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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眾力，來種綠！
地球一 時 328嘉年華 活動報

人力發電俱樂部╳低碳友糧市集╳大樹君講堂╳綠色電影院

文／林彥君、程康、施枝盈 荒野臺北分會編輯採訪志工

圖／荒野保護協會

由
荒野所主辦的地球一小時嘉年華活動於

今年 月 日盛大展開 這次的嘉年華

活動以 集眾力，來種綠 	 !	 	

U ! 為主題，持續推廣節能減碳以及減少溫

室氣體的重要性 除了晚間 點半的 小時

熄燈之外，現場亦設置了許多特別的活動攤

位—— 低碳友糧 集 ，邀請到許多為有機

自然農法努力的在地小農，以及 六位生態講

師帶來各式反思議題的 大樹君講堂 ；最

特別的是，會場中央架設的 人力發電俱樂

部 ，這些人力發電車在活動當天開放給現場

民眾體驗如何透過人力自行發電，而人力發電

車所產生的所有電力，則用以供應整場嘉年華

活動，以及活動壓軸的 綠色電影 放映

為在地小農加油！低碳友糧市集

在嘉年華活動中，首先開張的是 低碳友糧

集 ，雖然 集的規模不大，但內容相當豐富

呢！現場邀請到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在地小農，包

括三芝共榮社區 石門嵩山社區 雲淡野放農場

桃園大溪等，在地小農們親 地向民眾展示了他

們經 友善土地耕作方式收成的豐碩農作蔬果

希望能藉 面對面的接觸，讓消費者與友善農作

小農建立友好關係

當天的活動現場，亦有許多讓大小朋友能夠

從玩樂中學習環境保護相關知識的攤位，例如：

具有教育意義又好玩的 氣候變遷遊戲 ，以及

有趣又實用的 綠樹箱 Y體驗 等 只要利用

一張簡單的不織 和排水板，裁剪之後就能變成

擁有絕佳集水性與透水性的綠樹箱，希望在保護

大自然與荒野的同時，也能藉 這樣的綠樹箱，

讓每一個人能把屋頂還給荒野 留給綠地

臺北 環保局所發起的延慧書庫，也是

此次活動中相當特別的攤位，書庫成立兩年多以

來， 經送出上萬本的二手書，除了開放民眾利

用廢電池交換二手書之外，也持續將愛心散播至

全臺的弱勢學子和偏鄉孩童，今年更建立了雲端

化的查詢系統，希望能夠建立更完整便民的二手

書交換機制

隨著大家的腳步，我們來到了

這次 集的最前端，這裡的荒野夥伴

正忙著用人體彩繪顏料幫大小朋友在

臉上與身上畫上別緻可愛的動物和花

草，而這些五彩繽紛的手繪動物，也

讓這次的嘉年華活動更增添了活潑童

趣的氣息呢！

  一度電的革命，人力發電的難忘體驗

沿著 集，我們來到了 人力發電俱樂部 ，

現場一共設置了 	組發電健身車，從下午開始，

讓所有參與的民眾搖身一變成為了城 裡的發電

機，親自來體驗自 用電自 發 在電力被廣泛

應用的 世紀，電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

利與享受 一個開關，燈就亮了；冷氣空調，讓

我們不必再忍受酷暑或寒冬 我們抬頭仰望著整

座城 的燈火通明時，都是仰賴著這無所不在的

電力供應系統 然而我們可曾思考，這小小的

度電，可是得來非常不易 	

在 政府東門廣場前，從下午 點起一直持

續到晚上 點，大夥展開了長達 個小時的健

身車蓄電接力，一次 個人一起上 ，只要踩

滿 鐘就可以被封為 發電王 當天預計

募集 度的電力，希望將能夠自給自足地供應

此次嘉年華活動所有所需的用電

我的手好痠，腿也軟了 一位剛踩完

鐘健身車的陳先生如此表示 他說，他和朋友

一起來，想要知道一度電到底需要踩多久的健身

車，所以帶著全家人一起來參加，說完就去發電

控制區看發電統計 據 一看陳先生傻眼了， 怎

麼那麼少？ 不可置信地嘀咕著，看板上記錄著

小時總共產生電力為 . 度，卻用掉了 .

度，居然入不 出呢！陳先生想了一下，堅定地

對我們說： 用電好簡單好輕鬆，踩腳踏車這麼

辛苦卻才產生這麼一點電，以後全家人都一定要

多注意隨手關燈

晚間 點半，關燈的時間到了，燈光璀璨的

臺北信義區瞬間暗了下來！此次為響應環保，臺

北 大樓結合週遭信義商圈一共有 家企業，

都同步於當日晚上關燈 小時

 彩妝區

 低碳友糧市集

 人力發電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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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晚間八點半，臺北市地標 大樓準時關閉外牆燈響應地球一小時集氣、接力、倡議，大樹君講堂

壹、暖化你的心？！氣候變遷與生態心理學／講

師：陳俊霖 自然名：穿山

耳熟能詳的氣候變遷，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意

識到其嚴重性？而生態心理學這一個新的名詞又

是什麼呢？將兩者擺在一起談，同樣是暖化，對於

前者，我們要正視並從日常中落實節能減碳去減

緩；對於後者，我們嘗試結合生態環保和心理衛生

工作，發展出綠色照護的實務潛力去努力 同時當

的議題，讓我們跟著荒野的腳步持續關心 	

貳、守護棲地的故事／講師：李建安 自然名：

小彎嘴

一個轉變的故事，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們開

始無節制的利用資源，失去了生態的平衡，於是

各種災變降臨 如果我們不以生態思維去思考，

很難自覺到究竟有多少生物是和我們共同在承受

著 因深知守護多樣性才能真正守護，所以荒野

努力嘗試建立起一座資料庫，試圖彙整生態

據，參與調查的志工，除了記錄足跡，不帶走自

然中的任何一草一木，也不留下任何非自然的物

品 	

參、餐桌上的氣候變遷／講師：陳俊儒 自然名：

飛魚 	

聽到全球暖化這麼一個龐大的議題，一般人

可能覺得無感，再不然就是感到無

力，可是您知道嗎？即使您可能以為

單一個人的力量微薄而有限，但自發

的改變實則是最有力量且具影響力

從自身做起，自身又可以先從餐桌做起，民以食

為天，多選擇當地當季的食材 自備環保餐具

多吃蔬果少吃進口食物，堅定的持續做下去，帶

來的友善環境的改變絕對超乎您想像 	

肆、荒野的里山實踐／講師：許天麟 自然名：

海茄苳 	

所謂里山精神，談的是 三生 ：生產 生活

生態，也就是比較全面而務實的去考量農民的生

計 在地文化結合與環境保護 從日本移植來的

精神，在荒野人的手裡實踐，以農 圈護的方式

守護棲地，於是，開發與未開發的邊界不再那麼

銳利，夥伴們也帶著孩子一起做，將希望的種子

播撒在土壤裡，也播撒在孩子的心 裡 	

伍、一度電的綠色革命／講師：林子淵 自然名：

白鯨 	

融冰 淹水 超級颱風 旱災等，都是當前

面臨的環境挑戰，其中最可怕的是海水溫度的變

化，因為一旦有了變化，自然界可能就會失衡

有人說，現在 經進入氣候變遷的不可逆轉期

這時候，我們能做的是節能更新，改變消費模式

等 總歸一句：學習珍惜

陸、你的公園我的家／講師：張菁砡 自然名：

鯨魚 	

環顧一下臺北盆地裡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生

命，他們唯一的家大概只有在公園的綠地而 ，

基於此我們想為臺北 的其他生命請命，讓公園

綠地停止水泥化 把我們的觀念翻轉一下，透過

公園生態化運動，從工作假期開始，在民眾的生

命中，種下一顆很重要的種子，開始學習思考跟

這塊土地的關係，相信經過連結的過程，每個人

與土地更加親近了

反思時刻，黑夜裏的綠色電影院

伴隨 輛人力發電車快速轉動的聲音，

一部紀錄片正在露天的綠色電影 悄悄上映

了 大地如何塑造文明 w	 a 	 a 	

U ，在這部 英國 所製作的一系列影集

之中，伊恩斯圖爾特 a 	S wa 教授以地質

學和地理學的角度，帶領觀眾探究了長久以來大

地是如何影響並造就了人類的生活及歷史，而這

集 人類如何改變地球 a 	 a 的內

容，則是反向探尋了自從人類出現之後對於地球

所造成的影響，難以想像的是， 百萬年以來的

人類活動 經徹底改變了地球的地景面貌，其程

度之劇烈，影響之深之廣 人無比震驚 坐在一

片漆黑中，台下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滾燙著，每

炬目光都被這部紀錄片裡的大自然景致深深地撼

動，激起了一道道的波瀾

誠如荒野夥伴鯨魚所說： 這是一個需要

思維翻轉的時 ，有健康的地球才能有健康的生

態，生命的延續仰賴萬物，改變以往凡事以人為

中心的思考方式，重新與自然連結

晚間 點半，當燈光重新亮起，活動也進入

了尾聲 經過了 個小時不間斷的接力賽，當日

的發電總量為 . 度，而總耗電量也僅僅消耗

度電，和原來預估的 度相比只消耗了五 之

一 而關燈 小時的成果可說是相當豐碩，從晚

間八點半起的兩 鐘內，全臺的用電量就減少了

萬瓦，換算 小時可節省 萬度的用電，等同

可減少 , 萬公斤的碳排放量 就如同這次嘉

年華會的初衷，這場 一度電的革命 需要大家

的參與，只要我們願意在日常生活中小小地調整

自 的生活習慣和消費習慣，每一個人，都可以

是改變的力量

 發電控制區：人力發電的電能傳送至此處的電池，
透過儀表板可得知目前發電與耗電的狀況

關燈前 關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