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計畫執行期間：107 年 07 月 06 日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 

受託廠商：峰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辦理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0 日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1 

 

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意見 

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江育德 

委員 

1.報告格式請修正。目前報告呈現方式以

第四章為主，約占九成以上篇幅，且很大

一部分是簽到表、照片等適合以附件呈

現的資料，請再修正調整。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據委員意見將報告篇

幅及內容作調整。 

2.中、英文摘要中，部分內容語意不清或

文法有誤，請再做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英文摘要內容再次檢

閱及調整。 

3.民眾意見回饋及後續可檢討或改進的

地方，應詳加整理，以提供後續辦理類似

活動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 2.6 建議事項 中第 4

項、第 9 項 中加入民眾回饋及後續檢討。 

4.請補充說明本計劃行銷作法及媒宣經

費運用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第四章 主要工作內

容 4.6 媒體 中加入經費運用情形。 

駱尚廉 

委員 

1.中、英文關鍵詞都太長了，超出關鍵詞

之定義，請修正(例如改為：低碳城市、

碳排放、綠色意識)。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關鍵字縮短，見報告

計畫期末報告基本資料表。 

2.簡要學經歷太簡略，請註明科系及經

驗。 

感謝委員意見，已加強說明參與人員經

歷，見報告計畫期末報告基本資料表。 

3.中文、英文摘要，請就工作成果(不是

數量而已)及心得，加以補充。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工作成果及建議補充

於 2.1 摘要中。 

4.報告各章之安排，請與環保局人員再確

認，目前第一章僅三行，第二章為計畫成

果摘要，第三章雖為報告本文，但不到一

頁，第四章又以表格為主體，內文很少。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據委員意見將報告篇

幅及內容作調整。 

5.缺參考文獻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參考文獻資料於

6.11 參考文獻 中。 

羅文林 

委員 

1.廠商工項檢核表內容及進度原則符合

工作規範及合約需求。 
感謝委員意見。 

2.工作內容附上太多新聞稿、主持人稿，

甚有簽到資料建議可採附件方式呈現，

突顯工作成果。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報告內容調整，將部

分工作成果放置於附錄 6.4 主持人稿、6.8

媒體露出。 

3.本案具體成果可思考以數字指標方式

呈現。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具體成果以數字指標

方式呈現，如報告 2.4 結果。 

4.廠商執行本案活動計畫，是否有檢討精

進事項做為往後年度執行建議？請補充

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 2.6 建議事項 中如

第 1、5、12、13 項中 加入往後年度執行

建議。 

5.每場活動辦理後，有進行滿意度調查，

問卷內容稍嫌簡單，建議可加強環保意

識的宣導成果；另既本案為環保觀念推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建議事項中加入問卷

調查建議及綠集點推廣，為往後年度作執

行建議，見報告 2.6 建議事項 中第 1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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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廣，建議也可以網路方式辦調查，順便推

廣環保綠集點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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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計畫期末報告基本資料表 

甲、委託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乙、執行廠商 峰辰股份有限公司 

丙、年  度 107 年度 契約編號 107070886 

丁、全程期間 ˍ107ˍ年ˍ7ˍ月～ˍ107ˍ年ˍ10ˍ月 

戊、本期期間 ˍ107ˍ年ˍ9ˍ月～ˍ107ˍ年ˍ10ˍ月 

己、本期經費 新台幣 5,100,000 元 

資本支出 經常支出 

土地建築 0 千元 人事費 751 千元 

儀器設備 0 千元 活 動 1756 千元 

其  他ˍˍˍˍˍ千元 宣導品 317 千元 

 宣 傳 1217 千元 

 網 路 635 千元 

 其 他 423 千元 

庚、摘要關鍵詞 

綠色運具、悠遊桃園、環教 

green gear、leisure tour Taoyuan、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參與計畫人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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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 

人員姓名 
工作要項 簡要學/經歷 

參與 

時間 

聯絡電話/ 

e-mail 

廖敏淳 計畫主持人 

【學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與經營學系

碩士班 

【活動經歷】 

• 石門水庫低碳運動觀光遊程規劃與執行計畫 

• 2018 新北市樹林紅麴文化節 

• 2017 新北市蘆洲神將文化季 

• 2017 桃園彩色海芋季活動計畫採購案 

• 105 年桃園市平鎮區第二屆花彩節 

• 桃園市 105 年元旦升旗典禮暨義民健行活動 

• 104 年桃園市平鎮區花彩節 

• 舒適牌刮鬍刀校園講座 

• 第四屆愛買盃投籃機大賽 

• 靠得住樣女生身體自主健康校園講座 

• 台灣百事樂事王建民運動促銷案 

• 新光人壽校園及宣傳活動 

4 個月 

(02)22807788/ 

tony@tvman.c

om.tw 

何慧紋 計畫經理 

【學歷】 

醒吾科技大學 銀行保險學系 

【活動經歷】 

• 石門水庫低碳運動觀光遊程規劃與執行計畫 

• 2018 新北市樹林紅麴文化節活動 

• 2017 新北市蘆洲神將文化祭 

• 2017 桃園彩色海芋季活動委託專業服務 

• 105 年桃園市平鎮區第二屆花彩節 

• 桃園市 105 年元旦升旗典禮暨義民健行活動 

• 104 年桃園市平鎮區花彩節 

• 舒適牌刮鬍刀校園講座 

• 第四屆愛買盃投籃機大賽 

• 靠得住樣女生身體自主健康校園講座 

• 台灣百事樂事王建民運動促銷案 

• 新光人壽校園及宣傳活動 

4 個月 

(02)22807788/ 

rita@tvman.co

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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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 

人員姓名 
工作要項 簡要學/經歷 

參與 

時間 

聯絡電話/ 

e-mail 

謝曜亘 計畫工程師 

【學歷】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活動經歷】 

• 2018 新北市樹林紅麴文化節活動 

• 2017 新北市蘆洲神將文化祭 

• 2017 桃園彩色海芋季活動委託專業服務 

• 105 年桃園市平鎮區第二屆花彩節 

• 桃園市 105 年元旦升旗典禮暨義民健行活動 

• 104 年桃園市平鎮區花彩節 

• 舒適牌刮鬍刀校園講座 

4 個月 

(02)22807788/ 

zero@tvman.c

om.tw 

周珮瑜 計畫工程師 

【學歷】 

龍華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 

【活動經歷】 

• 2018 新北市樹林紅麴文化節活動 

• 2017 新北市蘆洲神將文化祭 

• 2017 桃園彩色海芋季活動委託專業服務 

• 105 年桃園市平鎮區第二屆花彩節 

• 104 年桃園市平鎮區花彩節 

• 舒適牌刮鬍刀校園講座 

4 個月 

(02)22807788/ 

linda@tvman.

com.tw 

謝文宜 計畫工程師 

【學歷】 

銘傳大學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活動經歷】 

• 2018 新北市樹林紅麴文化節活動 

• 2017 新北市蘆洲神將文化祭 

• 2017 桃園彩色海芋季活動委託專業服務 

• 105 年桃園市平鎮區第二屆花彩節 

• 104 年桃園市平鎮區花彩節 

4 個月 

(02)22807788/

siejenny@tvm

an.com.tw 

陳韋維 計畫工程師 

【學歷】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活動經歷】 

• 石門水庫低碳運動觀光遊程規劃與執行計畫 

• 2018 新北市樹林紅麴文化節活動 

• 2017 新北市蘆洲神將文化祭 

• 2017 桃園彩色海芋季活動委託專業服務 

• 105 年桃園市平鎮區第二屆花彩節 

4 個月 

(02)22807788/

vivi@tvman.c

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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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計畫名稱： 

桃 園 市 107 年 度 綠 色 生 活 悠 遊 節 行 銷 宣 傳 計 畫  

二 、 英 文 計 畫 名 稱 ：  

Taoyuan City 2018 Green Life Leisure Festival Marketing Promotion 

Plan 

三 、 契 約 編 號 ：  

107070886 

四 、 執 行 廠 商 ：  

峰 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五 、 計 畫 主 持 人 ：  

廖 敏 淳  

六 、 執 行 開 始 時 間 ：  

107/07/06 

七 、 執 行 結 束 時 間 ：  

107/10/31 

八 、 報 告 完 成 日 期 ：  

107/12/17 

九 、 報 告 總 頁 數 ：  

355 

十 、 使 用 語 文 ：  

中 文 ， 英 文  

十 一 、 報 告 電 子 檔 名 稱 ：  

10707088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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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報 告 電 子 檔 格 式 ：  

WORD 5.0 

十 三 、 中 文 摘 要 關 鍵 詞 ：  

綠 色 運 具 ， 悠 遊 桃 園 ， 環 教 ， 綠 遊 經 ， 低 碳  

十 四 、 英 文 摘 要 關 鍵 詞 ：

green gear,  le isure tour Taoyu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Green 

Tour Classic, low carbon  

十 五 、 中 文 摘 要 （ 約 三 百 至 五 百 字 ）  

在 台 灣 狹 小 的 土 地 上 ， 居 民 的 移 動 、 物 資 的 運 輸 、 觀 光 的 轉

運 ， 仰 賴 大 量 交 通 工 具 以 及 密 集 的 交 通 網 。 便 利 的 交 通 拉 近 人

們 距 離 ， 但 也 因 此 造 成 環 境 破 壞 ， 隨 著 汙 染 加 劇 ， 更 擴 大 對 居

民 的 健 康 及 生 活 環 境 。 因 此 桃 園 積 極 發 展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 涵 蓋

低 碳 生 活 、 低 碳 建 築 、 低 碳 產 業 、 低 碳 交 通 、 綠 能 城 市 五 大 主

軸 ， 全 方 位 打 造 適 宜 居 住 的 生 活 環 境 。 本 計 畫 舉 辦 1 場 記 者 會

3 場 系 列 活 動 ， 鼓 勵 民 眾 藉 由 參 與 活 動 ， 完 成 闖 關 體 驗 減 碳 。

期 望 民 眾 力 行 減 塑 行 動 ， 讓 減 碳 、 減 塑 的 生 活 能 在 每 個 社 會 角

落 蔓 延 開 來 。 活 動 參 與 人 數 6 ,800 人 ， 同 時 整 合 桃 園 市 轄 內 環

教 推 廣 、 美 食 、 文 化 、 公 園 、 悠 遊 生 活 、 市 集 、 吉 祥 物 等 ， 且

結 合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及 綠 色 運 具 ， 進 行 推 廣 及 宣 傳 ， 創 造 桃 園 綠

色 生 活 話 題 風 潮 ， 透 過 活 動 將 綠 色 意 識 傳 達 給 一 般 民 眾 。  

十 六 、 英 文 摘 要 ：  

On the small land of Taiwan, the movement of residents, the 

transportation of material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of sightseeing rely on a 

large number of vehicles and dense transpo rtation network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has brought people closer, but it has also caused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pollution has intensified, it has further 

affected the health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f resident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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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 actively develops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covering the five 

major axes, including low-carbon life, low-carbon buildings, low-carbon 

industries,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and green energy cities, and creates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living in every aspect. This projec t organizes a 

press conference and 3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complete the challenges and experience how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participating the activities. We hope that the people will 

implement the action of reducing plast icity so that the life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lastic reduction can spread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A 

total of 6,80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which integrates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in Taoyuan City, food, 

culture, parks, leisure life, markets, mascots, etc., and combines with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green vehicles to promote and publicize. 

It creates the trendy topics of Taoyuan green life and conveys green 

awareness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the acti v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o carry out relevant publicity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and organize 

activities that promote green transportation in Taoyuan’ 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such as green triathlon. Through holding the activities 

year by year, the Green Life Leisure Festival will be the annual key 

activity of T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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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報告大綱 

 

本報告內容以「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導計畫」執行內容為

主軸，講述全球碳排放量不斷增加，全球暖化日趨嚴重，各縣市紛紛推出減緩政

策，強化公民參與率及環境教育宣導。桃園市政府朝著低碳綠色城市，低碳生

活、低碳建築、低碳產業、低碳交通、綠能城市五大主軸前行，打造全方面舒適

的居住環境。 

本次計畫辦理 3 場宣導活動，以旅遊為主題，鼓勵綠能運具旅行，並橫跨桃

園區、中壢區、平鎮區、龍潭區、大溪區舉辦，設計寓教於樂活動，結合在地環

境教育場域及公園，號召民眾走進大自然，喚起民眾環保實踐心。 

本次活動共有 6,800 人參加，實際深入了解約有 6,479 人，期望透過今年綠色

生活悠遊節活動力行減塑行動，讓減碳、減塑的生活能在每個社會角落蔓延開

來。明年可將環教、繪本、導覽、APP、生態進行結合，民眾可更有系統的認識

桃園環保。並可持續與綠色運具車商聯繫，增加未來共同宣導機會，更能為民眾

多元展示綠色載具。 

建議未來可持續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於桃園環境教育場域舉辦如綠色三鐵等

推廣綠色運具活動，透過逐年舉辦，將綠色生活悠遊節打造成桃園年度重點活

動。 

 

第二章 計畫成果摘要 

 

2.1摘要 

在台灣狹小的土地上，居民的移動、物資的運輸、觀光的轉運，仰賴大量交

通工具以及密集的交通網。便利的交通拉近人們距離，但也因此造成環境破壞，

隨著汙染加劇，更擴大對居民的健康及生活環境。因此桃園積極發展低碳綠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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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涵蓋低碳生活、低碳建築、低碳產業、低碳交通、綠能城市五大主軸，全方

位打造適宜居住的生活環境。本計畫舉辦 1 場記者會 3 場系列活動，鼓勵民眾藉

由參與活動，完成闖關體驗減碳。期望民眾力行減塑行動，讓減碳、減塑的生活

能在每個社會角落蔓延開來。本次活動共 6,800 人參加，整合桃園市轄內環教推

廣、美食、文化、公園、悠遊生活、市集、吉祥物等，且結合大眾運輸系統及綠

色運具，進行推廣及宣傳，創造桃園綠色生活話題風潮，透過活動將綠色意識傳

達給一般民眾。建議未來可持續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於桃園環境教育場域舉辦如

綠色三鐵等推廣綠色運具活動，透過逐年舉辦，將綠色生活悠遊節打造成桃園年

度重點活動。 

 

On the small land of Taiwan, the movement of residents, the transportation of material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of sightseeing rely on a large number of vehicles and dense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has brought people closer, but it has also 

caused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pollution has intensified, it has further affected the health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f residents. Therefore, Taoyuan actively develops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covering the five major axes, including low-carbon life, low-carbon buildings, low-

carbon industries,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and green energy cities, and creates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living in every aspect. This project organizes a press conference and 3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complete the challenges and experience how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participating the activities. We hope that the people will implement 

the action of reducing plasticity so that the life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lastic reduction can 

spread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A total of 6,80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which 

integrates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in Taoyuan City, food, culture, 

parks, leisure life, markets, mascots, etc., and combines with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green vehicles to promote and publicize. It creates the trendy topics of Taoyuan green life 

and conveys green awareness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the activ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o carry out relevant publicity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and organize activities that promote green 

transportation in Taoyuan’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s, such as green triathl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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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 the activities year by year, the Green Life Leisure Festival will be the annual key 

activity of Taoyuan. 

 

2.2前言 

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全球溫度持續攀升，海嘯、沙塵暴、乾旱等各式天

災，提醒人們已經在無形中破壞了地球的環境。為因應全球暖化，2016 年 171 國

的領袖代表簽訂巴黎氣候協定，台灣也提出對策，主要為大眾運輸及電動機車普

及、透過造林推動沼氣利用、擴大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範圍等目標。桃園市政府

105 年通過「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朝著低碳綠色城市，低碳生

活、低碳建築、低碳產業、低碳交通、綠能城市五大主軸前行，打造全方面舒適

的居住環境。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則針對不同面向，提出下列幾個改善目標： 

一、 空氣清新健康生活 

二、 節能減碳環保永續 

三、 全面整治南崁溪、老街溪，潔淨桃園主要河川 

四、 廢棄物管理、減輕負荷、資源永續、綠色地球 

五、 環境衛生 

六、 守護民眾安全用水 

七、 整合全市資源，推動筷塑源頭減量，再生物品資源回收，落實環境永續概念 

本次活動將依據上述為目標，透過舉辦 3 場宣導活動，推動全民做環保活

動，藉由多元化的環境學習及體驗活動，提升民眾參與環境教育活動意願，自然

而然接觸環境保護議題。 

 

Global warm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global temperature continues to 

rise. Various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tsunamis, sandstorms and droughts remind people that 

they have invisibly destroye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earth. In response to global warm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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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the leaders of 171 countries signed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aiwan also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which mainly a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electric 

motorcycles, promoting the use of biogas through afforestation, and expanding the 

examination scop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2016,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passed 

the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Low-carbon Green City Development in Taoyuan City” 

to move towards the five major axes, i.e. low-carbon life, low-carbon buildings, low-carbon 

industries,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and green energy cities and create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living in every aspect.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improvement objectives for different aspects: 

A. Fresh air and healthy life 

B.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 Comprehensively dredge Nankan River, Laojie River, clean the main rivers in Taoyuan 

D. Waste management, load mitigation,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green earth 

E. Environmental hygiene 

F. Protect people’s water 

G.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the city, promote the quick reduction of the sources of 

chopsticks and plastics, recycle the resources of recycled materials, and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Based on the above objectives, the event will encourage all people to d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ree publicity activities. Through diversified environmental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people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spontaneously they will be expos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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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執行方法 

1. 整合桃園市轄內各項環教進行推廣，如邀請環教繪本說演人員講解環教

繪本，吸引年齡較小的孩童認識環保；結合環教志工進行環境導覽，帶

領民眾認識桃園生態。 

2. 結合大眾運輸系統及綠色運具進行環保宣導及行銷，如透過官網、FB

公告大眾運輸交通路線，鼓勵民眾使用綠色運具，參加活動；邀請捷順

電動巴士擔任接駁車，民眾可實際體驗電動巴士；邀請各大綠色載具商

家設攤，鼓勵民眾免費試乘，倡導綠色運具的重要。 

3. 辦理一場開跑記者會，及三大主題宣導活動，規劃「山野大冒險」、

「樂活節能屋」、「綠野碳蹤」、「綠市集」、「低碳音樂會」等活

動，吸引民眾前來參加。 

4. 三場系列活動皆結合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吉祥物參與，透過

其知名度進行宣傳，以達落實環境教育工作。 

5. 三場系列活動約邀請 73 家在地、美食或綠色商家進行宣傳。透過商家

設攤，民眾可實際購買綠色、低碳商品，並養成綠色購買習慣。 

6. 於不同媒體進行活動行銷，如結合 9 月份旅遊雜誌，行遍天下作專題報

導；建立與經營粉絲專頁，並邀請 3 位直播主位活動進行宣傳；製作 2

支宣導影片，並於桃園捷運月台及 YouTube 廣告進行播放；於 Google

聯播網、平面報紙、廣播等媒體刊登廣告。 

 

1. Integrate the variou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aoyuan 

City and promotion, such as inviting the lecturer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icture books to explain the picture books to attract younger children to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ducting environmental tours in conjunc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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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olunteers to lead the public to know the ecology of 

Taoyuan. 

2. Integrat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green vehicl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official website and 

Facebook to announce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route,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green 

vehicles and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invite J.S electric bus to serve as a shuttle bus 

to let the people actually experience electric buses; invite all major green vehicle 

manufacturers to set up booths, encourage people to try free trial rides, and 

advocate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vehicles. 

3. Hold a commencement press conference and three major themed activities, 

organize activities such as “Mountain Adventures”, “Lohas Energy-Saving 

House”, “Searching for Carbon in the Green Field”, “Green Market” and 

“Low Carbon Concert” to attract people to attend. 

4. All three series of activities were combine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asco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rough its popularity. 

5. 73 local, food and green manufacturers were invited to the three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do propaganda.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booths, people can actually buy 

green, low-carbon goods and develop green purchase habits. 

6. Conduct activity marketing in different media, such as combining the Travelcom 

Magazine to do special reports in the September issue; establish and operate fan 

pages, and invite 3 live broadcasters to promote the activities; produce 2 

promotional videos, and play them on the platform of Taoyuan MRT and YouTube 

ads; advertisements are placed on media such as Google Network, print newspapers, 

and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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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結果 

1. 第一場系列活動當天約觸及 1,700 名民眾，實際使用賓果卡深入進行闖

關有 1,588 名。第二場系列活動當天約觸及 1,400 名民眾，實際使用賓

果卡深入進行闖關有 1,268 名。第三場系列活動當天約觸及 3,700 名民

眾，實際使用賓果卡深入進行闖關有 3,623 名。本次活動共觸及 6,800

名民眾，實際闖關深入了解活動約有 6,479 人。 

2.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第一場系列活動約有 3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

運具前往會場，當天約減少 22.68 kg 碳排放量；第二場系列活動約有 5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運具前往會場，當天約減少 20.71 kg 碳排放

量；第二場系列活動約有 2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運具前往會場，

當天約減少 8.83 kg 碳排放量。(參考《為什麼非要減碳不可 給台灣的

退燒藥》中碳排放量對照表。) 

3. 粉絲專頁截至 10 月 25 日追蹤人數達 815 人。三場系列活動分別邀請直

播主進行現場直播，3,903 人，達到實質宣傳效果。 

4. 2 支宣導影片，於 107 年 9 月 22 日到 107 年 10 月 21 日桃園捷運月台播

放，第一支播出 7,344 檔，第二支播出 1,296 檔，共於桃園捷運月台播

出 8,640 檔次，達到活動宣傳效果。 

5. 2 支宣導影片於 YouTube 廣告進行刊登，第一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40,928，共達到 25,638 的觀看人次；第二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37,220，共

達到 22,368 的觀看人次。共有 48,006 人次透過 YouTube 觀看到宣導影

片，達到宣傳活動效果。 

6. 於 Google 聯播網刊登廣告，曝光次數達 1,312,469，點擊次數達 4,819 人

次，民眾於瀏覽網頁時獲得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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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 the day of the first series of activities, about 1,700 people were involved. There 

were 1,588 people who actually used the bingo card to defeat the challenges. On 

the day of the second series of activities, about 1,400 people were involved, and 

1,268 people actually used the bingo card to defeat the challenges. On the day of 

the third series of activities, about 3,700 people were involved, and 3,623 people 

actually used the bingo card to defeat the challenges. A total of 6,800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the event, and 6,479 people actually participated in defeating the 

challenges to understand the event in depth. 

2.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bout 30% of the people used mass transportation or green 

vehicles to go to the venue in the first series of activities, which reduced the carbon 

emissions by 22.68 kg on the day. About 50% of the people used mass 

transportation or green vehicles to go to the venue in the second series of activities, 

which reduced the carbon emissions by 20.71 kg on the day. About 20% of the 

people used mass transportation or green vehicles to go to the venue in the third 

series of activities, which reduced the carbon emissions by 8.83 kg on the day. 

(Reference: the carbon emission comparison table in “Why must you reduce 

carbon? The antipyretics for Taiwan”) 

3. As of October 25, the number of followers on the fan page reached 815. Besides, 

live broadcasters were invited to do live broadcasting in the three series of activities, 

which had 3,903 views and achieved the effect of the propaganda. 

4. Two propaganda videos were played on the Taoyuan MRT platform from 

September 22, 2018 to October 21, 2018. The first video was played for 7,344 

times and the second video, 1,296 times. A total of 8,640 times of the videos were 

played on the platform of Taoyuan MRT, which achieved the effect of the 

propaganda. 

5. Two promotional videos were published on YouTube advertisements. The first 

video had a total exposure of 40,928 and reached 25,638 views; the second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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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a total exposure of 37,220 and reached 22,368 views. A total of 48,006 people 

watched the promotion videos on YouTube, which achieved the effect of the 

promotion. 

6. The advertisements were published on Google Network. The number of exposures 

reached 1,312,469. The number of clicks reached 4,819. People got the a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browsing the webpage. 

 

2.5結論 

根據上述所述，經由本計畫之執行，活動參與人數 6,800 人，同時整合桃園

市轄內環教推廣、美食、文化、公園、悠遊生活、市集、吉祥物等，且結合大眾

運輸系統及綠色運具，進行推廣及宣傳，創造桃園綠色生活話題風潮，透過活動

將綠色意識傳達給一般民眾，並將本計畫打造成年度重點活動。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is event is 6,800. The project also integrates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aoyuan City, food, culture, parks, leisure life, markets, mascots, etc. and 

combines with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green vehicles, to promote and publicize. 

It creates the trendy topics of Taoyuan green life, conveys green awareness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the activities and makes this project as an annual key activity.  

 

2.6建議事項 

1. 明年可推動綠色三鐵，結合淨山親水，在都市中騎乘電動機車，換乘

Ubike 旅遊，再到登山步道漫遊，讓桃園成為低碳綠能的示範城市。 

2. 與環境教育志工合作，進行虛實導覽，透過 APP 引人入勝，藉由導覽人

員深入淺出講解，並不限定點實景講解，更加認識桃園生態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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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場系列活動攀樹活動反應熱烈，建議未來可安排攀樹相關課程，每

梯次少量，舉辦多梯次，讓更多民眾透過攀樹的趣味，學習如何護樹。 

4. 民眾建議明年可於 DM 加入會場路線圖及場地配置圖，增加民眾收到

DM 後的參與率，同時也讓闖關更加順暢。 

5. 建議未來邀請更多綠色運具商家，可更多元為民眾展示綠色載具概念，

同時與商家合作及聯繫，增加未來合作機會。 

6. 樂活節能屋今年獲得不少民眾關注，建議未來可持續與節能屋廠商合

作，延續或增加節能屋功能，讓節能屋常駐桃園，成為桃園綠色家園示

範點，讓更多桃園市民認識綠能建材及太陽能，為綠色城市開啟第一

步。 

7. 石門水庫本身具有豐富地理及生態，同時也是重點生態保育、水資源及

空氣品管地點，且場域寬廣，建議未來可與石門水庫環教中心持續合

作，導覽石門水庫其他地點，讓更多市民認識石門水庫的同時，也學

習、生態、水源相關知識。 

8. 未來如有需要接駁車相關活動，建議可與捷順或桃客再次合作，除了可

以減少碳排放量，還能擴充桃園電動巴士版圖，實踐由小至大綠色載

具，實現綠色城市。 

9. 未來如在較偏遠地點舉辦活動，建議可將活動時間調整為 11:00-16:00，

提升長官及媒體到場率，也能增加人潮。另外民眾反應需於多處設點，

擺放箱水供民眾飲用，並鼓勵民眾攜帶環保杯，減少一次性餐具使用。 

10. 建議未來如於新勢公園舉辦活動，可與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合作，藉由

實地敘說老街溪歷史、人文，結合繪本演說，並加入淨水系統解說，更

能完整導覽，深入老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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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來可持續於雜誌媒體露出，讓綠色生活悠遊節成為年度重點活動，另

可增加戶外廣告、捷運燈箱廣告…等大型廣告刊登，並持續於學校發放

DM，以多方面觸及民眾，提升參與活動率，達到宣導環保效益。 

12. 本次每場活動皆有進行滿意度調查，但問卷內容稍嫌簡單，建議往後年

度可加強環保意識的宣導成果，同時也能於網路進行問卷調查，以便未

來作為分析檢討之用。 

13. 環保署推行的「環保綠集點」制度，與本計畫宣導概念相符，建議未來

可推廣綠集點，期望民眾養成環保選購的習慣，讓綠色消費成為生活的

一部分。同時也間接鼓勵企業投入環保商品開發，帶動生產源頭降低碳

排放，進而緩和溫室效應。 

14. 建議明年可針對不同類型綠色運具舉辦 3 場活動，如人力運具、電力運

具及大眾運具三種主題，人力運具可將 Ubike、單車…等運具結合，舉

辦親子運動競賽，亦可結合周邊景點辦理親子小旅行。電力運具可與電

動機車、電動汽車、智慧平衡車…等電力運具車商合作，結合音樂會，

利用歌手知名度，吸引民眾前來體驗綠色運具。大眾運具可於高鐵、台

鐵、公車、捷運…等大眾運輸匯集點舉辦綠色三鐵，並搭配環保綠集

點，鼓勵民眾一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Next year, we can promote the green triathlon which combines the clean mountains 

and water. In the city, we can ride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transfer to the Ubike 

tour, and then walk on the hiking trails to make Taoyuan a demonstration city of 

low-carbon green energy. 

2. We can cooperate wit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olunteers to conduct virtual and 

real guides and use APP to attract people. Through the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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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which is not limited to the real scene explanations of some certain points, 

people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aoyuan,   

3. In the first series of activities, the tree climbing activity was very popula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ree climbing courses be arranged in the future. There should be 

a small amount of people in each course and we should organize more courses to 

let more people learn how to protect trees through the fun of climbing trees. 

4. The public suggested that the venue road map and the layout map can be added to 

the DM next year to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people after they receive 

the DM,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the games of defeating the challenges more 

smooth. 

5.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ore green vehicle manufacturers be invited in the future to 

show the concept of green vehicles for the public in a more diversified way,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cooperate and contact with manufacturers t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6. Lohas Energy-Saving House has received a lot of public attention this year.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e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energy-saving house 

manufacturers in the future to continue or increase the function of energy-saving 

houses, so that those houses will be stationed in Taoyuan and become green home 

demonstration sites in Taoyuan and that Taoyuan citizens can understand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solar energy, which will open the first step for becoming a 

green city. 

7. Shimen Reservoir itself is rich in geography and ecology. It is also a key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and air quality control site, and has a wide fiel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e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the Shimen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 to guide other locations in Shimen Reservoir to let 

more citizens know about Shimen Reservoir as well as learn related knowledge 

about ecology and water. 



第二章 計畫成果摘要 

26 

 

8. If there are activities that require shuttle buses in the fu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can cooperate with Ropo Bus or Taoyuan Bus again. In addition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we can also expand the Taoyuan electric bus layout and achieve a green 

city by implementing green vehicles from small to big ones. 

9. If the event is held in a more remote loc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event time be adjusted to 11:00-16:00 to increase the attendance rate of the 

officers and the media, and also increase the crowd. In addition, the public suggested 

that water bottles be put at more locations for the public to drink,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carry environment-friendly cups and reduce the use of disposable 

tableware. 

10.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the future, if we hold the activities in Xinshi Park, we can 

cooperate with the Laojie River Education Center. By telling the history and 

humanities of Laojie Rive in the field, combined with the picture book speech, and 

ad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ter purification system, it is possible to fully guide 

and understand Laojie River in depth. 

11. In the future, the Green Life Leisure Festival can continue to be exposed on the 

magazines and in media, so that it will become a key annual activity. Besides, large-

scale advertisements such as outdoor advertisements and MRT light box 

advertisements can be increased and DMs can be 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in schools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public in many aspects to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achieve the benefits of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2.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each of the activity. However,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a bit simpl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an be enhance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t the same time, 

the questionnaires can also be conducted online for the ease of future analysis. 

13. The concep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een Points Collection”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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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the project’s propaganda. It is suggested that green points collection 

can be promoted in the future in the hope that the public will develop the habit of 

purchasing green products and make green consumption a part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directly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ommodities and drives production source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which thereby mitigates the greenhouse effect. 

14.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ree events be hel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green vehicles 

next year, such as manpower vehicle, electric vehicles and mass transportation three 

topics. Manpower vehicles can be combined with vehicles such as Ubike and 

bicycles to organize parent-child sports competitions. We can also organize a small 

family trip with the surrounding attrac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we can cooperate 

with electric vehicle manufacturers such as electric motorcycles, electric cars, and 

smart balance vehicles, and combine with concerts, using the popularity of singers 

to attract people to experience green vehicles. For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green 

triathlon can be held at the collection points of high-speed railway, Taiwan Railway, 

bus, and MRT, and it can go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een points 

collection to encourage people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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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報告本文 

 

3.1計畫緣起 

隨著工業發展，大量使用石化燃料與砍伐森林，造成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快

速上升，使得太陽的熱能入多於出，造成溫室效應，引發全球氣溫上升，極區冰

山融解，海平面上升，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溫度持續攀升，海嘯、沙塵暴、

乾旱等各式天災，提醒人們已經在無形中破壞了地球的環境。 

面對全球暖化，2016 年 171 國的領袖代表，簽訂 2015 年底於法國通過的「巴

黎氣候協定」，期望將全球溫度上升控制在較工業革命前水平，遠低於攝氏 2 度

以下，並致力追求不超過攝氏 1.5 度。這個目標是艱鉅的任務，各國必須立即大

幅減少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暖化氣體排放量，將對經濟有重大影響。 

巴黎氣候協定生效，台灣也不能自外於減排之列，行政院要求各部門提出溫

室氣體減量對策，主要解方為大眾運輸及電動機車普及、透過造林推動沼氣利

用、擴大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範圍等減碳目標，更提出 2050 年溫室氣體減少到

2005 年一半。環保署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相關規範，訂定每五年一期

的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與減量推動方案，要求各部會真對能源、製造、運輸、

住商及農業等，提出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桃園市政府因應氣候變遷，於 105 年通過「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

例」，以朝著低碳綠色城市，低碳生活、低碳建築、低碳產業、低碳交通、綠能

城市五大主軸前行，打造全方面舒適的居住環境。 

一、 低碳環境教育及生活 

桃園市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等，應辦理低碳環境教育之規劃、宣導、

推動、輔導、獎勵及評鑑等相關事項，低碳環境教育內容應包含食、衣、住、

行、育、樂等面向。 

二、 低碳環境教育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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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應以低碳城市之理念，妥適規劃土地使用、公共

設施及交通運輸計畫，增設公園綠地，減少非必要之交通旅次，並規劃自行車道

及人行步道系統。 

三、 低碳產業 

為鼓勵節能減碳，購買或租用低污染車輛、充（換）電設施之建置及維修、

報廢汰換老舊高污染車輛、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使用低碳燃料或其他節能減碳措

施，予以獎勵或補助。 

四、 低污染交通 

應向學生宣導優先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低污染車輛，並應優先規劃交通接駁

公車、低污染車輛之獎勵措施、低污染車輛專用停車空間及充（換）電環境、汽

車客運業新闢營運路線，得優先核交使用低污染車輛之業者經營。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則依據上述條例，針對不同面向，提出下列幾個改善目

標，期望透過政府及民眾共同努力，打造綠色城市。 

一、 空氣清新健康生活 

藉由固定、移動及逸散性污染源管制工作，維護改善本市空氣品質，並評估

桃園市自然成長增量、減量空間、環境負荷變化，藉由各項管制，加強空氣污染

民眾陳情熱點區域之監測與稽查管制作業，以達空氣污染物減量。 

二、 節能減碳環保永續 

推動全民二氣化碳減量行動，透過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管道，結合政府機

關、社區學校、民間團體，培育在地減碳種子人員，以達落實地方減碳量成效。

並訂定減碳政策白皮書，透過整合推動平台與參與機制，協助輔導產業、學校、

運輸、住商等部門，執行具體減碳，進行減碳成效之分析，以減碳績效卓著單位

為推廣示範點。另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交通工具，汰換高污染二行程機車，以減

少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的排放。 

三、 全面整治南崁溪、老街溪，潔淨桃園主要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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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事業廢水許可管理、強化事業廢水稽查管制、推動生活污水有效管理、

加強河川沿岸熱區巡查。持續推動現地水質淨化工程、加強清除河面及沿岸垃

圾、引入埤塘活水改善水體水質。推動成立河川保育中心、河川沿岸環境綠美

化、河川城鄉風貌總體營造。 

四、 廢棄物管理、減輕負荷、資源永續、綠色地球 

事業廢棄物源頭流向管制，審查標準作業流程資訊化，增進行政管理效率，

提高為民服務品質；一般廢棄物之妥善處理，回收熱能，資源循環永續再使用。 

五、 環境衛生 

推動「清淨好家園一起在桃園」環境清理計畫，持續推動違規廣告物大執法

計畫，以及環境認養計畫，結合民力共同為環境清潔努力。辦理加強環境清潔業

務績效考核計畫，加強環境清淨區查核。 

六、 守護民眾安全用水 

辦理空氣、事業廢水、飲用水、地下水、河川水、廢棄物、土壤等環境樣品

檢測工作；辦理空氣品質、環境噪音、地下水水質、河川水質等環境品質監測。 

七、 整合全市資源，推動筷塑源頭減量，再生物品資源回收，落實環境永續概念 

宣導重複使用餐具，勿主動提供免洗餐具，不主動提供顧客塑膠袋，可提供

優惠給自備餐具民眾。 

 

本次活動將依據上述為目標，透過舉辦 3 場宣導活動，推動全民做環保活

動，藉由多元化的環境學習及體驗活動，提升民眾參與環境教育活動意願，自然

而然接觸環境保護議題。並透過有趣的環境教育活動，邀請民眾走出戶外活動筋

骨，喚起民眾環保實踐心，提升對環境保護的行動能力，主動參與環保工作，讓

環境教育延伸至生活環境中，達到永續發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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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計畫目的 

期望透過宣導活動，從桃園市作為出發點，發展低碳永續發展城市，促進低

碳綠能產業，打造低碳宜居環境及落實低碳生活節奏等策略，提升市民認識桃園

低碳生活、低碳交通、低碳觀光旅遊、環境教育及健康飲食等概念，持續提升桃

園綠色生活指標。 

 

3.3執行方法 

一、 整合桃園市轄內各項環教進行推廣。 

1. 依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的政策，為推行二氧化碳減量行動，透過社

會環境教育管道，培育在地減碳種子人員。本次活動結合在地環教中心

及繪本演說人員，透過宣導活動，觸及更多民眾成為保護環境的一員，

為推行減碳更增助力。 

2. 第一場系列活動結合桃園環境教育認證場所「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舉

辦宣導活動，教導民眾使用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智慧導覽 APP，透過活

動認識虎頭山環境。並邀請環教繪本說演人員講解山林方面的環教繪

本，吸引年齡較小的孩童認識環保。活動當天約觸及 1,700 名民眾，實

際使用賓果卡深入進行闖關有 1,588 名。 

3. 第二場系列活動結合桃園環境教育認證場所「石門水庫」舉辦宣導活

動，邀請石門水庫環教志工進行環境導覽，帶領民眾認識石門水庫水資

源，以及桃園生態環境。當天約觸及 1,400 名民眾，實際使用賓果卡深

入進行闖關有 1,268 名。 

4. 第三場系列活動於桃園新勢公園舉辦，除了鄰近桃園環境教育已認證場

所「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同時新勢公園陽光大草坪下方為新勢礫間

水質淨化設施。邀請桃園環教繪本說演人員進行繪本講解，以老街溪實

地歷史及淨化改變，帶出環境教育的重要。活動當天約觸及 3,700 名民

眾，實際使用賓果卡深入進行闖關有 3,62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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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大眾運輸系統及綠色運具進行環保宣導及行銷。 

1. 根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政策，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交通工具，汰換

高污染二行程機車，以減少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的排放。本次活動鼓勵

民眾搭乘大眾運輸，透過粉專宣導及闖關增加民眾搭乘率，並號召全台

多家綠色運具廠商，以試乘方式讓民眾學習交通減碳，達到宣傳效益。 

2. 第一場系列活動透過官網、FB 公告大眾運輸交通路線，鼓勵民眾使用

綠色運具，參加活動。透過問卷調查當天約有 3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

綠色運具前往會場，顯示宣傳有達到效果。 

3. 第二場系列活動邀請捷順電動巴士、TOYOTA 電動汽車、Gogoro 電動

機車、中華 E-moving 電動機車、三陽電動機車、太平洋自行車、美利

達自行車、三坑老街腳踏車商設攤，鼓勵民眾免費試乘，倡導綠色運具

的重要。當天共觸及 1,400 名民眾，並有 1,268 人實際參加試乘活動，

透過活動體驗電動、綠色運具。 

4. 第三場系列活動透過官網、FB 公告大眾運輸交通路線，問卷調查顯示

當天約有 2 成民眾搭乘大眾運輸或綠色運具前往。同時邀請 Gogoro 電

動機車設攤，鼓勵民眾透過試乘體驗綠色運具。 

 

三、 辦理一場開跑記者會，及三大主題宣導活動。 

1. 第一場系列活動設計「山野大冒險」活動，透過攀樹進而學習如何護

樹，當天約有 100 位民眾駐足聆聽課程，共有 15 位民眾，由攀樹專家

講解後，進行實際攀樹體驗，達到宣導樹林環保效果。 

2. 第二場系列活動設計「樂活節能屋」活動，共有 1,268 人透過展示並講

解節能屋，學習未來綠能家園。 

3. 第二場系列活動設計「綠野碳蹤」活動，共有 1,268 人透過試乘認識綠

色運具，進而增加電動交通運具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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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場系列活動「綠市集」活動，共有 3,623 人透過購買、闖關，學習

綠色生活態度，並透過「低碳音樂會」邀請知名歌手現身倡導環保，吸

引民眾走出戶外，增加綠色宣導觸擊率。 

 

四、 結合環境教育吉祥物(嘟嘟園長)共同參與，且邀請在地、美食或綠

色商家進行宣傳。 

1. 三場系列活動皆結合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吉祥物參與，透過

其知名度進行宣傳，以達落實環境教育工作。 

2. 第一場系列活動邀請 10 家輕食、手作商家，第二場系列活動邀請 19 家

美食、綠色商家，第三場系列活動邀請 44 家手作、綠色、二手、在地

商家，透過商家設攤，民眾可實際購買綠色、低碳商品，並養成綠色購

買習慣。 

 

五、 進行 3 種以上媒體進行活動行銷。 

1. 結合 9 月份旅遊雜誌行遍天下作專題報導，行銷綠遊經活動，同時也推

廣桃園觀光旅遊。 

2. 建立並經營粉絲專頁，截至 10 月 25 日追蹤人數達 815 人。三場系列活

動分別邀請直播主歩歩、莉卡、斳恩進行現場直播，針對該場活動亮點

及關卡進行網路直播宣傳，共觸及 3,903 人，達到實質宣傳效果。 

3. 製作「闖關學會節能」、「悠遊綠市集」2 支宣導影片，並於桃園捷運

月台播放，第一支播出 7,344 檔，第二支播出 1,296 檔，共於桃園捷運

月台播出 8,640 檔次，107 年 9 月 22 日到 107 年 10 月 21 日搭乘桃捷民

眾，皆可於月台看見露出，達到活動宣傳效果。 

4. 2 支宣導影片於 YouTube 廣告進行刊登，第一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40,928，共達到 25,638 的觀看人次；第二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37,220，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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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22,368 的觀看人次。共有 48,006 人次透過 YouTube 觀看到宣導影

片，達到宣傳活動效果。 

5. 於 Google 聯播網刊登廣告，曝光次數達 1,312,469，點擊次數達 4,819 人

次，民眾於瀏覽網頁時獲得活動資訊。 

6. 分別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民眾日報等 10 家報紙媒體，亞

洲電台、中國廣播等 4 家廣播媒體，台灣好新聞、指傳媒 2 家網路媒

體，北桃園有線電視等 2 家影音媒體進行廣告刊登，綠市集當天共有

3,623 人參加活動，顯示刊登廣告有達到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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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主要工作內容 

 

4.1檢核表 

表格 1 自我檢核表 

工作項目 進度 執行說明 

(一)綠色生活漫遊節行銷宣傳活動 

1.  

整合桃園市轄內各項有關

環教推廣、觀光工廠、特

色農特產、美食、文化、

博物館、遊樂園、公園、

悠遊生活等景點，且結合

大眾運輸系統或綠色運

具，並據以推廣宣導及行

銷，研擬創造桃園綠色生

活話題風潮方案，吸引民

眾參與。 

100% 

 (1) 107/9/8 第一場系列活動-虎頭山取經

趣，於桃園認證環教場所「虎頭山」

舉辦活動。設計「虎姑婆說故事」活

動，透過專人講解環教繪本，引人入

勝，吸引民眾認識環教重要性；設計

「奧爾上學趣」活動，教導民眾使用

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智慧導覽 APP，

鼓勵民眾前往虎頭山進行觀光旅

遊。於官網、FB 公告大眾運輸交通

路線，鼓勵民眾使用綠色運具，參加

活動。 

 (2) 107/9/29 第二場系列活動-低碳遊石

門，於桃園認證環教場所「石門水

庫」舉辦活動。設計「漫步遊石門」

活動，與石門水庫環教中心結合，進

行「COOL 旅行」、「太陽去遊湖」

導覽，帶領民眾遊玩石門水庫，認識

桃園生態環境；設計「綠野碳蹤」活

動，邀請捷順電動巴士、TOYOTA 電

動汽車、Gogoro 電動機車、中華 E-

moving 電動機車、三陽電動機車、

太平洋自行車、美利達自行車、三坑

老街腳踏車商設攤，鼓勵民眾免費

試乘，倡導綠色運具的重要。 

 (3) 107/10/21 第三場系列活動-綠市集，

於桃園「新勢公園」舉辦活動。設計

「城市裡的溪」活動，邀請桃園環教

繪本說演人員進行繪本講解，透過

繪本帶出環教的重點，並學習生活

中的正確環保知識；設計「循著老街

溪 尋找桃園美」活動，鼓勵民眾探

索新勢公園、老街溪，進而認識桃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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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進度 執行說明 

2.  

本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系

列活動至少須涵蓋三大不

同主題辦理，結合綠能運

具、自行車、健行、淨灘

(山)、野餐、市集、音樂會、

AR 實境體驗或其他方式

等活動，須規劃以系列方

式串聯起來，結合綠色生

活帶領民眾暢遊桃園，並

進行活動亮點之媒體行

銷，結合國內外知名旅遊

媒體進行專題報導，每場

次活動舉辦前 45 個日曆

天應備妥相關活動資料函

送環保局核備。 

100% 

 (1) 107/9/8 第一場系列活動-虎頭山取經

趣，設計「山野大冒險」活動，透過

攀樹進而學習如何護樹；設計「綠色

行動家」活動，淨山撿落葉學習做堆

肥；設計「花園野餐趣」活動，透過

野餐親近大自然。並於 107/8/31 函送

虎頭山取經趣規劃書。 

 (2) 107/9/29 第二場系列活動-低碳遊石

門，設計「樂活節能屋」，透過展示

並講解節能屋，學習未來綠能家園；

設計「綠野碳蹤」活動，認識綠色運

具，增加電動交通運具的使用率。並

於 107/8/31 函送低碳遊石門規劃書。 

 (3) 107/10/21 第三場系列活動-綠市集，

設計「綠市集」活動，60 攤市集攤

商、關卡活動，透過購買、闖關，宣

導綠色生活態度；設計「給我爆爆」

活動，以踩腳踏車動能產生電力，倡

導綠色概念；設計「草地野餐趣」活

動，鼓勵民眾席地而坐，親近大自

然；設計「低碳音樂會」活動，透過

知名歌手，吸引民眾走出戶外，增加

綠色宣導觸擊率。並於 107/10/15 函

送綠市集規劃書。 

 (4) 結合 9 月份旅遊雜誌「行遍天下」做

專題報導，行銷綠遊經活動，同時也

推廣桃園觀光旅遊。並於 107/8/31 函

送網站及媒體規劃書。 

3.  

須另行辦理一場次開跑記

者會，透過開跑記者會正

式宣告 107 年桃園市綠色

生活悠遊節正式啟動。 

100% 
107/8/30 於桃園市政府川堂，舉辦開跑記

者會。 

4.  

三大主題系列活動須至少

結合本市吉祥物(阿桃、

猿哥)或本局環境教育吉

祥物(嘟嘟園長)共同參

與，且應邀請綠色商店、

星級環保餐廳、環保旅

宿、環保標章業者、觀光

工廠、特色美食、在地農

特產或環保產品製造(販

100% 

 (1) 107/9/8 第一場系列活動-虎頭山取經

趣，開幕式邀請嘟嘟園長參與，並規

劃「花園市集」邀請 10 攤包含美食、

環保、手作攤商進行推廣及銷售。 

 (2) 107/9/29 第二場系列活動-低碳遊石

門，開幕式邀請嘟嘟園長參與，並規

劃「COOL 市集」邀請 19 攤包含美

食、特色、環保商家進行銷售及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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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進度 執行說明 

售)商等業者參與，三大

系列活動，參與廠商總計

至少須達 20 個(含)以

上，參與方式可以廠商行

銷、特價品、美食、特色

商品銷售、拍賣等。 

 (3) 107/10/21 第三場系列活動-綠市集，

開幕式邀請嘟嘟園長參與，並規劃

「綠市集」邀請 44 攤包含特色美食、

二手商家、環保、手作商家進行行銷

及推廣。 

5.  

本項費用應包含活動規

劃、設計、聯繫、廠商邀

約、表演團體邀約、背板

與海報設計及印製、場地

費、舞台搭設與佈置(含音

響及發電設施)、活動立牌

與指引牌、攤位帳篷、桌

椅、流動廁所及其他等活

動所需設備費用(以上皆

含設備搬運費及支撐結

構)、場地清潔及復原、活

動紀錄(拍照、攝影)、活動

保險與安全規劃、宣導品、

宣傳車等，為響應節能減

碳，活動場地應以捷運沿

線、大眾運輸交通便利或

環保局指定之地點為佳，

必要時應提供交通接駁

車。 

100% 

 (1) 107/8/30 記者會，邀請 Greeny Baby

作開場舞，設計印製邀請卡、背板等

相關道具，並與硬體廠商進行聯繫

及溝通，製作媒體伴手禮及活動拍

照、錄影。 

 (2) 107/9/8 第一場系列活動-虎頭山取經

趣，邀請表演團體演出，設計印製邀

請卡、背板等相關道具，購買及印製

宣導品梅森杯，並與硬體廠商進行

聯繫及溝通，進行活動拍照、錄影。 

 (3) 107/9/29 第二場系列活動-低碳遊石

門，邀請表演團體演出，設計印製邀

請卡、背板等相關道具，購買及印製

宣導品捷運紙板車，與北水局租借

場地，並與硬體廠商進行聯繫及溝

通，進行活動拍照、錄影，設置電動

接駁巴士，供民眾搭乘，設置流動廁

所等。 

 (4) 107/10/21 第三場系列活動-綠市集，

邀請歌手、表演團體演出，設計印製

邀請卡、背板等相關道具，購買及印

製宣導品小麥餐具，並與硬體廠商

進行聯繫及溝通，進行活動拍照、錄

影，設置流動廁所等。 

6.  

於期末報告時提出辦理推

動綠色生活悠遊節啟動及

系列活動之辦理、彙集、

回饋等成效(含網路)，且

針對辦理綠色生活悠遊節

對綠能運具運量提昇進行

分析及評估，並提出活動

執行檢討與改進意見。 

100% 

 (1) 於系列活動進行問卷調查，虎頭山

取經趣 400 份，低碳遊石門 300 份，

綠市集 300 份，共 1,000 份問卷調查。 

 (2) 於期末報告中進行問卷統計及分

析，並提出改進建議。 

(二)綠色生活悠遊節媒體行銷 

1.  
針對本次系列活動規劃於

大眾運輸系統、通路業者、
100% 

 (1) 本次活動進行校園 DM 宣傳、報紙

廣告刊登、雜誌專題刊登、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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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進度 執行說明 

定點看板、移動式宣傳、

校園宣傳、平面媒體、電

子媒體、網路媒體…等，

至少 3 種媒體以上進行行

銷，另需至少製作 2 支宣

導影片於桃園捷運及其他

媒體進行播放。 

觀看廣告、Google 聯播網廣告、桃園

捷運月台電視廣告…等媒體進行宣

傳。 

 (2) 製作「闖關學會節能」、「悠遊綠市

集」兩支宣導片，並分別於桃捷

107/9/22-107/10/21 、 YouTube 廣 告

107/10/2-107/10/14 進行播放。 

2.  

結合 3 名部落客或網路媒

體，透過網路直播帶領民

眾參與本年度系列活動，

體驗桃園之美，辦理網路

直播之企劃案須於直播前

30 個日曆天提送環保局。 

100% 

三場系列活動分別邀請直播主歩歩、莉

卡、斳恩進行現場直播，針對該場活動亮

點 及 關 卡 進 行 網 路 直 播 宣 傳 。 並 於

107/8/8 函送直播規劃書。 

3.  

結合媒體進行 107 年綠色

生活悠遊節專題報導，將

悠遊節活動逐步打造年度

重點活動。 

100% 

結合 9 月份旅遊雜誌「行遍天下」做專題

報導，行銷綠遊經活動，並透過三場系列

活動，將悠遊節活動逐步打造成年度重

點活動。 

4.  

維護及管理綠色生活悠遊

節臉書，沿續 106 年綠色

生活悠遊節臉書，持續維

護及更新，並配合系列活

動打造網路行銷議題，相

關企劃案須於得標後 30

個日曆天提送環保局。 

100% 

依契約廠商應維護及管理綠色生活悠遊

節臉書，延續 106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臉

書，持續維護及更新，並配合系列活動打

造網路行銷議題。但因 106 年綠色生活

悠遊節臉書於活動結束後，變更為「碳索

生活 Green Life 桃園農業博覽會」粉絲專

頁，無法繼續為綠色生活悠遊節使用，因

此建立新版「綠色生活悠遊節」粉絲專

頁，以做為 107 年活動使用。並於 107/8/17

函送變更計畫，107/8/31 函送網路及媒體

規劃書。 

5.  

沿續 106 年綠色生活悠遊

節活動主題風格設計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文宣及

主題性，且設計內容及檔

案須全部授權環保局，另

製作影片及直播內容也須

經環保局同意並授權環保

局。 

100% 

 (1) 延續 106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活動主

題風格，設計文青、清新的 107 年度

綠色生活悠遊節的主視覺及相關文

宣。 

 (2) 相關文宣、影片、直播等內容皆經過

環保局同意進行。 

6.  
配合辦理經環保局指定其

他宣導形式與內容。 
100% 

已完成配合辦理環保局指定宣導形式與

內容。 

(三)其它工作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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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進度 執行說明 

1.  

配合辦理環保局跨局處活

動會議或提供、彙整相關

書面資料。 

100% 
已完成配合環保局辦理跨局處活動會

議。 

2.  

廠商應於履約日起 30 日

內送達工作計畫書予機

關，內容至少應含各項工

作目標、執行方法、工作

人員名冊、預定進度、預

期成果等，經機關認可

後，作為本計畫後續執行

之依據。 

100% 
已於 107/8/17 函送工作計畫書，以及

107/8/3 函送工作人員名冊。 

3.  

本計畫之出版品及期末報

告，應含中英文摘要，以符

合雙語化要求。 

100% 
期中報告、期末報告皆附上中英摘要，以

符合雙語化要求。 

4.  

計畫經理應出席環保局每

月召開之工作檢討會議，

並依會議結論確實辦理。 

100% 出席 7 月到 10 月工檢會會議。 

5.  

除上述各項工作規定事項

外，並應配合環保局協助

辦理與計畫相關之事項。 

100% 函送 7 月到 10 月月報。 

(四)人員、設備及注意事項 

1.  

計畫經理 1 位，有 5 年活

動辦理工作經驗，且近 3

年來曾執行政府機關專案

業務，負責本計畫所有工

作項 目之規劃與進度掌

控，協助環保局處理本計

畫相關之行政事務、資料

彙整、成效分析。 

100% 詳情見工作人員名冊。 

2.  

計畫工程師 2 位(專職)，應

為大學以上學歷並有 2 年

工作經驗者，具有基本電

腦文書處理技術及小型汽

車駕駛執照，協助執行本

計畫相關之行政事務及資

料彙整等。 

100% 詳情見工作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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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開跑記者會 

為宣傳 2018 桃園市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 宣導活動，本次計畫於 107 年 8

月 30 日，在桃園市政府川堂舉行開跑記者會，當天由桃園市副市長游建華出

席，為活動進行啟動儀式。記者會結束，共有 8 則網路媒體為記者會露出，達到

宣傳活動效果。活動相關照片見第六章 附錄 中 6.6 活動照片。 

 

4.2.1 日期：107 年 8 月 30 日 

4.2.2 時間：15：00 ~ 15：30 PM 

4.2.3 地點：桃園市政府一樓川堂(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4.2.4 流程表 

 

表格 2 記者會流程表 

流程時間 活動 內容 

14：40~15：00 【貴賓/媒體陸續進場】 
發放新聞資料袋，內含：新聞

稿、活動簡介 

15：00~15：02 【主持人開場】 宣告記者會正式開始 

15：02~15：05 【開場表演】 Greeny Baby 帶來開場舞 

15：05~15：10 【副市長致詞】 邀請副市長致詞 

15：10~15：15 【活動介紹】 
主持人介紹活動內容及特色，

show girl 拿活動手舉牌 

15：15~15：20 【啟動儀式】 邀請長官啟動儀式 

15：20~15：30 【記者媒體聯訪】 記者採訪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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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一場系列活動 

第一場系列活動「虎頭山取經趣」，於 107 年 9 月 8 日舉辦，地點選在桃園

市已認證環境教育場域「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除了能認識環教場域，當天設

計多種與虎頭山山林呼應關卡，期望民眾透過闖關，走入大自然，實際體驗山林

環保。活動相關照片見第六章 附錄 中 6.6 活動照片。 

 

4.3.1日期：107 年 9 月 8 日 

4.3.2時間：9：00 ~ 13：00 PM 

4.3.3地點：虎頭山(桃園市桃園區公園路 42 號) 

4.3.4流程表 

表格 3 虎頭山取經趣流程表 

開幕式 

流程時間 活動 內容 

08：35~08：45 【貴賓/媒體陸續進場】 
發放新聞資料袋，內含：新聞稿、

活動簡介 

08：45~08：47 【主持人開場】 宣告記者會正式開始 

08：47~08：52 【開場表演】 萬能科大帶來開場舞 

08：52~08：55 【衣起cosplay】 紙箱cosplay走秀 

08：55~09：00 【長官致詞】 邀請長官致詞 

09：00~09：05 【啟動儀式】 
邀請市長、長官啟動儀式 

※嘟嘟園長一同參與啟動儀式 

09：05~09：15 【記者媒體聯訪】 記者採訪時間 

舞台活動 

09：15~09：40 【音樂串場】 整理舞台 

09：40~09：42 【主持人開場】  

09：42~10：42 【表演-BETAP彼得潘】 BETAP彼得潘 

10：42~10：52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0：52~11：22 【表演-歡樂魔術秀】 魔術小范 

11：22~11：32 【誰是綠色行動家】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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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流程時間 活動 內容 

11：32~11：52 【表演-毛毛音樂演奏】 毛毛 

11：52~12：02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2：02~12：32 【表演-清新吉他彈唱】 水分子樂團 

12：32~12：45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2：45~12：55 【誰是綠色行動家】 有獎徵答 

12：55~13：00 【主持人致感謝詞】 為活動做結，並預告其他場次活動 

13:00~ 【賦歸】  

 

4.3.5執行成果 

1. 設計「奧爾上學趣」關卡，教導民眾使用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智慧導覽

APP，透過活動認識虎頭山環境。建議未來可增加導覽活動，與環教志

工合作，進行虛實導覽，透過 APP 引人入勝，藉由導覽人員深入淺出

講解周邊詳細生態，讓民眾可以更認識桃園。 

2. 結合「虎姑婆說故事」關卡，由環教繪本說演人員講解山林方面的環教

繪本，吸引年齡較小的孩童認識環保，預估當天觸及約 1,700 名民眾，

其中約有 60 人透過演說方式，深入認識環境教育。建議未來演說場地

不限樹屋，並邀請多位演說人員，實地於虎頭山進行繪本演說，不但能

加入實景解說，更能讓小朋友走入大自然。 

3. 與萬能科技大學、亞洲大學合作，設計回收紙箱做的衣物，配合「衣起

COSPLAY」的活動，呼應虎頭山山林林立，當天約觸及 1,700 位民眾學

習延續回收紙箱價值，了解資源回收的重要性。未來可舉辦相關競賽，

鼓勵桃園在地大專院校參與，在動手製作的過程激發創意，更能學習環

保實做。 

4. 與攀樹專家「翁恆斌」合作，舉辦「山野大冒險」活動，透過攀樹進而

學習如何護樹，當天觸及到 1,700 位民眾，約有 100 位駐足聆聽專家講

解，有 15 位民眾實際體驗攀樹，達到宣導樹林環保效果。當天民眾報

名反應熱烈，但因老師及設備有限，無法讓更多民眾參與，建議未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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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攀樹護樹課程，每梯次少量，舉辦多梯次，讓更多民眾透過攀樹的

趣味，學習樹林的環保。 

5. 設計「綠色行動家」活動，當天有 200 位民眾參與淨山，進行落葉堆肥

過程，學習山林環保系統。建議未來可與環教導覽進行結合，講解環境

生態的同時，實際體驗淨山、堆肥，學習完整環保系統。 

6. 本場次由節電達人「張偉明」講解家電省電小撇步，除了省錢，還能節

能減碳，當天約有 1,700 人停留聆聽講解，實際使用賓果卡闖關者有

1,588 位。建議未來可多朝生活節電方面講解，參與民眾當天皆表示對

內容感興趣，希望能獲得更多相關資訊。 

7. 根據問卷調查，當天參與者約有 3 成使用綠色運具，其中公車約佔

20.4%，依據聯合報新聞部撰寫《為什麼非要減碳不可 給台灣的退燒

藥》中碳排放量的計算，預估當天約減少 22.68 kg 碳排放量，未來可加

強於官網、粉絲專頁宣導使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或綠色運具，以呼應本

次綠色悠遊活動。 

8. 根據問卷調查，約有 6 成民眾透過網路得知活動訊息，其次為平面廣

告，表示臉書粉絲專頁確實有達到宣傳效果，未來可持續於網路進行宣

傳。本次問卷調查中，有民眾建議未來可發放宣傳 DM 給幼兒園或學

校，加強宣傳能見度，同時能觸及活動目標群眾。另外，在宣傳 DM 加

上活動會場路線及場地配置圖，利用 DM 路線增加民眾參與率，同時增

加闖關順暢度。 

9. 統計第一場系列活動約有 9 則網路新聞露出，建議後面場次可增加多管

道行前宣導，增加民眾及媒體到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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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第二場系列活動 

第二場系列活動「低碳遊石門」，於 107 年 9 月 29 日舉辦，地點選在桃園市

已認證環境教育場域「石門水庫」。本場次著重「綠色運具」推廣，呼應石門水

庫未來將成為「低碳轉運中心」，入園只能使用低碳運具的政策，邀請市面各大

綠色運具商家供民眾試乘體驗。並設置「樂活節能屋」，透過導覽學習綠色建材

及太陽能，為未來綠色家園開啟第一步。動相關照片見第六章 附錄 中 6.6 活動

照片。 

 

4.4.1 日期：107 年 9 月 29 日 

4.4.2 時間：9：00 ~ 13：00 PM 

4.4.3 地點：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由坪

林收費站進入) 

4.4.4 流程表 

 

表格 4 低碳遊石門流程表 

開幕式 

流程時間 活動 內容 

08：50~09：10 【貴賓/媒體陸續進場】 
發放新聞資料袋，內含：新聞稿、

活動簡介 

09：10~09：12 【主持人開場】 宣告開幕式正式開始 

09：12~09：15 【開場表演】 長庚熱舞社帶來開場舞 

09：15~09：20 【長官及貴賓致詞】 邀請長官致詞 

09：20~09：25 【開幕儀式】 
邀請市長、長官開幕 

※嘟嘟園長一同參與開幕儀式 

09：25~09：30 【電動車回娘家】 
守望相助隊及巡守隊電動車與市長

一同合影 

09：30~09：37 【體驗試乘】 市長至試乘區 

09：37~09：40 【體驗樂活節能屋】 市長至樂活節能屋體驗 

09：40~09：50 【記者媒體聯訪】 記者採訪時間 

舞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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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流程時間 活動 內容 

09：20~09：38 【音樂串場】 整理舞台 

09：38~09：40 【主持人開場】  

09：40~10：10 【表演】 神魔喬治 

10：10~10：20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0：20~10：40 【表演】 毛毛的演唱會 

10：40~10：50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0：50~11：20 【表演】 三朵夏樂團 

11：20~11：30 【綠色宣言大聲說】 抽 5 個宣言小卡送好禮 

11：30~11：50 【表演】 品品的琵琶演奏 

11：50~12：00 【綠色宣言大聲說】 抽 5 個宣言小卡送好禮 

12：00~12：28 【表演】 謝芷軒的二胡演奏 

12：28~12：48 
【2018 桃園悠遊盃滑步車 

趣味賽頒獎】 
 

12：48~12：58 
【2018 桃園悠遊盃滑步車 

趣味賽抽獎】 
 

12：58~13：00 【主持人致感謝詞】 為活動做結，並預告其他場次活動 

13：00~ 【賦歸】  

 

4.4.5 執行成果 

1. 設計「綠野碳蹤」活動，邀請 TOYOTA 電動汽車、Gogoro、中滑 E-

moving、三陽電動機車、光陽機車、太平洋自行車、美利達等綠色運具

商家，廣邀民眾透過試乘認識綠色載具，進而銷售及購買，增加民眾汰

換一般汽柴油汽機車。預估當天觸及約 1,400 名民眾，實際使用賓果卡

闖關民眾有 1,268 名，達到推廣綠色運具的效益。建議未來可邀請更多

綠色運具車商，如特斯拉、納志捷、山葉電動機車、捷安特…等商家，

可更多元為民眾展示綠色運具，同時也能聯繫各個商家感情，未來有更

多活動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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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綠色童玩」、「自己玩具自己做」活動，約有 1,268 名民眾體驗

無碳童玩，體驗無電的趣味，並有 150 位民眾實際動手做，期望民眾在

家也能手作環保玩具。 

3. 設置「樂活節能屋」，民眾透過節能屋導覽，學習太陽能、綠建材等相

關住宅環保知識，當天約觸及 1,400 名民眾參觀節能屋，實際有 1,268

名民眾使用賓果卡闖關深入學習。建議未來可與節能屋廠商合作展覽或

活動，讓節能屋成為桃園示範點，讓更多桃園市民認識節能建材及太陽

能，為未來綠色家園開啟第一步。 

4. 由專人現場教學自製環保清潔劑，設計「環保補充站」關卡，約觸及

1,268 名民眾認識清潔劑對環境造成的傷害，並學習自製清潔劑過程，

100 名獲得免費環保清潔劑，養成使用環保清潔劑的習慣，50 名實際手

作體驗，增加民眾在家自製清潔劑的機率，達到健康且減少環境傷害的

效果。 

5. 與石門水庫環教中心合作，規劃「漫步遊石門」活動，由環教導覽志工

進行實地生態解說，認識石門電廠操作，搭乘太陽能船環湖。當天現場

民眾熱烈參與，約觸及 1,400 人，實際參與深入導覽約有 130 人。石門

水庫本身具有豐富地理及生態，同時也是重點保育、水資源及空氣品管

地點，且場域廣，建議未來可與石門水庫環教中心持續合作，導覽石門

水庫其他地點，讓更多人認識石門水庫，也學習環保、生態、水源相關

知識。 

6. 規劃「桃園悠遊盃滑步車趣味競賽」，當天雖因天氣不佳取消競賽，但

仍有約 2/3 報名民眾，約 200 人到現場參與活動並使用賽道。滑步車雖

僅限年齡 2-6 歲孩童使用，但通常 1 位參賽者伴隨著 2 位家長，顯示滑

步車具客力佳。建議未來可擴大辦理，透過滑步車比賽宣導環保議題。 

7. 本次由「捷順電動公車」作為接駁車，呼應石門水庫低碳轉運中心，當

天約觸及 1,400 人，實際搭乘約 254 人，透過電動接駁車體驗大型綠色

運具也能走蜿蜒的山路，增加民眾對電動運具的信心。未來可與捷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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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客再次合作，擴充電動巴士於桃園市版圖，實踐由小至大的綠色載

具，實現綠色城市的夢想。 

8. 根據問卷調查，當天參與者約有 5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運具，相

較於前一場次有明顯增加，顯示電動接駁車也增加民眾使用綠色運具意

願，依據聯合報新聞部撰寫《為什麼非要減碳不可 給台灣的退燒藥》

中碳排放量的計算，預估當天約減少 20.71 kg 碳排放量，建議未來可與

電動捷駁車合作，增加民眾參與活動意願的同時，也能減少碳排放量。 

9. 根據問卷調查，約有 5 成民眾透過網路得知活動訊息，其次為平面廣

告，顯示發放學校 DM 有明顯成效。未來如有類似宣導活動，可以發函

或 DM 形式，鼓勵學生多加參與，同時也能為活動作為宣傳。另有民眾

於問卷建議可提供飲用水，未來可於地點較偏遠的活動會場多處設點，

擺放箱水或飲用水，並鼓勵民眾攜帶環保杯於現場飲用。 

10. 統計第二場系列活動約有 10 則網路新聞露出，建議未來如地點較偏

遠，可將活動時間調整為 11:00-16:00，增加媒體及長官到場參與率。 

  



第四章 主要工作內容 

48 

 

4.5第三場系列活動 

第三場系列活動「綠市集」，於 107 年 10 月 21 日舉辦，地點選在桃園市

「新勢公園」，除了鄰近桃園環境教育已認證場所「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同

時新勢公園陽光大草坪下方為新勢礫間水質淨化設施。並透過名人號召，鼓勵民

眾走出戶外，認識桃園之美，更呼應活動悠遊生活。動相關照片見第六章 附錄 

中 6.6 活動照片。 

 

4.5.1日期：107 年 10 月 21 日 

4.5.2時間：14：00 ~ 20：00 PM 

4.5.3地點：新勢公園(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4.5.4流程表 

 

表格 5 綠市集流程表 

開幕式 

流程時間 活動 內容 

13：00~14：00 【暖場表演】 小夢想樂團 

14：00~14：30 【暖場表演】 斳恩小提琴演奏 

14：30~14：40 【音樂串場】 輕音樂 

14：40~14：48 【貴賓/媒體陸續進場】 
發放新聞資料袋，內含：新聞稿、

活動簡介 

14：48~14：50 【主持人開場】 宣告開幕式正式開始 

14：50~14：55 【長官致詞】 邀請市長致詞 

14：55~15：00 【開幕儀式】 邀請市長、長官啟動儀式 

15：00~15：10 【記者媒體聯訪】 記者採訪時間 

舞台活動 

15：10~15：25 【音樂串場】 整理舞臺 

15：25~15：55 【暖場表演】 桑巴底 

15：55~16：05 【音樂串場】 整理舞台 

16：05~16：35 【表演團體】 Jester雜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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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16：45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6：45~17：05 【表演團體】 弦樂合奏 

17：05~17：15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7：15~17：45 【表演團體】 匹克索 

17：45~17：55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7：55~18：25 【歌手表演】 鄧福如 

18：25~18：35 【音樂串場】 輕音樂，轉場 

18：35~19：05 【歌手表演】 林芯儀 

19：05~19：30 【綠遊經摸彩-1】 抽30個獎項 

19：30~19：50 【歌手表演】 旺福 

19：50~20：00 【綠遊經摸彩-2】 抽10個獎項 

20: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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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執行成果 

1. 與台灣環境管理協會合作「吃下碳足跡」，講解食品在種植、載運、加

工、銷售、烹飪等過程中，食物所產生的碳足跡，當天約觸及 3,700 人

駐足聆聽，約 3,623 人使用賓果卡闖關，深入了解，期望透過講解民眾

能在料理或食用食品時，減少碳足跡的產生。 

2. 「城市裡的溪」，由環教繪本說演人員解說都市裡水資源，當天約觸及

150 人，實際參與有 60 人深入了解老街溪歷史、人文及演變，透過老

街溪實際前後對比，及實地接觸，學習水資源的重要性。建議未來可與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合作，結合老街溪導覽，更能引人入勝。 

3. 規劃「舊衣也有春天」、「低碳宣言衣起來」活動，當天約觸及 3,700

人學習如何延續舊衣價值，有 150 人實際使用二手衣物設計專屬杯袋及

拓印衣物，希望透過活動民眾可以學習延續二手價值，不浪費也是一種

環保表現。 

4. 設計「給我爆爆」活動，約觸及 3,700 人駐足觀看，約 300 人實際體驗

踩腳踏車自產電力，學習電力生產的不易，更要學會珍惜資源。建議未

來可將類似原理使用於其他活動，藉由自力更生的概念，體會得來不易

的資源。 

5. 規劃「草地野餐趣」、「低碳音樂會」活動，約有 3,623 人參與，透過

名人號召，鼓勵民眾走出戶外，減少家中電器使用，走進大自然，認識

桃園之美，更呼應活動悠遊生活。 

6. 「綠市集」約 44 攤各式美食、手作、環保商家，約有 3,623 人參與，鼓

勵民眾進行綠色消費，並透過市集養成綠色購買習慣。 

7. 根據問卷調查，當天參與者約有 2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運具，相

較於前二場次明顯減少，並依據聯合報新聞部撰寫《為什麼非要減碳不

可 給台灣的退燒藥》中碳排放量的計算，預估當天約減少 8.83 kg 碳排

放量，建議未來可於多種管道進行綠色運具宣導，增加民眾參與活動時

使用大眾運輸載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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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問卷調查，約有 7 成民眾透過網路得知活動訊息，顯示網路宣傳成

效高。未來可加強平面、影片等方面的宣傳。另約 9 成民眾表示願意明

年再次參加，對於今年活動表示肯定。 

9. 統計第三場系列活動約有 10 則網路媒體露出，10 則平面媒體露出，3

則影音媒體露出，4 則廣播媒體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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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媒體 

本次活動於多方管道宣傳活動，除了刊登平面報紙廣告、廣播廣告、網路廣

告，同時也於雜誌作專題報導，製作 2 支宣導影片於 YouTube、桃節月台進行播

放，以達到活動宣傳效益。 

 

1. 於平面報紙刊登 10 則廣告，廣播平台播放 340 檔廣告，網路平台刊登 2

家廣告。建議未來可增加戶外廣告、捷運燈箱廣告…等大型廣告，以多

方面觸及不同民眾。 

2. 結合 9 月份旅遊雜誌行遍天下，進行專題報導，從休閒、文化、空間等

不同面向，打造活動話題性。建議未來可持續於雜誌作露出，成為年度

重點活動。 

3. 製作「闖關學會節能」、「悠遊綠市集」2 支宣導影片，並於桃園捷運

月台播放，第一支播出 7,344 檔，第二支播出 1,296 檔，共於桃園捷運

月台播出 8,640 檔次，107 年 9 月 22 日到 107 年 10 月 21 日搭乘桃捷民

眾，皆可於月台看見露出，達到活動宣傳效果。 

4. 建立並經營粉絲專頁，截至 10 月 25 日追蹤人數達 815 人。三場系列活

動分別邀請直播主歩歩、莉卡、斳恩進行現場直播，針對該場活動亮點

及關卡進行網路直播宣傳，共觸及 3,903 人，達到實質宣傳效果。 

5. 2 支宣導影片於 YouTube 廣告進行刊登，第一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40,928，共達到 25,638 的觀看人次；第二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37,220，共

達到 22,368 的觀看人次。共有 48,006 人次透過 YouTube 觀看到宣導影

片，達到宣傳活動效果。 

6. 於 Google 聯播網刊登廣告，曝光次數達 1,312,469，點擊次數達 4,819 人

次，民眾於瀏覽網頁時獲得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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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次於桃園區、龍潭區、大溪區、平鎮區、八德區、楊梅區的國小，發

放 DM，共發放 65 家，觸及約 50,000 人，效果顯著。建議未來活動可

持續於多家鄰近小學發放宣傳單，增加活動宣傳效果。 

 

表格 6 媒體經費分配表 

媒體 數量 經費 

報紙廣告 10 家 175,000 

網路廣告 2 家 75,000 

廣播廣告 4 家 210,000 

電視廣告 2 家 40,000 

宣導片 2 支 220,000 

桃園捷運 2 支 280,000 

YouTube 觀看廣告 2 支 100,000 

Google 聯播網 2 週 65,000 

雜誌專題 1 家 100,000 

校園 DM 派發 65 家 30,000 

直播主 3 位 45,000 

總計 - 1,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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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問卷統計 

4.7.1 虎頭山取經趣 

 

 

圖 1 虎頭山取經趣性別統計圖 

 

表格 7 虎頭山取經趣從何處來參加活動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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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虎頭山取經趣同行友人數量(包含自己)統計表 

 

 

 

表格 9 虎頭山取經趣今日交通方式(可複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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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 虎頭山取經趣從何處得知活動消息統計表 

 

 

 

 

圖 2 虎頭山取經趣明年若有舉辦是否會參加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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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虎頭山取經趣活動節目安排滿意表 

 

 

 

 

表格 12 虎頭山取經趣交通規劃路線滿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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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 虎頭山取經趣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滿意表 

 

 

 

表格 14 虎頭山取經趣布置滿意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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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5 虎頭山取經趣市集攤商滿意度表 

 

 

表格 16 虎頭山取經趣環境衛生滿意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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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 虎頭山取經趣民眾對於本活動意見與建議表 

1. 好 

2. perfect 

3. good 

4. 可以再宣傳 DM 上的路線或闖關區位置 

5. 很有教育意義 

6. 辛苦了，Thanks! 

7. 多多舉辦此活動 

8. 很可愛 

9. 非常棒! good 

10. 讚 

11. 很好 

12. 很棒，希望以後還有類似活動 

13. Thanks 

14. 很有趣，好玩 

15. 加油 

16. 很好 

17. good 

18. 離家近，good 

19. 超棒 

20. 讓民眾知道平和生活 

21. 持續辦 

22. 宣傳的能見度低，可以發放傳單給幼兒園或學校加強 

23. 動線及闖關順序可在標示明顯一點 

24. 還不錯，親子同樂 

 

 400 份有效問卷中，約 65.1%為女性，34.9%為男性，顯示女性參與環保類型

活動意願高於男性參與者。 

 400 份有效問卷中，統計顯示 85%參與者為桃園本地居民，7%來自新北，5%

來自台北，3%來自新竹。表示本次活動有超過 8 成為桃園在地之居民，未來

可加強外縣市宣傳活動管道，增加民眾觸及率。 

 400 份問卷中，統計顯示參與者約有 62%使用綠色運具參與活動，當中又以

20%公車佔最多，自行開車則佔 38%。顯示超過 3 成民眾使用綠色運具，之

後場次可在加強宣傳大眾運輸交通方式。 

 400 份有效問卷中，受訪者內約 68%從網路獲得活動資訊，其次為平面廣

告，表示臉書粉絲專頁確實有達到部分宣傳效果。 

 400 份有效問卷中，參與過本次活動後，約有 99%民眾願意明年再次參加，

對於活動推廣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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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低碳遊石門 

 

圖 3 低碳遊石門性別統計圖 

 

表格 18 低碳遊石門從何處來參加活動統計表 

  

49.3%50.7%

男 女

92.0%

3.7%

3.0%

1.0%

0.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桃園

台北

新北

新竹

其他



第四章 主要工作內容 

62 

 

表格 19 低碳遊石門同行友人數量(包含自己)統計表 

 

 

 

表格 20 低碳遊石門今日交通方式(可複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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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1 低碳遊石門從何處得知活動消息統計表 

 

 

 

 

圖 4 低碳遊石門明年若有舉辦是否會參加統計圖 

  

54.6%

25.6%

19.4%

0.4%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網路

平面廣告

影片廣告

其他

72.2%

27.8%

是 否



第四章 主要工作內容 

64 

 

表格 22 低碳遊石門活動節目安排滿意表 

 

 

 

 

表格 23 低碳遊石門交通規劃路線滿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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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4 低碳遊石門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滿意表 

 

 

 

表格 25 低碳遊石門布置滿意度表 

 

  

0.0% 0.3%
4.3%

50.2%

45.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活動滿意度

0.0% 0.0%
4.0%

51.7%

44.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活動滿意度



第四章 主要工作內容 

66 

 

表格 26 低碳遊石門攤商滿意度表 

 

 

表格 27 低碳遊石門環境衛生滿意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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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8 低碳遊石門民眾對於本活動意見與建議表 

1. 很有意義棒棒 

2. GOOD! 

3. 非常棒 

4. 沒有飲水提供 

5. 好! 

 

 

 

 300 份有效問卷中，約 50.7%為女性，49.3%為男性，顯示相較於第一場次，

男性參加者增加。 

 300 份有效問卷中，統計顯示 92%參與者為桃園本地居民，3%來自新北，

3.7%來自台北，1%來自新竹。表示本次活動有超過 9 成為桃園在地之居民，

未來可加強外縣市宣傳活動管道，增加民眾觸及率。 

 300 份問卷中，統計顯示參與者約有 57.8%使用綠色運具參與活動，當中又以

28.3%電動接駁車佔最多，自行開車則佔 42.2%。顯示超過 5 成民眾使用綠色

運具，但因地點較遠，有 4 成民眾開車前往，之後場次可在加強宣傳大眾運

輸交通方式。 

 300 份有效問卷中，受訪者內約 54.6%從網路獲得活動資訊，其次為平面廣

告，表示臉書粉絲專頁確實有達到部分宣傳效果，且發放學校 DM 也有所成

效。 

 300 份有效問卷中，參與過本次活動後，約有 72.2%民眾願意明年再次參加，

對於活動推廣表示肯定，但有 27.8%民眾再次參加意願不高，可能是因為當

天氣候不佳，加上地點較遠，影響參與者參加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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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綠市集 

 

圖 5 綠市集性別統計圖 

 

表格 29 綠市集從何處來參加活動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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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0 綠市集同行友人數量(包含自己)統計表 

 

 

 

表格 31 綠市集今日交通方式(可複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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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2 綠市集從何處得知活動消息統計表 

 

 

 

 

圖 6 綠市集明年若有舉辦是否會參加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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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3 綠市集活動節目安排滿意表 

 

 

 

 

表格 34 綠市集交通規劃路線滿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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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5 綠市集工作人員服務態度滿意表 

 

 

 

表格 36 綠市集布置滿意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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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7 綠市集攤商滿意度表 

 

 

表格 38 綠市集環境衛生滿意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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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9 綠市集民眾對於本活動意見與建議表 

1. 很好 

2. 謝謝 

3. 很好的活動 

4. 加強活動宣傳 

5. 辛苦了 

6. 活動有趣好，場地佳 

7. 很棒 

8. 消息活動來源要加強 

9. 完美 

10. 很開心 

11. 很有意義的活動 

12. 可再舉辦 

 

 

 

 300 份有效問卷中，約 63.3%為女性，36.7%為男性，顯示女性參與環保類型

活動意願高於男性參與者。 

 300 份有效問卷中，統計顯示 90.2%參與者為桃園本地居民，2.4%來自新北，

3.7%來自台北，1.3%來自新竹。表示本次活動有超過 9 成為桃園在地之居

民，未來可加強外縣市宣傳活動管道，增加民眾觸及率。 

 300 份問卷中，統計顯示參與者約有 58.9%使用綠色運具參與活動，當中又以

9.5%公車佔最多，自行開車則佔 43.4%。顯示超過 2 成民眾使用綠色運具，

做為未來相關活動參考，可再加強宣傳大眾運輸交通方式。 

 300 份有效問卷中，受訪者內約 71.7%從網路獲得活動資訊，其次為平面廣

告，表示臉書粉絲專頁確實有達到部分宣傳效果，未來可再加強平面、影片

方面的宣傳。 

 300 份有效問卷中，參與過本次活動後，約有 99%民眾願意明年再次參加，

對於活動推廣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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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1. 經由本計畫之執行，活動參與人數 6,800 人，同時整合桃園市轄內環教

推廣、美食、文化、公園、悠遊生活、市集、吉祥物等，且結合大眾運

輸系統及綠色運具，進行推廣及宣傳，創造桃園綠色生活話題風潮，透

過活動將綠色意識傳達給一般民眾，並將本計畫打造成年度重點活動。 

2. 第一場系列活動當天約觸及 1,700 名民眾，實際使用賓果卡深入進行闖

關有 1,588 名。第二場系列活動當天約觸及 1,400 名民眾，實際使用賓

果卡深入進行闖關有 1,268 名。第三場系列活動當天約觸及 3,700 名民

眾，實際使用賓果卡深入進行闖關有 3,623 名。本次活動共觸及 6,800

名民眾，實際闖關深入了解活動約有 6,479 人。 

3.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第一場系列活動約有 3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

運具前往會場，當天約減少 22.68 kg 碳排放量；第二場系列活動約有 5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運具前往會場，當天約減少 20.71 kg 碳排放

量；第二場系列活動約有 2 成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或綠色運具前往會場，

當天約減少 8.83 kg 碳排放量。(參考《為什麼非要減碳不可 給台灣的

退燒藥》中碳排放量對照表。) 

4. 粉絲專頁截至 10 月 25 日追蹤人數達 815 人。三場系列活動分別邀請直

播主進行現場直播，3,903 人，達到實質宣傳效果。 

5. 2 支宣導影片，於 107 年 9 月 22 日到 107 年 10 月 21 日桃園捷運月台播

放，第一支播出 7,344 檔，第二支播出 1,296 檔，共於桃園捷運月台播

出 8,640 檔次，達到活動宣傳效果。 

6. 2 支宣導影片於 YouTube 廣告進行刊登，第一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40,928，共達到 25,638 的觀看人次；第二支影片總曝光數為 37,220，共

達到 22,368 的觀看人次。共有 48,006 人次透過 YouTube 觀看到宣導影

片，達到宣傳活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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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於 Google 聯播網刊登廣告，曝光次數達 1,312,469，點擊次數達 4,819 人

次，民眾於瀏覽網頁時獲得活動資訊。 

 

5.2建議 

1.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訴求簡單、慢活、低碳，希望透過活動讓民眾看到

桃園城市環境正在改善，都市裡也能有綠洲，鄉村也可以慢活。 

2. 明年可以推動綠色三鐵，結合淨山親水，在都市中騎乘電動機車，換乘

Ubike 旅遊，再到登山步道漫遊，讓桃園成為低碳綠能的示範城市。 

3. 如未來在擁有園區導覽 APP 地點舉辦活動，可與當地環境教育志工合

作，進行虛實導覽，透過 APP 引人入勝，藉由導覽人員深入淺出講解，

並不限定點，實景講解，民眾可更加認識桃園生態環保。也可結合淨

山、堆肥，在導覽的同時，體驗實作更能印象深刻，學習完整環保系

統。 

4. 未來可舉辦回收二手物再利用相關競賽，鼓勵桃園在地大專院校學生參

與，在動手做的過程中激發創意，更學習環保實作。 

5. 第一場系列活動攀樹活動反應熱烈，建議未來可安排攀樹相關課程，每

梯次少量，舉辦多梯次，讓更多民眾透過攀樹的趣味，學習如何護樹。 

6. 建議未來舉辦講座或講解活動時，從生活中作為出發點，民眾更能貼切

帶入，並能將學習到的知識帶回家中實踐。 

7. 明年可於 DM 加入會場路線圖及場地配置圖，增加民眾收到 DM 後的參

與率，同時也讓闖關更加順暢。 

8. 建議未來邀請更多綠色運具商家，可更多元為民眾展示綠色載具概念，

同時與商家合作及聯繫，增加未來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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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樂活節能屋今年獲得不少民眾關注，建議未來可持續與節能屋廠商合

作，延續或增加節能屋功能，讓節能屋常駐桃園，成為桃園綠色家園示

範點，讓更多桃園市民認識綠能建材及太陽能，為綠色城市開啟第一

步。 

10. 石門水庫本身具有豐富地理及生態，同時也是重點生態保育、水資源及

空氣品管地點，且場域寬廣，建議未來可與石門水庫環教中心持續合

作，導覽石門水庫其他地點，讓更多市民認識石門水庫的同時，也學

習、生態、水源相關知識。 

11. 滑步車聚客力佳，報到率高，親子族群多，建議可持續並擴大舉辦。 

12. 未來如有需要接駁車相關活動，建議可與捷順或桃客再次合作，除了可

以減少碳排放量，還能擴充桃園電動巴士版圖，實踐由小至大綠色載

具，實現綠色城市。 

13. 未來如在較偏遠地點舉辦活動，建議可將活動時間調整為 11:00-16:00，

提升長官及媒體到場率，也能增加人潮。另外需於多處設點，擺放箱水

供民眾飲用，並鼓勵民眾攜帶環保杯，減少一次性餐具使用。 

14. 建議未來如於新勢公園舉辦活動，可與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合作，藉由

實地敘說老街溪歷史、人文，結合繪本演說，並加入淨水系統解說，更

能完整導覽，深入老街溪。 

15. 建議未來不限網路，可於多種管道宣導民眾搭乘大眾運輸，提升民眾參

與活動使用綠色運具，並減少碳排放量。 

16. 未來可持續於雜誌媒體露出，讓綠色生活悠遊節成為年度重點活動，另

可增加戶外廣告、捷運燈箱廣告…等大型廣告刊登，並持續於學校發放

DM，以多方面觸及民眾，提升參與活動率，達到宣導環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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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未來如舉辦活動地點較偏遠或交通不便，天氣因素將影響民眾參與活動

意願，建議如遇天氣不佳情況，可延後辦理活動，以增加活動效益。 

18. 建議每場活動能夠間隔約三周至一個月，以便再深入連結舉辨場地周邊

資源，並讓宣傳效益增加，讓更多民眾參與這有意義活動。 

19. 本次從食衣住行育樂六個面向，以生活化的活動設計，推廣環保教育，

並籍由提供綠色運具及旅遊路線建議，同時達到環保與樂活二大目標之

創新作為，獲民眾認同，應持續朝此方向辨理。 

20. 本次每場活動皆有進行滿意度調查，建議往後年度可加強環保意識的宣

導成果，同時也能於網路進行問卷調查，以便未來作為分析檢討之用。 

21. 環保署推行的「環保綠集點」制度，與本計畫宣導概念相符，建議未來

可推廣綠集點，期望民眾養成環保選購的習慣，讓綠色消費成為生活的

一部分。同時也間接鼓勵企業投入環保商品開發，帶動生產源頭降低碳

排放，進而緩和溫室效應。 

22. 建議明年可針對不同類型綠色運具舉辦 3 場活動，如人力運具、電力運

具及大眾運具三種主題，人力運具可將 Ubike、單車…等運具結合，舉

辦親子運動競賽，亦可結合周邊景點辦理親子小旅行。電力運具可與電

動機車、電動汽車、智慧平衡車…等電力運具車商合作，結合音樂會，

利用歌手知名度，吸引民眾前來體驗綠色運具。大眾運具可於高鐵、台

鐵、公車、捷運…等大眾運輸匯集點舉辦綠色三鐵，並搭配環保綠集

點，鼓勵民眾一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79 

 

第六章 附錄 
 

6.1相關會議記錄 
6.1.1 評選委員審查意見 

表格 40 評選委員意見表 

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駱尚廉 

委員 

投標廠商已有與本計畫相關之事蹟。 感謝委員的聆聽！ 

計畫書規劃完整，但應加強與綠色生活

悠遊節行銷宣導部分。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工作計畫書中進

行加強及修正。 

請說明公假與特別休假薪資編列原則為

何?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公司公假與特別休

假薪資編列原則依勞基法規定。 

羅文林 

委員 

廠商具本市及其他縣市觀光旅遊活動計

畫執行實績。 
感謝委員的聆聽！ 

利用捷運、火車、公路客運串連本市相

關活動景點。 
感謝委員的聆聽！ 

以綠遊經為主軸，其中綠色消費節相關

誘因或合作商家的產品是否皆以綠色消

費、綠色商品有關?請補充。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工作計畫書中進

行加強及修正。 

CSR 部份請補充說明。 

為讓下一代繼續享有青山綠水的大自

然，本公司明訂員工節約用電及用水並

貫徹執行垃圾分類。 

雜支編列 30 萬元，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的意見，雜支編列工作包含 1.

協助召開跨局處會議，工作內容包含撰

寫會議資料、跨局處協調、資料整合等，

相關費用含拍照、建檔及會議資料等。 

2.耗材、差旅、計畫各項保險費等上述未

列之其他支出及計畫相關雜項支出。 

江育德 

委員 

請補充說明過去是否有承辦過環保類活

動的實績經驗。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案相關工作人員有

金門縣低碳載具與低碳生活營造及宣導

行銷計畫。 

請說明媒宣經費的運用規劃。 

感謝委員的意見，媒宣經費主要用於兩

部份，第一部份電視新聞專題以「綠色

生活」的主要概念，做宣傳，第二部份

以新媒體行銷 Youtuber 的創意影片，於

網路新興媒體上，得到最好的宣傳效

果。 

參與活動的客群應包含北、北、基、竹

等鄰近縣市民眾，請說明如何擴大參與

的客群。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本工作計畫書中

進行加強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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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初審審查委員意見 

表格 41 初審審查委員意見表 

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吳秋芬 

委員 

針對評選委員意見，仍未明確說明綠市

集是否有結合綠色消費、綠色商品等事

項。 

感謝委員意見，本次綠遊經活動皆倡導市

集攤商不提供一次性餐具，同時於活動出

示環保餐具或出示綠色標章店家消費發

票，即可獲得一個賓果樂，鼓勵民眾綠色

消費。 

承上，另 CSR 之相關說明，請補充近

一年是否有替員工加薪，提供員工「工

作與生活平衡」相關措施。 

1. 本公司以打造幸福職場，成為員工第

二個家為目標，除了人權平等為基礎，

無性別、種族、年齡、政治傾向、婚

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並以不定

期舉辦的餐會，透過用餐愉悅心情，

暢通溝通管道，用心傾聽同仁心聲、

建議或問題。 

2. 本公司禮贈商品的包裝工作長期委由

庇護工場，創造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機

會。 

請補充說明賓果卡尺寸，及如何標示已

完成之關卡?例如蓋章或是貼紙等…其

樣式應一併提報機關同意。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工作計畫書中進行

加強及修正。 

各場主持人皆相同，是否有備選主持人

供機關選擇及因應臨時狀況(如原訂主

持人因故無法出席狀況)。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各場活動中，增加備

選主持人，作為活動備案。 

摸彩項目，建議以具綠色標章之產品為

優先，或其他鼓勵民眾搭乘綠色運具之

獎品(如已儲值之悠遊卡等)。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加強摸彩獎項的規

劃，增加多項綠標章、環保材質、環保意

識的品項。 

請留意各工作項目之資料、企劃書、相

關報告提送期程，並納入進度表。另進

度表應加入查核點。 

感謝委員意見，已進行加強及修正。 

8/30 記者會地點修改至桃園市綜合會

議廳。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記者會地點修改，相

關製作物也依場地更動作修正。 

陳彥頻 

委員 

工作計畫書的格式請再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本工作計畫書中修

正。 

針對評審委員審查意見，CSR 的意涵並

非修改回答的內容，請再給予修正。 

1. 本公司以打造幸福職場，成為員工第

二個家為目標，除了人權平等為基礎，

無性別、種族、年齡、政治傾向、婚

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並以不定

期舉辦餐會，透過用餐愉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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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建立暢通溝通管道，用心傾聽同仁心

聲、建議或問題。 

2. 本公司禮贈商品的包裝工作長期委由

庇護工場，創造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機

會。 

針對綠色生活悠遊節系列活動工項，備

註有寫到需要請國內知名品牌共同參

與，並取得相關授權的規定，但在工作

計畫書內沒有看到相關規劃，是否可說

明？ 

將於「低碳遊石門」邀請廠商有美利達腳

踏車、捷安特腳踏車、三陽、光陽、中華

EMOVING、GOGORO 電動機車、納智捷

電動車、及電動巴士業者，邀請以上有意

願至本活動展售之業者，因活動不須使用

以上廠商之相關授權，僅需廠商至現場設

攤。 

活動宣導品，建議彙整成一章綜述。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工作計畫書中綜

述。 

媒體行銷宣傳部分，標單內容有敘明需

製作宣導影片於桃園捷運播放，但工作

計畫書並無呈現相關內容，是否可以補

充說明？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工作計畫書中加強

說明。 

活動效益分析問卷〈或其他形式之調

查〉其內容規劃是否可進一步說明？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工作計畫書中加強

說明。 

劉依玟 

委員 

行銷宣傳部分已依評選委員意見加強

及修正，然 2 家電視台及 Youtuber 是否

已有合適人選，且 Youtuber 訂閱率是否

至少大於 10 萬人，影響力才足夠。 

目前影片規劃已修改為一支「新聞專題」，

一支「宣導影片」拍攝，並於機捷播放。 

經費配製表中網路建置及直播作業所

需經費 55 萬元，請補充說明如何運用。 

因官網需重新建置，需要電腦工程師重新

設計、程式開發等費用。直播作業邀請專

門直播主費用、相關裝置費用、粉絲專業

宣傳費用等。 

請補充預期成果章節。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於工作計畫書中加強

說明。 

工作計畫書請依本局工作報告格式規

範撰寫。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本工作計畫書中修

正。 

評選委員意見有關 CSR 部分請補充說

明公司福利。 

1. 本公司以打造幸福職場，成為員工第

二個家為目標，除了人權平等為基礎，

無性別、種族、年齡、政治傾向、婚

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並以不定

期舉辦餐會，透過用餐愉悅的心情，

建立暢通溝通管道，用心傾聽同仁心

聲、建議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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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2. 本公司禮贈商品的包裝工作長期委由

庇護工場，創造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機

會。 

評選委員意見有關雜之編列 30 萬元補

充說明的回覆，除經費配製表內容外，

請具體說明是否包含其他用途。 

1. 因本次活動分為 3 場，每場邀約攤商

眾多，預估有將近 100 攤攤商，電話

邀約、與攤商開會、資料整合。 

2. 3 場活動亮點計畫，分別與不同廠商

合作，攀樹專家、腳踏車爆花廠商、

節能屋廠商，電話邀約、與攤商開會、

資料整合等衍生費用。 

3. 以及不可預期之費用，如節能屋搬運

費用、節能屋裝修費用、宣導品增加

費用等。 

活動「虎姑婆說故事」〈環境教育繪

本說故事〉是否會跟本科另一計畫活

動重複，請確認。 

環保局環境繪本活動以提倡整體環保為

主軸，本次活動「虎姑婆說故事」關卡，

針對虎頭山園區內環保、保育做宣導，以

此做為區隔。 

 

6.1.3 「107 年度節能減碳暨環境教育委辦計畫」第 8 次工作檢

討會議紀錄 

 
表格 42 第 8 次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表 

主席裁示 執行現況 

1.9 月 10 日前提送 8 月月報。 已於 9 月 10 日提送。 

2.確認宣導影片完成時間及內容。 
第一支宣導影片已完成，第二支宣導影片將於

10 月初完成。 

3.各場規劃書應於 45 個日曆天掛文。 
已將「虎頭山取經趣」、「低碳遊石門」規劃書

提交。 

4.活動應結合吉祥物嘟嘟園長，請於規劃書

中說明。 

已於各場次中加入嘟嘟園長，並加入規劃書說

明。 

5.提供 9 月 8 日虎頭山取經趣回饋單，統計

綠色運具運量。 
已完成問卷統計。 

6.10 月 21 日綠市集規劃歌手名單。 尚在詢問及邀請歌手中。 

7.每周更新、分類攤商名單。 持續更新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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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107 年度節能減碳暨環境教育委辦計畫」第 9 次工作檢

討會議紀錄 

 
表格 43 第 9 次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表 

主席裁示 執行現況 

1.10 月 10 日前完成 9 月月報。 已完成月報。 

2.期中、期末報告配合驗收及審查。 
期中報告(初稿)修正以掛文，期末報告修正

中。 

3.持續每周更新攤商。 已確認名單。 

4.10 月 21 日場次請盡快確認其他歌手名單。 已確認名單。 

5.9 月 29 日低碳遊石門活動請規劃吸引人潮。 已完成執行。 

6.9 月 29 日低碳遊石門，開場表演請提前。 已完成執行。 

 

6.1.5 「107 年度節能減碳暨環境教育委辦計畫」第 10 次工作檢

討會議紀錄 
 

表格 44 第 10 次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表 

主席裁示 執行現況 

1.10 月底繳交期末報告。 已於 10/31 提送。 

2.統整相關統計紀錄，配合後續核銷。 已於期末報告中呈現。 

3.期末報告加入 3 場活動檢討、未來建議，以

及市長對活動期待建議。 
已於期末報告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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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期中報告(初稿)審查意見 
 

表格 45 期中報告(初稿)審查意見表 

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吳秋芬 

委員 

請依招標文件中本局提供之格式進行

期中報告編排。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照招標文件中期中報

告格式進行重新編排。 

目錄部分，「六、主要工作內容」，請

再確認目錄編排方式，毋須將各項次列

入目錄內。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目錄編排減少。 

本次期中報告，依基本資料表，本期期

間統計至 9 月，惟計畫成果摘要(三)執

行方法、(五)結論等，皆將 3 場系列活

動納入，請再重新檢視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期中報告成果摘要加

入 3 場系列活動。 

承上，本次雖為期中報告，仍應有相關

建議事項。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期中報告中加入建議

事項。 

六、主要執行工作內容陳述過於薄弱，

非規劃書內容，應詳細記載執行方式及

過程，並依實際執行之流程、內容等進

行撰寫。媒宣內容亦同。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第六章 主要工作內

容 加入實際執行流程及內容。 

七、重要成果內有多數資料圖片等，建

議置於「六、主要執行工作內容」，重

要成果應整理各場次執行成效、分析

等，如：補充蒞臨現場之貴賓、人數、

實際活動流程、場地配製、長官參觀動

線、民眾反應及相關照片。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修正內容編排及加

強分析內容。 

建議依據契約各工作項目，製作一張檢

核表，包含以完成、未完成及完成率。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據契約增加檢核表。 

陳彥頻 

委員 

p.74、75 等敘述文字應為上「陳」非上

呈。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文字。 

p.109 活動成果照片建議補充照片說

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活動照片增加說明。 

p.127~129 統計分析，應標註活動滿意

度 1~5 所代表意義。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標註 1~5 代表之意

義。 

p.143 應顯示當天「至少」有…人。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文字。 

p.143 除主要建議及後續執行建議外，

應包含活動檢討內容事宜。 

感謝委員意見，已增加本次活動檢討內

容。 

張蕙珍 

委員 

問卷統計 2.從何處來參加活動及 3.同

行友人數量百分比合計為 100.1%；10.

布置滿意度百分比合計為 99.7%，請確

認合理性。 

感謝委員意見，百分比為誤植錯誤導致，

已修統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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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稱 委員意見 修改 

活動滿意度以 1-5 方式呈現，各表示什

麼意思，請敘明清楚。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標註 1~5 代表之意

義。 

以宣導品簽名人數來計算參與人數

5,000 人，惟修正稿第 140 頁第 36 張簽

名表方式是否妥當，請研。 

感謝委員意見，該簽名表由桃園風景管理

處統一代表領取宣導品，惟為統計數量，

故以此方式計算。 

蕭維逸 

委員 

交通方式路線圖需再標示清楚一些。 
感謝委員的意見，已加強交通路線圖，並

補充活動會場路線圖。 

活動照片需加上註解。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活動照片加上註解。 

位置圖上盡可能加上醫院標示。 

感謝委員意見，因醫院地點距離會場較

遠，加入後將改變位置圖大小及比例，故

本次位置圖未加入標示，現場設置醫護

站，如未來有需要再繪製位置圖，考量距

離盡可能加上醫院標示。 

可以增加一個整體滿意度調查。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問卷統計後加入小

結，並增加整體滿意度分析。 

 

6.1.7 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意見 
 

表格 46 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意見表 

委員意見 修改 

封面格式、頁眉格式錯誤。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封面、頁眉格式。 

2.4 結果與 2.5 結論，內容相似，請調整。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結果及結論做調整。 

2.6 建議事項指計畫給機構之建議，例如：如何

提升低碳運具的推廣度，非市長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建議事項修改，並加入運

具建議。 

2.6 建議事項，峰辰股份有限公司建議第 2 項：

親子參與「擁躍」，應為「踴躍」。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文字修正。 

4.1 檢核表請依契約之工項列出。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檢核表依據契約工項列出。 

第 4 章與第 5 章可以合併，先提活動內容及前

置作業，再提活動成果，4 個活動分為 4 小節。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第 4 章、第 5 章合併為第

4 章 主要工作內容。 

期末報告書非規劃書，請呈現實際活動內容，

可刪減備選主持人、開場表演團體之過去經歷

等。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備選主持人、表演經歷介

紹刪除。 

媒體採訪通知可刪減。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媒體採訪通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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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綠遊經賓果樂 

賓果卡與活動 DM 宣傳單放置為一張，以便民眾領取賓果卡後，了解

3 場活動訊息及集章方式。 

 

圖 7 ＤＭ 外側 

 

圖 8 ＤＭ 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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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賓果宣導品 

表格 47 賓果宣導品 

場次 宣導品 

虎頭山取經趣-環保梅森杯 

 

一日在外會用到多少的一次性餐具

呢?餐盒、塑膠袋、塑膠湯匙、免洗筷、

瓶裝水、飲料杯等，一天製造的垃圾就

很可觀！BINGO 宣導品為玻璃梅森杯

2,000 份。 

 

低碳遊石門-機捷 DIY 紙板車 

 

為提倡乘坐綠色運具，設計獨家機捷

DIY 紙板車 2,000 份，民眾可從組裝中

尋找樂趣，同時也能倡導乘坐綠色運

具！ 

 

綠市集-小麥環保餐具 

 

為提倡自備環保餐具，贈送小麥環保

餐具 2,000 份，民眾兌換宣導品後，即

可現場使用，同時也能倡導自備餐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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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主持人稿 
6.4.1 記者會 

表格 48 記者會主持人稿 

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14:55 

~ 

15:00 

貴賓/媒

體進場 

※發送新聞資料帶、新聞稿、活動簡介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們，歡迎蒞臨桃

園市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綠遊經記者會，稍等 5 分後記者

會即將開始，請大家趕快就坐！ 

※音控：輕音樂 

15:00 

~ 

15:02 

開場介

紹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們，桃園市 107 年

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記者會正式開始！首先是開場表

演，我們邀請到由 4 個青春洋溢的女孩組成的 Greeny Baby 帶

來青春洋溢的舞蹈表演 ~ 

※音控:正式開始

音樂(震撼) 

※音控:開場表演

音樂準備 

15:02 

~ 

15:05 

開場表

演 

主持人：謝謝青春活潑的 Greeny Baby！ 

※長官於舞台下方欣賞開場表演 
※音控:表演音樂 

主持人(國慶)：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國慶！ 

主持人(點兒)：我是主持人 點兒！ 

主持人(國慶)：「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今天已經是第二年，

由我們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辦，這個活動主要以綠色旅

遊的方式，透過低碳、綠色的交通工具，放慢腳步，輕鬆悠

遊桃園，欣賞品味桃園特有的城市樂活風情，也讓市民了解

綠色生活的重要性，共同展綠色態度！(音控音樂下) 

※主持人開場 

15:05 

~ 

15:07 

長官介

紹 

主持人(點兒)：現在我先來介紹蒞臨的各位長官及貴賓。 

主持人(國慶)：桃園市副市長 游建華副市長。 

主持人(點兒)：歡迎游副市長！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沈志修局長 

※主持人：國

慶、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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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15:07 

~ 

15:10 

市長致

詞 

主持人(點兒)：謝謝今天蒞臨的長官、貴賓及媒體朋友們，還

有很多熱情的民眾也來到記者會的現場～ 

主持人(國慶)：首先我們先歡迎 

桃園市市長上台致詞 歡迎游副市長 

※(工作人員上台遞麥克風) 

※交由主持人，

但要注意時間儘

量避免 delay 

※手舉牌人員一

旁準備 

15:10 主持人 

主持人(點兒)：謝謝副市長！(引導副市長回座)今年綠色生活

悠遊節，以「綠遊經」為主題，從食衣住行育樂六大面向，

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讓我們從活動中，落實低碳生活，暢

遊桃園美景！ 

 

※手舉牌上台 

 桃園綠遊經-取經賓果樂 

主持人(國慶)：「取經賓果樂」，今年將 3 場活動內容，製成一

張賓果卡，民眾可於環保局及三場活動服務台，領取賓果

卡，每參加一場即可連線一條，兌換宣導品乙份，連線滿兩

條，可獲得綠遊經摸彩券乙張，有機會抽中大獎！ 

 

※主持人：國

慶、點點 

※手舉牌人員上

台 

※音控：配合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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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 

15:15 

 

活動說

明 

 「虎頭山取經趣」 

主持人(點兒)：「虎頭山取經趣」於 9/8 在虎頭山舉行，民眾可

學習低碳知識，參與落葉堆肥活動，一包葉子換一個束口

包，成為一位真正的綠色行動家！ 

 

 「低碳遊石門」: 

主持人(國慶)：第二場活動「低碳遊石門」於 9/29 在石門水庫

南苑停車場舉辦，欣賞石門水庫美景，體驗樂活節能屋，試

乘綠色運具，體現綠色悠遊。 

 

 「綠市集」: 

主持人(點兒)：最後一場活動「綠市集」於 10/21 在新勢公園

舉行，聆聽老街溪人文歷史，閒遊綠市集，體驗手作攤位，

以低碳音樂會作為今年綠色生活悠遊節收尾。 

 

※手舉牌人員維持站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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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15:15 

~ 

15:20 

啟動儀

式 

※手舉牌人員維持站在台上 

 

主持人(國慶)：這麼多玩又豐富的活動，歡迎民眾共同參與今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接下來是啟動儀式，我們有請桃園市 

副市長 上台(拿綠遊經 LOGO) 

 

主持人(國慶)：有請桃園市 副市長，將綠遊經投入地球！ 

主持人(點兒)：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正式啟動！ 

(音控啟動震撼音樂下) 

(媒體拍照取畫面) 

 

主持人(國慶)：有請我們桃園市的大家長，游建華副市長，啟

動我們 2018 年的綠色生活悠遊節！象徵著我們將從食衣住行

各個面向，存入孩子們的未來~ 

主持人(點兒)：請貴賓看前方，讓我們媒體朋友捕捉畫面，看

右邊、看左邊、比個讚… 

(此時邀請市長、

長官貴賓上台) 

※啟動的道具準

備：長官上台遞

上道具 

※主持人：暗示

市長最後 

15:20 

~ 

15:22 

主持人 

致感謝

詞 

主持人(國慶)：今天「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

經」記者會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蒞臨。 
※音控：音樂 

15:22 

~ 

15:30 

記者媒

體聯訪 
主持人(國慶)：謝謝，接下來我們進行媒體聯訪。 

※音控：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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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虎頭山取經趣 

表格 49 虎頭山取經趣開幕式主持人稿 

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08:40 

~ 

08:45 

貴賓/媒

體進場 

※發送新聞資料帶、新聞稿、活動簡介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們，歡迎蒞臨桃

園市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虎頭山取經趣開幕現場，

稍等 5 分後開幕式即將開始，請大家趕快就坐！ 

※音控：輕音樂 

08:45 

~ 

08:47 

主持人 

開場 

主持人：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虎頭山取經

趣開幕式正式開始！首先是萬能科技大學熱舞社為我們帶來

開場表演！ 

※音控:正式開始

音樂(震撼) 

※音控:開場表演

音樂準備 

08:47 

~ 

08:52 

開場表

演 
※萬能科技大學熱舞社表演 ※音控:表演音樂 

08:52 

~ 

08:54 

衣起

COSPLA

Y 走秀 

※走秀展示回收紙箱服裝 

主持人：這次邀請萬能科技大學以及亞洲大學的大學生使用

回收紙箱，自製 Cosplay 服裝，為活動開幕走秀開場。取名

「衣起 Cosplay」的環保走秀，大學生動手用色筆彩繪、膠布

黏貼，從頭到腳閃亮有型，彷彿另類裝飾藝術作品。造型呼

應虎頭山茂密森林，將樹木製成紙箱後，可延續利用價值，

展現資源回收的重要性。希望能喚起民眾對低碳減量、資源

回收的環保意識，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學生口號：衣起 cosplay，地球環保更加倍！ 

※音控:走秀音樂 

08:54 

~ 

活動前

言 

主持人：感謝你們為我們帶來帶來精采的衣起 COSPLAY！ 

※長官於舞台下方欣賞開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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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08:55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國慶！今天是桃園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舉辦的「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第

一場系列活動「虎頭山取經趣」，活動主要以綠色旅遊的方

式，彰顯「慢活、慢食、慢旅遊」精神，虎頭山不但是桃園

市後花園，同時也是全市教育環境園區的發展主軸，在市民

認識綠色生活之餘，展現以綠色態度暢遊桃園！ 

虎頭山除了是我們桃園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外，今年更得到

國家級的環境教育獎！除了是假日休憩出遊處，更富有環境

教育意義！ 

(音控音樂下) 

※主持人開場 

08:55 

~ 

08:57 

長官介

紹 

主持人(國慶)：現在我們先來介紹今天蒞臨的各位長官及貴

賓。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市長！ 

主持人(點點)：歡迎鄭市長！ 

主持人(國慶)：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處長 葉宗賦處長！ 

主持人(點點)：歡迎葉處長！ 

※主持人：國

慶、點點 

08:57 

~ 

09:00 

市長致

詞 

主持人：謝謝今天蒞臨的長官、貴賓及媒體朋友們，還有很

多熱情的民眾也來到開幕式的現場～首先我們先歡迎 

桃園市市長上台致詞 歡迎鄭市長 

※(工作人員上台遞麥克風) 

※交由主持人，

但要注意時間儘

量避免 delay 

※拼圖人員一旁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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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09:00 

~ 

09:02 

拼圖解

說 

主持人：謝謝長官！請長官留步，接下來是啟動儀式，我們

有請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市長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處長 葉宗賦處長 

依續上面方式唱名(唱名名單待與長官確認)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沈志修局長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副局長 劉建中副局長 

議員 

議員 

一同上台！今天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虎頭山取經

趣，以綠色育、樂為主軸，以學習低碳知識，建立綠色品

格；參與綠能活動，打造樂活城市，設計豐富活動及好禮等

民眾來參與！ 

 

※嘟嘟園長拿拼圖上台 

※嘟嘟園長拿拼

圖 

※音控：配合主

持人 

(此時邀請市長、

長官貴賓上台) 

※啟動的道具準

備：長官上台依

序遞上 

※主持人：暗示

市長最後 

09:02 

~ 

09:05 

啟動儀

式 

主持人(國慶)：有請桃園市 市長及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 

處長，一同為我們拼上本次虎頭山取經趣拼圖！ 

 

※長官上台拿好拼圖 

主持人(一起)：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 – 虎頭山取

經趣，正式啟動！ 

(音控啟動震撼音樂下) 

(媒體拍照取畫面) 

※嘟嘟園長開心狀 

※拼上拼圖 

09:05 

~ 

09:07 

主持人 

致感謝

詞 

主持人：今天「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 – 

虎頭山取經趣」開幕式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蒞臨。 
※音控：音樂 

09:07 

~ 

09:15 

記者媒

體聯訪 
主持人：謝謝，請長官留步進行記者們的聯訪。 ※音控：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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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低碳遊石門 

表格 50 低碳遊石門開幕式主持人稿 

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08:50 

~ 

09:10 

貴賓/媒

體進場 

※發送新聞資料帶、新聞稿、活動簡介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們，歡迎蒞臨桃

園市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低碳遊石門開幕現場，稍

等 5 分後開幕式即將開始，請大家趕快就坐！ 

※音控：輕音樂 

09:10 

~ 

09:12 

主持人 

開場 

主持人：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低碳遊石門

開幕式正式開始！首先是由長庚大學熱舞社進行開場表演！ 

※音控:正式開始

音樂(震撼) 

※音控:開場表演

音樂準備 

09:12 

~ 

09:15 

開場表

演 
※長庚大學熱舞社表演 ※音控:表演音樂 

09:15 

~ 

09:17 

介紹長

官 

主持人(國慶)：感謝長庚大學熱舞社的表演，大家好我是主持

人國慶！ 

主持人(點點)：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點點！今天是桃

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的「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

經」第二場系列活動「低碳遊石門」，活動主要以綠色旅遊的

方式，彰顯「慢活、慢食、慢旅遊」精神！(音控音樂下) 

主持人(國慶)：現在我們先來介紹今天蒞臨的各位長官及貴

賓。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市長！ 

主持人(點點)：歡迎鄭市長！ 

依續上面方式唱名(唱名名單待與長官確認)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沈志修局長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江明郎局長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劉慶豐局長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陳文德局長 

風景區管理處 葉宗賦處長 

平鎮區 姜義坤區長 

※主持人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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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09:17 

~ 

09:20 

市長致

詞 

主持人：謝謝今天蒞臨的長官、貴賓及媒體朋友們，還有很

多熱情的民眾也來到開幕式的現場～首先我們先歡迎 

桃園市市長上台致詞 歡迎鄭市長 

※(工作人員上台遞麥克風) 

※交由主持人，

但要注意時間儘

量避免 delay 

※啟動儀式一旁

準備 

09:20 

~ 

09:22 

邀請長

官上台 

主持人(國慶)：謝謝長官！請長官留步，接下來是啟動儀式，

我們有請桃園市 市長及各位長官一同上台！ 

主持人(點點)：今天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低碳遊石

門，以綠色住、行為主軸，以認識居家綠能，節能從家開

始；乘坐綠色運具，低碳暢遊桃園，設計豐富活動及好禮等

民眾來參與！ 

 

※啟動儀式道具上台 

※嘟嘟園長拿太陽道具準備上台 

※主持人：國慶 

※工作人員將啟

動儀式拿上台 

※音控：配合主

持人 

(此時邀請市長、

長官貴賓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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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09:22 

~ 

09:25 

開幕儀

式 

主持人(國慶)：有請可愛的嘟嘟園長為我們上啟動儀式道具！ 

※嘟嘟園長拿太陽道具上台，遞給市長 

 

主持人(點點)：大家可以看到在樂活節能屋上有今天的特色活

動「樂活節能屋 低碳綠家園」、「綠野追碳蹤 運具減碳行」、

「滑步遊桃園 漫步玩石門」、「環保補充站 清潔無傷害」！ 

主持人(國慶)：有請桃園市 市長為我們進行啟動儀式，插上

太陽，象徵太陽能啟動樂活節能屋，同時也開啟我們的活

動！ 

※市長插下太陽 

※嘟嘟園長開心狀 

主持人：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 – 低碳遊石門，

正式啟動！ 

(音控啟動震撼音樂下) 

(媒體拍照取畫面) 

 

09:25 

~ 

09:30 

電動車

回娘家 

主持人(國慶)：今天配合低碳遊石門活動，還邀請到桃園市水

環境巡守隊及守望相助隊，舉辦「電動車回娘家」活動！請

市長到台下一同合影。 

主持人(點點)：今年桃園市環保局舉辦交車儀式，桃園市水環

境巡守隊及守望相助隊獲頒電動車，期望在守護環境與治安

的同時，也能維護空氣品質！ 

※市長至台前，騎乘一台電動車一同合影 

(媒體拍照取畫面) 

主持人(點點)：感謝今天熱情參與活動的 

龍潭區 上林里守望相助隊、 

龍潭區 三林里守望相助隊、 

龍潭區 大平里守望相助隊、 

龍潭區 富林里守望相助隊、 

龍潭區 上華里水環境巡守隊、 

龍潭區 高原里守望相助隊、 

大溪區 內柵水環境巡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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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09:30 

~ 

09:37 

體驗試

乘 

主持人：請市長移步至試乘區！ 

※聯訪結束，主持人帶領市長至試乘區 

主持人：今天參加低碳遊石門試乘活動的廠商有 TOYOTA、

太平洋自行車、光陽機車、美利達、Gogoro、中華 E-moving，

感謝各品牌的參與！ 

※音控：輕音樂 

09:37 

~ 

09:40 

體驗樂

活節能

屋 

主持人：請市長移步至樂活節能屋！ 

※聯訪結束，主持人帶領市長體驗樂活節能屋 

※交由節能屋人員做講解 

※音控：輕音樂 

09:40 

~ 

09:50 

記者媒

體聯訪 

主持人(國慶)：今天「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

經 – 低碳遊石門」開幕式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蒞臨。 

主持人(點點)：請長官留步進行記者們的聯訪。 

視情況保留或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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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綠市集 

表格 5152 綠市集開幕式主持人稿 

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14:40 

~ 

14:48 

貴賓/媒

體進場 

※發送新聞資料帶、新聞稿、活動簡介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們，歡迎蒞臨桃

園市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綠市集開幕現場，稍等 5

分後開幕式即將開始，請大家趕快就坐！ 

※音控：輕音樂 

14:48 

~ 

14:50 

主持人 

開場 

主持人：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綠市集開幕

式正式開始！ 

※音控:正式開始

音樂(震撼) 

14:50 

~ 

14:52 

長官介

紹 

主持人(國慶)：現在我們先來介紹今天蒞臨的各位長官及貴

賓。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市長！ 

主持人(點點)：歡迎鄭市長！ 

主持人(國慶)：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沈志修局長！ 

主持人(點點)：歡迎沈局長！ 

依續上面方式唱名(唱名名單待與長官確認) 

桃園市平鎮區區長 姜義坤區長 

議員 

※主持人：國

慶、點點 

14:52 

~ 

14:55 

市長致

詞 

主持人：謝謝今天蒞臨的長官、貴賓及媒體朋友們，還有很

多熱情的民眾也來到開幕式的現場～首先我們先歡迎 

桃園市市長上台致詞 歡迎鄭市長 

※(工作人員上台遞麥克風) 

※交由主持人，

但要注意時間儘

量避免 delay 

※開幕儀式人員

一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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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備註 

14:55 

~ 

15:00 

開幕儀

式 

主持人(國慶)：謝謝長官！請長官留步，接下來是開幕儀式，

我們有請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市長以及其他長官一同上台！ 

主持人(點點)：今天 107 年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綠市集，

以綠色食、衣為主軸，以使用環保餐具，落實垃圾減量；舊

衣再次使用，二手價值沿續，設計豐富活動及好禮等民眾來

參與！ 

 

※工作人員拿開幕儀式上台 

主持人(國慶)：邀請桃園市環境教育大使「嘟嘟園長」為我們

上開幕儀式道具！ 

※嘟嘟園長拿貼圖上台 

主持人(國慶)：有請桃園市 市長在「綠色宣言衣起來」貼上

活動貼圖，象徵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 

 

※市長貼上貼圖 

主持人(一起)：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 – 綠市集，

正式啟動！ 

(音控啟動震撼音樂下) 

(媒體拍照取畫面) 

※嘟嘟園長開心狀 

※開幕儀式道具

上台 

※嘟嘟園長拿貼

圖 

※音控：配合主

持人 

15:00 

~ 

15:10 

記者媒

體聯訪 

主持人：今天「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 – 

綠市集」開幕式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蒞臨。 

主持人：謝謝，請長官留步進行記者們的聯訪。 

※音控：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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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文宣品 
6.5.1 記者會 

 

表格 53 記者會文宣品成果 

邀請卡*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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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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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手禮：一卡通*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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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儀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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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手舉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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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 牌*4 

  

 

簽名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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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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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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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虎頭山取經趣 
 

表格 54 虎頭山取經趣文宣品成果 

邀請卡*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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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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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意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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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儀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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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位置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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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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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罐要分家*2 

 

 

 

轉動你的標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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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牌*28 

 

 
 

規則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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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牌(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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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遊經束口包*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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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低碳遊石門 

 
表格 55 低碳遊石門文宣品成果 

邀請卡*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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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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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意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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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儀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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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位置圖*9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125 

 

 

捷運紙板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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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車車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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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告示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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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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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彩箱*1 

 

 

 

摸彩券*7000 

 

  
 

試乘解說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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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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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牌(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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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玩具自己做*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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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步車號碼*300 

  

 

 

 

宣言小卡*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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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騎乘方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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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步車拱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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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綠市集 

 
表格 56 綠市集文宣品成果 

邀請卡*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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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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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意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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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儀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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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位置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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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餐具*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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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手拿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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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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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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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下碳足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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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牌*8 

 

 

 

 

 
  



第六章 附錄 

148 

 

印章*5 

 

 

 

 

 

網版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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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活動照片 
6.6.1 記者會 

 
表格 57 記者會活動照片成果 

 
主持人點點 

 
開場舞 Greeny Baby 帶來精彩表演 

 
貴賓、媒體接待處 

 
貴賓報到 

 
副市長與貴賓一同完成啟動儀式 

 
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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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虎頭山取經趣 
表格 58 虎頭山取經趣活動照片成果 

 
市長參與虎頭山取經趣開幕式 

 
市長與民眾親切互動 

 
衣起 Cosplay 走秀延續回收紙箱價值 

 
民眾熱情參與虎姑婆說故事 

 
主持人國慶、點點 

 
小朋友透過活動學習環保知識 

 
環保小樂手教民眾用回收物做樂器 

 
山野大冒險體驗攀樹學習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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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低碳遊石門 
表格 59 低碳遊石門活動照片成果 

 
市長與長官一同參觀電動試乘商家 

 
邀請巡守隊電動車回娘家 

 
市長與電動車商家互動 

 
市長試乘電動機車 

 
市長與長官一同完成啟動儀式 

 
民眾熱情參與滑步車活動 

 
小朋友於滑步車賽道遊玩 

 
樂活節能屋 



第六章 附錄 

152 

 

6.6.4 綠市集 

 
表格 60 綠市集活動照片成果 

 
市長參與開幕式 

 
市長與長官一同體驗給我爆爆 

 
記者媒體聯訪畫面 

 
市長逛綠市集 

 
市長與外國商家互動 

 
民眾兌換宣導品 

 
民眾於草地觀看舞臺表演 

 
民眾熱情參與綠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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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於草地野餐 

 
鄧福如演唱畫面 

 
林芯儀演唱畫面 

 
旺福演唱畫面 

 
民眾參與低碳音樂會 

 
綠遊經中獎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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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直播畫面 
6.7.1 虎頭山取經趣 

 

表格 61 虎頭山取經趣直播畫面 

  

 

6.7.2 低碳遊石門 
表格 62 低碳遊石門直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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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綠市集 

 

表格 63 綠市集直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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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媒體露出 
6.8.1 記者會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九月請來「綠遊經」 

 

    桃園市環保局於 8 月 30 日舉辦「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綠遊經」起跑記者會。

綠色生活悠遊節將有三場系列活動，橫跨桃園、中壢、平鎮、龍潭、大溪等區，活動地點都

選在桃園市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相當適合親子共遊，歡迎大家搭乘綠色運具，悠遊美麗的

桃園。 

 

    今年的綠色生活悠遊節共有三場系列活動，9 月 8 日在虎頭山舉辦「第一篇章——虎頭

山取經趣」，9 月 29 日在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舉辦「第二篇章——低碳遊石門」，10 月 21

日在新勢公園舉辦「第三篇章——綠市集」，現場有闖關活動、低碳運具體驗、親子 DIY、

達人帶路小旅行、特色美食及低碳音樂會。每場活動將提供 2,000 份「賓果卡」，共有食、

衣、住、行、育、樂六大面向的 16 個關卡，民眾只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來桃園玩，並完成活

動任務，在賓果卡上連成一條線即可兌換限量禮物；完成兩條線，則可兌換摸彩券，有機會

帶回大獎！ 

 

    桃園市副市長游建華表示，氣候變遷是全球重大議題，節能減碳是刻不容緩的任務，自

106 年施行「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後，桃園穩健轉型為更加宜居的綠色城

市。桃園捷運、Youbike、臺灣好行等都陸續建置完成，民眾來桃園玩可以搭乘高鐵、捷運、

電動巴士或者騎腳踏車，路線多元，非常方便。未來，市府預計將石門水庫打造為桃園第一

個低碳旅遊場域，在溪洲沉澱池設置「低碳轉運站」、「觀光服務中心」及「五星級露營

地」，提供「停、轉、乘、玩、買」的服務。 

 

    環保局長沈志修表示，今年的「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將舉辦三場系列活動，橫跨桃園

區、中壢區、平鎮區、龍潭區、大溪區，歡迎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來桃園體驗特有的人

文景觀。三場活動的地點，都在桃園市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皆有專業的環境教育導覽課

程；現場將有達人來帶路，探訪虎頭山、石門水庫、老街溪，傳授環境知識，體驗綠能低碳

生活，非常適合親子共遊，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新聞發布：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續科長林錫聰 0972938187 

新聞連繫：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專門委員葉孟芬 09586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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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4 記者會媒體成果 

Yahoo 網路新聞：https://goo.gl/3WU3rK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9/8 登場 搭乘綠色運具悠遊美麗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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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https://goo.gl/e5HCbp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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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新聞網：https://goo.gl/kU2XSn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九月請來「綠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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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新聞網：https://goo.gl/YWhsrn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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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訊社：https://goo.gl/J2VAeS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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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傳媒：https://goo.gl/JJ8cKV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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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https://goo.gl/U3A88z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9/8 登場 搭乘綠色運具悠遊美麗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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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https://goo.gl/eW15sk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本月 8 日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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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虎頭山取經趣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來虎頭山向大自然「取經」 

    燠熱的暑假接近尾聲，桃園市環保局於 9 月 8 日在桃園市虎頭山舉辦 2018 桃園綠色生活

悠遊節系列活動「第一篇章——虎頭山取經趣」，鼓勵大小朋友搭乘綠色運具，以輕鬆悠閒

的心情，來虎頭山學習低碳知識，體驗綠色生活與生態環保，從大自然「取經」。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虎頭山取經趣」活動，從上午 9 點進行到下午 1 點，主題包

括：落葉堆肥 DIY、攀樹護樹體驗、環保知識闖關活動、說故事導覽及省電達人現場開講

等，結合環境教育及生態知識，倡行減塑精神。活動開場由大學生使用回收紙箱，自製

Cosplay 服裝進行走秀，呈現廢棄物再利用的理念，宣揚資源回收的重要。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到「攀樹專家——翁恒斌」，現場示範攀樹的訣竅，同時設計體驗課

程，讓民眾在體驗過程中學習護樹觀念，從樹的視野來俯瞰桃園風貌，讓人重拾對自然萬物

的好奇心，也讓孩子跟樹產生共同體驗，進而衍生對大自然的尊重。另外，特別安排「虎姑

婆說故事」，由嘟嘟園長及環境教育說演人員，透過環教繪本介紹桃園美景。 

 

    環保局副局長劉建中表示，虎頭山是桃園市 12 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一，且在今年榮獲

「第 6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機關(構)組優等獎，交通方便，適合全家一同出遊。今年的綠色生

活悠遊節共有三場活動，從食、衣、住、行、育、樂 6 大面向，結合生態、人文、旅遊、親

子、音樂、美食、文創及環境教育等，讓民眾在參與活動的同時，向綠色生活「取經」。 

 

    「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智慧導覽 APP」自去年開始啟用，提供推播影像、語音訊息、鄰

近景點自動導覽等功能，以減少導覽摺頁的使用。歡迎民眾下載導覽 APP，來趟獨特的低碳

輕旅行。 

 

    2018 綠色生活悠遊節的另外兩場活動，分別是 9 月 29 日在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的「第

二篇章——低碳遊石門」，以及 10 月 21 日在新勢公園的「第三篇章——綠市集」。每場活

動都將提供 2,000 份「賓果卡」，只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來桃園玩，並以圖片為證，並完成

活動任務，在賓果卡上連成一條線，即可兌換限量禮物；完成兩條線，則可兌換摸彩券，有

機會帶回大獎！詳細資訊請上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FB 粉絲專頁查詢(https://goo.gl/em3YA4)。 

新聞發布：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續科長林錫聰 0972938187 

新聞連繫：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專門委員葉孟芬 09586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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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5 虎頭山取經趣媒體成果 

桃園新聞網：http://tnews.cc/03/newscon1_706237.htm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來虎頭山向大自然「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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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數位新聞網：https://goo.gl/nwALG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來虎頭山向大自然「取經」】 

 

  



第六章 附錄 

168 

 

台灣民眾電子報：https://goo.gl/2zfNdV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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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t 生活誌：https://goo.gl/FsN5zU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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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晨報：https://goo.gl/MLNfAw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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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傳媒：https://goo.gl/3n1t2s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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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檔：http://share.youthwant.com.tw/DC2142585.html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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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https://goo.gl/W25ny4 

【學攀樹訣竅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從自然「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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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新聞：http://www.taiwanhot.net/?p=626627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來虎頭山向大自然「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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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低碳遊石門 

 

 

湖光山色低碳旅遊  石門水庫綠色生活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系列活動「第二篇章——低碳遊石門」，於 9 月 29 日在

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熱鬧展開。環保局在現場規劃了「樂活節能屋」、滑步車趣味賽、低碳

運具試乘體驗、石門生態深度導覽等，並提供免費腳踏車及遊園電動巴士，歡迎您搭乘綠色

交通工具，暢遊石門水庫的湖光山色。 

 

    鄭文燦市長表示，低碳旅遊是愛護環境的旅遊方式，藉由大眾運輸網絡，串聯主題活

動，落實綠色生活。目前桃園捷運、Youbike、臺灣好行都陸續建置完成，民眾來桃園玩可以

搭乘高鐵、捷運、電動巴士或者騎腳踏車，路線多元，非常方便，歡迎大家多多利用綠色運

具。 

    環保局長沈志修表示，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已成功推廣「低碳慢活」的理念，去年

民眾的反應頗佳，因而今年特別擴大到 3 場；「低碳遊石門」為第 2 場，以低碳綠能的

「住」、「行」面向為活動主軸。這次有 12 家科技大廠，將貨櫃打造為自給自足的「樂活節

能屋」，透過屋頂太陽能、儲能電池、智慧微電網及隔熱塗料等，示範如何善用設計與建

材，來創造居家節能環境，不僅省電費，更能減少碳排放。而石門水庫也是桃園市 12 座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之一，當天也會有專人深度導覽，歡迎大小朋友一起蒞臨。 

 

    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桃園市大溪區與龍潭區、復興區、新竹縣、關西鎮之

間，是北臺灣極為重要的水庫，景色相當優美，是極富盛名的景點。未來，市府預計將石門

水庫打造為桃園第一個低碳旅遊場域，在溪洲沉澱池設置「低碳轉運站」、「觀光服務中

心」及「五星級露營地」，提供「停、轉、乘、玩、買」的服務。 

 

    環保局長沈志修表示，2018 綠色生活悠遊節的最後一場活動「第三篇章——綠市集」，

將於 10 月 21 日（星期天）下午 3 點到晚上 8 點，在平鎮新勢公園舉辦，現場有超過 60 個文

創與美食攤位、低碳音樂會及壓軸的「綠遊經摸彩」活動，參加者有機會抽中總價值達 11 萬

元的綠色商品！詳細資訊請上「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FB 粉絲專頁查詢

(https://goo.gl/em3YA4)。 

 

新聞發布：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續科長林錫聰 0972938187 

新聞連繫：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專門委員葉孟芬 09586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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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6 低碳遊石門媒體成果 

YAHOO!奇摩新聞：https://goo.gl/9R7UuZ 

【湖光山色低碳旅遊 石門水庫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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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新聞：http://www.taiwanhot.net/?p=636596 

【湖光山色低碳旅遊 石門水庫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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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傳媒：http://www.fingermedia.tw/?p=649071 

【低碳遊石門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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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E 政府：https://goo.gl/3h9drc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系列活動「第二篇章—低碳遊石門」 鄭市長：結

合低碳、綠能和永續發展，以慢食、慢活和慢遊體驗桃園環境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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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薯藤 YamNews：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29248772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湖光山色低碳遊石門熱鬧展開】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181 

 

HiNet 生活誌：https://times.hinet.net/news/21990681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湖光山色低碳遊石門熱鬧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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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 新聞：https://goo.gl/Bc1pfs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湖光山色低碳遊石門熱鬧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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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 新浪新聞：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929/28347768.html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湖光山色低碳遊石門熱鬧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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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生活網：https://life.tw/?app=view&no=849588 

【湖光山色低碳旅遊 石門水庫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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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戰選站：https://www.choosechange.com.tw/archives/57491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以低碳、綠能和永續發展為原則，搭配慢食、慢

活、慢遊，邀請市民朋友體驗環境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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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綠市集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綠色生活悠遊節壓軸場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系列活動壓軸「第三篇章——綠市集」，10 月 21 日於平

鎮區新勢公園熱鬧登場，有許多認同環保理念的廠商及手作職人共襄盛舉。「綠市集」以

「食」和「衣」為主題，舉辦市集、音樂會、闖關活動等，讓減碳、減塑的綠色觀念，融入

你我的日常生活。環保局也規劃了多條大眾運輸交通路線，讓民眾能搭乘低碳運具前來，暢

遊桃園也落實環保。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綠市集」現場集結了 40 攤手作、輕食、電動機車試乘體驗，

以及小農和綠色店家，另包括遊戲關卡共逾 60 個攤位。晚間的「低碳音樂會」則邀請知名歌

手鄧福如、林芯儀及旺福樂團接力開唱，並有總價值高達 11 萬元以上的綠色商品摸彩，各項

活動盛大又熱鬧，也蘊含著環保的理念。 

 

    市長鄭文燦表示，桃園市正穩健邁向永續、綠色的環保城市，跨局處合作推動「桃園市

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已連續 7 年獲得低碳永續家園考核的直轄市、縣（市）政府

組特優評等，可見桃園在環保方面的長期用心與努力。 

 

    環保局長沈志修表示，綠色運輸也是低碳永續的一環，桃園市積極建設軌道，透過多種

路線串起都市生活圈，結合公車及 Ubike，打造出完整的綠色運輸鏈。民眾來新勢公園參加

「綠市集」，不妨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減少碳排放，共同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桃園新勢公園佔地約 4.6 公頃，是中壢、平鎮一帶的中心樞紐，擁有籃球場、體健區、

滑板場以及兒童攀岩場、極限運動區等設施。公園地下設有礫間處理系統，可處理周邊家庭

污水，也使老街溪河水淨化，最後再引入園區的生態池；此工程曾獲「公共工程金質獎」及

「國家卓越建設獎」，是生態教育的範本。 

 

    環保局長沈志修表示，活動現場設有人力發電的腳踏車裝置，將產生的電能供應到爆米

花機臺，讓民眾「自己的電自己發」，健身運動之餘還能製作爆米花。也安排了「城市裡的

溪」繪本講演，由導覽員帶領大家漫步親水步道，透過繪本體會桃園之美。「舊衣也有春

天」則邀請民眾將淘汰的舊衣服做成飲料杯袋，製作成個人專屬的環保物件。 

 

    環保局表示，今年綠色生活悠遊節的三場系列活動，都選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舉辦，結

合了環境教育及低碳理念，讓民眾在悠遊桃園時，也能體現環保低碳的精神。 

新聞發布：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續科長林錫聰 0972938187 

新聞連繫：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專門委員葉孟芬 09586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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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7 綠市集媒體成果 

指傳媒：http://www.fingermedia.tw/?p=656703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綠色生活悠遊節 新勢公園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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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市政府新聞處：https://goo.gl/x8fdTN 

【2018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系列活動—綠市集開幕式 鄭市長：推廣愛物惜

物，循環利用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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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E 政府：https://goo.gl/ZEQhdG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綠色生活悠遊節壓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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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電子報：http://www.allnews.tw/?p=39119 

【桃園綠市集 減碳減塑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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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奇摩新聞：https://goo.gl/bnuAYG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減碳減塑觀念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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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新聞：http://www.taiwanhot.net/?p=644287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減碳減塑觀念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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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桃全球新聞報：http://www.stnews.com.tw/news_detail.aspx?id=3598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綠色生活悠遊節壓軸場】 

 

  



第六章 附錄 

194 

 

PChome 新聞：https://goo.gl/8NCo1h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減碳減塑觀念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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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有線新聞：https://goo.gl/zEeXG5 

【桃園「綠市集」環保嘉年華 減碳減塑觀念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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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公關室 
6.8.5.1平面廣告 

表格 68 平面廣告 

 
台灣導報 

 
民眾日報 

 
太平洋日報 

 
真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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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中華日報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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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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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2廣播廣告 

表格 69 廣播廣告 

 
亞洲電台 

 
大溪電台 

 
環宇廣播 

 
中時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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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3網路廣告 

表格 70 網路廣告 

 
台灣好新聞 

 
指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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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其他 
6.8.6.1雜誌：行遍天下 

 

圖 9 雜誌出刊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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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2宣導影片 

6.8.6.2.1第一支闖關學會節能 

 

表格 71 影片播放平台 

桃園機場捷運：9/22-10/15 

 

YouTube 廣告：10/2-10/8

 

桃捷月台廣告上刊證明 

 

YouTube 廣告上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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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2.2第二支悠遊綠市集 

 

表格 72 影片播放平台 

桃園機場捷運：10/16-10/21 

 

YouTube 廣告：10/8-10/14 

 

桃捷月台廣告上刊證明 

 

YouTube 廣告上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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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3FB 粉絲專頁 

6.8.6.3.1FB 粉絲專頁統計 

 

8/30-10/25 追蹤總人數統計 815 人 

 

圖 10 粉專追蹤總人數統計圖 

 
 
 

8/30-10/25 收到讚統計 796 個 

 
圖 11 粉專收到讚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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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0/25 貼文最高觸及人數 2871 人 

 

圖 12 粉專貼文最高觸及人數圖 

 
 
 

8/30-10/25 最高總瀏覽次數 1875 人 

 

圖 13 粉專最高總瀏覽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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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3.2貼文紀錄 

 

表格 73 貼文紀錄表 
8/28 

不知道你還記得 2017 綠色生活悠遊節嗎?感謝大家去年的熱情參與，今年 2018 綠色生活悠遊

節將分為 3 場，趕緊將你的日曆記下，千萬別錯過。 

1. 虎頭山取經趣 9/8（六），9:00-13:00 

虎頭山公園（桃園市桃園區公園路 42 號，桃園孔廟旁） 

2. 低碳遊石門，9/29（六），9:00-13:00 

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由坪林收費站進入） 

3. 綠市集 10/21（日），15:00-20:00 

新勢公園（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小編在此先透露這麼多，想要知道更詳細的內容，別忘了關注我們喔 

#桃園綠色生活悠遊節 #低碳旅遊 #虎頭山公園 #石門水庫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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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各位...今天就是記者會啦～再過 30 分鐘...就要～開～始～啦～記得鎖定 #直播喔！#記者會 #

綠色生活悠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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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記者會直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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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Hey~Hey~Hey~小編剛接到密報，迫不及待要跟各位大大分享。綠遊經 虎頭山取經趣，活動剛

開始就要發禮物，真是太佛心啦！仔細看好規則喔 

活動時間：2018 / 8 / 31 - 2018 / 9 / 5，17:00 截止，公布時間：2018 / 9 / 6，17:00 

這樣做才能禮物 Get  

1. 在【綠色生活悠遊節】粉絲專頁「按讚」讚 

2. 在此貼文下方留言「跟著我 #綠色生活悠遊節」 

3. 最後，標記 2 位好友 

貼心提醒：三步驟都要完成，才符合抽獎資格喔！如有不合資格者，則將再另行抽選遞補名

單。名額：隨機抽取 5 位幸運兒，將有神秘禮物 Get 

領獎辦法：幸運兒請攜帶足以證明本人之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 於「虎頭取經趣」活動

當天 107 / 9 / 8，至服務台領取獎品！(限當天領取，不提供郵寄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好禮等你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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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再過五天就是【綠遊經】第一場活動 9/8 虎頭山取經趣 9:00-13:00、9/8 虎頭山取經趣 9:00-

13:00、9/8 虎頭山取經趣 9:00-13:00 

因為小編覺得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想知道當天有什麼活動嗎?往下看就知道了 

1. 【環保小樂手】想當小小樂手嗎？自備回收瓶罐專人教你製作樂器樂來樂悠遊 

2. 【虎姑婆說故事】現場限量報名，虎姑婆在樹屋說故事，要聽故事的快快來 

3. 【綠色行動家】一包換一包，於虎頭山撿一包落葉，學習落葉堆肥，可換一個獨家束口

包，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4. 【山野大冒險】台灣首位攀樹師，教你給神樹撓癢癢，學習護樹知識 

現在是不是心有點癢癢呢？那就設好你的行程表，小編可是設了 10 個鬧鐘提醒呢！ 

#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一包換一包 #給神樹撓癢癢 #樂來樂悠遊 #虎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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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YO 小綠綠們，給編編 1 分鐘，秒懂賓果樂規則。 

賓果卡領取：於各場次服務臺領取、於桃園市環保局服務臺領取 

集章規則： 

1. 活動當天，只要小綠綠「玩」成指定關卡，就可於賓果卡上蓋章 

2. 蒐集到一條連線，即可兌換該場宣導品一份 

恭喜綠綠賀喜綠綠，馬上到服務台領獎品吧！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兌換規則： 

1. 來「玩」一場活動+一條連線，就可領取該場宣導品囉！ 

2. 來「玩」兩場以上活動＋兩條連線，即可換「綠遊經摸彩券」一張 

3. 來第三場 #綠市集 參加抽獎吧！ 

獎品每場限量，場場都不同，不可選擇兌換，也不能使用不同場次連線，兌換其他宣導品

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BINGO #虎頭山 #石門水庫 #新勢公園 #限量獎品 #抽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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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Do Re Mi So，編編來公布中獎名單囉！【虎頭山取經趣】中獎名單： 

1. 陳 O 宇 

2. 黃 O 澧 

3. 呂 O 儀 

4. 翁 O 雅 

5. 陳 O 華 

恭喜這 5 位幸運的小綠綠，請私訊編編，再告訴你如何領獎獎 

嘿嘿~別以為這就結束了~還有下一波抽獎機會呢~嘿嘿~想知道請密切關注、追蹤粉專 

#0908 虎頭山取經趣 #綠色生活悠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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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小綠綠～看過來編編擔心自己會迷路~特地去找了到虎頭山的方法，快來看看吧 

虎頭山 這樣去 

1. 火車至「桃園站」下車 

2. 高鐵至「桃園站」下車 

3. 公車【105】、【125】、【707】、【707A】至「桃園高中站」下車，途經孔廟後抵達活

動會場 

4. 桃園市免費市民公車� 【環狀紅線】至「榮民醫院站」下車，於大有路右轉成功路，往

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方向步行 1 分鐘抵達活動會場 

還不趕快記下來，如果不懂編編的明白，也可以去這裡看 http://www.web-

unique.com/tc/active1.html 

#虎頭山取經趣 #綠色生活悠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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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編編來預告，再過 1 天就是【虎頭山取經趣】了，小綠綠們有木有 Hen 期待，編編可是 High

到睡不著呢！先透露消息給你們ㄎㄎ 

【減碳就要減速】 

1. 只要當天小綠綠有搭乘綠色運具（大眾運具、電動車、腳踏車都算喔） 

2. 有購票證明 or 照片，就可以通過這關囉！是不是超級簡單啊！ 

【我是不速之客】 

1. 環保餐具就是這關的通關鑰匙，有帶就直接給你過關了喔嘿嘿 

2. 出示綠色商家發票同樣也可以過關喔~只要你說出是，編編就信 

【環保小樂手】 

1. 回收瓶罐就是這關的通關鑰匙，有帶就直接讓你體驗小小樂手 

【虎姑婆說故事】 

1. 自行下載「桃園市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智慧導覽 APP」，就可以參加囉~當天會有專人

解說喔~想聽故事就趕快下載吧 

此時此刻有木有心動的港覺，還不快記下當天要帶的通關鑰匙，編編在虎頭山等你們喔~ 

#0908 虎頭山取經趣 #綠色運具 #環保餐具 #回收瓶罐 #桃園市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智慧導覽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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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通知，9/8 虎頭山取經趣開幕式時間有變動，開幕式從 8:40 開始喔喔喔 

編編貼心小提醒，最近天氣不穩定，明天要來玩的小綠綠要記得帶雨具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虎頭山取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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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馬上要迎接【虎頭山取經趣】的到來~編編現在已經在虎頭山紮營，9 月 8 號快點來！

先破個梗好了~ 

有這些文創商家來擺攤喔： 

1. 【Absolute 99c】典藏手做小舖：純手作多媒材飾品 #手工創意無限 

2. Chicnana 仨娜：手作蛋糕、義大利風金工飾品 #義大利風琉璃金工 

3. 肥窩手作坊：口金揹包、雙面遮陽帽、髮帶、嬰幼兒兜兜口水巾 #純正日本製花布 

4. Penny 手作小舖：手工髮飾、瓶蓋髮飾 #環保概念 

5. 紙能這樣：紙製品、居家裝飾 #重新認識紙 

6. 麻油手作：布做商品、手工包 #有溫度的手工包 

7. 愛麗絲‧愛手作 Alice’s Handmade ：手作布品、甜點 #手作的感動 

8. Angel Rabbit 的幸福窩：編織品、雜貨 #在幸福窩編織好心情 

9. 胖嘟屋幸福手作 PDW Handmade：乾燥花、永生花飾品 #不凋謝的幸福 

10. 13 個手感烘焙 The baker's dozen：手工麵包、原住民商品 #原住民 X 歐式麵包 

是不是有心動的感覺，如果沒有要檢查一下喔~編編今晚在虎頭山等小綠綠喔~ 

不見不散，不要放鴿子喔~ 

#0908 虎頭山取經趣 #綠色生活悠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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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嘿～現在天氣很好呢～ 

小綠綠快點來，虎頭山取經趣 8:40 開幕，9:00 準時開始喔！ 

#虎頭山 #綠色生活悠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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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塑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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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起 COSPLAY 

好多小綠綠搶著要拍照照耶~你還不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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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小樂手 

~好 high 好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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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吃電怪獸 

傳授吃電怪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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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行動家 

小綠綠們都好認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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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大冒險 

10:20 會有直播攀樹喔～ 

#幫神樹撓癢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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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可艾 點兒 攀樹趣-Climbing Tree 要為大家示範攀樹喔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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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快沒囉～小綠綠們快加緊腳步 

#虎頭山取經趣 #領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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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ie 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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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啦~虎頭山玩完了，不知道小綠綠有木有玩得盡興呢？編編可是玩到不想回家呢！不

過別以為就這樣結束了喔~後面還有兩場不一樣的主題等著呢！ 

還不趕快空下你的那一天 

1. 【低碳遊石門】，9/29（六），9:00-13:00，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

由坪林收費站進入） 

2. 【綠市集】，10/21（日），15:00-20:00，新勢公園（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好囉~還沒來的盆油~快快來，編編想看點新面孔 

#綠色生活悠遊節 #低碳遊石門 #綠市集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229 

 

9/12 

~登~愣~不能只有我知道~編編分享節能知識時間~ 

節能知識-【行篇】，綠綠們知道「低碳運具」是什麼嗎？只要能「降低」交通所造成的環境

汙染問題，就是「低碳運具」，包含大眾交通運輸喔~這些都是「低碳運具」喔：腳踏車、火

車、高鐵、公車、電動代步車、電動摩托車 

如果綠綠們想更加了解【低碳運具】那就來【低碳遊石門】的活動：9/29，9:00-13:00，石門

水庫南苑停車場 

有各式電動運具試乘活動喔~編編發現桃園是全台電動車補助最多的城市呢（考慮搬戶籍...）

有興趣的盆油來參考參考 

https://www.tydep.gov.tw/tydep/PeopleApply/Detail/1022?type= 

#綠色生活悠遊節 #低碳遊石門 #低碳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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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編來預告】有聽過「滑步車」嗎？這是 2-6 歲小盆油們最流行的運動餒‼沒聽過你就落伍

了~讓編編來救你回時尚圈 

~小綠綠們~來來來 9/14 早上 10：00 準時開放報名、9/14 早上 10：00 準時開放報名、9/14 早

上 10：00 準時開放報名 

歡迎家中有 2-6 歲的小小孩一起來玩喔~（編編太大想玩都不能玩） 

報名詳情請鎖定粉專，還沒按讚、追蹤的，快去‼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 #滑步遊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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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小貢獻】綠綠們來說說對環保有什麼貢獻吧！像編編平時都搭公車購買有綠色標章的

商品，只要留言環保小貢獻，就可以抽獎獎囉~ 

【綠遊經 低碳遊石門】，仔細看好規則喔~活動時間：2018 / 9 /13 - 2018 / 9 / 25，17:00 截止，

公布時間：2018 / 9 / 26，17:00 

1. 在【綠色生活悠遊節】粉絲專頁「按讚」 

2. 在此貼文下方留言「#我的環保小貢獻是......」 

3. 最後，標記 3 位好友 

貼心提醒：三步驟都要完成，才符合抽獎資格喔！如有不合資格者，則將再另行抽選遞補名

單。名額：隨機抽取 5 位幸運兒，將有神秘禮物 Get 

領獎辦法：幸運兒請攜帶足以證明本人之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 於「低碳遊石門」活動

當天 107 / 9 / 29，至服務台領取獎品！(限當天領取，不提供郵寄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低碳遊石門 #環保小貢獻 #抽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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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遊石門】➡『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 

競賽組：依年齡及性別分組，需於時間內，於指定報名網址報名，限額 300 人 

比賽年齡：2-6 歲 

1. 2 歲組：2A 男：104/09/29～105/03/28、2B 男：105/03/29～105/09/28、2A 女：104/09/29～

105/03/28、2B 女：105/03/29～105/09/28 

2. 3 歲組：3A 男：103/09/29～104/03/28、3B 男：104/03/29～104/09/28、3A 女：103/09/29～

104/03/28、3B 女：104/03/29～104/09/28 

3.  4 歲組：4A 男：102/09/29～103/03/28、4B 男：103/03/29～103/09/28、4A 女：102/09/29～

103/03/28、4B 女：103/03/29～103/09/28 

4. 5 歲組：5A 男：101/09/29～102/03/28、5B 男：102/03/29～102/09/28、5A 女：101/09/29～

102/03/28、5B 女：102/03/29～102/09/28 

5. 6 歲組：6 男：100/09/29～101/09/29、6 女：100/09/29～101/09/29 

6. 特教組 4～6 歲（需持身心障礙手冊） 

7. 4～6 歲男：100/9/29～103/9/29、4～6 歲女：100/9/29～103/9/29 

比賽地點：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可由石門水庫之坪林收費站進入)，比賽時間：2018/09/29

（星期六）上午 9：00～完賽，報名日期：2018/9/14，10：00～2018/9/22，21：00 截止報名，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a12dEsrlWDdKLRlv1 

填寫報名表僅代表登錄成功，正式錄取仍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活動參賽禮：DIY 紙板桃園捷運車一台、梅森杯一個(總價值 300 元)、完賽證 

贊助單位：斯坦利直排輪 club 

摸彩獎品： 

1. 兒童直排輪鞋，共 3 雙〈價值新台幣 3500 元/雙〉 

2. 護具，共 10 套〈價值新台幣 750 元/套〉 

參賽資格：依年齡及性別分組，需於時間內，於指定報名網址報名 

1. 限符合分組年紀的車手，參加者需自備平衡車，不限車款！限無踏板的 12 寸輪組滑步

車！ 

2. 參賽選手必須自備並配戴安全帽及護具，未配戴者取消參賽資格！現場報到須攜帶健保

卡以供核對！ 

【滑步遊桃園】：體驗組開放所有 2-6 歲民眾參加，採現場報名定時開發名額。綠綠們還不

趕快去報名，名額有限喔#綠色生活悠遊節 #低碳遊石門 #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 #滑步遊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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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就是【綠遊經】第二場活動：9/29 低碳遊石門 9:00-13:00、9/29 低碳遊石門 9:00-

13:00、9/29 低碳遊石門 9:00-13:00，因為編編覺得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活動地點：石門水

庫南苑停車場（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快快設好你的行程表，編編這是設了 20 個鬧鐘提醒

呢~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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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愣~不能只有我知道~編編分享節能知識時間~節能知識-【食篇】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低碳飲食】呢？所謂的【低碳飲食】，是指在食物的整個生命週期

中，盡量排放最少的溫室氣體。 

還是不懂嗎？編編舉個例子~來~看這邊~ 

1. 運輸：選在地食材，可縮短食物里程，降低供運輸所需能源。(當季、在地、原態) 

2. 加工：選擇精簡包裝；減少使用加工食材。可減少加工過程及未來處理廢棄物時；所需

消耗的能源，而運用自然加工措施的食材(如日曬/風乾)則不在此限。 

3. 販售購買：節制使用，購物時少使用交通工具，並購買適當份量。(少開車、適量、節能) 

以上只是編編選取一小部分來說明，詳細內容看這邊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life/index01-1.html 

相信聰明的大家都懂【低碳飲食】了對吧！保護地球，從【低碳飲食】做起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桃園低碳綠色城市網 

#低碳飲食 #綠色生活悠遊節 #節能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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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綠綠的熱情參與【9/29 低碳遊石門】桃園悠遊盃滑步車趣味競賽 

已經額滿囉~錯過報名的朋友們別傷心，當天有滑步遊桃園的活動，可以免費體驗滑步車喔~

採現場報名制，可別再錯過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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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遊石門】➡『環保補充站』想知道如何製作清潔劑嗎？來~有專人教你使用天然素材讓

你成為清潔高手：當天自備環保杯或容器，免費將環保清潔劑帶回家，9:00 開放現場領取，

限量 50 份，每份 300ml，將環保清潔劑帶回家，即完成關卡。 

梯次時間：第一梯 09:00-09:30 第二梯 09:30-10:00 第三梯 10:00-10:30 第四梯 10:30-11:00 第五梯

11:00-11:30 第六梯 11:30-12:00 第七梯 12:00-12:30 第八梯 12:30-13:00 每梯 5 人，共 40 人，🔥 

數量有限，報完為止。現場報名，未能報名者，可於攤位自行閱覽環保清潔劑製作方法，回

答問題，即完成關卡。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環保補充站 ＃環保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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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遊石門】➡『綠野碳蹤』來到「低碳轉運中心」，當然不能錯過「綠色運具」：腳踏

車、電動機車、電動巴士、電動汽車 

想通過這關卡，只要這樣做： 

1. 於活動當天，至任一試乘攤位體驗 

2. 於會場租借自行車騎乘 

3. 搭乘悠遊號接駁車 

3 種完成 1 種即可過關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綠野碳蹤 ＃綠色運具試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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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 COOL 市集】 

1. 【Absolute 99c】典藏手做小舖：創意點子無極限，純手作無私教學，典藏小舖尋好物✴

純手作多媒材飾品#手工創意無限 

2. 肥窩手作坊：由一對 BMI 值偏高的夫妻所創，「肥窩」就是他們的孩子，親自挑選純正

日本製的花布，完美的將復古外型與幽默可愛縫在一起✴ 口金揹包、雙面遮陽帽、髮

帶、嬰幼兒兜兜口水巾#純正日本製花布 

3.  Chicnana 仨娜：堅持使用天然食材，無添加物手作蛋糕，義大利風金工飾品✴ 手作蛋

糕、義大利風金工飾品#義大利風琉璃金工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COOL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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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綠綠～看過來，編編非常擔心綠綠們會迷路~特地去找了到石門水庫的方法，快來看看編編

的用心。 

石門水庫這樣去 

1. 火車至「中壢火車站」下車，「桃園客運中壢總站」搭乘【5050】或【5055】石門水庫到

啦！ 

2. 高鐵至「高鐵桃園站」下車，搭【170 桃園站-中壢】的高鐵接駁公車【中壢客運總

站】，下車後步行約 3 分鐘到【桃園客運中壢總站】，「桃園客運中壢總站」搭乘

【5050】或【5055】，石門水庫到啦！ 

3. 公車【桃園客運】，5050 中壢(經員樹林)石門水庫、5055 中壢(經山仔頂)石門水庫、5045

桃園至石門水庫、5048 龍潭至石門水庫、5056 桃園至石門水庫。 

台灣好行慈湖線 

快快記下：來這裡看也行：http://www.web-unique.com/tc/active2.html 

＃綠色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241 

 

9/21 

【悠遊 COOL 市集】 

1. 愛地球木工坊：善用再生、拼接、組合，將各種木材以不同樣貌，展現出新生命✴原木

手作生活小物#2017 桃園好禮 

2. 小森派對。創意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快樂，只是需要別人發現他，讓我幫您尋回遺失

的幸福快樂✴現折造型氣球、也有體驗喔~#平凡的雙手折出幸福笑臉 

3. 波蘭傳統手工蛋糕：全國首創以波蘭蛋糕為基底，加入當季的新鮮水果烘烤，色彩繽紛

配上酸甜果凍，口感清爽不甜膩✴傳統波蘭手工蛋糕#來自波蘭的爸爸 http://poland-

cake.com/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COOL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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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漫步石門水庫】多久沒去石門水庫了呢？綠樹成林，湖光山色，攝影勝地，最私藏的秘密

景點，等著你來發現，暫時放下一切，來漫步石門水庫吧～ 

活動地點：石門水庫，活動時間：9/29（六）09:00-13:00 

通關條件： 

1. 9/29 當天在石門水庫，拍照、打卡、上傳粉絲專頁，恭喜完成關卡 

2. 【COOL 旅行】路線：會場👉南院草原👉石門電廠（依時間做增減）由專人帶你「漫步」

遊石門景點，認識周邊環境生態，恭喜完成關卡。時間：11:30-12:30，共一場，人數：共

40 人，數量有限，報完為止。採現場報名 

3. 【太陽去遊湖】路線：會場👉水庫遊湖太陽能船，由專人帶你搭乘接駁車到「嵩台

站」，導覽石門景點，認識周邊環境生態，恭喜完成關卡。時間：第一梯 09:30-10:30、第

二梯 10:30-11:30、人數：每梯 40 人，共 80 人。數量有限，報完為止。採網路報名：第一

梯報名：https://goo.gl/iHQLv5、第二梯報名：https://goo.gl/sM1nw1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漫步石門水庫 

 
  

https://goo.gl/iHQL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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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圓人團圓，快和家人團圓過中秋吧~這週六也別忘了，繼續揪團來【綠色生活悠遊節】

玩喔！ 

9 月 29 日（六），9:00-13:00，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中秋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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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遊石門】➡『樂活節能屋』，編編覺得最近的天氣熱得嚇人，北極熊的家也快要消失

了！我們是不是該來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呢？有聽過「節能屋」嗎？是一間只靠太陽能就能

獨立運作喔‼想親眼目見識「節能屋」的真面目嗎？ 

那一定要來喔！9 月 29 日（六），09:00-13:00，石門水庫南苑停車場（桃園市大溪區義和

里） 

通關條件： 

1. 當天在「節能屋」體驗綠能 

2. 學習環保知識 

即可過關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樂活節能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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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小小選手名單，綠綠們快來看看有沒有報名成功喔 

【女孩組】： 

【2A 女 第一組】2AF 1-01 劉 O 霏、2AF 1-02 林 O 瑜、2AF 1-03 鄭 O 妤、2AF 1-04 鄭 O

璇、2AF 1-05 洪 O 庭、2AF 1-06 劉 O 菲、2AF 1-07 蔡 O 穎、2AF 1-08 陳 O 樂【2A 女 第二

組】2AF 2-01 林 O 琪、2AF 2-02 曾 O 臻、2AF 2-03 黃 O 萱、2AF 2-04 張 O 秦、2AF 2-05 劉

O 菲、2AF 2-06 徐 O 可、2AF 2-07 鄭 O 芯【2B 女 第一組】2BF 1-01 黃 O 涵、2BF 1-02 龔

O 主、2BF 1-03 江 O 喬【3A 女 第一組】3AF 1-01 陳 O 蓁、3AF 1-02 李 O 宸、3AF 1-03 李

O 蓁、3AF 1-04 劉 O 岑、3AF 1-05 林 O 萱、3AF 1-06 張 O 瑀、3AF 1-07 林 O 妲、3AF 1-08 

邱 O 蓁、3AF 1-09 張 O 睿【3B 女 第一組】3BF 1-01 陳 O 妤、3BF 1-02 陳 O 萱、3BF 1-03 

林 O 妮、3BF 1-04 陳 O 婧、3BF 1-05 林 O 晴、3BF 1-06 吳 O 霏【3B 女 第二組】3BF 2-01 

鄧 O 昀、3BF 2-02 沈 O 霏、3BF 2-04 陳 O 婕、3BF 2-05 林 O 橦、3BF 2-06 張 O 芝、3BF 2-

07 劉 O 恩【4A 女 第一組】4AF 1-01 楊 O 誼、4AF 1-02 林 O 恩、4AF 1-03 溫 O 霓、4AF 1-

04 林 O 伃、4AF 1-05 張 O 瑋、4AF 1-06 邱 O 淇、4AF 1-07 盧 O 妤、4AF 1-09 李 O 臻【4B

女 第一組】4BF 1-01 江 O 琁、4BF 1-02 徐 O 萱、4BF 1-03 林 O 竹、4BF 1-04 郭 O 辰、4BF 

1-05 張 O 羽、4BF 1-06 郭 O 沄、4BF 1-07 洪 O 妍、4BF 1-08 莊 O 霓、4BF 1-09 張 O 欣、

4BF 1-10 張 O 璇、4BF 1-11 劉 O 蓁【5A 女 第一組】5AF 1-01 楊 O 涵、5AF 1-02 詹 O 綺、

5AF 1-03 蕭 O 怡、5AF 1-04 周 O 頡、5AF 1-05 曾 O 晴【5B 女 第一組】5BF 1-01 鄧 O 云、

5BF 1-02 林 O 希、5BF 1-03 許 O 甄、5BF 1-04 温 O 安、5BF 1-05 張 O 喬、5BF 1-06 戴 O

彌、5BF 1-07 曾 O 蒔、5BF 1-09 蔡 O 恩、5BF 1-10 黃 O 紋、5BF 1-11 梁 O 喬【6 歲女 第一

組】6F 1-01 鍾 O 宜、6F 1-02 楊 O 晴、6F 1-03 許 O 涵、6F 1-04 林 O 彤、6F 1-05 陳 O 華、

6F 1-06 林 O 樂、6F 1-07 張 O 苓、6F 1-08 廖 O 又【特教組】SF 1-01 羅 O 雯 

【男孩組】： 

【2A 男 第一組】2AM 1-01 陳 O 淯、2AM 1-02 葉 O 熙、2AM 1-03 徐 O 佑、2AM 1-04 蔡 O

穎、2AM 1-05 康 O 睿【2A 男 第二組】2AM 2-01 林 O 韞、2AM 2-02 陳 O 生、2AM 2-03 謝

O 霏、2AM 2-04 李 O 祐、2AM 2-06 李 O 澤【2B 男 第一組】2BM 1-01 李 O 廷、2BM 1-02 

徐 O 宸、2BM 1-03 謝 O 希、2BM 1-04 黃 O 浤、2BM 1-05 鍾 O 宸、2BM 1-06 邢 O 安、2BM 

1-07 莊 O 名、2BM 1-08 林 O 僖【3A 男 第一組】3AM 1-01 林 O 均、3AM 1-02 高 O 鎧、

3AM 1-03 李 O 悟、3AM 1-04 廖 O 翔、3AM 1-05 張 O 勳、3AM 1-06 林 O 宸、3AM 1-07 詹

O 睿、3AM 1-08 呂 O 碩、3AM 1-09 吳 O 騰、3AM 1-10 黃 O 節【3A 男 第二組】3AM 2-01 

陳 O 融、3AM 2-02 曾 O 恩、3AM 2-03 謝 O 叡、3AM 2-04 林 O 毅、3AM 2-05 呂 O 立、

3AM 2-06 羅 O 凱、3AM 2-07 周 O 邑、3AM 2-08 劉 O 州、3AM 2-09 黃 O 惟、3AM 2-10 鄭

O 元、3AM 2-11 蔡 O 展【3B 男 第一組】3BM 1-01 陳 O 廷、3BM 1-02 温 O 合、3BM 1-03 

侯 O 宣、3BM 1-04 劉 O 廷、3BM 1-05 傅 O 鈞、3BM 1-06 朱 O 毅、3BM 1-07 蕭 O 庠、3BM 

1-08 廖 O 安、3BM 1-09 鍾 O 睿、3BM 1-10 呂 O 澄【3B 男 第二組】3BM 2-01 林 O 桓、

3BM 2-02 胡 O 孟、3BM 2-03 楊 O 丞、3BM 2-04 李 O 佑 3BM 2-05 冀 O 豐、3BM 2-06 郭 O

佑、3BM 2-07 許 O 豪、3BM 2-08 李 O 恩 3BM 2-09 簡 O 凱、3BM 2-10 林 O 晨【3B 男 第三

組】3BM 3-01 吳 O 逸、3BM 3-02 劉 O 辰、3BM 3-03 孫 O 倫、3BM 3-04 詹 O 樂、3BM 3-05 

呂 O 宥、3BM 3-06 成 O 暘、3BM 3-07 平 O 宣、3BM 3-08 李 O 橙、3BM 3-10 許 O 瑍、3BM 

3-11 陳 O 言【4A 男 第一組】4AM 1-01 王 O 植、4AM 1-02 廖 O 群、4AM 1-03 王 O 諺、

4AM 1-04 林 O 鋒、4AM 1-05 江 O 諺、4AM 1-06 林 O 豪、4AM 1-07 楊 O 晨、4AM 1-08 龔

O 爵、4AM 1-09 陶 O 威、4AM 1-10 邱 O 霖【4A 男 第二組】4AM 2-01 康 O 翔、4AM 2-02 

劉 O 恩、4AM 2-03 邱 O 翔、4AM 2-04 呂 O 樂、4AM 2-05 湯 O 宇、4AM 2-06 王 O 硯、

4AM 2-07 廖 O 揚、4AM 2-08 程 O 睿、4AM 2-09 謝 O 辰、4AM 2-10 鄭 O 原【4A 男 第三

組】4AM 3-01 劉 O 允、4AM 3-02 許 O 翔、4AM 3-03 許 O 睿、4AM 3-04 吳 O 珵、4AM 3-05 

李 O 恩、4AM 3-06 蕭 O 恩、4AM 3-07 胡 O 皓、4AM 3-08 曾 O 禎、4AM 3-09 李 O 熙、

4AM 3-10 林 O 樂【4B 男 第一組】4BM 1-01 王 O 祐、4BM 1-02 吳 O 瑞、4BM 1-03 吳 O

丞、4BM 1-04 呂 O 宸、4BM 1-05 李 O 德、4BM 1-06 李 O 均、4BM 1-07 林 O 賀、4BM 1-08 

邱 O 熙、4BM 1-09 涂 O 桀、4BM 1-10 梁 O 凱【4B 男 第二組】4BM 2-01 陳 O 瑞、4BM 2-02 

陳 O 辰、4BM 2-03 陳 O 瑞、4BM 2-04 陳 O 綱、4BM 2-05 黃 O 軒、4BM 2-06 楊 O 丞、4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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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鄭 O 翔、4BM 2-08 劉 O 宇、4BM 2-09 羅 O 睿【5A 男 第一組】5AM 1-01 邢 O 祥、

5AM 1-02 蕭 O 洹、5AM 1-03 廖 O 瑒、5AM 1-04 林 O 豪、5AM 1-05 馮 O 恩、5AM 1-06 徐

O 辰、5AM 1-07 李 O 駒、5AM 1-08 陳 O 安、5AM 1-09 楊 O 皓、5AM 1-10 王 O 景【5B 男 

第一組】5BM 1-01 陳 O 元、5BM 1-02 張 O 翔、5BM 1-03 蔡 O 恩、5BM 1-04 杜 O 恩、5BM 

1-05 李 O 展、5BM 1-06 曾 O 諺、5BM 1-07 蔡 O 恩【5B 男 第二組】5BM 2-02 楊 O 霆、

5BM 2-03 沈 O 頤、5BM 2-04 簡 O 澤、5BM 2-05 蕭 O 謙、5BM 2-06 吳 O 勳、5BM 2-07 湯 O

振【6 男 第一組】6M 1-01 許 O 庭、6M 1-02 張 O 升、6M 1-03 温 O 宇、6M 1-04 陳 O 杰、

6M 1-05 郭 O 辰、6M 1-06 陳 O 旭、6M 1-07 吳 O 竑、6M 1-08 吳 O 翰【6 男 第二組】6M 2-

01 王 O 翔、6M 2-02 郭 O 恩、6M 2-03 張 O 榮、6M 2-04 賴 O 樂、6M 2-05 鄭 O 文、6M 2-

06 林 O 宏、6M 2-07 朱 O 羱、6M 2-08 賴 O 辰【6 男 第三組】6M 3-01 曾 O 哲、6M 3-02 莊

O 皓、6M 3-03 游 O 諺、6M 3-04 梁 O 維、6M 3-05 張 O 維、6M 3-06 岳 O 漙、6M 3-07 林 O

瀚、6M 3-08 蕭 O 恩 

【賽程】 

場地練習➡08：20～09：00 

2 歲組女男 ➡09：00～09：20 

3 歲組女男 ➡09：20～09：50 

場地練習➡09：50～10：00 

4 歲組女男 ➡10：00～10：20 

場地練習➡10：20～10：30 

5 歲組女男 ➡10：30～10：45 

6 歲組女男 ➡10：45～11：00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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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 COOL 市集 

1. 魚耕草：是一款可以在魚缸上面種花草多肉的產品，運用魚菜共生的設計可以不用換水

或是減緩換水的次數，達到節能、環保之效喔~✴魚菜共生魚缸＃科普教育 

2. 楓土耳其點心：土耳其十大伴手禮之一，全世界喝茶第一國家。✴土耳其奶茶、紅茶、

米布丁＃道地土耳其甜點 https://www.facebook.com/fongturkey.com.tw/ 

3. 木匠的家關懷協會：『人休習・物修惜』致力於廢棄物減量，資源永續再用的環保推

廣，零廢棄帶動循環經濟，舊家具化為再生木作，舊衣也能環保時尚✴再生衣作、木作

文創商品＃舊物再用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COOL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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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遊石門】➡『自己玩具自己做』還沈迷於手機遊戲嗎？知道你的爸爸媽媽以前的童年

都在玩什麼嗎？有聽過「童玩」嗎？這些不用電的玩具，自己的玩具自己做吧！ 

專人教學童玩 DIY，9:00 開放現場報名（每半小時一梯） 

梯次時間：第一梯 09:00-09:30 第二梯 09:30-10:00 第三梯 10:00-10:30 第四梯 10:30-11:00 第五梯

11:00-11:30 第六梯 11:30-12:00 第七梯 12:00-12:30 第八梯 12:30-13:00 

每梯 18 人，共 150 人，數量有限，報完為止，現場報名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自己玩具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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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Re Mi So 編編來公布中獎名單囉～【低碳遊石門】中獎名單： 

1. 涂 O 呱 

2. 曾 O 婷 

3. 陳 O 希 

4. 吳 O 芬 

5. Pola Tseng 

恭喜這 5 位幸運的小綠綠，請私訊編編，再告訴你如何領獎獎 

嘿嘿~別以為這就結束了~還有下一波抽獎機會呢~嘿嘿~想知道請密切關注、追蹤粉專 

#0929 低碳遊石門 #綠色生活悠遊節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251 

 

9/26 

【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 

最近有颱風的影響，可能天氣會不穩定，但是活動還是如期舉行喔 

如果雨勢過大，為了小小選手的安全，我們會視情況看是否取消滑步車的比賽。 

若是確定取消賽程，只要有到現場的報到的小小選手，可以領參賽禮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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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 COOL 市集 

1. Mizu。寵物手工零嘴：給寶貝最純粹、健康的味道，使用自家種植的蔬果精心烘焙，要

給寶貝最好的。✴寵物肉乾＃純手工無添加 

2. 威瑪智能：台灣智能品牌，以人健康休閒為本，製造最好，不斷開發，提供完整售後服

務及維修保障，共創健康快樂的科技未來。✴電動滑板車、智能車、智能穿戴＃科技未

來 

3. Costco 好市多：最知名的美式大賣場，也跟上低碳節能的腳步，來尋找綠色標章產品有哪

些吧✴環保清潔劑、再生衛生紙＃綠色標章產品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COOL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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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遊石門】➡『綠色宣言大聲說』綠綠們在【低碳遊石門】學了這麼多的綠能知識，不

記下來不是很可惜嗎？ 

沒關係，我們提供一個讓你宣示的舞台，盡情將屬於你的宣言，大聲說出來！ 

1. 活動地點：「樂活節能屋」外側，寫好的宣言請投入「地球資源桶」喔‼ 

2. 主持人抽出 10 張紙條 

3. 請幸運兒上台大聲說出宣言 

4. 即可獲得宣導品一份🎁 

投遞時間：9:00-11:10，抽獎時間：11:00-12:00 之間於舞台抽出幸運兒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綠色宣言大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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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 COOL 市集 

1. 木匠手作 桃園旗艦店- 蛋糕‧布丁‧奶酪‧水果派：甜點不只是甜點，也是個藝術品，

衝擊你的視覺，也豐富你的味蕾，用心創作每一個甜點✴恐龍拼圖巧克力、盆栽巧克

力、菜瓜布蛋糕、蛋是布丁＃創意甜點 

2. Brick Maker 玩樂磚家 X Power Kids：樂高不一定要全新，二手磚也有新樣貌，不會堆沒關

係，無私樂高教學✴樂高盒組、樂高二手磚、樂高積木體驗＃玩中做做中學 

3. 不紙是這樣藝術工坊：資源復活是我們的創作理念，紙張與環保素材的結合，加上文創

融入生活，使紙張不只是這樣✴環保紙創商品、摩艾面紙盒＃資源復活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COOL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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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去遊湖】最近因受颱風影響，可能天氣不是很穩定，有報名【太陽去遊湖】活動的綠

綠們 

活動照常舉行：報到處：「漫步石門水庫」攤位處 

如果雨勢過大，為了綠綠們的安全，我們會將活動改成室內進行：報到處：「漫步石門水

庫」攤位處，活動地點：環境教育中心 

活動是否照常舉行會在 9/29 活動當天於粉絲專頁公布，請有報名的綠綠們要隨時關注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太陽去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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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 COOL 市集 

1. 52 TEN Handworkshop：五支手指頭，一雙手，微暖略巧，勤能補拙✴不鏽鋼手鍊、黃銅

天然石手鍊、不鏽鋼天然石耳環#我愛手作 

2. Han & Ji Homemade：透過雙手的溫度，製作每一塊獨特的甜點✴瑪德蓮蛋糕、鹽之花焦

糖堅果塔、千層酥 

3. u2u make：現今科技發達，透過手作，感受溫度✴明信片、卡片#uptoyoumake 

4. 馬華純淨皂藝：主張原料均取自自然、杜絕化工，選用好油、好水、添以天然植物花

草，將大自然中的繽紛與循環注入皂中，用做給自己及家人的心情，製造每一塊皂✴寶

寶愛地球、薰衣草舒眠皂、果香沁涼皂#愛護地球也疼惜地球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COOL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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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補充站 

大家都好認真學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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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盃滑步車趣味賽 

因場地溼滑，為了小小選手安全，所以取消比賽，但還是有開放場地，給綠綠們體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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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節能屋 

快來看看什麼是節能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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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起 COSPLAY 

快來變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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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童玩 

來玩低碳玩具吧！ 

回味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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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綠們～現在沒有下雨了喔！天氣舒服，不會太熱呢！快快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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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摸彩中獎名單已經出來囉~恭喜以下的幸運兒 

直排輪：李 O 均、沈 O 冠、陳 O 元 

安全帽：溫 O 宇、蘇 O 鴻、王 O 翔 

護具：周 O 頡、林 O 慧、林 O 均、曾 O 蕙、趙 O 怡、蔡 O 穎、蔡 O 欣、吳 O 騰、尤 O 容、

鄧 O 偉、周 O 文、詹 O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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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最後就是【綠遊經】壓軸場活動：10/21 綠市集 15:00-20:00，10/21 綠市集 15:00-20:00，

10/21 綠市集 15:00-20:00 

因為編編覺得很重要，真的真的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 

活動日期：10 月 21 日（日），15:00-20:00 

活動地點：新勢公園 

相信前兩場活動大家都玩得意猶未盡吧！最後的壓軸場【綠市集】就是‼「綠遊經摸彩券」‼

抽獎日，完成兩場連線的綠綠們趕快來【綠市集】參加抽獎喔 

快快設好你的行程表，編編這次可設了 30 個鬧鐘提醒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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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獎‼‼抽獎‼‼抽獎‼‼壓軸場當然還是少不了抽獎獎的環節啦!前兩場沒抽中的盆油，再來試

試手氣吧 

【綠遊經】綠市集：活動時間：107 / 10 / 2 - 107 / 10 / 17，17:00 截止，公布時間：107 / 10 / 

18，17:00 

這樣做才能禮物 Get： 

1. 在【綠色生活悠遊節】粉絲專頁「按讚」讚 

2. 在此貼文下方留言「一起逛 ＃綠市集」 

3. 最後，標記 3 位好友 

貼心提醒：三步驟都要完成，才符合抽獎資格喔！如有不合資格者，則將再另行抽選遞補名

單。 

名額：隨機抽取 5 位幸運兒，將有神秘禮物 Get 

領獎辦法：幸運兒請攜帶足以證明本人之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 於「綠市集」活動當天 

107 / 10 / 21，至服務台領取獎品！(限當天領取，不提供郵寄喔~)#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

集 #好禮等你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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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石門 

從另一個角度看石門，也看看有沒有你自己 

#綠色生活悠遊節 #0929 低碳遊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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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遊經摸彩】摸彩日期：107/10/21（日），地點：新勢公園（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

段），將會進行摸彩活動，需‼攜帶身分證件‼至活動現場，獎品不提供郵寄，已經參加前兩

場活動的綠綠們要記得‼攜帶摸彩券存根聯‼來喔~中獎名單於大會現場公布，中獎者應於 2018

年 10 月 21 日活動當日晚上 20:10 前，至舞台區向工作人員出示摸彩券存根聯，以及身分證進

行領獎，逾期視為棄權。中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若與填寫資料不符，主辦單位則有權

利取消其中獎資格。現場唱名三次後，未有領獎人出現，則將獎品置於服務台，晚上 20:10 過

後，中獎人則失去領取資格。 

摸彩獎項： 

1. 【智慧平衡車】➡ 綠色運具 

2. 【掃地機器人】➡ 減少環境傷害的清潔用品 

3. 【環保移動式空氣水冷器】➡ 環保免用冷媒 

4. 【空氣清淨機】➡ 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 

5. 【藍芽悠遊卡智慧運動錶】➡ 大眾運輸時尚配備 

6. 【筆電後背包】➡ 採用寶特瓶回收環保製成 

7. 【極輕平底鍋】➡ 從製作到回收對環境友善超環保 

8. 【螢幕顯示器】➡ ecoFACTS 綠色標示 

9. 【智能聲控鬧鐘】➡ 採用環保材質 

10. 【研磨萃取咖啡杯】➡ 環保餐具 

11. 【伸縮水瓶】➡ 環保餐具 

12. 【環保輕食袋】➡ 可重複使用、環境友善產品 

13.【不鏽鋼環保冰塊】➡ 重複使用、環境友善產品 

獎品是不是很誘人，編編也好想抽，快來綠市集參加抽獎吧#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

綠遊經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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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愣~不能只有我知道~編編分享節能知識時間~ 

節能知識【衣篇】：大家知道衣服也能低碳嗎？其實方法非常簡單喔~編編說給你聽來~ 

1. 接受太陽公公溫暖的熱情，曬乾衣服  

2. 購衣選擇沒有過多的包裝，減塑減塑 

3. 來替舊衣尋找一個新主人，資源復活 

4. 選擇洗衣機要有環保標章，節能認證 

以上是編編提供大家在【衣】方面的節能知識，提供大家參考喔 

保護地球，從【低碳衣物】做起 

#綠色生活悠遊節 #節能知識 #低碳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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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澄宇洋行 X 微光露臺：在灰色的城市尋找一點綠意，讓忙碌的我們能放鬆的綠意✴多肉

植栽．創意貼紙，拼豆#尋綠意 

2. Luxury Gallery(奢華遊樂場)：在鮮花最美的時刻，留住最完整的模樣，不需澆花照顧，只

需用心珍藏✴ 永生花、佩奧特串珠、周邊小物#留住最美的時刻 

3. Chance 辰食：誠實的滋味，辰食的心意，與您分享✴手作甜點、輕食、咖啡#辰食的心意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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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米香手作坊(https://www.facebook.com/veepang0725/)：喜歡手工商品，因為獨一無二✴手工

髮飾#獨一無二 

2. 沁悅坊(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lilie/)：利用天然石或 925 純銀配件，搭配防水蠶絲

蠟線，以編織結線的方式，設計手鍊、項鍊系列飾品✴ 純銀蠟線飾品#編織好心情 

3. Aki's hairbows つまみ細工：日式溫潤的細工作品，親子合作碰出各類火花，讓飾品有更

多的可能✴細工小物、編織、飾品#親子合作無間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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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市集】➡『給我爆爆』有聽過電力腳踏車嗎？想體驗踩腳踏車就能爆出爆米花嗎？那還

不趕快來體驗看看‼運動＋電力，蹦出爆米花 

活動時間：107 年 10 月 21 日(日)，15:00-20:00 

活動地點：新勢公園（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每個整點開放 50 人領取爆米花，50 人中抽取 5 位民眾踩腳踏車(例如:抽 2 號、12 號、22 號、

32 號、42 號，踩腳踏車，如號碼無人則由後面一碼遞補)。‼現場排隊‼現場排隊‼現場排隊‼現

場排隊‼現場排隊‼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給我爆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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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悠遊節-【綠市集】 

即將登場，敬請期待 

107 年 10 月 21 日（日），15:00-20:00 

新勢公園（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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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幸福手創坊：提倡環保概念，透過創意設計及製作，激發藝術思維，享受其中創作的藝

術，可回收物品創造可利用價值。✴環保飾品、現場 DIY 體驗#環保飾品 

2. 丹媞絲手功果醬：誘發水果韻味的『手功』果醬，創作出台灣水果的風味層次，採用台

灣各地特色水果，參考歐洲古老糖漬技術，並運用創意的熬煮手功，徹底激發台灣水果

的獨特風韻✴手工果醬#創意手功 

3. 指間星球手作：手作物本身就是從指間之中做出來的，指間星球手作的名稱就是這樣而

來，主要是使用複合媒材與 UV 環氧樹脂製作而成的飾品✴手作飾品#指間而生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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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純粹幸福手作：簡單、純粹的幸福是現在大家都想要，但也不易擁有的希望收到作品的

客人，也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手作拼布包、髮飾、飾品#傳遞幸福 

2. 豬寶包手作飾品 https://www.facebook.com/misspaojewelryhandmade/：純手作的創作，讓每個

人都能擁有自己的飾品，獨一無二的值得停駐眼光✴ 手作飾品（耳環、項鍊、戒指）#

專屬的獨特 

3. 馬華純淨皂藝：主張原料均取自自然、杜絕化工，選用好油、好水、添以天然植物花

草，將大自然中的繽紛與循環注入皂中，用做給自己及家人的心情製造每一塊皂✴手工

皂#愛護地球也疼惜地球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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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笨魚手作工坊 https://m.facebook.com/groups/133216920144490：純天然原料使用，不愛加工

品✴手作食品、手工皂#純天然無添加 

2. 麻油手作：因為喜歡獨一無二，不愛大眾包，所以用溫暖的布料來創作手工包✴ 布做商

品、手工包#有溫度的布料 

3. 雯藝丸樂：渲染畫很奇妙~看起來像國畫又像水彩，它有國畫山水的美~又有水彩淡淡的

浪漫~畫渲染就好像在玩~在水和顏料之間~玩出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美麗色彩~變化成一幅

又一幅的風景美圖✴渲染小物#渲染的浪漫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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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來看過來，下午 2 點就開始有表演活動囉‼綠綠們可以先來看看表演，下午 3 點活動正式

開始‼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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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市集➡『低碳宣言衣起來』 

這個關卡的規則是：給自己的舊衣拓印上低碳宣言吧‼這也是環保宣言的象徵喔‼ 

1. 攜帶‼‼舊衣‼‼至攤位進行拓印喔 

2. 每個整點發放 10 件免費白 T-shirt（M、L 各 5 件，不可選尺寸）給綠綠們體驗網版印刷喔 

時間：第一梯 15:00-16:00 第二梯 16:00-17:00 第三梯 17:00-18:00 第四梯 18:00-19:00 第五梯 

19:00-20:00 

每梯次 10 人，共 50 人，數量有限，報完為止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低碳宣言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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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愛麗絲‧愛手作 Alice’s Handmade：純粹喜愛手作時的感動，享受手作帶來的幸福，最

喜歡烘焙，用手慢慢做出最天然、健康、美味的甜點，給身邊的人品嘗，最喜歡布雜

貨，一針一線，做出獨一無二兼具實用以及個人風格的布小物✴手作布雜貨、手作甜點#

手作所帶來的感動 

2. 搖搖小木馬幸福手作：想給小孩最好的，布料都是親自挑選的，看到小孩戴在身上好口

愛，有滿滿的幸福感，希望能把這些幸福帶給大家✴布作用品 #給孩子最好的呵護 

3. 魯小小手作：粗糧，細吃，低糖少油，拒加防腐劑，不添加香精、化學物，採用在地小

農新鮮蔬食，純手工，良心製作，原物料嚴選✴司康、鹹派、星空飲品#良心製作嚴選食

材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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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市集➡『舊衣也有春天』：在快流行的影響下，衣櫥裡累積衣物越來越多，創造舊衣價

值，也是環保的表現喔‼快來設計自己的專屬杯袋吧‼ 

舊衣 DIY 教學：第一梯次 15:00-15:30 第二梯次 15:30-16:00 第三梯次 16:00-16:30 

第四梯次 16:30-17:00 第五梯次 17:00-17:30 第六梯次 17:30-18:00 第七梯次 18:00-18:30 第八梯次

18:30-19:00 第九梯次 19:00-19:30 第十梯次 19:30-20:00 

每梯次 6 人，共 60 人，數量有限，報完為止 

沒報名到的綠綠也可以於攤位閱覽舊衣 DIY 流程板 

完成任一即可過關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舊衣也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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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秭月手創素材館：✴ 手作素材、成品#藝術館藏 

2. #秭月時光明信片 DIY：✴ 時光明信片現場製作#明信片 DIY 

3. 52 TEN Handworkshop：五支手指頭，一雙手，微暖略巧，勤能補拙✴不鏽鋼手鍊、黃銅

天然石手鍊、不鏽鋼天然石耳環#微暖略巧勤能補拙 

4. Han & Ji Homemade：透過雙手的溫度，製作每一塊獨特的甜點✴ 瑪德蓮蛋糕、鹽之花焦

糖堅果塔、千層酥#手工甜點 

5. 好市多：✴ 再生衛生紙、環保清潔劑#綠色標章商品 

6. 小平葛手作：✴手工相本小書、手作體驗 DIY#巧手功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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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市集➡『循著老街溪尋找桃園美』：在城市快節奏中，靜靜流淌著一條小溪，他代表著桃

園過去的歷史，承擔著桃園現在的生活，也是桃園美好的未來，他，是老街溪，循著老街

溪，你會發現桃園之美 

通關方法 

1. 找到任一照片中地點 

2. 實地自拍 

過關過關 

綠綠們趕快先去找找圖片中的地點在哪吧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循著老街溪尋找桃園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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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編編來公布中獎名單囉 

【綠市集】中獎名單 

1. 蕭 O 蓁 

2. 吳 O 雲 

3. 陳 O 荺 

4. Cindy Hsu 

5. Yin Chi Chu 

恭喜這 5 位幸運的小綠綠，請私訊編編，再告訴你如何領獎獎 

沒有中獎的也不要氣餒喔~ 

10/21【綠市集】當天還有摸彩活動 

趕快來玩【賓果樂】連線抽獎獎吧‼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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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Absolute 99c】典藏手做小舖：創意點子無極限，純手作無私教學，典藏小舖尋好物✴ 

純手作多媒材飾品#手工創意無限 

2. Verliebt 創布工作坊：藉由有趣的發想來創造無形的價值，希望透過產品設計來產生連

結，讓彼此之間開始有著小互動而達到真正的關心，這是我們所期望的✴ 手作布類商品

#堅持原創傳遞文化 

3. 耳以 IG: @nia_nia_21_：喜歡有溫度、會變化的材質，黃銅跟 925 銀，都是會隨著使用習

慣、周圍環境，而轉變成獨一無二樣貌的材質，喜歡它些微氧化後的樣貌，那對我來說

是種溫度✴ 手作飾品#挑選你的溫度和每天的心情 

4. 花格格布手作：用台灣工廠生產的優質襪子手工縫製襪子娃娃，自學創作圖案隨著念頭

手指就動了，所以每一個都獨一無二，因為擺起來有點繁雜 

所以叫花格格（台語發音）✴手縫襪子娃娃、造型氣球、婚紗吊飾、髮飾、蝶谷巴特布包#花

格格駕到 

5. 妍色手作坊 https://www.facebook.com/sbvendor/：致力於推廣 Scrapbooking 相本美編，讓生

活回憶以手作方式更綿延留存的美好興趣，讓更多台灣的手作同好們，一起來體驗這個

俱心靈療癒效果的手作形式✴ 紙式照片美編作品、紙式手作品、手工毛線製品、自有品

牌紙膠帶#生活回憶綿延留存 

6. Chicnana 仨娜：堅持使用天然食材，無添加物手作蛋糕，義大利風金工飾品✴ 手作蛋

糕、義大利風金工飾品#義大利風琉璃金工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https://www.facebook.com/sbvendor/


第六章 附錄 

286 

 

10/19 

【低碳音樂會】 

最近很多綠綠都在問低碳音樂會到底會有哪些明星來啊？現在就來告訴你們啦！編編透露一

下喔～其實從‼下午 2 點‼舞台就會開始有表演囉～綠綠們不要這麼準時 3 點才到，錯過精彩

表演編編不負責喔 

表演卡司 

1. 旺福 

2. 林芯儀 

3. 鄧福如 

4. 桑巴底 Sing 人聲樂團 

5. Pixel Band 匹克索樂團 

6. 斳恩 

7. Jester 雜耍 

8. 小夢想樂團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低碳音樂會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287 

 

10/19 

綠市集➡『吃下碳足跡』：知道食物會產生的碳足跡嗎？有食品種植、載運......過程中食物所

產生的碳足跡....想了解更多那就快來聽聽專家怎麼說 

通關方法 

1. 聽專家講解食物碳足跡的知識 

2. 閱覽解說板回答問題 

以上完成任一就過關囉‼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吃下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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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木匠的家關懷協會：『人休習・物修惜』致力於廢棄物減量，資源永續再用的環保推

廣，零廢棄帶動循環經濟，舊家具化為再生木作，舊衣也能環保時尚✴ 再生衣作、木作

文創商品＃舊物再用 

2. Waymax 威瑪智能：以人健康休閒為本，製造最好，不斷開發，提供完整售後服務及維修

保障，共創健康快樂的科技未來✴ 電動滑板車、智能車、智能穿戴 ＃科技未來 

3. 波蘭傳統手工蛋糕 http://poland-cake.com/：全國首創以波蘭蛋糕為基底，加入當季的新鮮

水果烘烤，色彩繽紛配上酸甜果凍，口感清爽不甜膩✴ 傳統波蘭手工蛋糕#來自波蘭的

爸爸 

4. 肥窩手作坊：由一對 BMI 值偏高的夫妻所創，「肥窩」就是他們的孩子，親自挑選純正

日本製的花布，每個手作品，完美的將復古外型與幽默可愛縫在一起。✴口金揹包、雙

面遮陽帽、髮帶、可愛布胸針、嬰幼兒兜兜口水巾、小手帕#純正日本製花布 

5. Angel Rabbit 的幸福窩：以特殊毛線、草繩、棉麻線，編織療癒可愛又實用的作品✴ 毛線

編織品#在幸福窩編織好心情 

6. Penny 手作小舖：運用不同素材加入環保概念，製作繽紛可愛童話風格的髮飾✴ 手工髮

飾、瓶蓋髮飾#環保概念 

7. 好書交換：舊書不要或許有其他想要的人，來這裡看看有什麼好書可以交換吧✴ 二手書

＃舊書交換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http://poland-cake.com/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行銷宣傳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289 

 

10/20 

綠市集怎麼去 

小綠綠～看過來，壓軸場綠市集怎麼去，編編非常擔心綠綠們會迷路~快來看看編編的用心 

新勢公園 這樣去 

火車 至「中壢火車站」下車⬇ 

1. 搭乘公車【5300】【5676】【5623】【5624】【5651】【119】於「新勢公園」或「新勢國

小」就到囉~ 

2. 或是步行約 15 分鐘也可以到喔~ 

桃園機場捷運 至「環北站」下車⬇ 

➡【5623】公車於「新勢公園站」下車就到啦~ 

公車 ⬇ 

搭乘以下公車於「新勢公園站」下車。 

中壢客運—5300 公車（中壢—新竹） 

新竹客運—5676 公車（中壢—新竹） 

搭乘以下公車於「新勢國小站」下車。 

新竹客運—5623 公車（中壢—楊梅） 

新竹客運—5624 公車（中壢—湖口） 

新竹客運—5651 公車（中壢—高榮） 

快快記下 

來這裡看也行➡ http://www.web-unique.com/tc/active3.html 

＃綠色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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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市集➡『城市裡的溪』：老街溪讓民眾在繁忙的都會區中，也能在綠意盎然的親水步道中

放鬆身心，了解老街溪的人文、歷史、功能，透過繪本認識桃園 

繪本演說：15:00 開放‼現場報名‼ 

第一梯次 16:00-17:00 

第二梯次 17:00-18:00 

每梯次 25 人，共 50 人，數量有限，報完為止。於攤位報名及報到 

沒報名到的綠綠也可以於攤位自行閱覽環境繪本 

完成任一即可過關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城市裡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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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綠市集 

1. 木匠手作 桃園旗艦店- 蛋糕‧布丁‧奶酪‧水果派：用心創作的手作甜點 

值得您來挖掘✴ 蛋糕、巧克力、布丁#挖掘創意 

2. #桌弄遊樂園 https://www.facebook.com/drawNow/?ref=bookmarks：桌上遊戲，簡稱為桌遊，

又稱為不插電遊戲，桌弄提供最新最好玩的遊戲給所有人試玩體驗，可將自己喜歡的遊

戲買回家與更多人體驗歡樂！✴ 桌上遊戲體驗、免費試玩、販售#不插電桌遊 

3. Velina 手作.靴下.雜貨：藉由手作與人互動，愛上人們看到手作品時的笑容 

那是種幸福，100%的嚴選素材+100%的傾力製作+100%的手感溫度=Velina 的手作方程式✴ 髮

飾、布包#手作方程式 

4. #力凡烘焙坊 https://www.facebook.com/lifan.tw/：「力凡」秉持提供健康、安全的食材原

則，蛋糕均未添加化學劑，經過「半蒸半烤」工序以及獨家專業技法，使用 100%純淨、

天然，紐西蘭安佳乳源，無汙染，自然更香濃✴手作米蛋糕#百分百的純米製作 

5.  Mizu。寵物手工零嘴：使用自家種植的蔬果烘焙，純手工，無添加✴ 寵物肉乾#寵愛毛

孩 

6. 楓土耳其旋轉烤肉：土耳其十大伴手禮之一，全世界喝茶第一國家✴ 土耳其奶茶、米布

丁＃道地土耳其料理 

7. 胖嘟屋幸福手作 PDW Handmade：透過不凋花手作過程，發現更好、更多元的自己，讓這

份「不凋謝」的美好一直延續下去，讓彼此的心幸福的胖嘟嘟的✴ 乾燥花及永生花飾品

#幸福的胖嘟嘟 

#綠色生活悠遊節 #1021 綠市集 #新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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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提醒⚠ 

摸彩券的投入時間是 19:00 以前喔！！！ 

19:00 以前喔！！！ 

19:00 以前喔！！！ 

19:00 以前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市集 #綠遊經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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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這麼好 

是不是該來逛了綠市集呢？ 

#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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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宣言衣起來 

開始排隊囉～ 

加快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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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爆爆 

好多人在試騎喔～ 

爆爆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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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著老街溪尋找美 

快來尋找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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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衣也有春天 

為自己的舊衣換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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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下碳足跡 

快來學習碳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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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野餐趣 

來場野餐吧！ 

免費租借野餐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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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市集 

來逛綠市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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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也是美美噠 

#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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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遊經】圓滿結束 

今年綠色生活悠遊節的三場系列活動圓滿結束了，非常感謝綠綠們的參與和支持，希望今年

綠綠們都有玩得盡興，也開始期待明年的綠色生活悠遊節了，也請大家繼續鎖定與關注粉絲

專頁喔~我們還會持續公告一些活動喔 

#綠色生活悠遊節 #綠遊經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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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4官網 

6.8.6.4.1「綠色生活悠遊節」官網網址：
http://www.tcgl.com.tw/active2.html 

 

6.8.6.4.2官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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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5Google 聯播網 

 宣傳日期：9/22-10/21 

 偏好頻道：新聞、親子、旅遊 

 連 結 網 址 ：

http://www.tcgl.com.tw/active2.html 

 

 

6.8.6.5.1上刊照 

  

 
 

 
 

圖 14 Google 聯播網上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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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宣導品領取統計 
6.9.1虎頭山取經趣 

6.9.1.1梅森杯：1386 個 

 
表格 74 虎頭山取經趣梅森杯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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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2束口袋：200 個 

 
表格 75 虎頭山取經趣束口袋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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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3FB 抽獎：2 個 

 

表格 76 虎頭山取經趣粉專中獎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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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低碳遊石門 
6.9.2.1紙板車：958 個 

 

表格 77 低碳遊石門紙板車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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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2梅森杯：302 個 

 

表格 78 低碳遊石門梅森杯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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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3FB 抽獎：4 個 

 

表格 79 低碳遊石門粉專中獎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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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綠市集 
6.9.3.1小麥餐具：1891 個 

 

表格 80 綠市集小麥餐具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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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2紙板車：1038 個 

 

表格 81 綠市集紙板車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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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3明信片：140 個 

 

表格 82 綠市集明信片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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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4資料夾：549 個 

 

表格 83 綠市集資料夾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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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5FB 抽獎：5 個 

 

表格 84 綠市集粉專中獎簽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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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期程表 

表格 85 期程表 

工作內容項目 數量 

年度 107 年度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一)「綠遊經」行銷宣傳 

1.宣導影片 2 支 

預定進度 - - - - - - 10% 50% 70% 100% - - 

查核點          ▲    

2.雜誌專題報導露出 1 篇 

預定進度 - - - - - - - 70% 100% - - - 

查核點         ▲     

3.Facebook 廣告露出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 50% 80% 100% - - 

查核點          ▲    

4.活動直播 2 位 

預定進度 - - - - - - - 30% 80% 100% - - 

查核點          ▲    

5.官網建置及維護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 50% 80% 100% - - 

查核點          ▲    

(二)「綠遊經」開跑記者會 

1.流程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100% - - - - 

查核點        ▲      

2.製作物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100% - - - - 

查核點        ▲      

(三)「綠遊經-虎頭山取經趣」第一場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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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數量 

年度 107 年度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流程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60% 100% - - - 

查核點         ▲     

2.週邊活動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60% 100% - - - 

查核點         ▲     

3.製作物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60% 100% - - - 

查核點         ▲     

(四)「綠遊經-低碳遊石門」第二場系列活動 

1.流程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60% 100% - - - 

查核點         ▲     

2.週邊活動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60% 100% - - - 

查核點         ▲     

3.製作物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60% 100% - - - 

查核點         ▲     

(五)「綠遊經-綠市集」第三場系列活動 

1.流程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30% 50% 100% - - 

查核點          ▲    

2.週邊活動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30% 50% 100% - - 

查核點          ▲    

3.製作物規劃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 30% 50% 100% - - 

查核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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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數量 

年度 107 年度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六)其他 

1.合約書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100% - - - - - 

查核點       ▲       

2.工作計畫書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50% 100% - - - - 

查核點        ▲      

3.期中報告書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 - 50% 100% - - 

查核點          ▲    

3.期末報告書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 - 20% 100% - - 

查核點          ▲    

3.結案報告書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 - 20% 100% - - 

查核點          ▲    

4.工作人員手冊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50% 100% - - - - 

查核點        ▲      

5.計畫各項保險 1 式 

預定進度 - - - - - - 50% 100% - - - - 

查核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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