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yline 2020  

成都大熊貓保育見習暨公益挑戰賽 
 

 

 

■ 成都見習暨競賽日期：2020/02/03－2020/02/08，6 天 5 夜 

■ 台灣培訓日期：2020/02/01  

 

 

 

 

 

 

 

 

 

 

 



一、計畫宗旨 

 

  社會創新近來受到國際關注，意在以更創新及更有效的方式「回應社會需求」或

「解決 社會問題」，將公民社會資源更妥善地運用，促成新社會關係與協力合作。為

瞭解此國際趨勢，Skyline 自 2020 年開始，擬帶領青年夥伴，拜訪不同國家、地區之

城市，連結當地社會企業及社會創新機構、瞭解其公民社會發展、挖掘可進一步關注

或改善社會議題，提出有助於當地向上發展的公益行動提案！本年度，Skyline 第一個

造訪的城市，即為中國社會創新發展之重鎮──成都！ 

 

 

二、計畫介紹 

 

  熊貓是中國特有物種，現存的主要棲息地是中國中西部四川盆地周邊的山區和陝

西南部的秦嶺地區。全世界野生熊貓現存約有 2000 隻，圈養大貓熊則約有 300 多

隻，由於生育率低，熊貓在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等級中曾被評為瀕危物種，為中國國

寶。2016 年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大貓熊的受威脅等級從「瀕危級」降

為「易危級」。由於熊貓黑白相間的毛色和憨態可掬的外表使其深受人們喜愛，在全

世界亦有大量粉絲。在 1961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成立時就以熊貓為標誌，熊貓儼然已

成為了瀕危物種保護最重要的象徵。 

  

       本次計畫，將帶領大家走進四川，瞭解熊貓一度瀕臨絕種時，人類是如何面對這

個問題；而當解決問題後，又開啟了哪些行動，進行生態維護及物種保育之宣導！ 

 

  同時，計畫參與者，也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志工一起合作，認識熊貓保

育與繁衍工作的前世今生，並與熊貓近距離親密接觸，學習照料熊貓、瞭解大熊貓的

起居飲食，體會熊貓養育的困難和艱辛，完整見習及體驗熊貓保育員日常生活，並獲

得由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頒發的志工證書！ 

 

       最後，Skyline 也將邀請所有計畫參與者，一起 FUN 大青年公益影響力，共同 



推動讓更多人關注永續發展議題之任務。所有計畫參與者，將以生態保育、環境永

續、可持續性發展目標為題，結合大熊貓的形象(IP)，提出有助於成都這座城市向上發

展的公益行動提案，進行競賽！ 

 

       在競賽正式開展前，Skyline 也會帶領計畫參與者從不同面向觀察成都這座城市，

包括實地走訪相關企業、機構，瞭解在地專家、學者、組織工作者，如何運用創新理

念及模式解決社會議題，進而成為中國社會創新發展之重鎮。 

 

 

三、主協辦單位 

  Skyline - 國際機會平台 

 

 

四、計畫特色 

● 培養社會議題觀察力及創新思考力 

● 與社會創新機構交流，學習系統化解決問題 

● 熊貓保育員見習，近距離與熊貓接觸 

● 體驗在地文化，獨一無二的學習結合旅行 

 

 

五、計畫內容 

 

（一）組建隊伍： 



   計畫參與者可事先組隊參與，或在完成報名後，透過 Skyline 協助，組成團隊，   

每組預計有 3 位成員。 

 

（二）行前培訓說明會： 

   出發成都前將安排一日台灣行前培訓，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如社會創新工作    

者、顧問等，提前培養成員社會議題觀察力及問題解決創新思考力。 

 

（三）熊貓保育員見習： 

 本次計畫擬邀請 20 位台灣青年擔任見習熊貓保育員，於六天的研學行程中實 

地走進大熊貓基地，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志工一起合作，學習照料熊貓、   

瞭解大熊貓的起居飲食，體會熊貓養育的困難和艱辛，完整見習及體驗熊貓  

保育員日常生活。 

（三）創新研學： 

         研學期間，Skyline 將帶領台灣青年拜訪成都本地社會企業及社會創新機

構，與不同領域的社會創新領域工作者、社會企業負責人、學者專家，交流他

們所關注及耕耘的議題，以及曾推動參與的行動方案及策略。讓計畫參與者可

以藉由不同層次的互動，瞭解成都如何運用創新理念及模式解決社會議題，進

而成為中國社會創新發展之重鎮。擬參訪機構有： 

 

A、愛思青年 

B、奧北環保 



C、魔態科技 

D、成都博方社會創新中心 

E、成都童萌早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五）文化體驗： 

最後，Skyline 也會帶領計畫參與者走訪四川相關歷史文化景點、成都城市特  

色行程，體驗川菜文化、成都美食，感受「成都多樣貌非遺」的魅力。擬走 

訪景點有：都江堰、方所、寬窄巷、錦里等地。 

 

（六）公益挑戰賽： 

成都計畫參與期間，Skyline 將帶領計畫成員，連結本地社會企業及社會創 

新機構、瞭解成都公民社會發展、挖掘可進一步關注或改善社會議題。考 

察、參訪結束後，各組須以生態保育、環境永續為題，結合大熊貓的形象 

(IP)，提出有助於成都這座城市向上發展的公益行動提案（配合 PPT、影像 

短片），進行競賽！ 

 

Skyline 也將同步邀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評委會，針對各組所提出行動方案 

進行評比，並給予提案成果可行優秀之團隊獎勵獎學金。同時，Skyline 也 

將媒合優勝團隊與本地相關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新機構合作，協助提案能落 

地執行。 

六、參與對象 



1、對公益活動感興趣，過去曾有海外志工經驗或熱衷參與海外志工活動者。 

2、擁有源源不絕的創新點子，能觀察社會議題，並系統化解決問題者。 

3、18-30 歲，具體驗跨文化衝擊的慾望、跨出舒適圈想法且積極投入計畫者。 

 

 

七、活動時程及費用 

1、台灣培訓日期：2020/02/01 ，共一天。 

   成都參訪日期：2020/02/03－2020/02/08 ，共六天。         

2、活動報名截止：即日起每週甄選，額滿為止！ 

3、活動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 23,900 元整。 

    包含： 

1) 台灣培訓費用（場地+講師+手冊...) 

2) 成都計畫期間六天五夜住宿 

3) 成都計畫期間餐飲費用 

4) 成都計畫期間往返參訪地點大巴費用 

5) 成都計畫期間機構參訪安排費用 

6) 成都計畫期間文化體驗費用 

7) 成都計畫期間隨行工作人員費用 

8) 大熊貓保育見習/參與費用 

9) 計畫參與證明 



10) 保險費用 

11) 行政費用 

12) 支持台灣社會企業及社會創新機構費用（社創大使甄選說明將於

10/30 公布！） 

※本計畫費用不包含往返成都交通費用,讓計畫學員自主安排往返時間及其他規劃 

 

 

【早鳥及團報優惠】 

即日起開放報名，如果於 11/30（六） 前 完成報名且經錄取，皆享早鳥優惠！ 

 原價 早鳥優惠 

單人報名 $23,900 / 人 $22,900 / 人 

二人以上團體報名(前五組) $22,900 / 人 $21,900 / 人 

註 1：兩人以上團體報名前五組，享精選優惠 。 

註 2：如團體報名中有人未錄取，亦不影響其他錄取者之優惠。 

【獎助學金】 

為提高活動品質，鼓勵對社會創新極具熱忱之學員參與，特訂定獎助學金辦法如下： 

1. 參加過國內外社會創新相關活動（競賽、營隊、課程等）者，主辦單位提供 

1,000 元獎助學金。 

2. 參與過國內外社會創新相關組織（社團、協會、公司等）者，主辦單位提供 

1,000 元獎助學金。 



3. 符合以上資格者，請於報名附件中提供活動證書、實習證明等相關資料，主辦

單位將於培訓時提供獎助學金。 

【早鳥及團報優惠】與【獎助學金】可同時使用，最高可獲得 4,000 元補助，報名費

僅需 ＂$19,900 / 人＂。 

 

八、報名方式 

1、請至 Skyline 報名系統（https://skyline.tw/activity/2020SkylineChengdu/）完     

成報名資料。 *點選頁面最下方「立即報名」連結 

2、若有海外志工或相關商業競賽等經歷，請於報名系統中提供。 

3、活動簡章請參考： https://lihi1.com/YxAhf 

     

九、競賽獎金 

主辦單位將給予競賽成果冠軍團隊計畫啟動基金！擬頒發獎項：新台幣一萬元！  

 

十、熊貓社創大使 

  本計畫擬於宣傳期間，同步啟動「熊貓社創大使」招募計畫，邀請有意願甄選   

「熊貓社創大使」者，介紹台灣社會企業及社會創新機構。入選者除可獲得獎   

勵外，在計畫期間，也將協助拍攝照片、短影片，進行活動紀錄。 

 

  而為鼓勵「熊貓社創大使」候選人積極推廣、介紹台灣社會企業及社會創新機

購  ，Skyline 除擬獎助三名熊貓社創大使外，也將同步捐款予社創大使所介紹之社

https://skyline.tw/activity/2020SkylineChengdu/
https://lihi1.com/YxAhf


會  企業及社會創新機構。相關辦法將於 10/30 公布於此：

https://lihi1.com/YxAhf 。 

 

 

十一、聯絡方式 

1. 官方網站：https://skyline.tw/ 

2. 聯絡信箱：tower@skyline.tw 

3. 聯絡電話：02-2233-1250 

4.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kylineTalents/ 
 
 
 

十二、行程方案 

FUN 大青年公益影響力── 

Skyline 2020 成都大熊貓保育見習暨公益研學計畫 

台灣—培訓課程（暫定） 

日期 時間 活動 活動內容 參加人員 

02／01 

（六） 

09:00- 
17:00 

行前培訓會 
1. 行前相關事項說明與提醒 

2. 邀請 2-3 位相關學者進行授課 

計劃參與成員及

工作團隊成員 

 

https://lihi1.com/YxAhf
https://skyline.tw/
mailto:tower@skyline.tw
https://www.facebook.com/skylineTalents/


成都—六天五夜參訪行程（暫定） 

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用餐 

02／03 

（一） 

上午 啟程 全體計畫成員自行前往成都  

早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為成都特色料理 

 

 

下午 報到 住宿飯店報到＋拜訪奧北環保 

晚上 
城市 

巡禮 
走訪太古里、春熙路 

02／04 

（二） 

上午 
企業 

參訪 

擬拜訪魔態科技 
早餐為飯店內早餐， 

午晚餐為成都 

特色料理 

下午 
擬拜訪成都童萌早啟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晚上 城市巡禮 走訪錦里、寬窄巷 

02／05 

（三） 

上午 研學時間 

熊貓保育員見習 

早餐為飯店內早餐， 

午餐為熊貓基地保育員

餐，晚餐為成都特色料理 
下午 研學時間 

02／06 

（四） 

上午 文化體驗 走訪都江堰 早餐為飯店內早餐， 

午晚餐為成都特色 

料理 

下午 機構參訪 擬拜訪成都博方社會創新中心 

晚上 城市巡禮 走訪方所 

02／07 

（五） 

上午 機構參訪 擬拜訪愛思青年 早餐為飯店內早餐， 

午餐為成都特色 

料理，晚餐自理 

下午 城市巡禮 東郊記憶音樂公園 

晚上 自由活動 自由安排 

02／08 

（六） 

上午 競賽 公益挑戰賽 早餐為飯店內早餐， 

午餐為成都特色料理 
下午 賦歸 賦歸 

 

主辦單位保留對本活動行程變更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補充規定。 

 



附件、成都參訪機構介紹 

 

愛思青年 

 

創辦於 2011 年，愛思相信青年人可以帶動改變，青年的發展更是社會方向與社會創新的

關鍵。致力於為青年人搭建開放的交流與實踐平台，從「多元發聲」、「價值傳遞」到

「行動實踐」，推動青年發展。鼓勵青年人以“I Think，I Change”的思維，覺醒應有的獨

立思考和社會責任感，提升對公共事務的關註和參與，為個人和社會帶來積極的改變。 

 

截至 2018 年 12 月，愛思青年圍繞「讓青年成為世界的行動者」的願景，從青年思想交

流、青年行動倡導、青年新媒體運營三個面向踐行使命，由思想聚會開始，陸續發展出青

年小客廳、青年壯遊、青年見學、青年影像故事、青年自媒體運營與傳播等項目，累積大

小活動超過 1000 場次，服務青年超過 100000+人。 

 

魔態科技 



 

魔態科技（全名：四川魔態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致力於食品級環保包裝包材的研發、 

生產、設計和銷售的全產業鏈科技企業。 魔態科技立足於完全環保包材的研發，歷時 5 年

的精心研發，於 2012 年度成功完成了魔態環保包材系統的開發，並先後取得了中國國家

相關專業技術認證。 魔態科技堅持以「科技、環保、美學」為核心理念，不僅避免了沒有

科技含量的偽環保， 而且避免了環保產品卻無法實現美觀的商業應用困境。持續專注於魔

態技術研發和應用，為世界環保、包裝產業、美學創意而努力。 

 

成都博方社會創新中心 

 

成都博方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博方社創）是一家以「賦能社創夥伴、促進社區

治理」為使命的全產業鏈樞紐型社會服務機構。以資源整合、跨界合作和陪伴式服務、學

術研究與成果轉化等方式推動社會組織、社會企業和社區治理的創新發展，協助相關方共

同打造社區治理創新、社區服務項目創新等品牌示範項目。 

 



博方社創主要開展區級、街道級樞紐平台建設及運營，協助當地政府推動社區創新組織的

孵化培育、社區規劃、人才培訓、政購管理、督導評估等業務。博方社創團隊由擁有社會

工作、公共管理、社區發展等多元背景的成員組成，平均在社會組織或社區發展領域深耕

超過 6 年，是一個高度價值認同及使命驅動的社會創新團隊。 

 

成都童萌教育科技 

 

成都童萌教育科技（Together More Time With Children，簡稱 TMT）是一家國際化的互

聯網科技教育機構，是 O2O 線上線下一體化運營商，致力於通過整合引進先進過國際化

教育資源，研發互聯網前沿科技改變中國教育現狀，讓中國家庭享受到優質的國際化全素

質教育，培養未來的社會菁英。 

 

成都熊貓基地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又名熊貓樂園）位於都江堰市大觀鎮，基地內生活

著許多憨態可掬的大熊貓，有大面積的草坪和竹林，空氣清新。既可以看到萌萌的大熊

貓，又可以增長知識，開拓視野，體驗國家級的飼養環境，與可愛的大熊貓近距離接觸。 

 

熊貓樂園根據不同功能主要劃分為疾病防控研究區、檢疫隔離區、康復訓練區、公眾教育

區、自然景觀區、辦公區七個區域，其中康復訓練區、公眾教育區、自然景觀區則為對外

開放的區域。 

 

奧北環保 

 

成都奥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針對目前主流基於回收箱垃圾分類模式的不永續問題，推

出 14 分類、滿袋換空袋、投放點集中、市場價返現的回收方式。透過微信小程序、

網站和投放點，連接居民、社區、物流體系和回收再生系统，從而降低整體的回收成

本，讓可回收物得到規範專業回收，並進入再生循環體系產生銷售收入，讓企業自身

可以真正達到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