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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高中職氣候變遷創意行動營 

活動簡章 

一、活動簡介 

氣候變遷是全球共同面對的環境議題，近來「氣候緊急狀態」（climate 

emergency）的出現更突顯其急迫性。教育部除積極推動各學習階段的氣候變遷

教育，更舉辦大專校院之「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激發學生對於氣候變遷因

應的創意和深化氣候行動與實作能力。為向下延伸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氣候變

遷自主學習與生活實踐，加深加廣對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認識，並結合108

年啟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探究與實作精神，首度辦理高中職氣

候變遷創意行動營。 

本營隊內容包含：氣候變遷知多少、氣候變遷大小事、高中生行動方案及行

動企劃發表等，活動中除了課堂講授外，也將安排創意思考以及小組討論，激發

學生的創意構想並進行成果發表，讓學員可於課堂中完成氣候行動構想書。 

藉由本次氣候變遷營隊，希望深化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認

識、全面推廣氣候變遷教育、培育國家所需人才，並藉由實踐行動以達永續發展

的目的，歡迎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踴躍報名。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辦公室） 

（三）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畫學系 

          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四）聯絡窗口：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辦公室 張雅文 小姐 

電子信箱 ccgeolab504@gmail.com 

聯絡電話 (02) 3366-5835#16；(02)3366-3366#27500 

mailto:ccgeolab5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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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隊日期與地點(暫定)：北部與南部各 1場 2天未含住宿營隊 

 北部場 

（一）日期：111 年 8 月 17（星期三）、18 日（星期四） 

（二）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南部場 

（一）日期：111 年 10 月 22（星期六）、23 日（星期日） 

（二）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C-Hub 創意基地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光復校區) 

四、參與對象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含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單科型)，對氣候變遷議題有興

趣的學生。 

五、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時間： 

1. 北部場：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止。 

2. 南部場：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止。 

（二）活動免費，採線上報名： 

1. 北部場：https://forms.gle/9UcwJ4qUVjmHrNZ98 

2. 南部場：https://forms.gle/3MfZmy2EyNvA5GKD9 

（三）公布錄取名單：公告於氣候變遷教學資訊平臺，網址：

https://climatechange.tw 

1. 北部場：預計 111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公告。 

2. 南部場：預計 111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公告。 

（四）遴選原則： 

1. 以書審方式進行，錄取名額為正取 40 名，備取 10 名。若報名人數

超過營隊名額時，以每所學校錄取至多不超過 5 名學生為原則。 

2. 資料審查，著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及參與經驗。 

3. 本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得視人數及篩選結果調整名額。 

https://forms.gle/9UcwJ4qUVjmHrNZ98
https://forms.gle/3MfZmy2EyNvA5GKD9
https://climatechang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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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注意事項 

（一）請於收到錄取通知 1 週內將投保資料簽署完成並寄至競賽辦公室。主辦單位將

統一於活動期間投保「旅行平安傷害醫療保險」。 

 未滿 15 歲的同學（民國 97.4.21 後出生的同學），將依據金管會規

定之喪葬給付保障上限額度（61.5 萬元）投保；如已自行投保壽險、

意外險、旅平險合計達規定額度者，僅可投保意外傷害實支實付方

案，請同意依據金管會規定調整投保方案。 

 未成年被保險人，需於旅行平安保險名冊上自簽姓名，另須法定代

理人簽名。 

 收件資訊 

收件地址 10621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504 室 

收件人 張雅文 

聯絡電話 (02)3366-5835 分機 16 

（二）營隊免費，包含午餐及保險費，不含住宿及交通費，請自行前往營隊地點。 

（三）全程參與者將核發完訓證明。 

（四）報名者於報名時同意詳填聯絡電話及住址等通訊資訊，以利資料處理進

行，若因報名者未填寫個人通訊資訊或資訊填寫錯誤致無法報名時，相

關後果由報名者自行承擔。 

（五）個人資料運用同意書也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簽署同意。 

（六）參加者同意辦理單位活動全程影音紀錄，並同意辦理單位後續為教育推

廣及行銷之目的，得將前述影音公開播送、上映、傳輸及使用於報章雜

誌、網站、展覽或任何形式媒體上。如有不同意者，請勿參與本活動。 

（七）營隊當日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活動延期，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學員，

請密切注意相關訊息。 

（八）其他未盡事宜，將另行公告；本單位保有計畫解釋權及最終決定權。 

七、防疫事項 

（一）因配合防疫措施，活動採取實名制報名，請協助填寫報名資訊。 

（二）活動期間，若尚於防疫期間，敬請佩戴口罩出席。 

（三）請留意自身健康情況，報名後若活動前感覺身體不適，請聯繫告知請假。 

（四）活動報到時，請配合工作人員噴灑酒精消毒並量測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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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疫措施將根據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及活動地點（校方）規定滾動調整。 

八、活動流程（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與解釋本活動之權利） 

第一天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8:40-09:10 報到 08:40-09:10 報到 

09:10-12:00 氣候變遷知多少 09:10-12:00 高中生行動方案 

12:00-13:10 午餐 12:00-13:10 午餐 

13:10-16:00 
氣候變遷大小事 

-減緩與調適 
13:10-16:40 行動企劃發表 

16:00-17:00 小結/賦歸 16:40-17:00 總結/賦歸 

九、會場交通資訊 

（一）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地理一教室) 

1. 大眾運輸工具 

◼ 捷運：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 2 號出口。 

◼ 公車：捷運公館站、捷運公館站一、公館、臺灣科技大學。 

‧ 步行： 

 從捷運公館站方向，可由 2 號出口與銘傳國小間的舟山路

進入臺大，至鹿鳴堂旁右轉，行經 youbike2.0，左手邊即

為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館。 

 從基隆路方向，可由基隆門崗哨（基隆路四段 144 巷）進

入臺大，華南銀行隔壁為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館。 

2. 開車／騎車 

汽車請從基隆門崗哨 或 汽車停車場入口進入； 

騎乘機車無法進入校園，請由管院教研館圍牆旁路徑進入機車停車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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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灣大學交通地圖 

參考地圖

https://www.google.com/maps/d/edit?mid=1Ej4C6S2w6ZaX4qUIEUkiWYC1vFLHDEeS&usp=sharing 

（二）國立成功大學 C-Hub 創意基地 

(地址：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光復校區 C-Hub 創意基地 3 樓) 

1. 大眾運輸工具 

◼ 高鐵：高鐵臺南站下車，轉乘沙崙支線前往臺鐵臺南站，後站出口

（大學路）左前方即為本校光復校區。 

◼ 火車：臺鐵臺南站後站出口（大學路）左前方即為本校光復校區。 

‧ 步行：臺南車站後站出站-面向馬路往左邊走約 7 分鐘-到達小

東路後右邊會有一棟形狀不規則灰色建築物即 C-Hub。 

◼ 客運(臺南轉運站)：到 C-Hub 約有 1.1 公里，走路 14 分鐘。建議

於臺南轉運站改乘計程車至 C-Hub。 

‧ 步行： 離開臺南轉運站後左轉走約 4 分鐘後到達公園北路-右

轉走約 6 分鐘到達前鋒路，再右轉走約 4 分鐘會到達小東路-

到達小東路後您的前方會有一棟形狀不規則灰色建築物即 C-

Hub。  

2. 開車 

◼ 南下：中山高速公路→ 於永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 走中正南路

(西向)往臺南市區 → 轉中華東路 → 達小東路口右轉(西向)直走

https://www.google.com/maps/d/edit?mid=1Ej4C6S2w6ZaX4qUIEUkiWYC1vFLHDEeS&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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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抵成大校區。【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八號（西向），可接

國道一號（南向）】 

◼ 北上：中山高速公路→ 於仁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 走東門路(西

向)往臺南市區 → 直走遇長榮路右轉(北向)可抵自強、成功、敬業、

建國校區 → 東門路過長榮路遇勝利路右轉(北向)直走可抵光復

校門口、成功校區等。【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路（西

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圖 2-C-Hub 創意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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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C-Hub 創意基地交通地圖 

參考地圖 

https://www.google.com/maps/d/edit?mid=16-1TtICqJdM_lR6r6YUAVjZs_92XLGqq&usp=sharing  

https://www.google.com/maps/d/edit?mid=16-1TtICqJdM_lR6r6YUAVjZs_92XLGqq&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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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附件 

報名附件 

基本資料 

報名場次 
□北部場：8月 17-18日 

□南部場：10月 22-23日 

姓名  學校全銜 
 

學生證（需蓋註冊章，或另附在學證明）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請用三個「名詞」關鍵字形容自己，並且解釋這三者與自己的關係（自我介紹，200 字內） 

 

 

 

 

 

 

參加本營隊的動機（為何想參與氣候變遷營隊？200 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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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的氣候變遷議題 

1.請勾選有興趣的領域(可複選)：□減緩 □災害 □維生基礎設施 □水資源 □土地使用 □海岸 

□能源供給及產業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健康 

* 行政院為提升及健全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擬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將臺灣的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分為八大領域。(後 8 個選項) 

2.我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____________________有興趣。 

對於氣候變遷的________________，我有話想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氣候變遷議題相關的參與經驗（200 字內） 

 

 

 

 

 

 

 

 

 

 

高中職教師推薦（非必填，如有，字數建議於 150 字內；請附上簽名） 

推薦人資訊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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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個人資料運用同意書 

個人資料運用同意書 

本同意書為說明教育部及主辦單位於111年度高中職氣候變遷創意行動營（以下
簡稱本營隊）所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的情形。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本營隊因執行教育部111年度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計畫業務蒐集您的個
人資料。 

2.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公務聯絡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 

3. 本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至111年12

月31日止，利用之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教育部【隱私權
政策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您可就教育部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
補充或更正。 

3. 您可要求教育部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
個人資料，但因教育部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教育部【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
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毀損、滅失者，本部
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2條辦理以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個人資料運用同意書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同意書。當您
勾選同意並簽署個人資料運用同意書時，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並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2. 教育部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教育部網站，不
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30日內與教育部個
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時若無聯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
之增修內容。 

3.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
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
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當事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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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家長同意書(請於錄取後提供) 

通知書暨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您好： 

    貴學子已報名 111 年度高中職氣候變遷創意行動營，活動細節

如下： 

 

活動場次： 

□北部場：8 月 17 日(三)、18 日(四)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南部場：10 月 22 日(六)、23 日(日)國立成功大學 C-Hub 創意基地 

 

共計二天不過夜。本營隊不含交通及住宿費用，請自行前往營

隊地點，請與監護人一同評估食宿問題後勾選確認。營隊課程表請

參閱簡章說明。 

 

煩請依貴學子之參與填寫同意書並親簽，於報名截止前掃描或拍照上

傳報名表單，以便統計參加人數。 

 

□同意  □不同意                   學校，學生                  

參與 111 年度高中職氣候變遷創意行動營。 

此致 

國立臺灣大學 

 

1. 特殊疾病(務必確實填寫)： □有：                    □無  

2. 通知書簽名者：□法定代理人(父母) □監護人□導師 □教官 □合作

學校指導教師 

 

簽 章 ：    ＿ ＿ ＿          ＿ ＿ ( 請 簽 全 名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如有特殊狀況需取消報名，請提前來信取消，以利開放候補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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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授權書(請於錄取後提供) 

授權書 

一、就本人參加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稱執行單位)所辦理之「111年度

全國高中職氣候變遷創意行動營」之過程當中的任何活動產出（包括執行單

位因活動記錄所產生的相片、影片、錄音中若有本人的影像或聲音；以及本

人在此營隊中所產出文章或成果作品）（以下簡稱「活動產出」），聲明如下：  

（一）本人同意活動產出不限時間地域非專屬授權主辦單位無償得為下述利

用： 

         1.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2.以數位化方式典藏、重製、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  

3.若有需要進一步利用，會以適當之方式註明來源或出處。且不得有

誤用、曲解、竄改之情形。  

4.得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或將本著作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且為

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5.同意執行單位進行任何後續計畫的使用，但此使用不得妨礙本人利

益。其他如有任何涉及營利目的之商業使用，應由本人授權。 

（二）活動中文章或成果作品為本人自行創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利，

有權為本同意書之授權，且僅係授權，仍保有著作權，另同意前述授

權範圍之使用，得引用本人之姓名，但不得有不當影響本人名譽之情

形。 

（三）本人參加執行單位所辦理之「111年度高中職氣候變遷創意行動營」，

茲保證本成果係本人原創並未抄襲他人。 

（四）若本人等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本

人應自行解決與他人間任何智慧財產權之糾紛，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執行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二、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守「出席承諾」。  

此致  

國立臺灣大學  

 

立書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