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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燈之後，人類還能做什麼？ 
集合眾人的力量，種下滿城遍綠

文、圖／荒野保護協會

荒
野 地球倡議 集眾力，來種綠 ，

呼籲全民：集合眾人力量，種下滿城遍綠，

生活節能減碳，關心氣候變遷，守護自然棲地

守護行動從 月起至 月底，首場大型活動：地

球一小時 a 	 —— 集眾力，來種綠

L 	O ！ ee 	U ！嘉年華 ，於 月 8

日 六 晚間 : 至 : 在臺北市政府東門

廣場開跑，號召千位民眾成為城市發電機，共同

踩腳踏車發電為關燈後的臺北城打造一座星空下

的 綠色電影院 ，當晚臺北市長柯文哲與公部

門 企業長官暨貴賓共同以實際行動來保護地球

環境 現今全球面臨極端氣候的挑戰，多數國家

已擬訂減少碳排 能源轉型等相關政策，臺灣政

府與民眾須儘快做好面對世界性氣候與環境改變

的應變與調適能力，以減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

擊 因此，荒野在上半年於全臺籌辦氣候講座

地球影展 種綠走讀 工作假期 地球一小時響

應活動 地球日全台同步自然觀察，邀請民眾長

期投入守護行列，從靜態學習到實際棲地營造與

維護，一同集眾力，來種綠，為地球做一件好事，

每個人都可以是改變的力量

荒野理事長賴榮孝表示： 荒野保護協會

每年透過多個大型倡議行動，喚起民眾對環境的

重視，今年的地球一小時透過人力發電車供電方

式，象徵全民對於新能源的想像與 望 面對全

球氣候異常，守護自然棲地 維持健康的土地是

保護現代人類生命與財產權的最後屏障 為了我

們的下一代留下適合生存的環境，守護棲地就是

保護家園，一場迫在眉睫的行動需集結每一個人

的力量

臺北市長柯文哲呼籲： 近年極端氣候顯著

撼動全世界，現今全臺更面臨缺水問題已影響國

家安全 產業結構 人類健康 糧食產量 自然

生態等 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是臺北市政府積

極面對的課題，從排碳減量，到企業轉型 全民

生活態度改變 擴大城市自然棲地面積 減少柏

油鋪面等，期望打造一座如 備戰海綿 的都市，

能涵養水源 降低二氧化碳排量

臺灣的地球一小時行動已 過去的關燈節能

減碳概念，晉升為長期的環境守護行動，

年透過趣味的環保嘉年華，邀請民眾在關燈時參

與 綠色電影院 ，並體驗一度電的珍貴，活動

當天的所有用電將 臺發電腳踏車提供，每

臺車需約騎 個小時才能獲得 度電， 人力發

電車 於下午 點起至晚間 點不間斷供電，

目標 小時共募集 度電 下午 點開始，現

場設有 低碳友糧市集 邀請北臺灣實行無毒友

善農耕的小農到現場與民眾分享土地經驗，並且

設有環境教育 綠樹箱 Y 氣候變遷體驗遊戲

綠能展示等攤位 活動中更安排 大樹君講堂 ，

透過 場不同主題的環境短講，帶領民眾瞭解自

然棲地是氣候變遷下保護人類與環境的最佳防護

罩，增加生態化都市公園綠地 守護水 與溼地

保留山林野地是刻不容緩的行動 歡迎大小朋友
 關燈後的 大樓與信義區

 臺北市　柯文哲市長  荒野保護協會　賴榮孝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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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週 六的午後一同共襄盛舉，將環境保護觀念

內化至心中，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近年來，全球各地接連受到極端氣候劇烈

影響， 年是有氣象紀錄以來全球平均溫度

最高的一年，目前臺灣更面臨乾旱問題，降雨偏

少導致全臺水情吃緊各水庫蓄水量僅為往年的

%到 %，更造成全臺農漁業的損失 荒野

自 年起推動夏至關燈，率先以行動來參與

氣候變遷議題 從 年開始與世界自然基金

會 WWF 合作， 年來透過不同形式的主題呼

籲全民：守護環境不是僅有 個小時的任務，關

燈之後持續的守護才是關鍵

荒野繼 年以來與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合辦地球一小時行動，每年持續邀請公部

門 企業等團體加入，今年連續第 年獲得富邦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更號召中鋼集團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小林髮廊 統一星

巴克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嘉康利台灣分公司 經

濟部能源局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 伊頓飛瑞慕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

開發金控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Live 互動

英語教學集團 ityta 城市通 I 之音．竹科廣

播電台 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貝立德股份有限公

司 前線媒體等企業加入守護行列 信義商圈更

首次串連近 家商家共同響應關燈，期望 來

有更多的企業 商家能主動投入環境保護，發揮

企業的影響力一同實踐社會責任，帶領民眾並協

助政府具體落實環保政策，讓我們的生活環境更

美好！

主辦單位：社 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合辦單位：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主力協辦：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中鋼集 、臺灣 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小林髮廊、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嘉康利台灣分公司、經濟部能源局、臺 政府環境保護局、國立科學 藝
博物館、伊頓飛瑞慕品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 金控 (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媒體協辦：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集 、Ci彰y彰alk 城 通、IC 之音竹科廣播電台、義大世界
購物廣場、貝立德股份有限公司、前線媒體

特別感謝： 綠色電 院 片提供 2014 台灣野望國際自然 展
英屬維 群島商台灣 華拓展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信義商圈 台 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TAIPEI 101)、台 世界貿易中心國際
貿易大樓、台 君悅酒店 (HYATT)、威秀 城信義分公司、HOMEHOTEL、全豐
盛信義 105 大樓、台 寒舍艾美酒店、寒舍艾麗酒店、遠雄金融中心、NEO19、
華新麗華大樓、BELLAVITA 寶麗廣塲、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誠品信義店、
統一開 股份有限公司 ( 府轉運站大樓 ) 、ATT 4 FUN、台 W 飯店、華南商
業銀行總行大樓、微風 高、統一國際大樓、國泰金融中心、國泰信義經貿大樓
新光信義金融大樓 (A12) 、新光三越台 信義新天地

2015地球倡議活動網站： earthevent.sow.org.tw

響應單位 家數
屈臣氏全台門 495
星巴克全台門 236
小林髮廊全台門 232
富邦金控全台分行 202
新光金控全台分行 132
聯邦商業銀行全台分行 90
花旗銀行全台分行 37
金色三麥全台門 10

個別 錄 144
總  計 1578

AECOM

ARRIS 台灣艾銳勢股份有限公司 
ATT4FUN
BELLAVITA 寶麗廣塲
Home Ho彰el
IC 之音 竹科廣播
Neo 19
Tiger Ci彰y 購物中心
TWIM, a na彰影ral essence corpora彰ion.
九棚灣島生態保育協會
大統 和 店
大葉大學
小林髮廊
中國國民黨台 黨部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 金控
文欣國小
卡啡那國際有限公司
台 W 飯店
台 世界貿易中心國際貿易大樓
台 君悅酒店
台 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TAIPEI 101)
台 喜來 大飯店
台 寒舍艾美酒店
台 電器 賣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 下居家内装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 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三洋捷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下多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下電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下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下環境方案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福 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閱讀樹協會籌備處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T/C Hsinch影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Tainan AMT 
Office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Tainan 
Man影fac彰影ring Cen彰er 

列德麵包店 天母西門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 區養護 程處谷關

務段
伊頓飛瑞慕品股份有限公司
全豐盛集
安琪兒托嬰成長教室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荒野保護協會 宜蘭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花蓮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桃園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高雄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雲林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新竹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嘉義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分會籌備處
荒野保護協會 雙連埤環教基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
新 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泰人壽 ( 信義經貿大樓 )
國泰人壽 ( 國泰金融中心 )
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國際大樓
統一開 股份有限公司 ( 府轉運站大樓 )
貫軍企業有限公司
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
勞動部勞動力 展署中 投分署豐原就業
中心

於荒野保護協會活動網站填寫 單位響應 名單

佳霖科技
東亞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 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花田喜 田園風味小舖
花田喜 有機農園
花旗銀行
花蓮縣光復鄉戶政 務所
采利廣告有限公司
南方福爾摩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投縣土城國小
南投縣中山國民小學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國民小學
南投縣立瑞竹國民中學
南投縣埔里鎮埔里國民小學
威秀 城信義分公司
科技大樓管理會管理小組
美商英特爾
韋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瑞士維氏香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夏暉物流有限公司 桃園廠
夏暉物流有限公司 廠
桃園 沙屯媽祖蘆竹分 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 台中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台 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台東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台南分會
荒野保護協會 西螺聯絡處

寒舍艾麗酒店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華新麗華大樓
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順天夏朵社區管理委員會
愛吃借口火烤漢堡專賣店
愷瑞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信義金融大樓
新竹 地政 務所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經濟部 業局 鎮 業區服務中心
經濟部智慧財 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花蓮分局
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誠品信義店
嘉康利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漁歌展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神巨蛋購物廣場
臺中 立福科國中
臺中 立龍井幼兒園
臺 三民國小
臺南 安 區公所
臺南 政府警察局少 警察隊
臺南 政府警察局少 警察隊南區分隊
遠企中心
遠東 花蓮店
遠雄金融中心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衛生福利部南投啟智教養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球購物中心中和店
環球購物中心 橋車站店
環球購物中心屏東店
環球購物中心新 營車站店
環球購物中心新竹世博店
總統府
聯邦商業銀行
蘋果派思組織力訓練中心

 人力發電車從下午 點開始，直到晚上 點不斷發電

 透過趣味方式讓小朋友學習減能減碳

 環保圖書館

 讓孩子們透過遊戲認識氣候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