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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探險任務： 

� 資源回收四合一制度及法令政策發展、垃圾減量 5R 及建構循環型社會、塑
膠容器的發明與分類辨識法、塑膠類廢棄物回收流程及處理技術、塑膠再生
原料驗證制度現況發展、塑膠綠色設計與未來願景。 

� 塑膠回收再生，系列企業、回收站實地參訪，社區參訪及夜市志願服務。 

� 分組團康競賽、資源回收成果發表。 

貳、    出發探險日： 

場區 期程 報到地點 
中區 104.7.08(週三)~104.7.10(週五) 臺中全國大飯店(臺中市西區館前路 57 號) 

北區 104.7.18(週六)~104.7.20(週一) 臺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臺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南區 104.7.26(週日)~104.7.28(週二) 高雄澄清湖圓山大飯店(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 2 號) 

參、    探險員資格： 

廣邀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含研究生及應屆畢業生)，各場次預計招收 40 人。 

資源回收探索隊員徵集令 

全球資源短缺… 

為了保持地球的運轉… 

資源回收再利用與零廢棄將開創地球新紀元！ 

地球守護者發出的緊急任務訊息… 

找尋達人傳授資源回收秘技，到各處了解塑膠容器的產出與回收
流程，並探訪社區，深入市集回收資源 

守護者將委託天下優秀的探險家們，尋找開啟「recycle」新紀元
的鑰匙，一同讓地球重生！ 



肆、    探險任務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 報名時間： 
104 年 5 月 25 日至 104 年 6 月 25 日。 

二、 報名方式： 

1. 先至「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臉書粉絲專頁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
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http://recycle.epa.gov.tw/)網頁進行線上個人資料填寫
送出及完成第一步驟。 

2. 由系統發送確認信函，提供網路報名序號及報名表載點。 

3. 報名學生另將報名表填妥後(以郵戳為憑)郵寄至 2015 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
營活動小組收(106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160 號 3 樓之 1)，或以 E-mail、
傳真等方式回傳報名表，即完成報名。 

4. 活動小組將以 E-mail、簡訊或電話通知確認報名資料。 

三、 活動小組聯絡資訊：電話：(02)2731-9881 分機 209 許先生 

E-mail：recycle@sapr.com.tw /傳真：(02)2731-9882 

伍、    探險任務注意事項： 

一、 本項活動全程免費用(不包含學員至報到地點之來回交通費)，負責訓練期間全程膳
食、住宿及保險費用(每人以意外險貳百萬元加醫療險拾萬元投保，需提供之資料包
括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受益人姓名)。 

二、 報名人錄取後，應自行依課前注意事項辦理相關準備。 

三、 各梯次報名人數如超過 40 人，為擴大參與層面，主辦單位保留篩選權利(以同校各
系所不重複為原則、曾參與環保或公益服務性志工活動為優先綠取者)，如篩選條件
相符者，則依網路報名時間優先順序決定錄取之正備取人員，報名人可自行電洽承
辦單位，或由承辦單位主動與報名人確認網路報名序號後，再請填妥報名表資料，
以郵寄、E-mail、傳真等方式，進行報名。 

四、 報名人請檢附學生證影本及經歷(參與環保或公益服務性志工活動)請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 

五、 錄取公告時間：錄取名單於 104 年 6 月 30 日於本活動網頁公告和 E-mail 通知錄取
者；課前注意事項、相關事宜將以 E-mail 通知。 

六、 若因故不克前來參加體驗營，請事先主動告知，以維護其他報名人參與權益。 



七、 若體驗營遇重大天然災害、災害管制發佈等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
定活動延期，將以電話、簡訊或 E-mail 通知參與人員。 

八、 未盡事宜，隨時修訂並公布在「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臉書粉絲專頁及行
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網站。 

陸、    執行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二、 承辦單位：寰緯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柒、    探險任務行程表：(暫定) 

時間 活動流程 內容說明 
第一天 

09:30-10:30 尋找夥伴大作戰 探險隊分組 
10:30-11:00 擬定探險計畫 認識隊友 
11:00-11:30 尋寶祈福式 活動開幕式 
11:30-14:00 活力飽飽 享用午餐 
14:00-14:50 達人秘技全攻略 1 課程研討 
15:00-15:50 達人秘技全攻略 2 課程研討 
15:5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達人秘技全攻略 3 課程研討 
17:10-18:00 達人秘技全攻略 4 課程研討 
17:30-19:30 補給能量 享用晚餐 
19:30-21:30 星光 PK 迎新晚會 

21:30- 幻遊夢境 晚點名/就寢 
第二天 

07:00-08:30 早安！晨之美 享用早餐 
08:30-09:30 接駁車程 
09:30-11:30 深入寶庫大探索 參訪塑膠再生、製造相關企業 
11:30-12:30 接駁車程 
12:30-13:30 活力飽飽 享用午餐 
13:30-14:30 接駁車程 
14:30-17:30 深入寶庫大探索 參訪資源回收站/資源回收體驗 
17:30-18:30 接駁車程 
18:30-19:30 補給能量 享用晚餐 
19:30-21:30 志同道合愛地球 參訪社區/夜市志願服務 

21:30 幻遊夢境 晚點名/就寢 
第三天 

07:00-10:00 早安！晨之美 享用早餐 
10:00-10:50 達人秘技全攻略 5 課程研討 
11:00-11:50 達人秘技全攻略 6 課程研討 
12:00-14:00 活力飽飽 享用午餐 
14:00-14:30 磨拳擦掌 成果發表-學員討論時間 
14:30-17:00 發現寶藏大公開 成果發表 

17:00- 探險任務解除 活動圓滿結束/學員解散 

  



捌、    探險任務報名表： 

「2015 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貼照片處 
學校  

年級  科系所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H) (M)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H)          (O) 

(M) 

用餐 □葷食  □素食 
報名場區(請擇一) 

 □中區(7/8~7/10)□北區(7/18~7/20)□南區(7/26~7/28) 
（報名人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辦理保險用 

 

 

 

 

 

 

 

 

 

 

（報名人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辦理保險用 

個資權益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寰緯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辦理「2015 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活動，將遵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於此次課程/活動目的範圍內，妥善處理、利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並採取資料保護措施。 

1.本公司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公司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 

2.您可依您的需要提供個人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 或居

住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請確認網路報名之序號，向承辦單位確認錄取後，再提供此份報名表）。 

3.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學員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

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4.您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報名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玖、    家長同意書 

「2015 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 

家長同意書 

 

茲 同意 OOO 同學 

參加 2015 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活動，並同意 貴
子女接受本營隊於活動期間所有相關規範。 

如有因違反本營隊相關規範而造成意外事故將自行負責。 

 

家長簽章： 

 

報名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月    日 

(*未滿十八歲者，應檢附本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