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全民減碳行動計畫

–節能減碳生態體驗營教育課程–

一、活動目的

為了推廣節能減碳之觀念及了解低碳生活的實務作法並觀摩學習相關

經驗，本年度透過舉辦「酷 Cool 節能體驗營」、「天外天輕鬆做環保」、「翡翠水

庫節水營」、「內雙溪自然中心體驗營」及「海大節水生態營」等環教所參訪活

動，使節能減碳及生態環保的觀念向下紮根至各級學校及家長民眾，讓學

生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中，培養日常生活中各種節能省水技巧與對生態

環境的敏感度，現場體驗節能教育、環保生態及水資源循環，瞭解節能省

水如何從日常生活做起，整個教學體驗活動，包括低碳節能生活、自然生態

資源循環保育、低碳生態教育、低碳節水樂活、低碳減廢及體驗等，讓每個學

員對全球暖化的議題、低碳生活、低碳飲食、節省用水用電的自然文化有更深

刻的認識與瞭解。

二、活動時間

104 年 4 月～10 月底止(實際活動時間以基隆市環保局公布為準)。
三、活動地點(擇一辦理)

    1.台北市立木柵動物園酷 Cool 節能屋。

    2.天外天資源回收廠環教場所。

    3.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心。

    4.內雙溪自然中心。

    5.海洋大學水撲滿及龍崗生態區。

四、集合、接送時間及地點

    1.活動集合時間及地點：08:00，各報名參加學校集合點。

    2.賦歸後學童接送時間及地點：16:00，各報名參加學校集合點。

五、活動費用

    全程免費，包含車資、門票、餐費、導覽講師及保險(本活動參與人員全程每

人均投保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200 萬元整及每次傷害醫療保險 3 萬元整，以確

保活動之安全) 。
六、活動名額

    本活動名額共 800  人，因人數有限，各校以一輛遊覽車 40 人(含隨車老師

3-5 人)報名為主。 
七、報名方式

參與活動之學校需於 Ecolife 網站進行註冊、填寫報名資訊、並申請節能

生活宣導及填寫節能環保績效表(近 2 年活動)，如附件一、二、三、六(填寫姓

名、身分證字號及聯絡電話並參與綠網活動(本活動案號為□○○○○))，才
算完成報名。活動結束後參與活動人員需繳回附件四、意見調查表及附件五、

學習單，且加入基米愛地球粉絲團按讚及分享活動心得。



八、體驗對象

1.本活動優先由 103 年度參與環保活動成效良好之學校報名參加，活動參與

人員不得與去年度参與人員重複為原則。

2.其次以 98 年至 103 年度未參與酷 Cool 節能體驗營之學校為優先體驗對象。

3.若依上述條件篩選後仍有多餘名額，則依各學校傳真回覆調查表之順序為

優先參與順序。

4.參與體驗對象以國民小學四年級以上及國、高中之學生為主，家長為輔。

九、活動流程

1.木柵動物園-酷 Cool 節能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10 報到 -

09：10～10：00 移動 基隆木柵

10：00～11：00 酷 Cool 節能屋－日常生活節能與應用

1.節能屋參觀導覽

2.了解能源的種類與形式 

3.從生活中了解能源的使用與生態環境

的交互關係

4.了解全球暖化的議題，從減碳生活保

育我們的環境與野生動物

木柵動物園

酷 Cool 節能屋

11：00～15：00 參訪節能設備及環境 木柵動物園

15：10～16：00 移動 木柵基隆

16：00～ 賦歸 -

2.天外天資源回收廠環教場所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10 報到 -

09：10～09：30 移動 基隆天外天

09：30～12：00 以場所操作流程及植物、生物作為課程主題

與觀察重點。

1.單元一、發現天外天(講習簡報)。

2.單元二、焚化爐探險(現場參觀及互動)。

3.單元三、垃圾變能源(現場參觀及教學)。

天外天資源回
收廠環教場所

12：00～13：00 午間休息 天外天資源回

收廠

13：00～15：20 4.單元四、發現天外天(戶外教學)。

5.單元五、不完美的垃圾發電(講習簡報)。

6.單元學習評量(回饋與討論)。

天外天資源回

收廠



15：20～16：00 移動 天外天學校

16：00～ 賦歸 -

3.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10 報到 -

09：10～10：00 移動 基隆翡翠水庫

10：00～12：00 1.單元一、臺灣地區地理與降雨特性。

2.單元二、觀賞『山水翡翠』多媒體簡報

3.單元三、翡翠水庫的水資源展示館教學。

翡翠水庫

12：00～13：00 午間休息 翡翠水庫

13：00～15：00 4.單元四、沖蝕槽與生態池-體驗水土保育

的重要性。

5.單元五、水庫現地體驗-翡翠水庫保育治

理成效。

6.單元學習評量(回饋與討論)。

翡翠水庫

15：00～16：00 移動 翡翠水庫基隆

16：00～ 賦歸 -

4.內雙溪自然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10 報到 -

09：10～10：00 移動 基隆內雙溪自然中心

10：00～12：00 1.認識內雙溪-森林水世界。

2.森林與水環境。

內雙溪自然中心

12：00～13：00 午間休息 內雙溪自然中心

13：00～15：00 3.永續大地介紹。

4.單元學習評量(回饋與討論)

內雙溪自然中心

15：00～16：00 移動 內雙溪自然中心基隆

16：00～ 賦歸 -

5.海洋大學龍崗生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10 報到 -

09：10～09：30 移動 基隆海洋大學

09：30～12：00 1.環境教育戶外生態導覽及植物介紹。 國立海洋大學

12：00～13：00 午間休息 國立海洋大學

13：00～15：20 2.宿舍雨水回收再利用介紹及 DIY。 國立海洋大學



15：20～16：00 移動 海洋大學基隆

16：00～ 賦歸 -

註一:活動內容將視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註二: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筷、水壺、雨具、帽子、防蚊與防曬用品

十、活動內容

1.  木柵動物園 -酷 Cool 節能屋：全球

暖化帶來的結果，除了讓原本已經乾旱的

地區更加惡化，同時帶來的不正常氣候變

化，不僅影響農作物的生產，對於野生動

物賴以生存的棲息環境，也面臨逐漸縮減

的命運。然而造成這樣的結果，和人類的活

動脫不了關係。動物們的生存環境和我們息

息相關，因此，在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今

天，唯有人們學習有效使用資源的方法及

態度，減少對地球環境的衝擊與破壞，才能給人類及野生動物們一個良好

的生活環境。

經濟部能源局及工業技術研究，結合了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環境教育及

生態保育理念，建造了這一棟酷 Cool 節能屋。希朢藉由一群節能精靈的帶領，

告訴我們生活中節約能源的方法有哪些，讓節約能源從生活開始，從我開

始，給動物與人彼此更美好的家園。

2.天外天資源回收廠環教場所：參訪活動由回收廠專業解說人員搭配活

動指導員簡報教材及解說影片進行廠區介紹及導覽。在參觀導覽後，搭配環

境教育課程與學童進行互動遊戲及復育公園生態介紹，從中瞭解復育公園

豐富多元的生態及資源回收的重要性，學童皆熱烈參與活動進行，並學習

到垃圾政策、焚化爐興建、環保訴求、環境變化及走訪廠區外圍及復育公園生

態等，透過參訪活動能間接培養學童隨手做環保的良好生活習慣，培養孩

子擁有對環境的科學知識、健全人格

特質與多元智能思考方式，更重要

的讓孩子在童年生活時留下重要的

生命經驗。並從體驗、探索、感受、人

文等歷程去思考、面對進而關懷自然

環境的美好。

3.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心:以探
訪大臺北地區最重要的水源保護

區-翡翠水庫為重點，「山水翡翠」

多媒體簡報從水庫興建沿革、地理

位置、興建目的、運轉操作及水庫區



生態環境等，讓參訪學生及民眾能夠進一步瞭解水庫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以及水庫與生態環境的關聯。

健行教學部分介紹水庫自然生態環境及水資源相關知識，在志工帶領

下，以健行方式走到翡翠大壩平臺，沿途解說水庫豐富的動植物自然生態，

到達翡翠大壩後，教育宣導珍惜水資源及如何節約用水，並引領探索翡翠

水庫的自然生態及人文風情。

4.內雙溪自然中心：座落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更上游一點點的山上，距離

市區短短的車程，卻擁有都市最難得的自然生態與森林環境。課程有森林步

道與地質認識、「森林水泱泱」溪流生態觀察，以及「春泥更護花」有機土壤實

作體驗。課程中帶領大家一起走進台北市近郊的森林與溪流，感受樹木與流

水的溫度，看見大地幫我們守護了生物的多樣性，維護了週邊都市、及你我

安全無虞的生活。除了探訪，我們也實際動手與大地互動，撿拾園區中的枯

枝落葉，練習有機廢棄物的點石成金。藉由半天的親身參與，引導思考自然

資源永續利用的概念，提高個人參與維

持生態平衡的責任感，希望以打開內雙

溪的大門，讓更多人踏進來看見環境的

美好與重要。

5.海洋大學龍崗生態體驗活動：龍

崗校區為海洋大學目前僅存具完整之自

然生態區域，面積約為十六公頃之山坡

地，於 78 年建立完整的登山步道，並藉

此建立動、植物名錄及分布概況，以為環境教育戶外教學與通識教育素材與

校園解說之依據，為獨特及豐富之景觀。

基隆擁有豐沛的水資源，由建築物

屋頂及立面收集雨水，經過簡易的水質

處理後，可達到節能及雨水利用的目標。

本課程以雨水回收與儲存系統之雨水收

集建物屋頂、水撲滿、繩索與蓑衣集水、建

築物立面集水、雨水過濾系統、雨水沖廁

與澆灌系統等，將雨水有效收集並現地

利用，讓參與者能以實際觀察的學習方

式，知道水資源彌足珍貴及有限，應該

要珍惜並充分運用，以達到環保永續教育效果。

為強化節能減碳永續校園推動的實際效益與推廣運用，各活動均由解

說員帶著走訪各區域，沿途解說認識各場域獨特之環境，並經由體驗內容、

及環教影片欣賞說明低碳節能生活、自然生態資源循環保育、低碳生態教育、

水資源及廚餘再利用與 DIY 活動，而從中體認了解能源的使用與生態環境



的交互關係息息相關，並進而在校園與家庭生活中推動落實節能減碳的行

為。

十一、洽詢電話

請電洽服務專線(02)2466-9446 基隆市環保局空氣及噪音管制科 蕭豊玲



附件一：基隆市節能減碳生態營報名表

申請學校名稱 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 班級 衛生糾察隊

申請參加場所 V 1.台北市立木柵動物園酷 Cool節能屋

V 2.天外天資源回收廠環教場所

V 3.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心

V 4.內雙溪自然中心

□5.海洋大學水撲滿及龍崗生態區

□6.依環保局安排活動辦理

聯絡
人

姓名/職稱 潘翠渟 / 衛生組長

電話 （公）：02-24654821#21       （手機）：0989-808863

傳真 02-24667502

E-mail zoechocolatemilk@gmail.com

環保績效自評分數 (如附件二)

預計可參加日期 ② 5/19  ③5/22  ①5/26  □5/29  □6/2  □6/5   ④6/9  □6/12 

□6/16 □6/19  ⑤6/23  ⑥6/26  □6/30  □9/8  □9/11  □9/15 

□9/18  □9/22  □9/25  □9/29  □10/2  □10/6  □10/9  □10/13 

□10/16 □10/20

□配合主辦單位活動日期辦理    (可複選，請以數字依順序填寫可參與日期)

單位證明蓋章

申 請 單 位：                           證明  蓋章（用印）

填  表  日  期：104 年 05 月 01 日

備註 1. 因活動名額有限，環保績效分數高低為本活動參與對象主要篩選依據，
請詳細填寫完整，待確認後將函請學校依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2. 依申請次序先後及配合辦理活動日期亦為參與對象篩選次要依據參考。
3. 本活動者保證所有填寫、提出之資料(包含個人相關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

如有資料不實將取消參加資格。
4. 本活動之內容，主辦單位保留更換其他地點及時間之權力。
5. 若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基隆市環境保局電話:(02)2466-9446蕭豊玲。

mailto:zoechocolatemilk@gmail.com


附件二：環保績效自評表                                   學校名稱    

項目 指標評分內容 得分 照片與說明

一、

節能減

碳設備

改善措

施

（30%）

使用電子式高

效率省電燈具

（例T9或T8汰

換為T5；鹵素

燈換為LED燈

或省電燈泡、

逃生指示燈、

樓層指示燈、

緊急逃生指示

燈、消防警示

燈等更換為省

電之節能產品

等）數量比率，

並符合國家標

準照度規定

60%以

上

（含）

□3分 1.計算公式=（使用電子式高效率省電燈具

數【含不再使用的燈具】/總燈具數）*100

％(備註、計算、說明於照片下方)

2.使用電子式高效率省電燈具比率=(1206/1

587)*100=76%

60%以

下（不

含）

□1分

其它節能照明設備照明

自動點滅裝置、獨立/分

區開關裝置 （拉環燈具、

電梯照明節能自動開關

設備…..等）

v2分 部份學年廁所使用感應自動開啟照明、部
份樓梯使用自動開啟照明

無冷氣空調設備之區域

採用自然通風或非冷氣

空調散熱設備（如：電

風扇、抽風機、無動力通

風器…..等）

v2分 地下餐廳入口使用排風機改善空調



項目 指標評分內容 得分 照片與說明

設置冷氣空調設備之區

域，使用符合節能規範

冷氣空調設備（如：節

能標章）

x2分 近年採購之窗型冷氣冷氣有採用環保標章
之冷氣，十年前購買之立式冷氣未採用。

其它節能空調/通風設備

（窗簾、隔熱磚、隔熱屋

簷、電梯排風自動關閉

設備…..等節能空調/通

風設備）

v1分 各班教室裝設窗簾，阻擋陽光熱氣。

使用具省水標章或加裝

省水裝置設備（如：洗

手臺、水龍頭、馬桶、省

水標章、省水閥、省水墊

片…..等）

v2分 使用省水水龍頭

其它節約用水設備（雨

水桶、冷氣、RO廢水回

收設備或其他省水設備

…..等）

v2分 活動中心旁設有雨水回收桶，使用回收之
雨水進行沖廁。

其他創新節能設備(再生

能源相關設備照片說明)

□1分

設立資源回收區，並公

告分類方法與設立管制

機制。分類至少包含一

般垃圾、資源回收與廚

餘3類(清楚標示回收項

目且環境保持乾淨)

v5分



項目 指標評分內容 得分 照片與說明

資源回收區依下列回收

項目（至少3項），分

別設置貯存設施:廢電池、

廢手機、廢紙類、廢食用

油、廢鋁鐵類、廢塑膠類、

廢照明光源（日光燈、

燈泡）、廢光碟、舊衣物

回收等

v3分

室內外空間進行植栽、

綠美化、生態池等，並

定期進行綠化植栽管理

(放置綠色植物盆栽、花

圃植栽、生態池等且植

物生長良好….)

v5分

進行綠牆、綠廊或屋頂

綠化(綠牆、綠屋頂或菜

園)

v2分

二、節能

減碳自主

管理措施

（60%）

張貼有日常節能減碳標

語或提醒標示，養成節

約能源習慣(明顯處或設

備附近貼有相關節能減

碳標語)

v4分

公用電器產品（如飲水

機、影印機、冰箱、電鍋、

微波爐等）或電腦設備

等，儘量不用時皆關閉

相關電源插頭或執行設

定省電模式，以減少能

源消耗(設定省電模式螢

幕擷取、定時器..等)

v4分

將雨水或雜用水（如： v4分



項目 指標評分內容 得分 照片與說明

游泳池、盥洗水等）回

收用於澆灌植栽、清洗

公共區域或沖洗馬桶等

利用

開會時不提供紙杯，鼓

勵師生自備環保杯(會議

公文或照片)

v4分

紙張使用採雙面列印或

反面重複利用(單面紙收

集區照片)

v4分

開會餐飲或餐廳鼓勵優

先考量蔬食或採用當季

或本地生產之農產品(產

地、收據或蔬食公文…

等照片)

v4分

開會餐飲或餐廳鼓勵不

使用或不主動提供免洗

餐具（如：免洗筷、紙

碗、塑膠碗…..等一次用

餐具）(張貼有相關宣導

海報、文宣或放置有環

保碗、筷等)

v4分

優先採購或使用具環保

標章等產品(採購紀錄或

已使用具環保標章相關

產品)

v4分

鼓勵師生多利用步行、

自行車、電動車或共乘、

接駁等方式上下課或旅

遊(張貼鼓勵使用自行車、

電動車、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或步行…..等相關

海報或文宣)

v4分

提供電動車、自行車輛

停放專區，增加使用便

利性，提升師生綠色運

輸之意願(設有自行車、

□4分



項目 指標評分內容 得分 照片與說明

電動車租借、共乘、接駁

制度或專車等照片)

維護及清潔自然通風設

備（如抽風機、風扇、紗

窗）、冷氣空調設備之

空氣過濾網、冷卻水塔

等(清洗紀錄或設備乾淨

照片)

v4分

推動廚餘、廢食用油、落

葉等再利用(堆肥場、廢

油肥皂過程或成品等照

片)

□4分

維護及清潔照明相關燈

具設備(清洗紀錄或更換

燈管照片說明)

v4分

開會檢討節能減碳推動

成果及目標（如：檢討

購置及汰換設備、器具

或車輛、節約用電、用油

及用水措施等之執行成

效，並追蹤、分析差異

原因及擬定改善對策）

(提供開會議程、或影片

等紀錄照片供查核)

v5分

其它創新自主管理行為:

無紙化管理（電子發票

電子公文交換等）、資

源回收統計…..等其它

創新自主管理行為

v3分 部份處室已使用電子公文交換系統。

三、節能

減碳教

育宣傳

與未來

改善措

施

針對師生每年至少辦理

1次以上相關綠色生活、

節能減碳教育訓練宣傳

活動（如：與環保局合

辦教育訓練、講座、參訪

活動照片記錄等）

v5分 *101-102 年參加環保局辦理節能減碳體驗
營。



項目 指標評分內容 得分 照片與說明

（20%）

*每年各年級執行環境教育相關課程，並
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校外教學參訪，如參訪
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公園、社區踏查（茵
夢湖、秋紅湖等）、農場體驗。

*邀請基隆市鳥會蒞校辦理環境教育教師
研習。

每年辦理或參與周圍社

區、環保團體或政府單

位1次以上相關環保活

動(洗掃街道、聯合淨山、

淨灘、跳蚤二手市場、減

碳研習課程…..等其它

環保相關活動)

v5分 *100-102 年協辦基隆市環保知識擂台賽



項目 指標評分內容 得分 照片與說明

*每年校慶辦理跳蚤市場活動，並將所得
捐與伊甸基金會。

其它創新宣傳教育作法

(辦理環境教育小學堂、

低碳生態旅遊、有機農

業教育宣傳、節能減碳

提案獎勵制度…..等)

v5分 *節能小天使

研提未來2年內整體節

能減碳的願景、作法及

行預定目標(文件照片或

以附件電子檔方式說明)

□5分

四、環保

實際減量

績效

（10%）

如：水、電費、二氧化碳

量、資源回收、廚餘之減

少等實際減量數據 (文

件照片或以附件電子檔

方式說明執行績效圖表

等)

□10分

120 總分



附件三：基隆市節能減碳宣導、學生資料表及家長同意書

節能減碳十大宣言實踐項目：
一、冷氣控溫不外洩：少開冷氣，多開窗；非特定場合不穿西裝領帶；冷氣控溫 26-28℃且不外洩。
二、隨手關燈拔插頭：隨手關燈關機、拔插頭；檢討採光需求，提升照明績效，減少多餘燈管數。
三、省電燈具更省錢：將傳統鎢絲燈泡逐步改為省電燈泡，一樣亮度更省電、壽命更長、更省錢。
四、節能省水看標章：選購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及 EER 值高的商品，節能減碳又環保。
五、鐵馬步行兼保健：多走樓梯，少坐電梯，上班外出常騎鐵馬，多走路，增加運動健身的時間。
六、每週一天不開車：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減少一人開車騎機車次數；每週至少一天不開車。
七、選車用車助減碳：選用油氣雙燃料、油電混合或電動車輛與動力機具，養成停車就熄火習慣。
八、多吃蔬食少吃肉：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或每日一餐蔬食；吃多少點多少，減少碳排量。
九、自備杯筷帕與袋：自備隨身杯、環保筷、手帕及購物袋；少喝瓶裝水；少用一次即丟商品。
十、惜用資源顧地球：雙面用紙；選用再生紙、省水龍頭及馬桶；不用過度包裝商品；回收資源。

環

保

標

章

碳

足

跡

標

章

省

水

標

章

節

能

標

章

能

源

之

星

標

章

------------------------------------切   割   線------------------------------------------
愛惜水資源，省水愛地球(以行動支持水資源保護行動)

學生姓名 家庭人數 (人)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           (手機)

備註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女___________參加基隆市環保局所舉辦的『節能減碳生態體驗營』，並遵守團隊紀

律與相關人員的輔導，若因不遵守規定或不接受勸導而導致發生意外事件，一概由本人自行

負責。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意見調查表

基隆市節能減碳生態體驗營
意見調查表

您好，十分感謝您參與本次活動，為充實體驗營內容，以於未來辦理更適合所需之活動，

我們衷心希望您能對此次活動提供寶貴意見，作為將來改進之及後續作業之參考。請於填寫下

列問題後，於活動結束交於工作人員。您的指教是我們進步的動力，謝謝您~

1.體驗內容的安排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極差    其他建議：          

2.活動時間安排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差     □極差

其他建議：                                          

3.綜合意見：

3.1 本次的課程對您是否有幫助：

□有   □無   □其他建議：              

3.2 如果未來再舉辦相關議題的課程或活動，您認為還可增加哪些課程?

□低碳生活的環境教育 □水資源保育 □低碳飲食 □低碳 DIY體驗 □其他　　　　　

4.落實生活減碳:

4.1是否願意將本次課程內容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 是       □ 否

4.2落實生活節能減碳期程： □ 一週   □ 一個月   □ 半年  □ 一年以上

4.3 隨手關燈拔插頭：  □ 是      □ 否

願意執行方： □隨手關機(電腦) □電熱水器 □電視 □微波爐 □其他　　　　　　

4.4鐵馬步行兼保健：  □ 是       □ 否

願意執行方式： □以爬樓梯代替搭乘電梯 □以步行或腳踏車代替機車 □其他     

4.5 每週一天不開車：  □ 是       □ 否

願意執行方式： □以步行或腳踏車代替汽車 □以公車代替汽車 □其他            

4.6多吃蔬菜少吃肉：  □是       □否

願意執行方式： 每周 □一餐 □三餐 □五餐 □(     )餐改吃蔬食 □其他       

4.7選購設備產品：  □是       □否

願意執行方式： 選購 □節能標章 □環保標章 □省水標章 □其他             

4.8 外出自備環保器具：  □是       □否

願意執行方式： 自備 □隨身杯 □環保筷 □手帕  □購物袋  □少喝瓶裝水

□其他           

本人願意承諾上述之生活減碳措施，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簽名  :             

日期：

P.1



附件五：節能減碳體驗營學習單

我的環境教育學習單
環保小高手：學校：                 年級：             姓名：

日期：                   地點：              

◎資源回收不但可減少垃圾、減少排碳量，還可減少資源浪費。請問你家的資  
  源回收種類有哪些?
□紙類、□鐵罐、□鋁罐、□塑膠瓶、□各種塑膠製品、□機油瓶

□鋁箔包、□廢電池、□玻璃瓶、□廢燈管、□舊衣服、□舊光碟

◎我的綠色生活朋友（連連看）

能源之星
碳足跡標章 節能標章 環保標章 省水標章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以下告知事項，務必請參與民眾於本活動開始前詳閱：

一、告知事項：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明列以下告知事項： 

1. 蒐集個人資料單位：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2. 蒐集之目的：節能減碳生態體驗營活動投保資料。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辨識個人者中之姓名、居住住址、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電子信箱及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等)（具體項目則如本活動參與頁面及
活動辦法內所列事項）。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參加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起至本活動結束後 1 個月
內利用。

5.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本次活動僅限於設籍於台灣省基隆市者參加，且所蒐集之個人資
料將不會被移轉至台灣以外之地區。 

6.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由基隆市環境保護局於執行本活動時之必要人員利用之，
利用人員須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7.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活動參與者於身份獲確認後，得透
過基隆市環境保護局洽詢專線(02)2466-9446提出申請，以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或
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內容之一部或全部。註：資料若
已經銷毀，則無法提供。）  

二、參與者填寫本活動參與所須個人資料後，以任何方式遞送至基隆市環境保護局收執時，均
視為已同意提供予基隆市環境保護局辦理本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此
外，參與者可決定是否填寫相關之個人資料欄位，若參加者不填寫相關欄位時，基隆市
環境保護局則於決定是否符合參與本活動之資格時，擁有自行判斷之權利。   

三、保護本活動參與者資料之安全措施：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善盡個人
資料管理責任，保障本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立同意書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前項之告之事項內容

立同意人
姓  名：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基隆市環境保護局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