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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培训作为环境教育的方式
Course and Training as a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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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2009

2011
2012

2013

自然之友
成立

固废团队
成立

发现局限性
：碎片化、
缺乏系统性

学校需求：
人大附中
80中试水

开发一套完整
的青少年垃圾

减量课程

截止到2018年7月，共举办了16次教师共修营

600余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其中



目标：知识→意识→行动

03 04

0201

宏观的生态视野
从“全生命周期”来理解 “垃
圾问题”的根源

激发环境责任感
践行可持续生活方式

通过参与式活动，认识人
与自然和谐关系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

科学的思考和研究方法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逻辑框架
断裂→联结

垃圾从何而来
.
.

垃圾归向何处
.
.

怎样减少垃圾
.
.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零废弃校园实践）



通州区实验一小：环境教育的初实践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o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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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是怎么产生的？How is the Waste Generated?

▪ 3R原则与垃圾分类 3Rs Principle and Waste Segregation

▪ 垃圾处理技术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 餐桌上的环保 Kitchen Waste Reduction

▪ 零废弃生活 Zero Waste Lifestyle

▪ 无痕山林 Leave No Trace

▪ 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Sustainable Mobility

▪ 气候变化与碳交易 Carbon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 可持续发展与17个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17 SDGs



垃圾“未”来 - 小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提升训练营
Shaping the Future of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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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有那么糟吗？

• How is the situation now?

• 垃圾是怎么产生的？你知道哪些垃圾？

• How is the waste generated and its categories?

• 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 垃圾如何分类？分了类的垃圾去哪了？（处理工艺与设施）

• Waste segregation and its treatment

• 我们能做些什么 – 垃圾的层级管理

• What can we do – Waste Hierarchy

• 我们的行动 – 一起来设计个解决方案吧！

• Our action – Let’s design a solution!



垃圾分类宣教讲义 Waste Segregation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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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环境/活动以唤起公众意识
Specific Environmental/Activities Arousing Public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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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学校建设经验分享

IWM  NAMA垃圾低碳综合管理国际研讨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吴 丹

2020.9.8



万科公益基金会（Vanke Foundation）是由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经国家民政部、国务院审核批准，
于2008年成立，由国家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2017年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现任理事长为万科集

团创始人王石先生。

使 命

价值观 面向未来，敢为人先

可持续社区，美美与共的未来家园

2008-2017，基金会支持上百家公益机构在绿色环保、古建筑保护、儿童健康
、精准扶贫、教育、运动推广等诸多领域开展工作，公益支出超过3.2亿元人
民币。
2018，基金会制定出2018-2022年5年战略规划，以“可持续社区”为目标，
重点推动绿色环保和社区建设两个领域的工作，社区废弃物管理为旗舰项目。

2019，旗舰项目——“社区废弃物管理”覆盖31省,在城市社区、校园、办
公及乡村社区开展17个项目，智库等3大平台共开展42个项目，直接覆盖20多
万人、联合主办“零废弃日”等系列传播倡导活动以及“社区废弃物管理”论
坛影响了上千万人次。（欢迎莅临基金会官网浏览2019年报全文☺)



成功要素

社区废弃物管理项目整体构想与成功要素

• 切入点：“后端能处理什么，前端就分什么”，循序打造试点“社区以城为主，先同城后多城”；议题聚集厨

余

• 相关方：主动寻求党组织领导，激发社区内生动力，联合社区组织和志愿者等广泛持续社会参与

• 规模化：梳理产出可复制、可规模化的指南与资源包，实现试点推广

议题专家

基金会

政府

前端：垃圾分类 中端：垃圾收运 后端：垃圾处理

商业市场

循环经济
分类收运

可回收垃圾

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

回收利用

堆肥、沼气、微畜牧

安全处理

焚烧发电

居民参与

社区组织

前、中、后端：社区行为改变与大众传播结合

•线上线下比赛

• 分类顺序：结合社区的主要垃圾种类、后端能处理能力

• 地域顺序：北、深等→全国各地

• 场景顺序：万科办公→学校→城乡居住社区(万科+非万科)

中、后端：行业技术研究支持

•支持不同种类垃圾的分类收运

•支持不同种类垃圾的处理技术研究、应用推广

前端：试点社区行为改变



社区

废弃物管
理

场景

城市

农村

平台

议题平台

智库平台

赋能平台

小区/社群

办公

学校

厨余垃圾处理技术
（黑水虻、分散式堆肥）

重点问题研究、政
策倡导、网络搭建、

公众动员

相关方：部门、公益
组织及物业

五大科目

点

面

旗舰项目 项目群

旗舰项目业务架构



零废弃学校建设背景

国家层面

以德育工作为

切口，将垃圾

减量&分类教

育成为学校管

理的日常，培

养具备环境素

养的学生

教育部

城市层面

中小学校

垃圾管理

教学管理

社区关系

政策要求 学校需求

 教育部发布通知：2020年

底，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普及率要达到100%，将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融入教材，

并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2017，46个试点城市实施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其中学

校等公共机构被纳入强制垃

圾分类的主体范围

 2018，北京、上海、深圳

等地陆续发布学校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方案

学校如何有效管理生活垃

圾，并将垃圾议题从硬件、

软件等融入学校日常管理

在各科教师普遍缺乏垃圾

分类专业知识的背景下，

如何提升教师围绕垃圾议

题开展跨学科的教学设计

垃圾分类学校教育如何更

好地贡献于社区及其城市

生活垃圾管理

工作目标



学校相关方&策略路径

• 工作目标：基于宣教中心 ‘绿

色学校’ 库，以晋级挑战方式

筛选出更多学校，实践无废校

园

• 主要进展：产出无废校园教师

培训手册&校长培训会（9月中）

• 工作目标：探索以学生为主体

志愿小组实践（所在学校、社

区等）推动零废弃校园/行动可

行经验

• 主要进展：完成训练营&组建

10组学生志愿实践小组（8组完

成）
学生

校

长

老

师

家

长

教育
局

相关部门

广州市中学生垃圾分类
志愿领袖训练营

2018、2019深圳市学
校零废弃行动支持计划

2020《零废弃学校建
设指南》推广计划

2019无废校园挑战赛
（北京）

• 工作目标：以教师培训、课程

融合推动学校整体零废弃学校

建设主要进展：产出《零废弃

学校建设指南》&组织教师培

训&意向学校正在招募中

工作目标&主要进展

1.教育局：是长期的政策倡导对
象，资源网络有限，在重点城市，
通过兄弟政府部门间接推动教育
部门默许支持，是可能的路径。

2.学校：基于学校办学理念，校
长有较大话语权，项目经验发现，
能否抓取调动以生态&环保立校
理念学校并积极践行零废弃学校
建设是关键突破点；

3.教师：老师是落实零废弃教育
的关键抓手，项目经验发现，解
决”想做但不知道如何
做”&“知道但如何持续做？”
是重要路径。

4.学生：力量弱小，但仍可以有
所作为；社会综合实践课程&素
质教育是发挥学生主体性/主动性
契机。

经验&发现

零废弃学校建设主要项目概述&进展（2018.09-2020.08）



我们的思考

策略层

面

实施方

式

长远发

展

✓ 零废弃学校建设作为理想型，现实层面很难有完整综合零废
弃学校，不同相关方路径经验，组合“七巧板”趋近；

✓ 多管齐下，齐头并进；先行动，再强化；

✓ 呼唤“小而美”的创新创意/设计思维运用，趣味互动参与；

✓ 需要学校、老师、NGO、社区，撬动合作，多方协力共创；

✓ 零废弃学校/环境教育本质上是教育，推动/倡导教育部门的参

与，道阻且长，仰赖多方协力，共同推动；



面向未来
-同心同路，共建零废弃学校
敢为人先
-先行先试，共创指引与实践

谢谢各位
零废弃学校建设意

向搜集表
《零废弃学校建
设指南》精华版



零废弃学校建设

Zero-Waste School Construction

校园零废弃建设工作小组

Campus No-Waste Construction Working Group

2020年8月15日

2020.8.15

为校园场景的垃圾减量分类教育项目提供设计、实施和资助参考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funding of waste 

reduction classification education projects in campus scenes



什么是“垃圾减量分类教育”
通过梳理“垃圾减量分类教育”相关概念，我们认为垃圾减量分类教育理念核心内涵不仅仅强调对于
垃圾减量分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更强调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意识，建立可持续的以生态为中心的价
值观，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What is "Waste Reduction Classification Education"
By combing through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Education on Waste Prevention and 

Segreg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waste 

prevention and segregation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learning and practice,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awarenes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dep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ecological-centric valu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kills.

资料来源：桌面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赋



环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垃圾减量分类教育

Waste Education

公民教育

Citizenship Education
• 公民教育：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
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

• Citizenship education: a complex of various educational methods 

that cultivate people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life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and cultivate informed citizens

资料来源：桌面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环境教育：目标是培养环境公民，他们拥有关于生物自然界知识，了解
与之相关的问题，知道如何帮助解决问题，并具有投身问题解决的动机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goal is to cultivate environmental 

citizens who have knowledge about the biological and natural world,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it, know how to help solve 

problems, and have the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problem solving

• 在家庭：意识到个人生活与包括废弃物在内的环境问题的关系，在日常行动中践行减量分类。

• At home: Be awa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lif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cluding waste, and practice waste prevention and segregation in daily actions.

• 在学校：透过校园场景下课程活动的系统设计，激发学生持续和深入学习和实践的动力，全面提升学生的环境素养

• In school: Through the systematic design of curriculum activities in campus settings, students are motivated to 

continue and in-depth study and practice,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literacy

• 在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垃圾减量分类实践，为社区相关活动提供志愿服务

• In the communit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actice of waste reduction classifica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provide voluntary services for community-related activities

日常实践 Daily practice

提升环境素养
Improve 

environmental literacy

影响他人
Influence the others

建立以生态为核心的价值观，

从垃圾减量分类的行动中培养

对环境的关心

Establish a value centered on 

ecology, and cultivate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from the actions of waste 

redu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赋能 Empower

授技 Teach skills

通过学习和运用垃圾减量分类的关

键知识和技能，提升解决环境问题

的意识和能力

Improve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y learning and applying the key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waste 

reduction classification



为什么要推广“零废弃学校建设”
通过梳理“垃圾减量分类教育”如何推广的理论研究，结合国内外开展案例，我们发现仅仅在课堂上
教授关于垃圾减量分类知识的方式远远不能达成提升环境素养的教育目标。“零废弃学校建设”是项
目组在此背景下提出的基于校园场景，结合课堂内外，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创新解决方案。

Why promote “Zero Waste Schoo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how to promote the “education on waste 

prevention and segregation", combined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s, we 

found that only teaching knowledge about waste prevention and segregation in 

the classroom can not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Zero-Waste School Construction" is an innovative solution proposed by the 

project team in this context based on the campus scene and mobil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重知识轻行动
Focus on knowledge 

over action

考察集中在知识点检查
The inspection focuses 
on knowledge point 

inspection

内容与学科联系不够紧
The content is no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bject

教育方式以讲授为主
Lecture-based education

与真实环境的问题解决缺乏
紧密联系

Lack of close contact 
with problem solving in 

the reality

•对环境态度的相关研究表明，仅仅了解环
境保护的知识不足以激发人们的行为变化
（Chawla，2006），而建立一种情感联系
更有可能引发相应的行动。情感联系源于
个人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的决策基础，
直接促发人们采取行动或者改变行为（
Mukherjee，2005）

•美国是唯一将环保素养作为国家核心素养
提出的国家，并且着重指出核心素养的落
实应该在推行独立而专门的学习活动，在
学科中渗透教学核心素养的措施，都有助
于提升核心素养。（林崇德，2018）

•学生完成从学习到行动的转变的理想情况
和环境教育的开展形式密切相关。高质量
的环境教育应该是参与式、重视协作、体
验式并且能够跟身边真实的环境问题有联
系的（Edelson, 2007）

•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以学科为基础
的，侧重于预先确定的、易于评
估的具体学习目标，但环境教育
应该是真实的、跨学科的，并且
侧重于问题解决的（Stevenson，
2007年）

提升研发、评估、培
训专业性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R&D, evaluation, and 
training

搭建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Build a resource co-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platform

促进教育品质提升
Promot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促进多方参与
Promote multi-

party 
participation



“零废弃学校建设”案例分析

为了搭建零废弃学校建设的理想原型，我们对国内外开展案例展开分析

数据来源：学校或项目所在的网站、微信公众号

Case Analysis of “Zero-Waste Schoo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uild an ideal prototyp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zero-waste 
schools, analysis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s has been conducted



分析内容

Analysis content

英国UK绿色学校计
划考克茅斯学校
Green School 

Program

Cockermouth 

School

美国USA绿色学校项
目艾森豪威尔中学

Green School 

Project

Eisenhower Middle 

School

亚洲Asia新加坡
生态学校计划

Singapore

Eco School 

Project

香港校园减废计划
Hong Kong

Campus Waste 

Reduction Project

深圳鼎太小学
Shenzhen

Ding Tai Primary 

School

上海曹杨中学
Shanghai

Cao Yang Middle 

School

北京明悦学校
Beijing

Ming Yue School

南京南湾营小学
Nanjing

Nanwanying

Primary School

成都洪安小学
Chengdu

Hong An Primary 

School

切入议题
Cut into the 

issue

废弃物管理
Waste

management

● ● ● ● ● ● ●

其他 others ● ● ● ●

建设路径
Construction 

path

课程活动
Course 

activities

● ● ● ● ●
●

● ●

整体管理体系
Overall

management 
system

● ● ● ● ● ● ●

日常实践
Daily practice

● ● ●
●

● ●

学生/教师
参与层次

Student/teacher
Participation 

level

更多被动参与
More passive 
participation

● ● ● ●

支持主动发起
Support

initiative

● ● ● ● ●

社会资源调动
Soc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家长及社区
Parents and 
community

● ● ● ● ● ● ●

公益组织Non-
profit 

organization
● ● ● ● ● ● ● ● ●

政府government ● ● ● ● ● ● ●

项目评估
Project 

Evaluation

提出具体目标并
从评估出发Set
specific goals 
and start from 

evaluation

● ● ● ●

数据来源：学校或项目所在的网站、微信公众号



培育绿色公民
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有价值
Cultivate green citizens
Every tiny action values

从学校出发的
系统建设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school

评估指标
Evaluation index

学生日常课程活动
Students' daily course activities

建设框架
Construc
tion

framewor
k

学校整体运营管理
Overall school operation management

组织架
构

Organi
zation

组织流程
Organization

process

零废弃学校理想原型 Ideal prototype for zero waste school

日常实践
Daily

practice

学校与社区、社会互动
School and community, social 

interaction

准备度Readiness

清晰零废弃建设和学校整体建设
的关系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 waste construction 
an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参与度Participation

师生知晓度和参与层次，鼓励师生
自主行动Teacher and student 

awareness and level of 
participation, encoura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ct 
independently

纯净度Purity

师生共同探究解决真实面临的各
种分类问题Teachers and 

students jointly explore and 
solve various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facing real

垃圾减量率Waste reduction 
rate

了解垃圾的现状并且不断跟踪，尝
试各种办法减量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garbage and 
keep track of it, try various 
methods to reduce the amount

办学理念
School philosophy

办学策略
Schoolstrategy

相关课程活动开发
Related curriculum 
activity development

资源调动
Resource

mobilization

对外展示
External
display

计划与风险控制
Planning and 
risk control

教室
classroom

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

会议空间
Meeting space

餐厅
restaurant

花园
garden

大型活动
big event

校外实践
Practice outside school

校园废弃物管理团队
Campus Waste 

Management Team

宣讲动员
Preach and mobilize

教师培训
Teacher training

项目核心成员
Project core 

members

教师个人发展
Teacher personal 

development



环境素养培养出发的教育视角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参与体验-从宣传倡导走向实践体验；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from advocacy to practical experience

学生中心-学生主体、家校联动；

Student Center-students are the main body, home-school linkage;

环境教育行动方式的创新Innov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on：

平台创新-整合资源打造展示平台；Platform innovation-integrate 

resources to create a display platform;

工具创新-采用项目式学习工具；

Tool innovation-use project-based learning tools;

相对完整的零废弃学校建设指南

A relatively complete guide to building no-waste schools：

体系化-整套的《零废弃学校建设指南》；Systemization-a complete 

set of “No-Waste School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场景化-内容围绕儿童学习生活场景展开；Contextualization-content

revolves around children's learning and life scenarios

亮点HIGHLIGHTS 挑战CHALLENGE

• 和学校体系的融合程度不够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with the school system

• 评估的设计执行缺乏标准引领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aluation lacks 
standard guidance

• 优质的本地化资源较少 High-quality localization 
resources are less

• 没有建立广泛参与协同的机制 No mechanism for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and coordination

• 资金和团队的多元化有待提升Diversification of 
funds and team needs to be improved

• 项目的知晓度和品牌规划较弱Project awareness 
and brand planning are weak

对项目模式的思考
THOUGHTS ON THE MODEL

资源共创
Resource co-
creation

优势互补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骨干组织引领下的共建共享网络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network led by backbone 
organizations

集合影响力
Collective
influence

当前零废弃学校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zero-waste schools
通过对已有的零废弃学校的分析，挖掘零废弃学校项目组的亮点、挑战、机遇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zero-waste schools, discover the highligh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zero-waste school project team

机遇OPPORTUNITY

• 政策支持力度大 Strong policy support

• 学校有一定的付费能力 Ability to pay

• 在线教育及工作协同能力变强

• Online education and work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 become stronger

评估引领
Evaluation

lead



被低估能力

Underestimated 
ability

核心竞争力

Core competence

• 项目团队聚焦垃圾减量分类教育数十年，有专业积累

• 课程覆盖面广，涵盖各个年龄段的校园活动场景，也能方便延展到社区和家庭

• 项目的课程活动设计中融入游戏化元素，对学生和老师有吸引力

• 项目团队的师资培训成体系，有内容积累和专业依托

• 稳定良好的资方关系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 垃圾减量分类教育具有有较高的普适性，对于还没有开展垃圾减量分类教育的学校以及重视环境教
育的学校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 项目团队已经有一定的教育渠道资源积累，有能力撬动学校的参与

“零废弃学校建设”项目能力分析
“Zero-Waste School Construction" Project Capability Analysis
通过当前“零废弃学校建设”的项目现状和外部环境的研究，我们就当前零废弃学校建设的能力现状做了
以下的分析。



被高估能力

Overestimated 
ability

待加强能力

Capacity to be 
strengthened

• 需要明确品牌理念，向受众准确传达项目理念

• 协同能力，促进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共享

• 撬动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体制内资源在项目上投入的能力

• 项目的落地实施需要有来自于学校内部的强有力的推动者，识别和为他们进行赋能是项目团队需要提升的。

• 教育内容进一步适应和融合学校的需要，并且尽可能多的调动教师内容研发能力

• 项目课程在不断复制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当前的课程还不能进行简单复制

• 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标准，仅仅在目标和原则的指导下会导致大量工作不清楚如何开展

“零废弃学校建设”项目能力分析
“Zero-Waste School Construction" Project Capability Analysis
通过当前“零废弃学校建设”的项目现状和外部环境的研究，我们就当前零废弃学校建设的能力现状做了
以下的分析。



零废弃项目小组

Zero-Waste Project Team

感谢聆听，欢迎共建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welcome to join us



特定活动唤起公众意识：

以2020年“零废弃日”活动为例

刘源 博士 2020-09-08



零废弃日是什么

“零废弃日”是一个全国性联合倡导行动，由万科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零废弃联盟三家机构于2018年共同

发起。旨在加强公众对于“零废弃”理念的理解，促使更多公众行动起来，为源头减量、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而努力。时

间定为每年8月的第三个周六。

零废弃日公众倡导目标

# 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

# 推进垃圾分类的进程

# 全民理念倡导，促进行为改
善

零废弃生活·立圾行动

2020/08/15  第三届零废弃
日



第三届零废弃日：线下与线上“起飞”，最大限度触及公众

01 社会大众：堆肥UGC活动（用户生
成）-“寻找都市中的田园生活”H5上
线、“厨余垃圾堆肥福袋”申请、堆肥
达人海报分享；

02 生活小区：“小区随手拍”上传
“垃圾地图”；

03 《零废弃学校建设指南(精华版)》发
布。

线上动感：提前3周启动，保持传播节奏感 线下聚力：08/15当天，深圳、北京同步

01 深圳印力中心商场：面向购物者

02 北京故宫博物院：观众

03 北京西山庭院：中产社区居民



线上动感——
《零废弃学校建设指南》精华版

学校场景的零废弃行动，致力于
将垃圾减量和分类教育成为学校
管理日常的“零废弃校园行动”
加入到2020第三届零废弃日中，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正式于7月下
旬发布《零废弃学校建设指南》，
一本深具行动导向的操作指引，
成为了这次校园行动的重要指导
工具。



线上动感——
堆肥UGC活动

9位堆肥达人故事分享
337人申请“厨余堆肥福袋”
12,440人参与《寻找都市中的田园生活》H5互动体验

社区和家庭场景的零废弃行动，线上为主，线下支持
的厨余堆肥主题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家庭/社区厨余
堆肥的理念和实践方法。



线上动感——
垃圾地图随手拍

社区和城市公共空间场景的零废弃行
动。 万科公益基金会&公众环境研究
中心（IPE）共同发起“垃圾地图”项
目，首发上线“随手拍”功能以“随
手拍点亮小区垃圾分类”活动形式加
入2020年第三届零废弃日。

邀请大家拍照上传分享身边小区
或公共空间垃圾分类状况，争当垃圾
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



线上动感——
“零废弃生活我代言”H5

9位“零废弃达人”
邀请公众参加线上H5活动
一起为零废弃生活代言 超过 5,000+人参与

代言口号：
1. 我不喝瓶装水
2. 旅行时，自带盥洗用品
3. 光盘是我的日常
4. 旧衣物改造，我行
5. 理性消费，物尽其用
6. 我是零废弃生活家
7. 多用手绢，少用纸巾
8. 物旧情深，用修理代替购买
9. 少点外卖，美味“无塑”



线下聚焦之
深圳 印力中心商城

政府部门、企业、公众共同参与；
9位嘉宾主题演讲接力
8个零废弃市集摊位
“零废弃小铺”装置展览
旧物回收创作工作坊

“零废弃日”主题活动，通过社会公
众广泛参与，更多人体验“少即是多”
的美好。现场到场媒体25家，约有
3000人次现场参与；为期两周的展览
每天约有8000人次参观体验。



线下聚焦之
北京 西山庭院·绿色家园

北京万科西山庭院
垃圾分类互动游戏
旧物二手分享市集
社区锁孔生态花园工作坊
环保手工、露天电影
……
大大小小齐聚，学习零废弃知识，“小
手拉大手”其乐融融，以实际行动为零
废弃生活代言。



• 活动时间：8月15日 8:30-17:00

• 活动地点：午门讲解器发放处、神武门、东华门出入口

• 针对人群：故宫参观者

• 活动内容：故宫博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开展观众环

境行为学调研&“故宫零废弃”宣传倡导。活动得到了现场观众积极支持

和热情参与，收集到较为充足的数据，起到了良好教育作用。

• 活动亮点：

通过智能调研设备，收集环境行为学数据，为“零废弃”提供科学指导

通过设置问卷调研，广泛征集观众建议，为“零废弃”提供合理依据

通过现场宣传倡导，加强公众认知实践，为“零废弃”提供可行性操作指引

线下聚焦之
北京 故宫博物院开放区·观众环境行为学调
研



故宫场结合媒体传播

• 首发媒体汇总>>>

• 故宫零废弃日调研宣传得到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广泛关注和积极支持。

• 8月31日—9月1日，10家原创媒体报道，包括6家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政协网、光明网、人民日报海外网、北青网、

中国周刊网）、1家综合新闻网站（中国新闻网）、2家公益网站（公益时报网、公益中国网）以及1家互联网科技网站

（界面新闻）等。

本条微博阅读量超过79.2万次



2020年零废弃日
公众参与和传播情况

全国参与机构：147家＋
全国媒体报道：150家+
自媒体推文数量：官方20篇，不含转发
微信推文阅读量：官方50,000+
线下传播曝光量： 5,000W+ 
全国线下活动参与人数：（深圳场123,000+）
微博话题阅读量： 2,000W+ 

截至8月20日，全国已经陆续有147家伙伴参与零
废弃日线上线下互动，包括公益机构、企业、学
校、媒体等。他们分别位于安徽、北京、天津、
重庆、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山东、福建、
河南、海南、四川等25个省/直辖市；覆盖北京、
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郑州、长沙、南京、
重庆、成都、青岛、合肥、西安、杭州、嘉兴、
无锡、苏州等76个城市。8月15日当天，同步开

展的线下活动达60余场。



媒体曝光

https://calibergroup.files.wordpress.com/2013/01/101149177.jpg


媒体曝光

第三届零废弃日活动发布媒体总数113家，覆盖资讯、门户、通讯社、行业等 6大领域，新网络
媒体平均潜在受众5,000万 +



基于特定活动 激发公众意识提升

• “特定活动”是单次性的，要扩充其内涵与外延，
以求同一主题在更长时段、更多次触达公众；

• 参与手法多样化，充分挖掘现代网络/科技手段，
寓教于乐，令公众在开心中接纳理念；

• 去扁平化，将自身机构/团队成果/优势提前布局，
渐次呈现；

• 聚力多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谢谢各位～

明年“零废弃日”，期待有您一起！

E-mail: yliu436@vanke.com
Mobile: 13910596240
地址：深圳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万科中心6层

mailto:yliu436@vanke.com


环境教育博物馆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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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博物馆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useum



现存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Current Challenge and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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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提出建议与想法!

侯靖岳，技术顾问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Jingyue.hou@giz.de

+86 (0)10 8527 5589 转185

159012277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