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微革命-跨年任務 ACTION
2019-2020 環保志工招募簡章
一、緣起
每年的跨年活動是大家最期待的，但在狂歡後，卻留下了遍地的垃圾。
根據統計去年台北市跨年活動光是一般垃圾就有 8.8 公噸、資源回收有 7.1
公噸，總廢棄物量 15.9 公噸，由此可瞭解跨年夜衍生的環境問題是需要大
家去正視的公共議題。
繼連續五年來環保星勢力志工隊與其他環保相關團隊發起跨年各服務
宣導活動後，獲得大眾的正面迴響，一般垃圾總量雖比去年減少 0.7 公噸(垃
圾減量達 7.3%)，但目前看來跨年垃圾議題的改變成效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需要多加推廣、加強垃圾減量。
有鑑於此，今年我們要繼續號召更多來自各校的學生一起揪團來服務，
相信「青年可以改變世界」，藉由年輕人的熱血與創意來倡導「垃圾不落
地」、「源頭減量」及「節能減碳」的理念，共同為環保盡份心力，讓環
境更美好，讓環保不再只是口號，而是身體力行。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主辦單位：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木柵高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亞東技術學院-FUN 馨服務社…等各高中職
及全國各大專院校等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
三、活動目標
1.預計招募 150 位青年志工參與本次服務，共同於跨年夜協助環保宣
導與市容清潔，總累計服務時數約 1,200 小時。
2.透過快閃創意活動與青年志工身體力行協助號召至少 300 位民眾響
應，並進行宣導以傳達「垃圾不落地」核心理念，同時協助環境清潔
與分類。→為揮灑年輕人熱血青春、投入公益活動的最佳舞台
3.拍攝「2020 環保心祝福」-現場透過志工拿出手機、相機進行影音紀錄，
預計與 3,000 位民眾互動，後製成影片並於隔年公開播出。
→呼應 2020 年揪團響應環保，共創綠色跨年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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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前培訓時間(若為團體報名者-學校社團，則可另外約時段直接在貴校辦理)

(一)個人報名
→(個人報名服務的志工夥伴，每人請至少選擇參加其中一梯參與培訓)：

12/21(六)第一梯志工培訓說明會 1400-1630
12/22(日)第二梯志工培訓說明會 1400-1630
●培訓地點：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 號 6 樓)

(二)團體報名
→(可約時段由工作人員直接至貴單位進行志工培訓說明)：

請在附件報名表或線上表單填寫「學校社團名」、「報名人數」
、「選擇培訓時段、地點」，將有專人後續與貴團體聯繫。
https://reurl.cc/K6dGzj

五、跨年夜(12/31 週二)當日集合地點
台北市政府南區門口→近捷運市政府站
(詳細集合資訊將於培訓時通知)
六、服務時間
108/12/31(二) 17:00–109/1/1(三) 01：30
●集合時間 108/12/31(一)17:00 報到(第一梯)、21:00 報到(第二梯)
●服務時間分為兩階段(歡迎全程參與)──
第一梯：108 年 12 月 31 日 17：00~22：00
第二梯：108 年 12 月 31 日 21：00~109 年 1 月 1 日 01：30

七、服務內容
§創意快閃宣導：發起綠色微革命-跨年任務 ACTION 創意快閃活動，並
與各校社團合作，結合時下流行音樂舞蹈與表驗吸引眾
人目光，再請志工出場搭配創意環保口號、標語和動作，
同時比出「讚」手勢，象徵支持跨年任務 ACTION，結束
後進行變裝開始在會場拿牌子、布條宣導垃圾不落地並
協助回收分類、垃圾清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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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創意推車：於會場推出由年輕人改裝的創意推車，結合行動垃圾
桶的設計概念，讓推車裝垃圾作為載具。
→車殼外顯示 B.M.W 字樣，並在周圍貼有環保標語
●B.M.W 的意義
B：自行車(bike)
M：捷運(MRT)
W：走路(Walk)
→象徵節能減碳新運動，藉由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或步行暨環保
又健康，呼籲民眾作伙來響應。

§拍攝「環保心祝福」：邀請現場民眾比出「讚」或「YA」的手勢，並
說出對台灣、對環境的祝福以表達對環境議題
的支持與重視；同時發起民眾連署簽名支持。
→「讚」、「YA」兩種為綠色微革命運動的國際手勢。

§協助市容清潔、垃圾清運與回收分類服務
八、注意事項
1.本次招募的環保宣導志工不限區域，只要您願意、夠熱血都歡迎加
入我們的行列，也歡迎揪親朋好友來響應。
2.請志工協助快閃、宣導、垃圾清運、連署活動及環保心祝福之拍攝，
深入人群傳達環保及垃圾不落地的理念。
3.志工使用環保創意推車在人群外圍，協助運送垃圾至指定地點集中
放置，同時進行宣導服務。
4.本次服務後將提供服務時數證書給參與志工，請務必確實完成簽到
退並於服務後一週內繳交服務反思心得(線上問卷)；請注意安全如
有需要休息或不舒服者，請立即通知組長。
5.活動期間請自備保暖衣物、雨具、水壺、手帕、健保卡；貴重物品
請自行隨身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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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聯絡資訊
更多詳細招募資訊請洽聯絡人：
●總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明峯 (小強)隊長
手機號碼：0928-089119
(同 LINE ID，可加 LINE 聯繫)
E-mail：daniel27811421@gmail.com

臉書： http://ppt.cc/pKYl
●臉書粉絲團-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http://ppt.cc/1dc4
●活動資訊：(重要行前訊息都將即時更新)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68914480183761/

十、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至 108/12/27(五)2400 截止報名
1. 網路線上報名：歡迎個人、學校社團揪團報名：
https://reurl.cc/YlV8rx
2.書面報名：填妥報名表回寄至聯絡人(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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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微革命-跨年任務 ACTION
2019-2020 環保宣導志工報名表

附件一
姓名

手機

信箱

學校系級/服務單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保險用)

(保險用)

□12/21(六)第一梯志工培訓說明會 1400-1630 (地點：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12/22(日)第二梯志工培訓說明會 1400-1630 (地點：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可培訓日期

□其他時段(限團體報名，主辦單位將有專人直接至貴校進行說明培訓)
時間：

地點：

□培訓說明會皆無法出席，但我願意以行動支持，尊重主辦單位的安排
(工作人員將與您聯繫)
□ 第一梯(108 年 12 月 31 日 17：00~22：00)
報名

□ 第二梯(108 年 12 月 31 日 21：00~109 年 1 月 1 日 01：30)

梯次

□ 兩梯都參加(108/12/31(二) 17:00–109/1/1(三) 01：30)
□ 雖然 12/31 無法參與，但我願意以行動支持，協助轉貼宣傳，一起愛護環境
您可以幫忙本次活動的工作(可複選，工作小組確認後將盡速跟您連絡)
□ 活動組(協助行前活動規劃、執行跨年當天快閃活動、環保理念宣導，並協助宣
傳推廣活動等)
□ 公關組(協助轉貼訊息揪朋友參加、媒體接洽、新聞稿、各校聯繫等)
□ 文宣組(協助設計電子文宣推廣活動、創意推車、快閃道具製作等)

分組意願

□ 總務組(協助器材整理與發放、跨年當天機動支援等)
□ 攝影組(協助活動全程攝影、錄影紀錄，並於服務後協助影片剪輯，須自備攝影
設備→如單眼相機或數位相機等)
□ 雖然我不能參與 12/31 跨年服務，但我願意協助行前或幕後服務工作
(選此項者請再勾選以上組別)
□ 其他：

對於本次跨
年服務您有
什麼期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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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志工行前說明會-交通資訊圖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地址：11494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 號 6 樓
《公車資訊》
【新湖三路口(台北花市)】63、204、518、552、小 2、藍 7、藍 26
《火車資訊》
松山車站(西出口)松山區公所前【松山車站(八德)】
轉乘 63、204、518、藍 7
《捷運資訊》
【板南線/市政府站】 2 號出口轉乘-552、小 2、藍 7、藍 26
【文湖線/港墘站】2 號出口轉乘-藍 7；1 號出口轉乘 - 藍 26
【松山新店線/松山站】松山區公所前松山車站(八德)轉乘-63、204、518、藍 7
《開車資訊》
※平面道路
1. 民權東路→民權大橋→右轉行愛路→右轉新湖三路→左轉民善街
2. 松山車站(八德路四段)→左轉成美橋→直行舊宗路一段→左轉新湖二
路→ 右轉民善街
※高速公路
國道一號內湖交流道→直行南京東路六段→右轉舊宗路一段→左轉新湖
二路→右轉民善街，續行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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