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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PwC Taiwan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首創、台灣第㇐個以 CSR 為主題之學生營隊【資誠

CSR 校園種子營╳ Camping for Good】，今年即將邁入第八屆囉！ 

種子營目前累計吸引來自 40 餘所大專院校、超過 550 位學生參與，資誠希望藉由這年度集結永續

青年人才的盛會，攜手志同道合的企業夥伴，㇐同向下紮根，培育兼具關懷環境永續及策略規劃即戰力

之未來永續生力軍，進而推動台灣永續發展。 

今年，距全球於 2030 年攜手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以緩解全球升溫暖化，已經邁入倒數

十年，因此營隊特別規劃了【2020 SDGs 大挑戰】做為今年的主題，歡迎同學們可以五人㇐組的方式組

隊參加。 

此次資誠永續將邀請永續領域重量級講師傳授永續知識、介紹國內標竿企業永續行動，並安排氣候

模擬談判會議，讓學員體會國際氣候談判會議上的大國角力；同時還有獨創的互動永續桌遊及工作坊，

讓學員透過深入淺出的互動課程，認識 SDGs 永續發展目標。營隊最後㇐天登場的，還有萬眾矚目的簡

報競賽，讓同學們盡情展現創意的永續學習成果，還不趕快手刀報名！ 

■ 活動緣起： 

【資誠 CSR 校園種子營╳ Camping for Good】是個以「永續」主題規劃的研習營，目的係向青年學

子推廣正確的永續觀念及知識，培育專業人士以投身永續領域，為企業投注更多的永續能量。我們期

盼學員能透過本營隊，掌握企業永續經營的核心概念和發展趨勢。 

■ 主辦單位：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 

■ 協辦單位：將陸續更新 

■ 活動主題：  2020 SDGs 大挑戰 

■ 活動對象：對於永續發展、解決社會與環境倡議有興趣的大專院校升大三~碩二學生 

■ 預計招募人數：50 人（額滿將提前截止並公告於活動官網-活動辦法） 

【資誠 CSR 校園種子營 ╳ Camping for Good】 

2020 SDGs大挑戰 

202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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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隊方式 : 歡迎 5 人組隊報名參加，單獨報名者則由主辦單位逕行組隊 

■ 活動時間：2020 年 8 月 12 日（三）、8 月 13 日（四）、8 月 14 日（五）；共計 3 天，不提供住宿 

■ 活動地點：中華電信板橋會館（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68 號） 

■ 報名費用（含三天活動餐食等，不含交通及住宿）：每人新台幣 2,000 元整 

■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 23:59 前 

■ 營隊議程： 

 

【註】：主辦單位保有議程更改權利 

■ 報名步驟： 

(1) 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信件中檢附： 

○1 填寫簡章第五頁之報名表及匯款資料回傳表、第六頁之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書及第

七頁資誠影音拍攝與演講檔案分享同意書。 

○2 匯款證明（拍照/掃描/截圖皆可）。 

填寫完畢後請掃描並存成 pdf 檔格式，檢附相關文件（項目○1 及項目○2 之文件）寄送至指定電子

郵件信箱，郵件主旨範例：「王小明-2020 資誠 CSR 校園種子營-永續種子報名」，以 email 寄

出時間為憑。 

(2) 將上述檔案回傳給以下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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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劉小姐(Ann) E-mail：tzu-yu.liu@pwc.com   TEL: (02)2729-6666 #23320 

(3) 待主辦單位回覆收到文件及匯款證明，才算報名成功。 

■ 匯款資料： 

 匯款金額：每人新台幣 2,000 元整 

 戶名：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 

 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世貿分行 

 銀行代碼：0065056 

 帳號：5056-705-104411 

■ 報名更換、取消與退費機制： 

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 23:59 前，取消報名，退還所報名費用 50%。 

於 2020 年 7 月 16 日後，取消報名者，恕不退費。 

■ 清寒補助： 

為協助學生特殊需求，本種子營設有清寒補助機制，規定如下： 

(1) 根據「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家庭年所得新台幣 30 萬元以下始符合本活動之清寒

學生定義。 

(2) 符合(1)點定義之學生，須依主辦單位要求，於 2020 年 06 月 20 日 23:59 前，檢附清寒證明及

其他應繳納文件以 email 方式回傳至主辦單位聯絡窗口（詳報名步驟）。 

(3) 主辦單位提供符合清寒定義之學員優惠票種：每人新台幣 1,000 元整。 

■ 種子營獎勵： 

(1) 活動上衣：參與營隊之所有學員皆可獲贈㇠件。 

(2) 結業證明：完整參與本營隊所有活動之學員，將獲得結業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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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報名截止日為 2020 年 06 月 20 日（六）23:59 前，並將依實際報名狀況提前或延後報名

截止時間。 

(2) 因名額有限，主辦單位保留追加報名人數與否之最終權利。 

(3) 主辦單位以及協辦企業有權公開並使用學員之提案內容。 

(4) 主辦單位得對本活動章程進行解釋及修正，倘有未盡事宜，亦得予以補充。 

(5) 學員個人資料蒐集目的在於進行校園種子營之活動行前通知與保險之需要。主協辦單位將依據相

關法令之規定，建構完善措施，保障本營隊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6) 主辦單位得就本營隊相關之活動進行錄音、錄影及拍攝，並得放置於網頁、出版品，且得提供予

媒體刊登。 

■ 活動相關網站：https://www.pwc.tw/zh/services/csr-consulting/camp.html  

■   PwC 聯絡窗口： 

資誠劉小姐(Ann)-TEL: (02)2729-6666 #23320 / Email: tzu-yu.liu@pwc.com  

資誠呂小姐(Vanessa)-TEL: (02)2729-6666 #23585 / Email: vanessa.d.lu@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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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 

報名表│【2020 資誠 CSR 校園種子營】永續種子招募中！ 

姓名 
 

性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學校名稱 
 

系所   

年級 
 

手機   

Email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營服尺寸  

 

  匯款資料回傳表 

匯款資料回傳表│【2020 資誠 CSR 校園種子營】 

日期 
 

戶名   

金額 
 

銀行   

帳號後 5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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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 
 

立書人       謹同意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暨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下稱主辦單位) 為辦理

【資誠 CSR 校園種子營 ╳ Camping for Good】-2020 SDGs 大挑戰（包括活動前中後聯繫、活動通

知、活動保險等）之目的(下稱特定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身

分證統㇐編號、聯絡方式等與特定目的相關之個人資料)，並已了解主辦單位於蒐集時業已依據個人資料

保護法告知本人下列事項: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至蒐集目的消滅時止。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 

(3) 對象：主辦單位暨其策略合作夥伴(台灣策略合作夥伴請詳見: https://www.pwc.tw/zh/about-

us/locations.html ;國外策略合作夥伴請詳見:  https://www.pwc.com/gx/en/about/office-

locations.html )、及其他第三方(如資料外包處理或儲存單位等)。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二、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您依法享有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之權利，如欲行使前述權利，敬請與資誠聯繫

(subscription.tw@tw.pwc.com )。 

三、如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時，主辦單位將無法順利為您提供相關訊息，並將影響蒐集

目的之遂行。 

若您位於歐洲經濟區，請至以下網頁閱讀更多告知內容： 

https://www.pwc.tw/zh/legalnotices/appendix-1.html  

 

此致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立書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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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影音拍攝與演講檔案分享同意書 

Consent for Video/Audio Recording and License Agreement 
 

1. 本人, _______________, 謹同意授權予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以下簡稱「資誠」）於西元2020年8月12日至8

月14日舉辦之【資誠CSR校園種子營 ╳ Camping for Good】-2020 SDGs大挑戰（以下簡稱「資誠論

壇」），以任何形式全程攝影錄製本人之演講、簡報、演出及採訪（以下簡稱「錄製內容」）。 本人了解資

誠擁有錄製內容及其著作權及其他權利，並享有於任何媒介(包括但不限於網際網路直播等)永久、可移轉、不

可撤銷及可再授權之權利在全球編輯、重製、改作、發行、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

傳輸以及散布等方式使用全部或部分之錄製內容及其衍生著作。本人亦同意無償授權資誠對本人於資誠論壇中

所發表或提供之所有內容(包含例如簡報檔或講義)享有前述之權利。 
I, __________________, hereby authorize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ustainability Services Company, Ltd. 
(“PwC”) to make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s (the “Recordings”) by any means of my full speech, 
presentation, performance or interview given in the【 PwC’s CSR Camp╳ Camping for Good 】(the 
“Forum”) from  12th of August 2020 to14th of August 2020.  I acknowledge that PwC will own the Recordings 
and all copyrights and other rights therein and that PwC will have the irrevocable, royalty-free, worldwide, 
perpetual, transferrable and sub-licensable rights to compile, reproduce, adapt, publish, publicly broadcast, 
publicly present, publicly display, publicly perform, public transmission, distribute and otherwise use all or 
portion of the Recordings in any medium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ternet and live broadcast/streaming) 
and any works that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Recordings. I also grant to PwC the rights set out in the 
preceding sentence with respect to all the materials (including for instances, any PowerPoint slides or 
handouts) presented or provided during the Forum. 

2. 本人同意資誠得於錄製內容及其衍生著作中使用本人之姓名、照片及自傳。  
I hereby agree that PwC may use my name, photograph and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in the Recordings and 
any other works that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Recordings.  

3. 本人保證本人演講、簡報、演出及/或採訪中所提供的㇐切圖片、表格、照片、或其他資料，均未侵害他人權

利(包含智慧財產權)並且自負其責。  
I hereby warrant that all graphics, charts, photos and/or other materials that are used in my speech, 
presentation, performance and/ or interview do not infringe any rights of the others (inclu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4. 您是否同意將演講的資料檔案(包含演講簡報檔、講義或其他影音資料)，放置於資誠或PwC聯盟所網站，供公

眾網上觀賞或下載使用？ (「PwC聯盟所」係指PricewaterhouseCoopers全球性聯盟之成員，各成員皆為個別

且獨立之法律個體。) 
Do you grant permission to post your presentation materials (including PowerPoint slides and other 
multimedia files) on PwC’s or the other PwC Firms’ websites so that the public can view these materials 
after the forum? (“PwC Firms” refer to any entity or partnership within the worldwide network of 
PricewaterhouseCoopers firms and entities). 

□同意YES  □不同意NO   

□同意但有限制YES on the condition th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同意書人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