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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十佳品牌项目】展示与点评 

论坛纪要 

论坛主题：【2011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十佳品牌项目】展示与点评 

论坛关键词：立项、运营、筹款、学习与行动、传播 

论坛时间：2011-12-3  14:30—17:00 

参会人数：110 

论坛地点：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第一演讲厅 

论坛主持： 绿点总干事张立凡 

论坛记录：  

一、主持人介绍嘉宾 

林智海：绿点创始人，公务员，曾到青海湖保护藏羚羊 

丁浩然：广州市世显营销公司总经理，做环保营销的高手 

 

二、“十佳品牌项目展示 

（1）清除五爪金龙项目（华农），主讲人燕子 

主讲人介绍项目： 

认识到五爪金龙的危害，想通过在学校里组织大家清除外来入侵物种五爪金

龙，让同学们了解外来物种的危害性。 

2009 年第一次开展“入侵植物之五爪金龙大战”，该环保协会通过定点宣传

活动，动员全校 100 多名同学积极参与到除入侵植物活动中。 

2010 年，发现 09 年已经清除的地方五爪金龙不再猖狂。 

2011 年，开始认识到入侵植物并开展了“校园入侵植物大考察及清除”。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评委认为项目存在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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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专业。认为这只是华农该专业的认识度高，对于其他的同学，如何让

他们也能够知道了解到这些外来物对环境的好与不好，重在“认知过程”“力在

教育”。 

不可复制性。其营销市场不存在，没有更多的认识到五爪金龙的危害 

改进建议： 

走出去。了解更多的外来物，让其有可复制性。 

说出去。包装项目，有自信地走出去，说出去，提升项目，利用其媒体力

量，如：广州日报平面媒体。 

 

（2）无偿回收项目介绍——绿色沙龙环保协会（南方医科大学），主讲人：张

晓燕 

主讲人介绍项目： 

无偿回收是一个以公益性为目的的回收活动，不给予提供废品的同学或回收

人员任何形似的回收报酬。所得基金会捐献到有绿色沙龙环保协会负责的绿色回

收资金。项目特色：招收自愿者，一起回收 条文管理  回收活动志愿者福

利制度，有“环保之星”“环保青年”奖项评选。人文关怀（回收呼吁、短信

感谢、感谢信）4 信息公开制度—回收组博客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星星：回收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就只是是为基金会赚钱而已 

谈到其实回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减少资源的使用。其

实，回收过程也能是一个环境教育过程： 

林智海：要了解到项目的根本问题，通过一件事情来告诉对方另外一件特定

的事情。环保不是没有希望，只是要点燃我们的心。 

 

（3）英语环保教学技能大赛（广外艺） 

主讲人介绍项目： 

主题是环保与教育同行，英语环保教学主要是在英语课堂上把英语教育和环

境教育相互结合，在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授环保常识。主讲人在 PPT

主要讲述了其教学过程展示以及教学 PPT 的一个展示，介绍了项目参赛形式：初

赛和半决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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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丁浩然经理谈及到 PPT 的讲解，讲述他去珠海博雅酷爱得一个经验和感受，

认为真正地让我们的项目对象处于大自然中去，体验自然，这样给他们才能够更

加地记住一些东西。 

林智海师兄谈及到“学习机制的存在性”，提出“把教案变成课案”的想法，

应该把环教做实，做深，真正落实到现实行动去。 

 

（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第二届环保周项目介绍，主讲人杨志婷 

主讲人介绍项目： 

以“低碳生活，健康随行”为主题，以 12.25 日圣诞节的节日气氛为依托展

开三个活动：水果贺卡、低碳生活，|“关注点滴”---低碳知识宣传、以及健康

素食，低碳生活新时尚——素食沙龙 

项目优点： 

1.参与全国联送，增加了水果贺卡的影响范围。 

2.形式新颖，现场摆摊效果好 

3.环保低碳理念的宣传效果理想。 

4.素食沙龙站的现场气氛活跃，同学积极踊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传低碳饮食

的效果，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5.  让同学们亲自尝试素食的美味，改变其对于素食单调无味的误解，经过活动，

大部分同学希望尝试素食，对素食的热情度较高 

项目缺点： 

1.前期宣传效果不尽人意。 

2.水果价格设置不合理，只注意到冬季水果市场价格偏贵，导致平均销售水果价

偏高，不能找到为顾客着想且收支平衡的平衡点，后来及时纠正。 

3.  账单统计混乱，在后期花费了很多时间做核算和整理。 

4. 配送水果时安排混乱，书签与订单不能对上号。 

5.现场宣传人员知识面不够导致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无法提供满意的答复。 

6. 南北校之间沟通较差。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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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赞助经验：拉取到一些素食商家的赞助：绿园、爱家、好拍档等 

林智海师兄：认为对于水果贺卡项目发展，建议搞点具有冲击欲的，比如给市长

或校长之类的人物送苹果等） 

在低碳环保宣传方面，首先得了解“我们要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争取更多

地收取到校园素材的数据，用这些数据说服同学们，让其有一个真正的认知。 

 

（5）华师绿色文明社团“保护母亲河”项目，主讲人廉坡 

主讲人介绍项目： 

1. 成立时间：1999 年 

2. 该项目响应团中央保护母亲河的号召，由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主

办 

3. 2010 年前，每年暑假在不同地方开展，2010 年后项目得到优化，成立了

“蒲公英的种子”项目，并在在河源紫金县南岭中学以及韶关市南雄市

油山镇油山中学建立了为期 3 年的基地 

4. 项目常规活动：环境调研、环境教育 

项目优势： 

1、 凸显团队优势，项目、团队共同发展。结合华师师范院校的特色，以环

境教育作为项目的重点内容，在实现项目目标的同时，促成团队成员的

成长。 

2、 结合当地需求。在开展环境调研以及环境教育的同时，我们结合当地的

特殊需求，增加新的内容，充实项目的内涵。比如，在“蒲公英的种子”

项目中，我们添置了“绿书架”子项目。 

努力的方向： 

       延续“保护母亲河”的精神，有效管理并推广“蒲公英的种子”项目： 

1、扩大项目社会效应，广泛吸纳社会资源，服务项目。 

2、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书架”； 

3、开展“中小学蒲公英营”和“青年教师箐英营”，为当地师生提供环境教

育、项目管理、图书管理等培训； 

4、 在当地组建“蒲公英的种子”环保志愿小队，调动本土力量保护环境；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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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PPT讲解不是很清楚。 

丁浩然经理：20 个字，或是 30秒，即使时间再短，我们也要学会如何去概

括自己所想要说的。Ppt要简洁，呈现核心内容。 

 

（6）广东工业大学绿行寒假星心培训营 

主讲人介绍项目： 

星心营首届于 2010 年寒假举办，为期三天，主要着力于培养干事会员的综

合能力，营员的环保热情，以及提升协会凝聚力。 

内容主要是邀请协会老人家或外校绿友、环保 ngo 进行自然体验、环保素养、

协会历史传承等方面的交流与培训。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培训资金怎么来？） 

答：协会老人捐赠以及营员营费。 

问：培训的目的是什么？ 

答：这既是一场培训，也是一次筛选，有利于发现团队领导的核心人才，利于社

团核心价值的传承，同时，还使社团 70%的人留了下来。 

林智海、丁浩然：可以在培训中尝试做一点实际的东西，不要为培训而培训。我

们可以将这培训和一些环保活动与之结合，比如，在营期里到火炉山进行一个捡

垃圾比赛，在培训活动中体会环保。讲的效果往往是做的效果的一半！ 

 

（7）中山大学环协品牌活动：一起低碳吧——循环利用，低碳 ing 

主讲人介绍项目：  

活动共分为三个子项目，同时于圣诞节当天展开了整个低碳项目的开幕仪

式。 

1、“至 in”低碳宿舍评选活动。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圣诞节环保工艺品

的制作；社区低碳调查；低碳现场评比展示 

2、爱心宿舍之废品回收活动。定期回收宿舍内的废旧书报和矿泉水瓶等，

回收所得参与“爱心包裹”助学活动。借此在中大校园推广垃圾分类以及低碳循

环意识，建设低碳校园。 

3、中东二手网活动（注：中东意思是中大东校区）。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平



第十二届广东高校环保社团交流会 
主办：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承办：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 

地址│Add：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丽影广场 C 区 B 座 2103 室     电子邮件│E-mail：gpaction@vip.163.com  

电话│Tel ：020-84054109        传真│Fax ：020-34150625    网    址│Website：www.gpaction.net  

台，让大家将自己认为没有利用价值出售、得到再利用。 

4、圣诞节活动开幕仪式。圣诞节当天，每个项目都有丰富多彩的展览和互

动游戏。环保手工制品，废品回收项目组利用回收得来的瓶子和易拉罐制作了一

棵高达两米的圣诞树，现场二手物品的寄卖活动都吸引了很多同学的参与。 

项目亮点： 

1、低碳宿舍评比项目使中大学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发现环保 

2、二手网项目为大家的二手物品提供了网上平台 

3、爱心宿舍之废品回收活动回收废品所得盈利用来支持教育事业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丁浩然：你们的活动的一个优点是是先拉到赞助再行动，解除了资金的担忧，

利于活动的开展。 

中大环协：但是也有不足，由于有机会和资金再筹备，难免仓促。 

丁浩然：另外一个优点，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宣传，将 boring thing 变的

interesting。 

问：低碳调查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中大环协：水电费调查、环保工艺品展示、自我展示三部分。 

林智海：你们的活动了解社会的诉求。其实你们在申请基金前就可以储备一

大批可行的项目，做好传承就不会使得活动筹备过于仓促。 

学生问：低碳宿舍比赛如果吸引大家的关注？ 

中大环协：其实我们也为这个比较纠结，主要是用奖金吸引大家参加。 

丁浩然：你们的项目展示 ppt 做的很好，做 ppt 的一个技巧是在最后要给大

家一个简要的概括、回顾，比如叫你们用二十个字概括自己的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先锋协会：环境教育活动项目 

主讲人介绍项目： 

该项目成立于 07 年，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先锋环保协会主办，与学校

附近小学合作，并由环教组执行。 

项目目标是：通过主题新颖，形式多样的环保教育活动，如环教课、游园会

等，在小学生中宣传环保知识，推广环保理念，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同时他们

的培养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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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1、环教小组成立至今有 5 年，其运行模式和结构基本形成，环教活动开展

日趋成熟 

2、环教课内容的多样化并贴近小学生生活，形式的多样化，注重小学生的

动手能力 

3、寓教于乐，学生带着乐趣学习环保知识，并且走出课堂---主题游园会 

4、及时获取学校老师以及学生的反馈，特别是学生的上课感受和收获，并

且获得老师和学生的喜爱和支持 

以后努力的方向： 

1、环教对象的扩展。扩展到社区、其他没有延伸到的学校。 

2、增加环教干事数量，扩大环教组的规模，并尝试于定点学校的增加 

3、致力于环教主题的持续性，以及继续反馈和评估的完善 

4、结合我们学校的外语特色 

5、课堂的延伸（小学生---家长）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张立凡：你们的活动后期评估做的似乎不够，现在美国流行一个跟踪展示的

教学模式，你们可以学习。比如把一些小学生带到自然的环境里，通过一些学生

在自然体验中的生活行为的记录，反映估量教学效果。 

    广外绿色先锋：我们也同意自然体验的成分有限，但一方面学校内部缺乏这

样的条件，另一方面如果把学生带出校园，校方又不放心。 

林智海：但是可以转换教学渗透的模式，找准合作店，和学校的春秋游活动

紧密结合，在活动中宣传环保知识。同时，对活动进行适当的总结包装，从而得

到学生的更大知识也是必要的。 

张立凡：虽说校园里自然资源有限，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几棵草几

棵树都可以是开展环境教育的很好资源，要学会利用。 

 

（9）华南农业大学：第三届节能宿舍大赛 

主讲人介绍项目：开展为期 8 天的节能比赛，包括：1 节电大比拼 2 环保

DIY  3 微博赛环保；同时进行宿舍才艺 show、绿色秒杀等活动，致力引起环保

风潮，使整个学校有一股环保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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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包括： 

1、节电环节：分大一组和非大一组，进行为期八天的节电比赛，最后由合

理的公式计算出排名。节电虽只有八天，但是养成节电的习惯才是我们的目的。 

2、环保 DIY:参赛宿舍利用废旧品制作手工艺品，变废为宝，如手工海报、

diy 等。 

3、微博赛环保：分两部分，一是转发环保议题，增强环保意思，增加环保

知识；二是绿色秒杀，秒杀成功者有奖励，增加活动趣味。 

4、才艺秀：鼓励参赛宿舍上台展现自我，在比赛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5、义务刷树：亲近自然，为树木刷树漆，做快乐的志愿者。 

此外，这个活动还得到了校长的支持。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丁浩然：整个活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注重微博营销，这点做的很好！ 

张立凡：学校为什么答应综合测评加分？ 

华农：为了节电——打机玩电脑的人就少——学习的时间就多，利于学生学

业发展，利于建设和谐文明的绿色校园——校长对活动表示支持 

林智海：整个活动的规划和后期总结都做的很好。知道学生需要什么，开始

有个很好完善的策划，完了有总结性的报告评估。 

丁浩然：建议建立一个项目模板共享，推动以后环保项目的策划发展。 

 

（10）广药：绿色医药项目 

主讲人介绍项目： 

项目意义：普及医药知识,减少居民对药品的盲目消费，减少过期失效药品

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给人们健康带来的隐患。 

活动目标：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药品污染，加入到寻求减少药品污染的方法

的行列中来。 

研究问题：药品污染 

活动成果：《广州大学城大学生对药品污染认知情况的调查》、《在广东药学

院进行药品回收的可行性的调查》   

发展方向：过期药品回收、社区调研、校内外及社区宣传、药厂、药店参观

走访 



第十二届广东高校环保社团交流会 
主办：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承办：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 

地址│Add：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丽影广场 C 区 B 座 2103 室     电子邮件│E-mail：gpaction@vip.163.com  

电话│Tel ：020-84054109        传真│Fax ：020-34150625    网    址│Website：www.gpaction.net  

问答环节及嘉宾建议： 

张立凡、林智海：选题很有社会责任感，目标明确，切合社会热点。 

众嘉宾意见：活动应该多点设计可参与的环节，内部对医药有更多的了解后

再环教公宣。 

争取和医药商合作，利用好学生身份不同于医药商的特性，可以切合企业需要、

环境需要、人的需要，从而让你们的理念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并愿意采取行动。 

同时，和厂商合作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如资金等。回去继续完善这个

项目，很有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