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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第 2屆環保青年領袖∣青年環境行動家工作坊簡章 

壹、 活動目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尋找 30 歲以下具備想法與行動力的優秀

環保青年，於西元 2020 年辦理首屆環保青年領袖甄選活動。經選拔

後最終共有 12 名青年脫穎而出，並參與環保署所辦理的一系列專

專業培訓作業，提升個人特質與能力。 

為持續發掘與培育更多優質的環保行動家，在第 2 屆環保青年

領袖選拔前，特規劃辦理「第 2 屆環保青年領袖-青年環境行動家工
作坊」，期望藉由環境夥伴的互動交流，引發與刺激青年對環境保護

更多的創新思維及倡議行動。並透過友善環境理念落實的環境行動

家經驗分享與參訪學習，讓更多正在萌芽的新世代青年，獲得學習、

成長與進步的機會。 

貳、 辧理單位 

一、 主辧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 承辦單位：環科工程顧問(股)公司、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參、 活動對象、名額及錄取方式 

我國籍 30 歲（含）以下，關心環境議題、希望學習如何實踐環

境行動、認識更多友善環境工作者之優質青年。本次工作坊共計招

收 30 名學員，預定保留 15 位學生名額，餘開放於機關、企業、民
間團體、社區等單位服務就業之青年。主辦單位將審核報名者資格

後篩選錄取，篩選原則包含單位、環境議題觀點、行動經歷、自我

期許等。 

肆、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活動日期：110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 

二、 上午課程教室：77 O.M.G. SPACE 活動空間 3F 會議室（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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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77 號 3F） 

三、 下午參訪學習：杯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大學週邊租借站） 

！請留意上、下午活動地點不同，建議多加利用大眾運輸抵達！ 

伍、 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l57Gmq），報名時間自即日起

至 10 月 30 日（六）中午 12 時截止，並於 11 月 2 日（二）通知錄

取結果。20 歲以下報名者，需填妥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件 1），並
於報名同時寄送至 lucyyou@estc.tw，未檢附資料者視同報名不成

功。 

陸、 活動費用 

免費參加，工作坊期間之課程、餐點、接駁及活動保險等費用
皆由環保署計畫經費支應，惟參加者至接駁上午活動地點之交通及

住宿費用請自理。 

柒、 注意事項 

一、 承辦單位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障報名者個人資料安
全責任，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並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實聯制措施指引」使用。 

二、 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全程拍攝活動紀錄影片及照片，並同意
主辦單位後續為教育推廣及行銷之目的，得將前述影（照）

片於世界各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及使用於報章

雜誌、網站、展間或任何形式媒體上。如有不同意者，請勿

參與本活動。 

三、 本活動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障參賽者個人資料安全

之責任，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四、 工作坊期間備有餐點，請於報名時註明飲食需求（葷食、素

食、食物過敏原等），並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 

五、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敬請配合下列事項： 

https://reurl.cc/l57Gmq
mailto:lucyyou@est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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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入口處請配合實名制規定配合留下聯絡方式，並由專

人量測體溫，若進入會場人員額溫≧37.5℃、呼吸道症 狀、

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腹瀉等疑似 COVID-19 症 狀、
類流感症狀，或最近 14 日曾接觸或疑似接觸確診 者，應

儘速安排就醫接受評估及處置，並禁止參加。 

(二) 承辦單位將設置酒精消毒用品及清潔防護用品供使用。 

(三) 參與會議期間請全程保持社交距離（室內保持 1.5 公尺、

室外保持 1 公尺之距離）並配戴口罩。 

(四) 活動場所禁止飲食，除補充水分及用餐時間外，應全程佩

戴口罩。 

六、 活動規劃如受疫情影響，主辦單位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

告之管制措施，保留調整課程舉辦方式及內容權限。 

捌、 活動聯絡資訊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02-2311-7722，郭怡欣小姐分機 2726、ihkuo@epa.gov.tw  

二、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75-3919，游秀萱小姐分機 293、林瑋倫先生分機 376，

諮詢信箱：lucyyou@estc.tw  

玖、 宣傳管道 

一、 官方資源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資訊系統

(https://eeis.epa.gov.tw/front/ ) 

(二) 環境友你友我臉書社團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EEtouching/ )  

(三) 第 2 屆環保青年領袖甄選活動宣傳網站

(https://www.youthleader.com.tw/ ) 

mailto:ihkuo@epa.gov.tw
mailto:lucyyou@estc.tw
https://eeis.epa.gov.tw/front/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EEtouching/
https://www.youthlead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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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美生態學校夥伴網站(https://ecocampus.epa.gov.tw/ ) 

二、 學術/民間資源 

(一)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二)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三)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四)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五) 社企流 

(六) 環境資訊中心 

壹拾、 課程規劃 

對現今環境議題、環境行動及問題解決策略有興趣、有想法的
30 歲以下青年為本次培訓主要對象。透過課程及實作體驗引發其對

環境議題之敏感度、使命感、期待拓展視野的年輕人們，得以號召

更多夥伴一起解決環境問題，發揮更大影響力。 

課程以「減廢」為主題，規劃 1 日的課程，結合三大面向學習

重點：「向同道夥伴學習-多元的創意」「向專家導師學習-行動的策

略」「向現場實務學習-市場的考驗」。藉由三個面向的培力，拓展青
年們對「減廢」相關環境行動的視野，涵蓋多元觀點、創意、策略

與社會市場需求，最後重新反思自我初衷與信念價值，為未來的環

境行動注入新的能量，培養具有潛力的環保青年。 

一、 課程目標 

(一) 青年同儕互相交流環境議題及觀點、行動想法與經驗。 

(二) 從專家分享中認識環境行動歷程，啟發內在行動力。 

(三) 觀摩體驗行動實務現場，探索與市場連結的營運方式。 

(四) 反思自我觀點，探索環境行動的更多可能性。 

https://ecocampus.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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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工作坊課程規劃三大面向 

二、 課程安排 

本工作坊課程內容主要為專題講座、甄選說明及參訪學習。

上午場次邀請第 1 屆環保青年領袖獎-林孟慧小姐分享實踐
的歷程，並說明第 2 屆環保青年領袖的甄選相關辦法。下午

則安排參訪課程主題相關之環保新創場域，讓參加的青年得

以看見、聽見與體驗，瞭解這些環保工作者前輩是如何一步
步實踐他們的友善環境理念，並在學習過程中認識更多同道

夥伴。 

表 1、工作坊議程 

時間 主題 講師團隊 議題與概念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主辦單位致詞 

09:40-10:00 
同道 

夥伴 

【暖身活動】 

行動賓果 
環境友善種子 

交流彼此環

境行動的經

驗與觀點 

10:00-11:30 
專家 

導師 

【專題講座】 

我們的環境行

動之路 

第 1 屆環保青

年領袖得獎者 

林孟慧小姐 

分享團隊夥

伴共同實踐

環境行動的

歷程 

11:30-12:00 
專家 

導師 

【甄選說明】 

喚起你的號召

力！ 

環科工程顧問

公司 

第 2 屆環保

青年領袖甄

選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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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講師團隊 議題與概念 

12:00-13:00 午餐、車程 

13:00-14:30 
現場 

實務 

【參訪學習】 

環境行動修煉

場 A 

杯特股份 

有限公司 

丁啟詔執行長 

體驗臺大及

公館週邊租

借 

14:30-16:30 
現場 

實務 

【參訪學習】 

環境行動修煉

場 B 

1.分享從社

團到公司的

營運歷程與

心得 

2.擬定營運

五大挑戰議

題，進行分

組討論 

16:30-17:30 
同道 

夥伴 

【反思活動】 

今天的一小

步，未來的一

大步 

友種團隊 

反思觀點，

探索行動的

下一步 

【暖身活動】行動賓果 

以賓果九宮格設計題目，讓學員在限定時間內互相訪談，並記
錄訪談得到的答案，交流彼此的環境行動經驗與觀點，連線兩條為

完成，最後進行分享，初步設計題目如下： 

1. 你從哪裡來？（單位、學校、居住地） 

2. 為什麼你會想來參加這次的工作坊？ 

3. 你最關心的環境問題是什麼？ 

4. 你認為做一件事情要成功的必要條件是什麼？ 

5. 你覺得什麼樣特質的人，會是一位好領袖？ 

6. 面對環境問題，最讓你沮喪的是什麼？ 

7. 為了解決環境問題，你曾做過哪些事情？ 

8. 聊一聊你在面對環境問題，行動過程中的成功或失敗

經驗，讓你學到什麼？ 

9. 面對環境問題，未來你想做些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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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我們的環境行動之路 

林孟慧 

行政院環保署第 1 屆環保青年領袖獎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國際學位學程博士生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第 3 屆） 

 

林孟慧在臺灣大學就學期間，邀集夥伴致力於氣候行動及環境

議題的公共參與，如：微笑河馬計畫號召學生落實循環經濟理念、

發動學生聯署臺大學生會成立永續部，來督促臺大校務基金採取責

任投資，促發高等教育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傳達從個人的生活習慣
做改變，將可以替環境友善前進一步，影響層面廣泛，獲得第 1 屆

環保青年領袖最高殊榮「環境領袖獎」。 

本次專題講座中，孟慧將分享自己在過去的行動經驗，包含運
用臺大永續部推廣校園減廢行動，如：微笑河馬計畫與綠餐盒推動

歷程，從開始、夥伴、挑戰、突破及未來面向進行簡報分享（預定

40 分鐘），接著由講師規劃 5 個與環境觀點或行動相關的問題，引
導學員進行討論並且發表；或由講師團隊擔任與談人，由參與學員

提出問題來進行互動對談。最後，規劃下午場次的觀摩體驗主題銜

接課程，由孟慧引述綠餐盒如何逐漸發酵為臺大杯特社、uCup。 

1. 開始：一開始怎麼注意到環境的問題，思考解決策略？

如何開始第一步？ 

2. 夥伴：過程中，是自己一個人還是有找夥伴一起合作？

怎麼找？如何合作？ 

3. 挑戰：嘗試過哪些策略？經歷了哪些挑戰？受到什麼

影響？  

4. 突破：在過程中突破了哪些事？分享成功或失敗的經

驗，藉此學習到什麼？ 

5. 未來：未來期待可以怎麼繼續前進？調整策略或尋求

資源？有什麼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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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學習】環境行動修煉場 

丁啟詔 

國立臺灣大學杯特社第一屆社長 

杯特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丁啟詔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系四年級，在學期間參與學

生自治，嘗試開始自臺灣大學學生會永續部發起專案。為了減少校

內一次性容器使用，參考孟慧「綠餐盒」、德國「Recup」和臺南「好
盒器」的經驗，2018 年在臺大校慶時推出「循環租借杯」服務。而

後，連結本身科系的環境專業技能與學生自治圈的資源，連結校內

資源與人脈，在 2019 年在校內創立「杯特社」，以社團的形式繼續
傳承並成立「uCup」平臺，創立推動環保杯租借的服務。2021 年 4

月正式設立「杯特股份有限公司」，以創業面對市場營運挑戰的道路。 

本課程將由丁啟詔執行長簡述 uCup 租借平台使用模式，學員
將分組至臺大及公館周邊 uCup 租借站（如圖 1）。透過實際購買及

借還環保杯的方式，觀摩體驗 uCup 租借平台與商家現場運作模式。 

接著，由丁啟詔執行長分享從臺灣大學學生會永續部延續綠餐
盒減廢精神，發起循環租借杯專案開始的起源與歷程，如集結不同

科系夥伴組成團隊，成立校內環保實作社團，並架設 uCup 循環租

借杯平台，擴大與校內外店家合作，研發與優化產品流程及使用介
面等。同時也會分享面對創業後的市場挑戰，包含資金、人力、通

路等營運經驗與甘苦談，及目前的營運狀況等。 

最後，透過分組營運議題討論，提供環保青年行動家們與杯特
新創環保團隊的對話機會，藉由理想與現實的激盪，產生創意行動

的火花，並進一步啟發這些對環境有理想的青未來實踐的行動力。

營運議題初步設定如下。 

1. uCup 在運作中，如何讓大家相信杯子是乾淨的？特別

是在疫情期間 

2. 如何讓環保議題吸引一般人(突破同溫層)，並且讓他們

來瞭解或是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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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讓店家方便，對於第一次使用的人介紹我們平台

呢？ 

4. 如何吸引路過飲料店的人流呢？ 

5. 平台模式如何吸引店家加入呢？ 

 

圖 1、uCup 合作店家據點 

【反思活動】今天的一小步，未來的一大步 

總結一日的課程，以國際反思引導牌卡，引導學員思考今天學

習到的三個面向，從引導「感受」到啟發「想法」，最後燃起「做法」，
循序漸進的從內而外點燃環保青年的行動力，最後並與其他環保青

年行動家分享，成為彼此未來潛在的資源網絡與戰友。 

1. 心觸動：從今天課程講師的分享與實作帶領中，回顧最

觸動自己內在感受的內容或對話。 

2. 新想法：在今天的課程中，吸收到新的觀點、想法、價

值等，分享最令自己印象深刻的部分。 

3. 新做法：在今天課程中，學習到有關環境問題（減廢）

新的做法或行動策略，可作為自己未來行動的新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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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交通資訊及位置圖 

77 O.M.G. SPACE 活動空間 3F 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

路 77 號 3F） 

！請留意上、下午活動地點不同，建議多加利用大眾運輸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