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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活動簡章 

一、 緣起 

為提升大眾的環境保護知識及環境議題的關注度，藉以提升環境素養，

今（111）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特辦理「環境教育綠客松」系列活動，鼓勵

關注環保議題的民眾能參與本系列活動，將創新的點子結合環境保護概念，

創造出可以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藉此除提升民眾的環境保護基礎知識與環

保議題的關注度外，期以全民從日常生活中加入綠行動，一同落實綠生活，

為下一代建構美好的未來及生存的環境共同愛護家園的目標。 

「環境教育綠客松」系列活動，網羅各界對解決環境問題有興趣之優秀

人才，「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傳遞正確環境保護知識，由專家學者擔任

各小組桌長參與小組議題討論適時釐清觀念，讓參與者透過分享及討論激發

出創新的環境保護行動方案。 

二、 目的 

（一） 傳遞正確環境知識及觀念釐清。 

（二） 藉由各小組桌長的引導及環境保護議題分組討論，激發參與者創意發想與

行動力。 

（三） 誘發及媒合相同理念之參與者組隊參加「綠客松創意徵選」活動，讓更多

有創意的人與想法，能共同合作並落實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方案。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 執行單位：台灣環保生活協會 

四、 活動說明 

「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以擺脫傳統研討會單向傳遞訊息的限制，讓

參與者以分組方式討論有興趣的環境議題。每位參與者可以針對小組議題提

出自己的看法與認知，藉此吸收來自不同領域的觀點及想法後，在最後彙集

小組兩回合之想法，共同討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藉以提升與會者解決環

境問題的能力及行動力。 

活動分為上午及下午兩階段。上午將進行環境基礎知識及環境倫理的課

程，讓參與者提升基礎環境知識。下午則進行小組議題討論。小組議題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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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回合，參與者在第二回合時須更換座位參與不同議題的討論，最後彙集二

回合小組結論進行成果發表。 

 

圖 1 綠客松充電營流程說明圖 

 

五、 環境議題 

NO 環境議題 課程方向 

1 食在有綠 

惜食教育 

低碳飲食 

食品安全 

2 風雲變色 
氣候變遷的衝擊與調適 

減緩氣候變遷策略 

3 防範未染 
公害預防策略與管理 

公害整治方法 

4 周而復綠 

資源永續利用 

減少廢棄物 

企業永續經營 

5 續世代發 

社區永續經營 

環境教育推廣 

全民綠生活 

各環境議題詳細說明請參照附件四_綠客松環境議題說明 

六、 參加對象 

年滿 16歲對環境保護議題有興趣之一般民眾 

七、 辦理場次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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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分別於高雄市、臺中市、雲林縣、新竹縣、宜蘭縣以及臺北市辦

理，共計 6場次，每場次以 63人為原則。 

為落實節能減碳之政策，建議參與者優先選擇鄰近居住地之場次報名。

下表為「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各場次辦理時間及場地，活動地點因應校

園防疫措施滾動式調整，活動小組將於活動前 3日發布行前通知。 

 

表 1 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各場次時間及地點 

場次 辦理縣市 辦理日期／地點 建議報名縣市 

1 臺中市 
111年 7月 5日（二） 

臺中世界貿易中心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金門縣、連江縣、
澎湖縣 

2 高雄市 
111年 7月 12日（二）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臺東縣、澎湖縣 

3 臺北市 
111年 7月 19日（二） 

Like萊客共享空間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金門縣、連江縣 

4 宜蘭縣 
111年 7月 22日（五） 

宜蘭市農會 

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 

5 新竹縣 
111年 7月 26日（二） 

新竹市農會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 

6 雲林縣 
111年 7月 29日（五） 

雲林縣斗六市農會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 

 

八、 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說明 

09:30-09:50 報到 填寫前測問券 

09:50-10:00 長官致詞  

10:00-11:20 環境與生活 
環境倫理探討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
強化環境保護基本知識。 

11:20-11:30 休息  

11:30-12:10 
「綠客松創意徵選」

大補帖 

分享如何撰寫及規劃有創意的「環境倡議行
動計畫」 

12:10-13:00 午餐 
主辦單位提供便當，請參與者自備環保餐具
及水杯。 

13:00-13:10 
介紹桌長 

說明活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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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說明 

13:10-14:10 第一回合討論 

1. 桌長自我介紹（1分鐘） 

2. 學員自我介紹（4分鐘） 

3. 說明主題（5分鐘） 

4. 討論主題（40分鐘） 

以大張海報紙及簽字筆，書寫或繪畫的方
式彙整討論結果（10分鐘） 

14:10-14:30 
換桌 

（咖啡點心時間） 

1. 除了桌長及副桌長外，其他組員自由針
對喜歡的議題進行換桌（10分鐘） 

2. 享用點心及學員間交流 

14:30-15:40 第二回合討論 

1. 桌長自我介紹（1分鐘） 

2. 學員自我介紹（4分鐘） 

3. 說明主題（5分鐘） 

4. 討論主題（40分鐘） 

以大張海報紙及簽字筆，書寫或繪畫的方
式彙整討論結果（20分鐘） 

15:40-16:40 成果發表 每組發表 6分鐘 

16:40-16:45 總結致詞  

16:45-17:00 交流及回饋 
學員心得分享，填寫後測問券及滿意度調
查表 

17:00 賦歸 

 

九、 報名說明 

本活動採網路報名，請至各場次指定之報名網頁填寫報名資料，每人限

報名 1場次活動，如經發現有重複報名多場次之情事，則取消該名所有報名

場次。 

表 2 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各場次報名時間 

場次 辦理地點及日期 報名期間 

臺中市 
111年 7月 5日（二） 

臺中世界貿易中心 

111 年 5月 16日（一）至 6 月 27日（一）下午 4

時 30 分 

高雄市 
111年 7 月 12日（二）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111 年 5月 16日（一）至 7 月 4日（一）下午 4時
30分 

臺北市 
111年 7 月 19日（二） 

Like 萊客共享空間 

111 年 5月 16日（一）至 7 月 11日（一）下午 4

時 30 分 

宜蘭縣 
111年 7 月 22日（五） 

宜蘭市農會 

111 年 5月 16日（一）至 7 月 11日（一）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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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辦理地點及日期 報名期間 

新竹縣 
111年 7 月 26日（二） 

新竹市農會 

111 年 5月 16日（一）至 7 月 18日（一）下午 4

時 30 分 

雲林縣 
111年 7 月 29日（五） 

雲林縣斗六市農會 

111 年 5月 16日（一）至 7 月 18日（一）下午 4

時 30 分 

（一） 錄取通知 

活動小組將會在參與者報名後 3個工作天內以 e-mail 或行動電話通知錄

取，請務必於報名時確認提供之 e-mail 信箱及行動電話無誤，並密切注意

相關訊息。 

（二） 行前通知 

活動小組於每個場次報名截止日後 3個工作天，將參與者加入該場次

Line群組，以利發布活動相關訊息。請務必於報名時確認 Line ID 無誤，建

議參加者於 Line App 隱私設定中，設定「允許利用 ID加入好友」。 

（三） 取消報名 

報名成功後，若欲取消報名，請於取消報名期限日前以 e-mail 與電話聯

絡執行單位取消報名。若開課前一天因特殊原因無法參加者，可自行尋找符

合資格之替補人員（未曾參與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活動者）參與，替補人

員須全程參與，請務必以 e-mail 與電話聯絡活動小組，以利協助辦理人員

異動事宜。 

表 3 環境教育綠客松充電營各場次取消報名時間 

場次 取消報名日期 

臺中市 111 年 6 月 30日（四） 

高雄市 111 年 7月 7日（四） 

臺北市 111 年 7 月 14日（四） 

宜蘭縣 111 年 7 月 14日（四） 

新竹縣 111 年 7 月 21日（四） 

雲林縣 111 年 7 月 21日（四） 

 

十、 其他說明 

（一） 本活動提供參加人員午餐、茶點、公共意外責任險，以及環境教育時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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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二） 參與者可依需求自備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做為議題討論時搜尋資料

之參考工具。 

（三） 請參與者於活動前先行閱讀檔案_環境教育綠客松環境議題說明。 

（四） 防疫作業 

1. 除用餐時間外須全程配戴口罩，報到時於會場外進行額溫測量，並以

酒精消毒雙手。 

2. 報到測量體溫時若體溫超過 37.5度者，請該名人員至陰涼處休息 15分

鐘再次測量，若經 30分鐘測量 2次後，體溫仍超過 37.5度者，建議至

就近醫療院所進行採檢。 

3. 用餐時間工作人員加強宣導，用餐時不交談，若須使用行動電話時，

須移動至場外空間並全程配戴口罩。 

（五） 響應環保政策，請參與者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 

（六） 活動諮詢 

聯絡單位 台灣環保生活協會  

聯絡電話 （02）2389-1115 綠客松活動小組 

電子信箱 epamyeco@gmail.com 

聯絡地址 100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 105號 2樓之 6 

 

（七） 本活動課程如遇颱風等不可抗拒之因素，經政府機關宣布停止上班時，則

主辦單位有權調整課程延期或取消。若有課程異動將公布於「環境教育綠

客松」活動官網，並以 e-mail 與電話通知。 

（八） 凡完成報名即視同承認本活動簡章各項規定，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

有最終解釋權，並保留變更本活動相關內容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將

公布於「環境教育綠客松」活動官網，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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