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第六屆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計畫-春季行動 

活動報名簡章 

壹、 活動目的 

為使國內學研生瞭解臺灣企業文化，響應全球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自 2017 年起，

中鼎教育基金會及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共同籌辦「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計畫」(CSR 

Captain Program)，落實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扎根於校園，本活動今已邁入第六屆！本

次「2020 第六屆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計畫-春季行動」透過國內大專院校學研生組隊參賽，

由學者專家的引導帶領，認識臺灣企業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實際情形，激發不同國籍之

學研生相互思考，撰寫報告書，發表對社會企業的訴求和建議。更冀盼學子們能將活動

之成果帶回校園，傳播擴散至全世界，而學生們創意之提案，亦讓參與學者專家及企業

代表獲得啟發，促進產學界良好交流，達到雙效回饋之影響。 

貳、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鼎教育基金會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義守大學 

參、 活動期程 

 

2020/4/16 (四) 17:00 前，活動報名截止 

2020/4/20 (一) 公布 12 支入選隊伍及數支備選隊伍 

2020/5/2 (六) 研習工作坊 

2020/5/18 (一) 中午 12:00 前，繳交提案報告書與溝通指標登記表 

2020/5/28 (四) 繳交提案簡報 

2020/5/30 (六) 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一、 活動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即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16 日(四) 17:00 前截止收件。 

二、 公布入選：主辦單位根據報名提交之資料進行書面審核，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一)

公布最終 12 支入選隊伍及數支備取隊伍。 

三、 研習工作坊：12 支入選隊伍於 2020 年 5 月 2 日(六)參與研習主辦單位舉辦工作坊之

CSR 課程進修。 

四、 繳交報告書與溝通指標登記表：12支入選隊伍須於 2020年 5月 18日(一)中午 12:00

前繳交報告書與溝通指標登記表，以供評審委員進行書面檢核。 

五、 繳交提案簡報：12 隊入選隊伍須於 2020 年 5 月 28 日(四)中午 12:00 前繳交成果發

表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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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2020 年 5 月 30 日(六)各入選隊伍進行簡報提案之成果發

表，當天將會公布優勝隊伍，第一名獲得「中鼎 CSR 獎學金」新台幣 2 萬元整、第

二名新台幣 1 萬 6 千元整及第三名新台幣 1 萬 2 千元整，其餘隊伍經評審委員核可

有獲獎資格者，皆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1 萬元整。 

肆、 活動地點 

2020 年 5 月 2 日(六)研習工作坊與 2020 年 5 月 30 日(六)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皆

於線上 ZOOM Webinar 連線舉行。 

伍、 活動內容 

一、 邀請國內 3 家績優企業代表：中鼎工程(TBA)、中國鋼鐵(TBA)、日月光半導體

(TBA)，針對環境(E)、社會(S)、公司治理(G)三面向，分享臺灣 CSR 企業執行現況

之經驗。 

二、 本屆活動主題為「氣候變遷」，將以 TCFD 架構針對本屆參與之企業進行企劃提案，

提出可行之構想。 

三、 入選 12 隊隊伍於研習工作坊活動前，將會進行事前分組，設計實作演練，並安排業

師和助教協同指導學生撰寫提案報告書，期能縮短提案構想與實際執行上之落差。 

陸、 活動辦法 

一、 報名資格： 

國內大專院校大學部、研究所之本國籍及外籍學、研究生組隊報名。 

註：參與過前五屆「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計畫 CSR Captain Program」(2017、2018 春季&

冬季行動、2019 春季行動&秋季行動)，不得再次報名參與本活動。 

二、 參賽隊伍每隊 4 人，須為同校，成員至少 2 個系所以上，請以學校具名，自訂隊

名。每人僅可報名 1 隊，不可重複報名，如有偽造或與事實不符之情事，主辦單

位得取消該隊參與活動資格。 

三、 為維護授課品質，本專案之工作坊、成果發表活動，皆以全中文研習環境，外籍

生須具備良好中文聆聽、可以獨立閱讀中文讀物、中文口語表達清楚，能正確傳

達訊息，對特定觀點提出想法，並能解釋闡述，確保學生之學習權益。 

四、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近日延燒擴散，在病毒持續威脅之下，為守護集體學員健

康安全，本活動將轉為「線上 ZOOM Webinar 連線」的形式進行。 

柒、 活動報名 

一、 請至中鼎教育基金會官方網站進入報名頁面(shorturl.at/mFKOX) 

資料填覆完整，待主辦方確認資料齊全，寄送報名成功通知信；如交付之資料未完

整，資料不齊全者，無法參與初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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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評選構面 

一、 初選：主辦單位將依報名隊伍之參賽資格與文件資料進行書審作業，篩選符合活動

資格之 12隊入選隊伍及數支備取隊伍。並請繳交之下列資料(建議由小隊長統一填

寫與資料上傳)： 

1.身分證明文件之電子掃描檔 

2.本國籍生：學生證、身分證 

3.外籍生：學生證或在校證明、護照及居留證 

一、 複選：12 隊入選隊伍參與研習工作坊活動結束後，須撰寫提案報告書及跨國溝通指

標登記表。 

(一) 報告書：以中文 12 級新細明體字型，須標註頁碼，頁數至少 6 頁，但不超過 8

頁為限(含參考資料來源)，其內容須包括下列項目，請儲存 WORD 檔格式，總

檔案以不超過 10MB 為限。 

(二) 溝通指標登記表 

1. 網路平台文章發表至少 200 字、至少 1 張照片文章，須含 Po 文日期、臉書名稱。 

2. Po 文連結與相關數據統計(含個人臉書頁分享，且該文須設為公開狀態) 

請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一)中午 12:00 前 MAIL 至主辦單位信箱 service@ctcief.org，

逾時遲交隊伍將扣團隊總分數 10%。 

二、 決選：由主辦單位籌組評審委員會，於成果發表前先進行各隊提交報告書審核，成

果發表當日亦評比各隊伍提案簡報之內容，獎學金獲獎資格為經評選後獲得。 

三、 若 12 隊入選隊伍之任一隊，無法全員全程參與研習工作坊及成果發表會兩日活動，

主辦單位有權以備選隊伍依序遞補。 

玖、 研習工作坊、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議程 

一、 5 月 2 日(六)研習工作坊 

時程 活動內容 

09:00-09:30 逐一點名、器材確認、各組介紹 

09:30-10:00 開幕式 

中鼎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致辭 

義守大學校長致辭 

10:00-10:50 CSR 知識演講 

10:50-11:00 QA 

11:00-11:30 行政說明 

11:30-12:30 午休用餐 

12:35-12:50 逐一點名、器材確認 

12:50-13:15 企業經驗分享 1：中鼎工程(TBA) 

13:15-13:25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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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活動內容 

13:25-13:50 企業經驗分享 2：中國鋼鐵(TBA) 

13:50-14:00 QA 

14:00-14:25 企業經驗分享 3：玉山金控(TBA) 

14:25-14:35 QA 

14:35-14:45 中場休息 

14:45-15:00 逐一點名、器材確認 

15:00-18:00 TCFD 案例演練風險評估 

一、 5 月 30 日(六)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時程 活動內容 說明 

12:30-12:40 逐一點名、器材確認  

12:40-13:00 成果發表重要事項報告  

13:10-13:30 開幕式 

評審長致辭 

 

13:30-14:30 成果發表 1-4 隊 每隊簡報 15 分鐘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4:50 逐一點名、器材確認  

14:50-15:50 成果發表 5-8 隊 每隊簡報 15 分鐘 

15:50-16:00 中場休息  

16:00-16:10 逐一點名、器材確認  

16:10-17:10 成果發表 9-12 隊 每隊簡報 15 分鐘 

17:10-17:30 中場休息  

17:30-18:00 公佈名次 

頒獎典禮移至 GCSF 全球論壇頒獎(暫訂) 

 

備 1.參與同學自主選擇安排可使用視訊地點進行線上課程。 

備 2.點名時間 5 分鐘內未到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隊資格。 

備 3.參與同學務必開啟攝影鏡頭全程參與，如發現有同學超過 30 分鐘未出現在鏡頭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該隊資格。 

備 4.進入決選同學必須至少一人出席頒獎典禮(移至 GCSF 全球論壇頒獎(暫訂)) 。 

壹拾、 活動洽詢 

中鼎教育基金會領航計畫活動小組 

TEL: 02-2769-8599 #108 EMAIL: service@ctcief.org 

本活動未盡詳細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更正、修改、取消本活動的權利，所有活動

消息依官方網站公布為主。 

mailto:service@ctcie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