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多元文化探索研習營 

活動報名辦法 
 

 

一、活動宗旨：增進兩岸青年學生充分互動，深入認識臺灣多元化社會發展現況，體驗臺灣 

民主自由的生活、多元的人文理念以及對人權的重視及保障。 

二、主辦單位：大陸委員會 

三、承辦單位：中華青年交流協會  

四、協力單位：邀請相關民間團體、政府機關共同參與 

五、報名資格：18 歲~28 歲就讀臺灣大專院校之兩岸學生(臺灣學生、短期研修陸生、修讀學

位陸生) 不包含港、澳學生 

六、活動費用:免費(包含課程、住宿、飲食、保險)，但為了確保資源不被浪費，學員收到錄 

取通知後指定日期內劃撥保證金新臺幣 1,000 元整，逾期繳交者，將視同棄權報名，學 

員須全程參與活動並於結束後繳交心得報告後退回。 

七、 活動內容與日期： 

    主題：綠能創新與再生能源臺灣（第一梯次） 

    活動日期：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8 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1 月 25 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上午 

學員報到 

台北 
開幕暨破冰儀式 

【深化交流效益】 兩岸關係專題演講 

下午 【走訪觀摩】 

參訪大潭風力發電站 

該發電站一共裝設 8 部風力發電機組，全數

坐落在大潭發電廠中，鑒於該風力發電站運

轉狀況良好，因此開始進行風力發電之開發

規劃推動「風力發電十年發展計畫」。 

桃園 

新屋綠色隧道單車行  

晚上 

成果發表辯論 

規則講解與示範 
 

討論暨小組時間 

  



第二天 11 月 26 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上午 【參訪觀摩】 

參觀綠建築 

台北 

台北木柵能源之丘 

(福德坑環保復育公園) 

公私協力打造「臺北能源之丘」，為積極發

展再生能源，邁向「陽光首都」，臺北市環

保局參考國外經驗，將已封閉垃圾掩埋場變

身為再生能源場所，以公私協力模式，提供

福德坑環保復育園區部分土地，與大同公司

共同建置臺北市首座地面型太陽光電系統，

打造「臺北能源之丘」。 

下午 【走訪觀摩】 

參訪藍海綠能探索基地 

位於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展示綠能在海洋

中的可能應用，包括海洋能、離岸風能、太

陽能的創能，載具的運動創能、節能與儲

能，及其應用，極具科普能源素養意涵。 

基隆 

晚上 討論暨小組時間 
 

  

第三天 11 月 27 日（星期六） 

時間 項目 內容 

上午 

【全球永續願景】 
專題演講 

從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談國際永續能源發

展 

 

【臺灣共生藍圖】 專題演講 

從國際再生能源發展趨勢看臺灣綠能產業 
 

下午 

【產業綠能佈局】 專題演講 

臺灣區域能源整合與區域供電的挑戰發展 
 

【公民微論壇】 
能源政策的推動與在地脈絡實踐 

邀請 3 組環境議題公民團體，各團體分享 20

分鐘，與學員進行議題焦點座談。 

 



【深化交流效益】 
座談分享：邀請曾參加本活動的兩岸學生分

享對臺灣多元文化本質的心得或觀感，深化

交流效益 

 

晚上 討論暨小組時間 

  

第四天 11 月 28 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上午 
【成果發表－能源

思辯場】 

成果發表準備 

【能源思辯場】 

辯論賽以奧瑞崗制為基礎加以精簡修改，每個小組派出

三位成員，每場比賽約 40 分鐘，共進行三場比賽，將

邀請辯論專業老師與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下午 結業式暨頒獎典禮 

 賦歸 

 

 

  



    主題：智慧綠能與能源轉型臺灣（第二梯次） 

    活動日期：12 月 2 日至 5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2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上午 

學員報到 
台南 

火車站 

開幕暨破冰儀式 

1.開幕式 

2.主辦單位介紹 

3.營隊課程介紹 

4.學員破冰遊戲 

塔木德 

會館 

下午 
【走訪觀摩】 

參訪台南鹽田太陽光電場(洽談中) 

台南光電場為台灣地面最大，且名列世

界第 46 大太陽光電場，更是攜手近十

家國產設備業者打造出來的「MIT 綠能

產業鏈」，完工後每年可發逾 2 億度綠

電，提供超過 5 萬個家庭全年用電，也

帶來每年 11.4 萬噸減碳效益，且仍保

有場址既有滯洪功能。 

 

【走訪觀摩】 七股潟湖生態之旅  

晚上 討論暨小組時間 
塔木德 

會館 

第二天 12 月 3 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內容  

上午 

【全球永續願

景】 

專題演講 

題目：從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談國際

永續能源發展 
塔木德 

會館 
【臺灣共生藍

圖】 

專題演講 

題目：臺灣智慧綠能發展策略 



下午 

【深化交流效

益】 兩岸關係專題講座 

【走訪觀摩】 

參訪沙崙智慧綠能科學城及工研院沙崙

綠色科技示範場域(洽談中) 

沙崙智慧綠能科學城，是科技部聯合研

究中心的重要工程，科學城可作為研發

創新基地，整合學、研、及產業界能

量，帶動綠能科技研發能量，提供從研

發、試量產、測試到驗證等階段，垂直

整合一條龍服務，並結合方圓 45 公里

內之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形成產業聚

落，提升智慧綠能產業競爭力；「綠能

科技示範場域」，建立綠能科技開發及

示範應用的綠色生活環境，完整提供國

內外綠能研發技術及產業測試、驗證及

媒合場域， 企圖帶動群聚綠能產業鏈

的效益。 

 

晚上 

【深化交流效

益】 

座談分享：邀請曾參加本活動的兩岸學

生分享對臺灣多元文化本質的心得或觀

感，深化交流效益 塔木德 

會館 討論暨小組時間 

  

第三天 12 月 4 日（星期六） 

時間 項目 內容 

上午 

【公民微論壇】 

綠能科技教育與企業綠能責任 

邀請 3 組學術與企業代表各分享 20 分

鐘，與學員進行議題焦點座談。 塔木德 

會館 
【產業綠能佈

局】 

專題演講 

題目：把永續策略當成企業文化的主旋

律 

下午 【走訪觀摩】 

參訪晁陽綠能園區 
1.專題分享：晁陽之再生能源創作與安

心食農環境教育推動 
2.綠色教育（農田、菇舍、過貓場 1.農

田場－認識生物防治，施作紅藜、水果

雲林 



玉米、紅鬚玉米筍、時蔬 

3.菇舍－體驗採摘珊瑚菇，了解菇與種

植環境、溫度、通風 

4.農場漫遊－尋寶!「晁陽綠能體驗園區

2020」APP 

晚上 討論暨小組時間 

  

第四天 12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上午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準備 

【節能減碳創意教案】 

評審講評 

 

 

 

下午 
結業式暨頒獎典禮 

賦歸 

 

  



八、報名程序： 

程序一: 先詳閱研習營注意事項(請見第十項)，於官網活動頁面進行線上報名，中華青

年交流協會網址:  http://www.cyio.org.tw 

程序二: 

1. 完成線上報名後，本會將謹慎審閱表單並寄發電子錄取通知，錄取與否以 電子郵件 為正

式 通知，請務必密切注意。(簡訊非正式錄取通知) 

2. 學員收到錄取通知後於指定日期內完成保證金 1,000 元劃撥。（逾期繳交者，將視同棄權 

報名） 

※特別說明：來臺短期研修陸生請注意自己留臺時間，請勿報名不能參與的時間。 
 
程序三: 

1. 匯款收據請寫上姓名、學校、參加營隊主題。 

2. 回傳「匯款證明」表單，收到回信後即成為研習營正式學員。 

程序四: 

1. 請前往 Facebook 粉絲團:『臺灣多元文化探索研習營』關注活動最新訊 

(https://www.facebook.com/Multicultural.Taiwan)  

2. 養成固定檢查電子信箱的好習慣，活動『行前注意事項』將於開始前一週寄至學員電子信 

箱。 
 
 
九、報名期限  

每一梯次即日起額滿為止，敬請把握報名，一人僅限報名一次，不得重複報名

(請把名額留給未曾參加過的同學)。 

 
十、研習營注意事項 

 ※權利義務規範  
 
 

1. 凡來信或致電本會，請先自我介紹(學校、姓名和參加活動名稱)。 

2. 活動免費，但為了確保資源不被浪費，學員收到錄取通知後於指定日期內劃撥保證金新台 

幣 1,000 元整  ，逾期繳交者，將視同棄權報名。 

3. 學員需全程參加活動、活動結束後兩週繳交心得報告(不得少於 2000 字)及填妥活動滿意 

度問卷，保證金方得全數退回。 

4. 若錄取成為營員後，無故取消活動或臨時不出席者，則列入本會備取名單；往後本會舉辦

之所有活動皆列為「備取」資格。 

5.學員全程參加活動，主辦單位將頒予結業證書。 

6.活動期間相關費用，皆由主辦單位承擔。(費用含四天三夜膳宿、參訪交通、保險等，惟不

包含集合及賦歸之交通費用)。 

7. 因資源有限，每位學員限選一個梯隊，不得重複報名，請務必謹慎考慮，若經發現重複報 

名者，本會將取消所有梯次之錄取資格。 

8.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其他不可抗力之情形，經當地行政機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則

該場次活動將配合公告，停止當日活動，並視情況延期或取消。 

9. 凡有任何疑問請於週一～週五上午 9:00～晚間 18:00 致電本會洽詢！ 



 ※報名注意事項  
 
1. 若臨時因故放棄參加，最晚請於活動開始十天以前告知本會，方得退還保證金。例如:活 

動日期若為 5 月 29 日，活動開始十天以前為 5 月 19 日，以此類推。 

2. 每個梯次之錄取、備取通知，將於即日起至活動前兩週以電子郵件形式寄發，請密切注意 

電子信箱，以免耽誤保證金繳費期限。 

3. 營隊最新動態、學員額滿公告將隨時公布於本會官網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 

4. 關於報名表單填寫，新生入學或轉學生未拿到學生證者，請以錄取通知或入學相關證明代 

替。 

 

 ※營隊庶務管理  
 

 

1. 營隊報到時間計畫為第一天上午 9 點後，結業時間計畫為第四天下午 2 點後，請同學自 

行妥善安排時間。(每一梯情況不同，確切時程以實際活動為主) 

2. 為確保學習品質，學員須全程參與，不接受遲到、早退情形，否則保證金不予以退還。 

3. 本會可提供「參加證明」協助學員辦理公假手續，如有需求請來信告知，信中請註明姓 

名、學校、科系、身分證字號、參加營隊主題。 

4. 營隊期間，學員需投宿於主辦單位安排之住宿地點，並配合叫早與晚點名。 
 
十一、聯絡資料 

聯絡單位：中華青年交流協會  

聯絡人：董嘉惠 

連絡電話：02-2936-7762／02-2936-4353 

傳真號碼：02-86616601 

E-mail：cyio97984955@gmail.com 

Web：www.cyio.org.tw 

任何疑問請於週一～週五上午 9:00～晚間 18:00 致電本會詢問，感謝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