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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点简介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简称“绿点”，于 2003 年发起，是一个立足广州的环境保护培训、

交流及活动公益平台。绿点致力于推动环保志愿者，尤其是大学生环保志愿者实地了解及亲身参与

环境保护事业，系统提升环保意识，理性树立生态观念，从而有效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绿点关注本地的环境问题，通过教育、倡导、调研等形式，增进沟通、缓解矛盾、促进合作，为“绿

色广州”建言献策、身体力行。2012 年 8 月，绿点正式在民政局部门登记，成为广州市第一家民间

注册的环保社会团体。 

主要工作： 

能力建设：提升志愿者参与环保事业的能力。帮助环保社团实现持续发展以及参与社会环保建

设，为环保志愿者提供各种能力培训、交流、实践平台。 

行动倡导：引导志愿者有序地开展环境行动。引导环保志愿者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理性地支

持和有序地参与环境行动，倡导志愿者积极践行力所能及的环境行为。 

环境教育：培育志愿者环教团队并组织活动。组织和培训环保志愿者环教小组，为中小学、幼

儿园开展环境教育课外课堂。 

环保调研：联合各界开展各种环保调研项目。包括校园环境问题调研、农村环境调研、民众环

境意识调研等，并适时定向发送或发布调研报告。 

社会活动：开展各种主题的环保活动和宣传。协助政府、企业及社会团体开展各类环境保护公

益活动和项目。 

交流合作：举办各种跨领域跨区域交流讲座。促进各种环保合作。 

绿点的使命：让广州市民成为环保行动者。 

绿点的愿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广州，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绿点的核心价值观：可持续发展、非暴力、身体力行和合作。 

绿点的性质：绿点是一个由热心于环保的团体及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社会团体。 

绿点的宗旨：绿点是一个环保志愿者学习、交流以及联合活动的平台，绿点关注本地的环境问

题，通过教育、倡导、合作等形式，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广州而努力。 

二、夏令营概况 

精英（会长）夏令营与环教夏令营（统称“绿点夏令营”）是广东高校环保社团成长计划和环境

教育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通过邀请知名的培训机构以及环保界资深人士，对新上任的环保社

团骨干成员及环教组成员进行为期四天三夜的针对性培训，促进营员们相互认识，并在自我察觉、

环保认知、使命定位、团队建设、工作技能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提升。 

1. 活动名称：第六届精英夏令营暨第五届环教夏令营  

2. 本届主题：实战·互助 

3. 活动主办方：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4. 活动时间：2013年 8月 22日——8月 25日 

5. 活动地点：东莞市台商子弟学校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潢涌管理区上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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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动流程 

日期 精英营 环教营 

8 月 22日 

新的开始 

 

9:00--10:30 集合上车，前往营地 

课程说明、后勤安排说明 

10:30--11:15 营员入住，整理内务 

11:15--14:00 午饭+午休 

14:00--15:00 开营仪式 

15:00--17:00 融冰+探访自然小角落 融冰+探访自然小角落 

17:15--19:30 晚饭+休息 

19:30--21:00 自然创作 

8 月 23日 

角色定位 

+ 

成长 

+ 

视野 

+ 

分享 

7:15--8:00 集合排队，组织吃饭 

8:00--8:30 课前热身 

8:30--11:00 自我察觉 自我察觉 

11:15--14:00 午饭+午休 

14:00—16:00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青年成长 

16:00-17:00 绿色企业分享会（社团与企业的关系） 

17:15--19:30 晚饭+休息 

19:30--21:00 自由交流（我与环保社团的故事） 自由交流（环教） 

8 月 24日 

工作技能 

+ 

行动计划 

7:15--8:00 集合排队，组织吃饭 

8:00--8:30 课前热身 

8:30--11:00 社团工具包的使用说明 环教基本功 

11:15--14:00 午饭+午休+搭帐篷 

14:00--17:00 联合行动的策划 教案解析 

17:15--19:30 晚饭+休息 

19:30--21:00 联欢晚会 

21:00—6:00 集体露营 

8 月 25日 

团队建设 

+ 

行动完善 

7:15--8:00 集合排队，组织吃饭 

8:00--8:30 课前热身 

8:30--11:00 项目经典案例分享 团队建设培训 

11:15--14:00 午饭+收拾 

14:00--15:00 完善联合行动 项目后续安排 

15:30--17:00 闭营仪式 

17:30--19:00 集合上车，离开营地 

 

【备注】有分隔符分开表示两个营分开上课，没有分隔符隔开即为两个营一起上课和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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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令营营歌《爱》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运草 

串一个同心圆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趁青春做个伴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 

永远的不停转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 

让那天空听得见 

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 

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 

看看执着的蓝天 

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三、 部分分享嘉宾及课程介绍 

1、部分分享嘉宾介绍 

胡小军博士：现任职于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负责公益数据库筹建工作。从 2003 年开始，致

力于国内本土民间公益组织的研究与推动工作，并在西部农村社区发展、干旱区生态保护、NGO 能力建设

等领域有着长期实践。本届夏令营中，他将跟营员分享“公民社会视角下的青年成长”，激起营员们对社

会的深刻认识与反思，倡导营员们的青年行动。 

李舟：GGF 中国青年组协调员，绿点社团成长计划督导。专门面向校园环保组织及以学生成员为主的

25 岁以下青年人组成的环保组织开展资助评审、推荐。通过小额资助扶植青年环境保护团体，推动青年环

境行动者的成长。本届夏令营中,他将与营员们进行“社团成长工具包”的使用分享，对营员未来的社团

工作进行提升。 

陈志强：目前供职于香港地球之友,也是广州城市固废处理公众咨委会委员,绿点社团成长计划总督

导，长期关注垃圾和东江水议题。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华南理工大学 Fresh环保协会第 11

届会长。本届夏令营中,他将与营员们进行“社团成长工具包”的使用分享，对营员未来的社团工作进行

提升。 

彭宇：现为创绿中心的一员，负责自然教育和公众参与的工作，也是鸟兽虫木自然保育协会协调人，

绿点社团成长计划督导，曾服务于华南理工大学 fresh环保协会。近年来，与伙伴们致力于通过自然分享、

生态摄影培训、自然讲解员训练营等形式，推动广东地区自然教育和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本届夏令营，

他将与精英营员分享“自然创作”及“社团成长工具包”，带领营员们进行自然发现、自然创作和自然分

享，充分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曾颖芳（柚子）: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关注青年人的发展，资深协作者。本届夏令营中，

她将跟精英营营员分享“融冰”及“自我察觉”。 

洪图（Heaven）：V-bus(义工加油站)始创成员之一，资深协作者，拥有多年培训经验。本届夏令营中，

她将跟环教营营员分享“融冰”，“自我察觉”及“团队建设培训”。 

田映霞：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理。本届夏令营中，她将跟营员们分享社团与企业

的关系，以企业的视角解读企业与社团的关系，对各社团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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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课程介绍 

1）公共课程部分（个人成长篇） 

自然创作：自然创作：自然创作即利用从自然中收集的素材（如落叶）进行创意设计，在感受自然的

同时又能激发参与者的创新思维。 

自我察觉：通过导师和协作者的引导，深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包括知道自己的情绪、需要、性格特

点、情感和行为，对于自己的主观经验及其变化的观察，要在不同的情境中观察经验的变化，也要在同一

情境中重复观察心理经验。从而引导营员们在未来一年里社团角色扮演的察觉。是否做好作为会长/环教

组组长的准备？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等。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青年成长：通过分享公民社会的青年人行动，引用青年人的绿色寻梦历程，并进行

培训课程“神奇的国度”，激起营员们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与反思，倡导营员们的青年行动。 

2）精英会长营部分 

（一）社团活动篇 

关键词：小而精，大而好（既有工具和理论的学习，也有活动策划的实践体验） 

（1）结合督导的社团成长计划工具包的学习。 

（2）从历年的绿点社团评优中选取出具有代表性的活动进行分析培训。 

从近几年各个社团活动中选择 2个小而精的活动（校内活动），2个大而好的活动（校外活动），通过

经验分享，相互交流。 

（3）联合行动的策划 

a.根据四天三夜所学的知识对挑选出来的活动项目进行完善以及创造。 

b.过去联合行动的延续讨论（2011 年的壹减壹行动、2012 年的废旧电池回收项目）或探讨新项目，

最后确定一个可复制性的项目变成“联合行动”。 

（二）社团与企业关系篇 

通过前期需求调查了解到，“环保社团与企业合作”是社团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搭建了一个企

业与环保社团交流的平台，邀请绿色企业代表进在企业的视角下分析大学生社团与企业的关系，解答社团

未来发展以及跟企业的关系处理的相关问题。 

（三）我与环保社团的故事 

在温馨愉悦的气氛下，以各位营员为主体，与伙伴们分享自己与环保社团的故事，进行经验探讨、交

流，找到环保路上的伙伴，从他人的故事中汲取力量。 

3）环教营部分 

环教基本功：课程包括了环教的发展历史、环教的基本概念、环教的基本技能等。加强环教营营员对

环教的认识和理解。 

教案解析：分析互动式环教项目的典型教案，以及操作方法，让营员熟悉互动式环教项目的教案和操

作技巧。 

团队建设培训：邀请团队建设的老师，教授团队建设的方法和技巧，达到营员可以独立完成自己所在

环教组的团队建设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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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信息 

1. 集合时间：2013 年 8 月 22 日早上 8 点 30 分（签到+收取营费+领取营服+分组等），9 点出发 

2. 集合地点：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对面立交桥下 

3. 路线指引： 

（1）地铁：8 号线赤岗站 C2 出口，往右直走 150m 即可。 

（2）公交：93路; 189路; 206 路; 229路; 239路; 252路班车; 262路; 264a路; 270路; 304路; 

583 路; 大学城 3线; 高峰快线 6路到达赤岗站，过马路立交桥下即可。 

4. 接待联络人：苏彬：15007588323   吴观秀：15627864592 

【地铁 C2 出口、赤岗站将有绿点志愿者指引方向】 

5. 上车指引：请精英营与环教营的营员先集合等候，听从志愿者指引上车乘坐 

6. 车程：约 90 分钟 

7. 回程下车地点：同出发点 

五、营员自带物资（建议） 

项目 数量 备注 项目 数量 备注 

拖鞋 一双  长裤  营地蚊子较多 

牙刷牙膏 一份  内衣裤 三套 备换洗 

漱口杯 一个  衣架 数个  

毛巾 一条  雨伞 一把  

沐浴露 一瓶 肥皂亦可 记事本 一本  

洗发水 一瓶  卫生纸 若干  

驱蚊水 一瓶 必带，蚊子多 水杯 一个 不提供一次性杯子 

衣物袋  洗澡时装换洗物 协会会旗   一面  

洗衣粉 1包 肥皂等 会服 一件 与营服轮换 

备注： 

1、营地已有物资：床上用品（睡袋、枕头、被子）、餐具、洗漱用的桶及盆。 

2、本次培训全过程为封闭形式，活动范围为培训中心围墙内，且营地较偏远，附近没有商

店超市，交通、购物都不太方便，请注意自备完善个人所需物资。 

3、每位营员有1件营服（上衣），每天都需要穿着营服或者会服（要求：开营仪式、联欢晚

会、闭营仪式，必须穿营服。其余时间尽量穿会服）。 

4、建议女生不穿高跟鞋或裙子。 

5、课室、宿舍设有空调，营员可备带长袖衫裤避免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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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营地用餐信息 

1、用餐形式：自助餐 

2、用餐时间：早餐 7:30 中餐 11:30  晚餐 17:30 

（注意：营员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去用餐，避免与学校里的学生用餐时间相撞；具体用餐时间有可能因活  

动安排等有所变动，请营员留意相关信息。） 

3、提前十五分钟于指定地点集合。 

4、不得穿拖鞋进入食堂就餐。 

5、所有营员排成两列队伍往食堂用餐或离开食堂，排队或用餐时保持安静，请勿喧哗。 

6、就餐时，珍惜粮食，按需取饭菜，请勿浪费。 

 

七、营地住宿信息 

为保护营员安全，本次夏令营全过程为封闭形式，活动范围为培训中心(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生命力教

育中心)围墙内，绝不允许任何营员私自离开培训中心。如有特殊情况，应向所在营负责人汇报，经请示

后方可。 

（一） 营地宿舍 

1. 洗澡房内热水 24小时供应，注意节约用水。 

2. 营地内有桶装饮用水供应，自备水杯，勿浪费饮用水。 

3. 睡袋，枕头等个人物品按规定排放整齐 (如：毛巾、鞋子等)。 

4. 行李箱等大件物品按规定摆放于床下。 

5. 起床之后营员必须将床上用品摆放整齐。 

6. 个人盥洗用具放入置物柜内，摆放整齐。 

7. 尊重他人，请勿在营舍内大声喧哗。 

8. 按时作息，熄灯后不随意走动，保持肃静。 

9. 有特别事项请事先告知（如身体不适，按时吃药等）。 

10. 严禁携带危险物品（如小刀、打火机等）。 

11. 请勿携带贵重物品及非活动所须物品（如零食、电动玩具等）。 

12. 为保护营地设施和保障个人安全，请勿私自使用营地内攀岩设备等其他公共设施； 

13. 如发现禁止携带物品，营本部将代为保管，于活动结束时发还，不得异议。 

14. 如营员感觉身体不适或者对营地的饮食、热水供应等情况有意见的可向志愿者苏彬、吴观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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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露营信息 

1. 24 号中午安排营员集体进行学习和搭建帐篷，24 号晚上露营住帐篷。 

2. 搭帐篷时会有专员指导大家搭帐篷，请遵守现场秩序。 

3. 露营所需帐篷由营地方面提供，营员不需要做准备。 

4. 露营夜晚将由营地安排人员保障营员安全。 

5. 虽然露营区有照明设施，但最好自带手电。 

6. 营地提供的露营帐篷为军用帐篷，每个帐篷住 8 人，结实耐用。 

7. 具体住宿的人员分配将由工作人员作出安排，各位营员请留意通知。 

8. 露营前各位营友将安排到宿舍进行洗漱，请大家遵守宿舍纪律。 

9. 洗漱后每位营员需要带齐睡袋、睡垫等物品到露营区。 

10. 隔天早上需要各位营员收拾好露营物资（如帐篷和睡袋等），请大家有秩序地进行。 

11. 营员可以准备一些娱乐或团建小游戏用于露营时做集体活动。 

12. 营地没有便利店，也不允许营员自行外出购买东西。如有需要够买物资可以向生活保姆汇报，统

一安排。 

 

八、 其他注意事项 

1． 请各位营员出门注意查看天气信息。 

2． 营地户外蚊子较多，建议穿长裤。 

3． 不能使用例如透明胶、胶水或挂钩钩或贴东西。  

4． 营员们在营期发微博，请关注并@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5． 每日日志模板（营期期间，要求每个营员每天需做日记总结） 

营类：   组别:   姓名:   日期: 

 

 

 

学习内容总结: 

 

个人感想: 

 

 

 

 

 

 

问题和建议: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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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营员绿色账户模板（绿色账户将在夏令营结束后以电子版的形式发给每个社团，作为未来一年社

团动态的记录，主要记录未来一年社团所做活动及所参与的项目，相当于社团未来一年在绿点的绿色

储蓄。该账户将在一年后绿点评优时向各社团收取，以此作为评选优秀社团的依据。以下为该绿色账

户模板。） 

社团简介： 

 

组织架构： 

 

社团文化： 

 

想对绿点说的话：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负责人  

联系方式  

活动简介  

活动亮点  

活动效果  

 

封面                         社团动态记录 

九、财务信息 

1、营费说明 

项目 单价 数量 金额 备注 

住宿 150 75 11250 每晚每人 50 

伙食 135 75 10125 3 早餐 7 正餐 

营服（含税） 30.6 72 2203.2  

保险 13 72 936  

备注 以上费用包含营员、绿点工作人员以及嘉宾在内 

文具、药物   996  

营地租借费

用 

大活动室 600 9（时段） 5400  

小活动室 400 8（时段） 3200  

税点 0.08  2398  

讲师费用   2000  

交通费用 营员往返车

费，嘉宾及志

愿者交通补

贴 

  5680  

总计   4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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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补贴：本次夏令营营员为 62人（其中精英营 39人，环教营 23人），根据项目总预算，分摊

至每位营员的费用约为 750元。为支持各大高校环保社团的发展，每位营员只需交 300元营费，其中包括

营期四天三夜食宿、营服和保险的费用，绿点给予每位营员 450元的费用补贴，承担了夏令营交通、讲师

及场地的费用。营费将由工作人员于车上向营员收取。 

十、 夏令营执委会联系方式 

职务 姓名 电话 QQ 
各小组职能说明 

绿点社联部部长 袁淑文 13719009287 76970516 绿点负责人 

绿点社联部助理 游路西 13430365742 1226824892 精英营负责人 

绿点实习生 高壹 13054498010 912101169 夏令营实习生 

李宏春 13760780757 1033285470 环教营负责人 

组织小秘 
周秋萍 18820791320 545736582 营期各项活动具

体安排 黄国锋 13751849848 826410506 

生活保姆 
苏彬 15007588323 179305625 营期“衣食住行”

方面 吴观秀 15627864592 857927955 

宣传达人 
王子芫 13580314542 294384144 “宣传微博”等

相关信息 吴萍 13539814834 413668926 

十一、夏令营营员通讯录 

（一）第六届精英夏令营营员通讯录 

姓名 联系方式 QQ 学校协会名称 

倪伟华 13751348969 751617353 东莞理工学院绿色环保协会 

汪剑科 13570913565 562865212 广东工程职业学院绿色环保协会 

罗天皓 18826400830 406819907 广东工业大学节能环保协会 

柳斌 13824467661 442939241 广东工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会 

庞斯颖 18825155472 494937083 广东工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会（龙洞校区） 

支晓婷 13650791576 403586214 广东工业大学绿色青年志愿者协会 

陈妙纯 13560133791 1039298645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绿色环保协会 

胡焕忠 13631429036 78244945 广东金融学院绿时环保协会 

林静 13570407950 1138404216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绿意环保协会 

谭晶 18825043069 380096621 广东财经大学环境保护协会(原广商环保协会) 

郑扬慧 13650912019 2215012868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绿化环保协会 

张育义 13580342337 121491125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先锋环保协会（南校区） 

苏颖 13533314779 76732652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先锋环保协会（北校区） 

杜海桃 13726713458 411378249 广东外语艺术学院绿叶环保协会 

杜润发 13751748741 375325583 广东药学院染绿环境保护协会 

吴伟梅 13760763659 504501239 广技师天河学院绿缘环保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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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利兰 18219405158 1369937286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绿色环保协会 

杨爵睿 13632349843 30972546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绿色环保协会 

郑观贵 18825152354 513980144 广东白云学院绿动环保学院 

简婉莹 15626164862 29546077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绿色家园环保社 

江嘉君 18306615548 1171401264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晴心环保协会 

吴婉滢 13826439470 595946171 广州大学绿色动力协会 

黄境鑫 13570542584 407307420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绿洲环保协会 

谢煜楠 15913171125 383025961 华南理工大学 Fresh环保协会 

范茵琳 18825174404 815247392 华南农业大学环保科技协会 

朱慧兴 15625006219 845019545 华南师范大学生态绿叶社 

钟华聪 13710313490 1070218294 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大学城校区） 

唐谏谊 13106683433 1049982223 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南海校区） 

古慧敏 18825111631 422309227 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石牌校区） 

何翠花 15018881340 1970417151 惠州学院环保协会 

李思惠 13824591044 851522520 嘉应学院同心环保协会 

蔡育宾 18825169008 1030630206 暨南大学绿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曾莹 15625984542 1018785194 南方医科大学绿色沙龙环保协会（顺德校区） 

陈敏华 13602442473 353470217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绿叶环保协会 

苏权双 15813253841 1220361094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绿色环保协会 

吴淑凝 13631404842 591221128 私立华联学院环保协会 

陈钢生 13428289874 2460672109 五邑大学环保协会 

黄晓真 15766227723 852912216 肇庆学院环保协会 

李培森 13560427033 46432818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GreenSky环保协会 

（二）第五届环教夏令营营员通讯录 

姓名 联系电话 QQ 学校社团 

林阿旖 13751890241 780951749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绿叶环保协会 

邵晓霞 13434266158 754002140 广东药学院染绿环境保护协会 

郑振杰  13640206447 1044266972 广东工程职业学院粤工程绿色环保协会 

苏杰 13760812944 593951540 广东白云学院绿动环保协会 

李太滔 13560302837 764203866 广东工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会 

张丽漫 13535383539 1941532785 广东工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会（龙洞） 

陈燕云 18825047376 409324534  广东财经大学环境保护协会(原广商环保协会) 

曾佩霞 13527855225 1251567989 广东女子技术职业技术学院绿意环保协会 

王家贤 13246338311 290360270 广技师天河学院绿缘环保协会 

孙景海 15521048093 825630496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环保协会 

赖丽丽 13632490697 30812908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绿洲环保协会 

刘丽芳 13533289284 117058631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先锋环保协会（北校区） 

陈晓佳 13580331924 114718858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先锋环保协会（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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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利 13602481774 237521358 广州大学绿色动力协会 

余琳 13433954061 1027098845 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大学城校区） 

何家鸿 15625103559 789024034 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石牌校区） 

谢文煜 13570421728 449215044 华南理工大学 Fresh 环保协会 

庞国康 13711695483 505913468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环保协会 

徐嘉欢 15018641359 1531305193 惠州学院 iGreen 环保协会 

史颂倩 13824595477 326553713 嘉应学院同心环保协会 

唐彩君 15766226063 491858943 肇庆学院环保协会 

黄秋婷 18316958282 1171834684 南方医科大学绿色沙龙环保协会(顺德校区) 

林霖活 13826480352 597157704 中山大学南校区环境保护协会 

十二、绿点项目介绍 

（一）高校环保社团成长计划 

目前，广东高校环保民间组织（环保社团）逐渐走向发展壮大，成为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作为广东地区本土环保 NGO,肩负着团结并引领 50个绿点成员社团成长的重任。 

“高校环保社团成长计划”由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支持开展，其旨在帮助高校环保社团，通过提

供能力建设、项目实践、平台交流、资源整合等长效活动平台，培育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绿色领袖。 

「社团成长计划」拥有一系列系统性、连续性的子项目，包括：广东高校社团环保交流会、精英（会

长）夏令营、环教夏令营、社团可持续发展年会、会长沙龙、社团评优、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培训、基础

培训、绿点网站、高校环保社团普查与社团健康指数调研等。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交流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各个社团伙伴间的互动，分享经验，绿点从 2004 年开始

举办了首次广东高校大学生环保社团交流会。其后每年绿点均举办一次到两次的交流会活动，至今已经完

成十三届交流会活动，参与活动的环保社团逐步增加，达到近 50 个。通过不同主题的内容，提供交流平

台，与社团探讨环保及社团发展问题。 

环保精英夏令营：旨在通过邀请知名的管理培训机构以及环保界资深人士，对新上任的环保社团会长

进行为期数日的针对性培训，促进营员们在环保认知、使命定位、组织管理、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的突

破和提升。 

主题沙龙加培训工作坊：绿点根据社团发展以及绿点开展各类项目活动的实际需求开设培训，并适时

将培训提升为 TTT（train the trainer）模式。分别以会长沙龙、部长交流、营友沙龙、培训工作坊等方

式，提供了各类主题沙龙以及针对各种项目的技能培训。  

此外，根据十年以来对社团的观察记录，绿点从项目评估管理、理事会管理、内部建设管理服务、筹

款策略、战略规划指南和宣传等方面，结合实际案例完成《高校环保社团发展指导手册》以作为对社团日

常的工作参考。 

评优活动：本着自愿参与原则，通过初选、大众评选、网络投票、现场答辩等方式，汇报社团工作成

果，表彰优秀的集体和个人。至今成功举办 4次，主要评选内容包括社团管理、项目活动和个人等。 

（二）环境教育项目 

绿点的环境教育创立于 2007 年，该项目的目标是组建一支由大学生组成的环境教育讲师核心队伍，

建立广州大学生志愿环境教育讲师机制和培养体系，以这个核心团队和培养体系向中小学生开展持续的、

专业的环境教育课堂或活动。  

绿点一直致力于通过环境教育提升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为广州市每一位在校小学生提供持续的、专

业的环境教育的课堂。并根据教学形式分为互动式和体验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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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环境教育:绿点的体验式环境教育项目从 2013年开设，通过与环境友好基地合作，培养环境教

育导赏员的方式，为广州市民提供自然体验等方式的环境教育导赏服务。 

环教夏令营:通过环教夏令营为整个环教讲师培训计划的顺利开展创造了非常好的开端，营员在夏令

营里相识、相知、树立强大的信心、也获得了基本的技能增长。 

观摩课堂:对学生现场课堂的观摩，是绿点对环教培训成果检验的重要手段，并在观摩之后向环教小

组提出意见和建议。 

网络信息平台:绿点建设了环教资源库（环教书籍、优秀教案和环教道具）等，以及通过电子月刊等

方式加强环教小组成员的日常沟通和交流，也便于经验的积累。 

（三）平步青云讲坛 

由香港地球之友、绿点联合发起“平步青云讲坛”，通过邀请香港及国内各行业的环保人士，利用轻

松、活泼、互动、亲切的访谈形式，分享其所在行业的环保建设或创业历程和经验，帮助有志投身环保事

业的年轻人认清目标，将环保与职业和人生规划相互渗透，跟随毕业－就业－创业－理想的旅程，培养中

国青年绿色人才。  

从 2007年至今，顺利完成 26次讲座活动，直接参与人数超过 8000人，覆盖广州各个高校以及东莞、

江门等地区。 

1、实话实说——“我的平步青云路” 

主持人采用活泼生动的对话引导嘉宾分享他们的平步青云路历程和感受，实现听众与嘉宾的面对面交

流。  

2、现场互动  

包括“问答”环节，或者邀请现场大学生跟嘉宾进行模拟面试环传授面试技巧。  

3、考察及行动  

组织大学生到嘉宾所在企业参观学习，实地了解机构环保设施和理念。或者推动大学生就某一期主题

开展环保行动。 

（四）光盘行动 

1、项目介绍 

结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 2013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思前，食后，厉行节约”，绿点公益环保促

进会与荔湾区环保局继续合作推动“光盘剩斗士”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进行教育宣传、互动参与

活动，以此呼唤公众节约粮食，厉行勤俭节约，养成节约型饮食习惯，提高人们“珍惜每一粒粮食、减少

餐饮环节环境污染”的意识，争做绿色环保消费理念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用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 

光盘行动，指就餐时倡导人们不浪费粮食，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走。光盘，不仅

仅是吃光盘子里的食物，还是一种有意识的节约行为，一种环保的生活态度。 

2、 项目特色 

1）项目受众广：横跨荔湾社区、学校、酒楼 

2）光盘行动从厨余产生的源头进行意识改变 

3）活动特色多，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志愿者齐齐宣传的风景线 

4）大学生锻炼和创意发挥的平台 

3、 合作方 

荔湾区环保局、荔湾区 9家酒楼、荔湾区 6家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