7 位之小組補足至 7
位。

■ 報名步驟：
Step. 1
報名網址：https://www.accupass.com/go/6thcsrcamp

Step. 2

￭Accupass 系統每次限時填寫 40 分鐘。建議先行點擊下方連結下載報名表格，於電腦填寫完畢
後，再行複製貼上於 Accupass 系統上，以利操作。報名表格下載連結 goo.gl/4y4dfM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為了讓我們瞭解您是否具學生身分，煩請上傳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a.

學生證若未有註冊章，需以在學證明代替。在學證明需含註冊組之戳章

b. 檔名：姓名_學校_出生月份和日期（e.g.王永續_清華大學_0103）。組隊報名請以小組為單
位，壓縮後上傳。檔名請命名為小組內所有同學之集結。E.g.若王大明、王中明、王小明組隊
報名，檔名請命名為：王大明_王中明_王小明
c.

未依正確檔名上傳者，將影響錄取資格

d.

學生證明上傳網址: goo.gl/UBttyX

e.

請於填寫完畢 Accupass 線上報名表時，一併上傳完成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組隊報名者之報名表
組隊報名者，在 Accupass 系統上將需先行選擇相對應之人數之票卷，後進行報名資料之填寫。建議
推派一位同學，蒐集齊備小組內所有人的報名資料後，將同學的資料複製貼上於 Accupass 系統。

Step. 3

Step. 4



 報名更換、取消與退費機制：
1.

於 2018/7/26（含）前取消報名且具正當理由者，退還所報名費用之 90%。於 2018/7/27
（含）後取消報名者，恕不退費。
組隊報名者，若有成員取消報名，將由主辦單位自行遞補人選。


2.

清寒補助：


為協助弱勢學生學習，本研習營設有清寒補助之機制。申請清寒補助之學員，將需在確認錄取
後，依主辦單位之要求，依時限提供相關檢附文件。主辦單位將於申請清寒補助之學員完整出席
研習營後，退還所報名費用之 90%。申請之資格同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內之
 助學金申請資格。



 研習營獎勵:
1.
2.

環保 T 恤：參與研習營之所有學員皆可獲得。
結業證書：完整參與本研習營所有活動之學員，將獲得結業證書。

3.

獎狀與獎勵：本研習營，將將參與同學三天之表現，皆納入積分之計算。優勝之隊伍，將
獲得獎狀與獎勵。

4.

企業實習機會：認真全程參與本營隊者，且有意赴本屆主辦單位企業實習之學生，主辦企
業將從中擇優挑選，成為企業推動 CSR 的重要推手。



 活動注意事項：
1.
2.
3.
4.
5.

本活動報名截止日為 2018 年 5 月 28 日，並將依實際報名狀況提前或延後報名截止時間。
主辦單位保有學員篩選機制。
因名額有限，主辦單位保留追加報名人數與否之最終權力。
主辦單位以及合辦企業有權公開並使用學員之提案內容。
主辦單位保有對本活動內容增設以及修訂之權力 。

6.

學員個人資料蒐集目的在於進行 CSR 校園種子研習營之活動需要、發送主辦單位所辦理之本次
以及後續相關活動訊息。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及其相關企業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

建構完善措施，保障本研習營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 連絡窗口:
郭小姐 TEL:02-27296666#21752, Email: Stacey.kuo@tw.pw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