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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微革命-跨年任務 ACTION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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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統計去年的跨年夜光是清理一般垃圾就有 3.7 公噸、資源回收有 2.6

公噸，由此可瞭解跨年夜衍生的環境問題仍是需要大家去正視的公共議題。 

 

繼連續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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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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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垃圾減量與垃圾不落地。 

 

有鑑於此，今年我們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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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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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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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傑志工隊 

協辦單位：德明財經科大企管系學會 

          臺北市各高中職及全國各大專院校(陸續新增中) 

 

三、活動目標 

   1.招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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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透過快閃宣導活動與青年志工身體力行向民眾倡議「垃圾不落地」、

「環境永續從生活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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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環保心祝福」-現場透過志工拿出手機、相機進行影音紀錄，

上傳社群推廣發揮影響力。  

    →呼應 2021年揪團響應環保，共創綠色跨年願景 

(因應防疫措施故本次專案縮小規模調整進行服務，將要求全體志工配戴口罩參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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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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參與培訓，如有困難或問題請另洽本專案聯絡人)： 

     110/12/30(週四)志工培訓說明會 1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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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pLX4 

 

五、服務地點(請至少選擇一項活動參與) 

   §系列活動-1【水環境守護行動】服務地點： 

    【臺北】大佳河濱公園大直橋下集合 

    →近捷運大直站 1號出口，出站需步行 15-20分鐘要過大直橋到橋下方 

      (詳細集合資訊將發給報名服務的志工夥伴行前通知提醒) 

 

    §系列活動-2【跨年夜環保志工主軸活動】(12/31 週四)當日集合地點 

    【臺北】國父紀念館正門 廣場噴泉前空地迴廊集合 

    →近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4號出口(詳細集合資訊將於培訓時通知) 

 

六、服務時間(請至少選擇一項活動參與) 

§系列活動-1【水環境守護行動】 

    ●服務時間：110/12/26(日)13:00–16:00 

 

§系列活動-2【跨年夜環保志工主軸活動】 

●集合時間 110/12/31(五)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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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參與：110 年 12月 31日 18：00~111年 1月 1日 01：30 

第一梯：110 年 12月 31日 18：00~22：00 

第二梯：110 年 12月 31日 21：30~111年 1月 1日 01：30 

https://reurl.cc/2opL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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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內容 (本次共有兩場系列服務，請大家認領參與至少一場活動) 

 

 ●系列活動-1 (為 12/26環保服務系列子活動) 

   §水環境守護行動：邀請志工夥伴到大直橋下為臺北的基隆河進行水質

監測與淨溪服務，守護水環境生態。→以行動響應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第 14 項「保育及維護水環境」，呼

籲大眾共同用行動保護珍貴的水環境。 

   

 ●系列活動-2 (為 12/31 跨年夜環保志工主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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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志工向民眾宣導垃圾不落地，推廣環保源

頭減量從生活做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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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菸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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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運及環保心祝福之拍攝，深入人群

傳達環保源頭減量從生活做起及垃圾不落地的理念。 

    3.志工協助將環境清潔並將垃圾運送至指定地點集中放置，同時進行

宣導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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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 

6.主辦單位有權將本活動服務內容進行調整，請志工務必配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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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聯絡資訊 

    更多詳細招募資訊請洽聯絡人：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李明峯(小強) 創辦人 

       手機號碼：092808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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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報名方式：    

1.網路線上報名：歡迎個人、學校社團揪團報名： 

https://reurl.cc/ldmyD6 

    

    2.書面報名：填妥報名表回寄至聯絡人(如簡章附件一) 

      https://reurl.cc/OkdVjX 

 

http://ppt.cc/pKYl
http://ppt.cc/1dc4
https://reurl.cc/ldmyD6
https://reurl.cc/OkdV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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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微革命-跨年任務 ACTION 
2021-2022 環保宣導志工報名表 

 

姓名  手機  

信箱  學校系級/服務單位  

出生年月日

(保險用) 

 
身分證字號(保險用) 

 

LINE ID 
 志願服務紀錄冊字號 

(若尚未領取請填無) 

 

可培訓日期 

□110/12/30(四)志工培訓說明會 1830-2000 (地點：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其他時段(限團體報名，主辦單位將有專人直接至貴校或社團進行說明培訓) 

  時間：                  地點：                         

□培訓說明會皆無法出席，但我願意以行動支持參與跨年服務，尊重主辦單位安排 

  (工作人員將與您聯繫) 

報名 

梯次 

(可複選) 

□ 系列子活動-水環境守護行動(110年 12月 26日 13:00–16:00) 

□ 跨年服務兩梯都參加(110年 12月 31日 18：00~111年 1 月 1日 01：30) 

□ 第一梯(110年 12月 31日 18：000~22：00) 

□ 第二梯(110年 12月 31日 21：30~111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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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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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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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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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行前說明會-交通資訊圖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地址：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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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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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跨年服務-報到地點交通資訊圖 

 

 
●國父紀念館 

 

集合地點： 

館址：110054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 號 

交通資訊： 

公車：202、212、232、235、240、254、270、278、282、288、299、600(原忠

孝新幹線)、662、663、667、672、797、919、忠孝幹線(原 232 副線)、仁愛幹

線(原 263)、承德幹線(原 266)、台北-基隆、台北-桃園機場。 

捷運：藍線(原板南線)國父紀念館站 4 號出口。 

台北市無障礙乘車：相關資訊可洽詢台北市公共運輸處 

 http://www.pto.gov.taipei/np.asp?ctNode=34311&mp=117041 

 

 

 

附件三 

前屆資料/ http:/www.pto.gov.taipei/np.asp?ctNode=34311&mp=117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