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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日本「循环经济 X 绿金商机」考察团 

一、前言 

循环经济时代来临，全球绿色商机起飞，循环经济议题近年来在全球持续发

酵，亦是我国政府推行「5+2」产业创新计划的一环，无疑，日本为循环经济之

先进国家，为使台湾中小企业能师法循环经济的推动机制及经验，本中心规划

举办 2019 日本「循环经济 X 绿金商机」考察团，参访及标竿学习日本关东地区

标竿案例，协助了解相关日本发展循环经济之最新趋势及成功关键所在，期冀

转化并发掘出台湾的绿金循环商机。 

 

二、考察模式及重点 

以国际咨询顾问公司 Accenture 循环经济五种商业模式-循环供应、资源再生、

产品生命周期延展、共享平台与产品即服务为基础架构，进行安排参访之机构

或企业，使学员全面了解循环经济绿色产业链之全貌。 

 

 
数据源: Eric Mieras、埃森哲公司  

(一) 循环供应模式:NAKADAI 中台 

(二) 资源再生模式:Recycle Plaza-Japan Beverage 回收广场-日本饮料 

(三) 产品生命周期延展模式:Ishizaka 石坂产业 

(四) 共享平台模式:SEAJ 日本共享經濟協會、Ecbo Cloak、Reduce GO 

(五) 产品即服务模式:TAKAYAMA 高山 

 

三、招生对象：资源回收业、机械业、餐饮业、农业、共享经济服务业之企业家、

企业家二代、高阶领导主管。 

 

四、时间、地点 

(一) 日期：2019 年 6 月 16 日(日)〜6 月 20(四)（5 天 4 夜） 

(二) 地点：日本-东京 埼玉 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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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费用 

(一)原价:新台币 NT$62,000 元(含税)/人。  

(二)早鸟价：新台币 NT$57,000 元（含税）/人(4 月 30 日前完成报名并全额缴款 

           完成者)。 

(三)两人同行优惠价：新台币 NT$5,7000 元（含税）/人。 

 

六、预定行程 

日期 主题 厂商名称、特色 简介 

06/16(日) 启程 台湾-日本 

06/17(一) 

第二天 

资源再生 

早上 

◆Recycle Plaza-Japan 

Beverage 回收广场-日本饮料 

◆【自动贩卖机厂商，饮料空

容器再资源化】 

 

日本自动贩卖机及回收

饮料空容器厂商，由自

动贩卖机厂商延伸下游

业务线，专门处理铁、

铝、塑料等饮料空罐之

资源回收与再生。 

产品生命

周期 

下午 

◆Ishizaka 石坂产业 

◆【垃圾场的女儿将被唾弃的

废弃物处理厂，变成备受爱戴

的永续企业】 

石坂典子含泪接手父亲

濒临倒闭企业，做到不

焚化、不掩埋，将废弃

物近乎 100％回收再利

用，更把 80％占地变成

萤火虫飞舞的宝山。 

06/18(二) 

第三天 

产品即服

务 

早上 

◆TAKAYAMA 高山 

◆【埼玉経営质量赏，顾虑环

境、与当地良好互动】 

 

收集和运输污泥和动物

残渣之工业废物及家庭

和办公室之一般废物，

清洁、维护检查接收水

箱和储水罐；2013 年获

得「埼玉経営品质赏」。 

循环供应 

下午 

◆NAKADAI 中台 

◆【以设计力让废五金加值重

生，垃圾 99％可回收、文青回

收】  

 

废五金分解厂，以全新

模式整合回收，并透过

文创走出新路，达到跨

界整合，以「创意由物

品中诞生」的概念，在

Nakadai 前桥工厂中，

设立 Mono:Factory 品

牌。 

06/19(三) 

第四天 

共享平台 

早上 

◆SEAJ Sharing Economy 

Association, Japan 日本共享

經濟協會 

成立于 2015 年，与日本

各级政府之间保持着紧

密合作，鼓励大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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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享經濟領域最大的

非政府組織】 

 

共享经济，改善共享经

济商业环境及体系，目

前已有 200 多家公司加

入。 

共享平台 

下午 

◆共享经济标竿案例 1:  

Ecbo Cloak 

◆【商业场所寄放行李之空间

媒合服务】 

用手机简单寄存行李，

解决旅游行李寄放问

题，只需支付与投币式

同样价位，即可在咖啡

厅、餐厅，邮局、美发

沙龙等店家寄放行李。 

◆共享经济标竿案例 2: 

Reduce GO(约访中) 

◆【剩食媒合平台 Reduce GO，

以低廉月费任取餐厅食物】 

 

用户月缴固定金额即可

从配合店家领取剩余餐

点，希望藉此降低厨余

丢弃量，59%会回馈给

店家、39%为平台中介

费用、2%捐款给慈善机

构或公益团体。 

06/20(四) 

第五天 

环保新技

术之窗 

早上 

◆TEPIA Advanced 

Technology Gallery 先端技术

馆 

◆【日本机器人学与工程学领

域的最新技术】 

 

 

提供日本机器人学与工

程学领域的最新信息，

聚焦于绿色能源、医疗

技术、都市计划和交通，

包含能源与环境、3R、

燃料电池、省能等技术。  

返台 日本-台湾 

 

七、洽询专线：TEL:02-23964828 分机 813 何映君 EMAI:1424@cpc.tw  

 

八、报名信息 

(一)报名截止: 2019 年 5 月 17 日（五）。 

(二)报名网址:http://mymkc.com/app/edms/cpc2546/edm/2019/japan-eco/index.html 

(三)成行通知:本团至少 20 人以上成行，额满为止；报名截止日 3 日后，如本团

成行，本中心将以电话、电子邮件通知报名者本团是否成行。如未达此人数

致无法成行时，所预缴之报名费用将全数退还。 

(四)费用全额缴纳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五）。 

(五)团费：包含团体经济舱往返机票／期间全程餐费、交通（未含台湾境内接送

交通费）、住宿(双人房)／业务管理费（企划、数据编制、解说等）／领队

及司机小费等费用／保险（旅行责任险 200 万附加 10 万医疗、旅行平安险

每人新台币 500 万、意外伤害医疗险-额度为旅平险 10%、海外疾病医疗保

mailto:1424@cpc.tw
http://mymkc.com/app/edms/cpc2546/edm/2019/japan-ec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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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额度为旅平险 10%）和参访企业所需之入场券、门票等一切杂项支出。

但不包括出国手续之护照签证费、洗衣费、电话费、饮料费、信用卡刷卡手

续费、逾重行李费或其他属个人性质之费用。。 

(六)费用缴交方式： 

1.银行转账账号：05520800001（总行代码：017）账户：财团法人中国生产

力中心;银行名：兆丰国际商业银行松山机场分行 

2.邮政划拨账号：0012734 - 1 账户：中国生产力中心 

3.信用卡:由本中心另外提供刷卡单 (需自行负担刷卡手续费2%) 

4.即期支票：抬头：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划线并禁止背书转让） 

      地址：221 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79号2楼 (远东世界中心 ) 

      收件人：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 创新营销组 朱俊蓉小姐 

以上各项缴费请注明活动名称、日期、参加人员，并请将划拨及汇款收据

EMAIL至 1424@cpc.tw 或传真至02-2396-6350或02-2396-6352何映君小姐

备查，以利后续作业。 

(七)注意事项： 

1.本团确定成行后，因事退出者所缴报名费恕不退还，团员于本团行程开

始前如取消退出时，应负赔偿本团之损失之责，其赔偿标准如下：  

第一款：本团行程开始前第二十日以前取消者，赔偿本团费用10% 。 

第二款：本团行程开始前第二十日至第十一日以内取消者，赔偿本团

费用之20% 。 

第三款：本团行程开始前第二日至第十日期间内取消者，赔偿本团费

用之30% 。  

第四款：本团行程开始前一日取消者，赔偿旅游费用之50%。团员于

旅游开始日或开始后解除契约或未通知不参加者，赔偿本团

费用之100% 。  

2. 本考察团出发后，必须团体行动，若因个人关系，未能参加全程者概不

退费，个人变更行程所需增加之费用，由个人自行负担。 

3. 团员于行程开始后，未能实时参加排订之行程项目或未能及时搭乘飞机、

车船等交通工具时，视为自愿放弃其权利，不得向本中心要求退费或任

何补偿。  

4. 为适应各地交通时间表或政治变动及其他特殊状况，基于维护团员之最

高利益，本中心保留本团预定行程表之更动权。  

5. 旅行中各航空公司及其他运输公司自有其个别条例，直接对乘客及行李

负责，行程如有交通延误、行李损失或意外事件等情事时，悉由各该运

输公司依其所订之条例对该团员负责。 

6.本中心保留有本简章内容变更之权利。如行程期间因天灾或不可抗力事

件，主办单位将保留本团行程更改或停办之权利。 

 

九、主办单位:中国生产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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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名表 

 

2019 日本「循环经济 X 绿金商机」考察团报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与护照同) 

 

护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投保用） 
 

出生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性别 □男 □女 

公司名称  职称   

公司电话  手机号码  

公司统编  E-mail  

公司网址  发票抬头  

公司地址 □□□□□ 

产业别  品牌名称  

产品简介  

联络人姓名  联络人电话  

联络人职称  联络人 E-mail  

餐饮习惯 
□无特殊需求 □荤食(不吃牛肉) □不吃生鱼片 □全素 □奶蛋素 

□其他：_________ 

机位 □经济舱 □商务舱(需补价差) 

房间安排 □无特殊需求(两人一间) □单人房(需补价差)□其他：_________ 

如何得知此团

消息?此团吸

引您的地方? 

 

特殊需求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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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日本「循环经济X绿金商机」考察团 

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搜集、处理及利用个人资料声明书 

亲爱的报名团员，您好：  

感谢您报名此次本中心办理之2019日本「循环经济X绿金商机」考察团。本

中心为有效执行业务而保有您的个人资料，有关搜集、处理或利用您的个人资料

时，皆以尊重个人权益为基础，并以诚实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则为之。  

我们搜集您的个人资料目的于本次考察团业务之执行，如团员报名、缴费通

知、学习分析、满意度调查分析、新课程讯息通知等相关作业。以及办理本中心

之内部稽核业务行为皆属之（下称「搜集目的」）。  

我们仅会搜集为上述行为而必要之个人资料，该资料会在前开搜集目的存续

期间，以及依法令规定要求之期间内被处理或利用。您的个人资料仅会以电子档

案或纸本形式，分别存放于本中心数据库或各该执行业务部门，其中纸本形式之

个人资料，则于转成电子数据文件后定期销毁。  

我们保有您的个人资料时，基于我国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您可以透过书

面行使下述的权利，除基于符合〈个人资料保护法〉与其它相关法律规定外，我

们不会拒绝您下列要求： 

1. 查询或请求阅览本人之个人资料。  

2. 请求制给本人之个人资料复制本。  

3. 请求补充或更正本人之个人资料。  

4. 请求停止搜集、处理或利用本人之个人资料。  

5. 请求删除本人之个人资料。  

我们基于上述原因而需搜集、处理或利用您的个人资料，若您选择不提供个

人资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时，基于健全本中心相关业务之执行，将无法提供您本中

心系列优惠的服务，以及您在本中心所参与之完整终身学习纪录。  

* 如有任何建议或疑问，请依下列方式联络本中心： 

客服专线：0800-022-088  

电子邮件信箱：webservice@cpc.org.tw   

* 若您未来不希望再收到本中心所提供有关循环经济及教育训练最新课程

信息，敬请回复告知本活动联系人员（e-mail：1424@cpc.tw）。  

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 谨启  

本人已详阅「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搜集、处理及利用个人资料声明书」

无误，本人并同意 贵中心于声明书范围利用本人个人资料。 

签名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附件 個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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