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工商 104 學年度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品德教育科教學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拯救地球，拯救我們的未來 教學時間 二節課 

學科領域 品德教育 教學對象 
一、二 

年級學生 

設計理念 

巴黎氣候會議後，更加明定「減緩全球暖化」

為現今各國需同心協力共同面對的生存挑戰，

也是身為世界公民的每個人都需扛下的責任。

期望透過教育紮根的過程，培養學生環境倫理

的意識，建立地球永續生存的概念。 

教學人數 50 人 

教材架構 

一、認識全球暖化及其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影響。 

二、建立地球永續生存的生活方式。 

三、推動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動下，著重少肉食對減緩地球暖化的意義。 

能力指標 

1-4-1 能察覺近年環境變化與生態變異。 

1-5-1 能察覺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的衝擊。 

2-5-3 能了解環境持續變遷可能會出現的現象。 

3-4-1 涵養尊重生命，關懷自己、他人與自然環境的態度及能力。 

3-4-2 能知道並關切重大地球環境問題，思考環境永續議題。 

3-5-2 能關切世界性的環境議題與國際公約，如：京都議定書等。 

4-4-1 能運用知能蒐集並討論全球環境失衡的現象。 

4-4-2 能分析環境衝擊的成因與減緩衝擊的方法。 

4-4-3能體認減緩環境衝擊應由個人做起，並了解如何實踐。 

4-5-1 能節用資源，了解合理開發降低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以利永

續發展的重要性。 

5-5-1 能關切並參與環境保護的措施或活動。 

教學目標 

(一) 認知方面： 

1. 由氣候、生物反常等案例引導學生思考環境變化與生態變異。 

2. 了解人類活動對環境產生的衝擊，知道環境持續變遷可能出現的

現象。 

3. 分析全球暖化及相關議題，建立環境倫理概念，探討國際對環境

永續的努力方式。 

(二) 情意方面： 

1. 激發學生珍惜地球環境的情感，並樂於建立有利地球永續的生活

方式。 

2. 導引學生關切世界性的環境議題，思考如何由自身實踐。 

(三) 技能方面： 

1. 能分析環境衝擊的成因與減緩衝擊的方法。 

2. 引導學生從生活各個層面落實地球永續的生活方式。 

3. 激發學生實踐愛護地球的環保行動。 

教學準備 熟悉課程教案、準備課程簡報與相關影片媒材。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 

 

1.引導學生了解全

球暖化的原因，以

及目前環境問題

的嚴重性。 

2.從環境倫理的角

度引導學生體認

拯救地球的世界

公民責任，並激發

學生在生活中實

踐愛護地球的環

保行動。 

 

單元主題：全球暖化現況與因應之道 

一、從霸王級寒流談起【ppt1-5】 

    回顧今年年初霸王級寒流的體驗，再對應

「明天過後」影片片段，引導學生體認自 2004

年電影「明天過後」喚起人們對全球暖化的意

識，至今十多年過去，全球暖化早已不是一時

的潮流或口號。電影中氣候災難的場景一一在

真實生活中上演。 

二、回顧 2015 年極端氣候【ppt6-16】 

    回顧 2015 年所經歷的氣候變化，如年初的

乾旱、年中至年底降不下來的高溫、由高溫引

發的登革熱疫情、霧霾導致空氣品質惡化….。

引導學生從這些實際生活經驗感受全球暖化所

產生的影響。 

三、介紹全球暖化成因及影響【ppt17-19】 

(一)介紹全球暖化成因：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排

放的大量溫室氣體（CO2）讓大氣層變厚，

困住較多太陽照射到地球上的熱能，無法

排放到外太空，導致地球溫度上升。 

(二)透過影片引導學生了解全球暖化惡化導致

全球不斷升溫所帶來的人類生存困境。 

四、地球環境的唯一與珍貴性【ppt20-23】 

(一)觀看影片「絕地救援」片段：故事主角被困

在火星上努力創造生存條件以等待被救援

的過程，引導學生體會人類的生命要能被

維持，需要許多環境條件的配合，而地球

是目前僅有能提供此條件的星球。進一步

引導學生理解，唯有維護地球永續的環

境，才能讓人類生命延續，拯救地球其實

在拯救人類的未來。 

(二)透過短片「man vs. earth」帶領學生省思長

久以來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缺乏尊重、

永續的觀念下，人類一直以「掠奪者」的

姿態耗損地球資源，對自然環境的傷害極

大，也進而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其

中「全球暖化」就是人類與大自然失去和

諧平衡關係的惡果。 

 

5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電腦、單

槍、布幕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 

 

 

 

 

 

 五、避免全面失控的「關鍵 2 度 C」【ppt24-27】 

(一)透過影片「愚蠢的年代」片段，說明為避免全球

暖化問題導致全球的毀滅，人類須努力抑制碳排

放量，讓全球平均溫的上升不超過工業革命前 2

度 C。 

(二)引用 2015 年巴黎氣候會議數據目前地球平均

溫上升在 0.86 度 C，顯示我們仍處於拯救地球環

境的關鍵時刻。 

六、拯救地球的行動與力量【ppt28-37】 

(一)從環境倫理的角度，引導學生學習以關懷與謙卑

的態度面對環境議題。 

(二)從電影「神隱少女」劇情隱喻人類貪婪、造成大

自然傷害與負擔，並結合目前北太平洋的海洋垃

圾問題，引導學生從「減少產生地球的負擔」、「釐

清需要與想要」等生活態度，建立一種「愛地球」

的新生活運動。 

(三)說明目前台灣為地球帶來負擔的現況，並藉由北

極熊生存困境，從激發學生保護生命的愛心進而

增進其愛惜地球環境的使命感。 

(四)教導學生在生活食衣住行各方面力行節能減碳的

生活方式，從生活習慣的改變，節電及節省資源、

少肉食救地球等方式著手。 

(五)減輕地球的負擔除了節能減碳抗暖化之外，另外

介紹「少塑」的友善環境新趨勢。過量且難以分

解的垃圾(尤其是塑膠製品)，造成對地球之母的

龐大負擔。引導學生體會對自然的傷害，最終也

會回過頭來傷害人類本身的生存，進一步培養學

生建立「少塑」的生活習慣。 

5 分鐘 

 

 

 

 

 

 

 

20 分鐘 

電腦、單槍、

布幕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具 

1.引導學生了解

畜牧業對地

球環境的影

響。 

2.引導學生了解

少肉食對自

身健康與減

緩全球暖化

的好處。 

3.激發學生響應

世界地球日

當週訂購愛

地球便當活

動之行動力。 

 

單元主題：少肉食，愛地球 

一、畜牧業為全球暖化重要元凶之一其製造的碳排量

甚至超越交通運輸業。【ppt38-40】 

二、畜牧業對自然環境的影響【ppt41-53】 

畜牧業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負擔與影響，包括：

雨林的砍伐與生態破壞、土地沙漠化、耗水、水

汙染、高排碳、導致糧食短缺。 

三、肉食對健康的影響【ppt54-61】 

肉食對健康的影響，包括：化學藥劑、農藥、荷

爾蒙、抗生素的問題。 

四、認識人體飲食構造【ppt62-64】 

透過人類身體的構造說明人類飲食應為蔬食的理

由。 

五、蔬食生活經驗談【ppt65-68】 

    透過名人分享，加深學生對蔬食的肯定。 

六、愛地球便當訂購活動【ppt68-71】 

    說明世界地球日當週活動內容，並邀請學生響應

「訂購愛地球便當」活動。 

 

5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電腦、單槍、

布幕 

教學評量 
於世界地球日當週進行「一件好事救地球」課後行動作業，以學生實際在生活中

落實愛護地球的行動及事後心得省思作為教學評量依據。 

教學參考資源 

1.文茜世界週報。 

2.網站:不塑之客生活在台灣。 

3.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霸王寒流還有？  專家：全球暖化讓中緯度急凍機率變高 

ETtoday生活新聞 2016.1.26 新聞雲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10年最強霸王級寒流來襲，除農、漁業災害頻傳，各地也傳出民眾被凍死的消息。中研院環

境變遷研究中心副主任許晃雄今投書媒體指出，全球暖化讓大氣擾動更劇烈，這也是造成急凍事

件的主因，人為全球暖化不僅讓地球升溫，改造聖嬰現象，可能使極端天氣更頻繁，讓極區變暖，

中緯度地區急凍的發生機率變高。 

    霸王級寒流造成全台「結凍」，許多地區也出現罕見降雪。許晃雄今天投書《中國時報》指

出，受全球暖化趨勢與超強聖嬰的影響，2015年是有氣象資料以來全球最溫暖的一年，但氣候即

使暖化，冬天終將來臨，台灣這兩天的超強寒潮，在各地創下破紀錄低溫，彷彿是 19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景象。 

    許晃雄表示，暖化世界急凍早已不是新聞，「劇烈的大氣擾動是造成急凍事件的主因」，最

近有研究發現，全球暖化趨勢下，「熱帶海溫上升與極區海冰融化，都可能讓大氣擾動變得更劇

烈」，將更多暖空氣與水氣往高緯度地區傳送，同時導引更多冷空氣往低緯度地區移動，「結果

就是極區變暖，中緯度變冷，中緯度地區急凍的發生機率變高」，這樣大幅度冷乾／暖溼空氣的

南北交換十分罕見，釋放出的大量能量，使得天氣現象變得更劇烈。 

    對於這個現象，許晃雄指認為，人類排放過多溫室氣體造成的全球暖化仍持續發生，並不會

因為幾次區域性急凍事件而停滯，即使太陽黑子造成的中世紀「小冰期」重現，降溫程度也小於

人為暖化幅度，或許會稍微延緩暖化，仍無法逆轉暖化趨勢，「人為全球暖化不僅讓地球升溫，

改造聖嬰現象，也可能使得極端天氣更劇烈、更頻繁、衝擊更大。」 

 

 

 

 

 

 

 

 

 

 

 

 

 

附件 1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126/637609.htm#ixzz3yK6sE1J9


耶誕龍捲風？絕無僅有  美國今年 20個 

  2015/12/25 20:42  

    今年歐美各地的耶誕節，因為異常氣候的影響，氣氛跟以往大不相同，美國中部和南

部 6個州在耶誕節的前夕，遭到 20多個龍捲風的侵襲而且風勢強大，就連高速公路上的大

型卡車都被吹到沿路翻滾，原本春季才是龍捲風的季節，但現在卻提前到 12月就出現了，

另外美國東岸城市到現在還沒下雪，紐約和華盛頓的氣溫仍在攝氏 20度左右，遊客都穿著

短袖短褲逛街，度過一個高溫的耶誕；歐洲地區狀況也差不多，主要的原因是，今年的聖

嬰現象是史上最嚴重的一次。 

    全球極端性的氣候，讓今年的耶誕節氣氛很不一樣，美國中部和南部地區在耶誕節前

夕，遭到 20多個龍捲風侵襲，其中又以密西西比州受災最慘重，高速公路上出現了驚險畫

面，一輛大型的貨櫃巴士被龍捲風給吹倒在路邊，另外一輛卡車被吹得在高速公路上翻滾，

田納西州的強風達到每小時 75英里，上百戶民宅遭到損壞，當地政府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受災居民：「我們從避難所走出來，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看起來就像荒原，甚麼都

不留了。」 

    田納西州官員：「許多房屋都被毀了，真難相信這個景象，你必須從空中鳥瞰，才知

道情況有多糟糕。」 

    這次的風暴系統從大西洋沿岸一直籠罩到墨西哥灣，23日阿肯色伊利諾密西西比和田

納西根等 6州都遭到龍捲風的肆虐，至少造成 11人死亡。 

    救難人員：「屋子就像爆炸了一樣，許多人被埋在瓦礫推中。」 

    耶誕假期遇上了龍捲風，對美國人來說是非常罕見的情況，因為通常都要到春天才是

龍捲風肆虐的季節。 

    CNN氣象主播：「很多人都在說這不是龍捲風的季節，這是很罕見的現象，確實如此，

如果你看看統計數據，12月是龍捲風最少的月份，春季才是龍捲風的高峰期。」 

而在美國東北部地區，因為降雨和濃霧導致飛機氣降受到影響，使得最繁忙的波士頓紐約

和華府機場，許多航班在 23日就開始誤點。 

    機場旅客：「我們剛剛到機場，發現班機已經延遲了 2個小時，隊伍很長還很塞車，

都是氣候的問題，過去 9年都是這個樣子，我們今年提早出門，很意外狀況其實還好。」 

    美國的耶誕返鄉人潮每年大約是 1億人，而且很大部分的人都是開車回家，而往年在

這個時候正是暴風雪肆虐的季節，道路大塞車和交通意外頻傳，不過今年卻很反常，紐約

到現在都還沒有下雪，華盛頓芝加哥的氣溫甚至還維持在攝氏 20度左右。 

    CNN氣象主播：「這些都是在耶誕夜可能會破高溫紀錄的城市，而且溫度還會持續，華

盛頓特區 20度，在週六和耶誕節比以往平均的溫度高出了 15度，紐約的氣溫也將維持在

20度。」 

附件 2 



    紐約街頭遊客穿著短褲和短袖逛街，很多人期待看到白色耶誕，但今年確定落空了。

紐約遊客：「我很驚訝，我來的時候帶了厚重的夾克，還有其他禦寒的衣物，準備迎接寒

冷，但這裡的氣溫宜人，跟布里斯本和雪梨一樣。」 

    紐約遊客：「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紐約，我期待會下雪還有零下低溫，不過我還是很享

受啦。」 

    不只美國今年冬天不冷，歐洲國家也是如此，莫斯科的溫度還一度達到攝氏 50度，原

本早就該是白雪靄靄的奧地利山區，今年到現在仍是綠油油的一片。今年全球經歷了史上

最嚴重的聖嬰現像，才會導致氣候如此異常，從現在一直到 2月，北半球高溫的天氣還會

持下去。 

 

 

 

 

 

 

 

 

 

 

 

 

 

 

 

 

 

 

 

 

 

 

 

 

 



太平洋上驚現“垃圾漩渦”，面積大如兩個美國！ 

作者：獄神│2008-04-04 01:49:38 

       被形容為全球最大垃圾場的“太平洋垃圾漩渦”（Pacific Trash Vortex）自 10年前首

次被發現後，面積不斷膨脹，估計現在的總面積已有兩個美國那麼大。漩渦的發現者穆爾警告

說，如果人類不減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膠用具，“垃圾漩渦”的面積將在未來十年內增加一倍，

甚至危害人類健康。 

    由美國加州延伸至日本的“垃圾漩渦”包含兩個巨大的垃圾集中地，由美國加州對海 900

多公里的水域一直橫跨北太平洋，延伸至太平洋另一端，接近日本海岸。1997年，穆爾在航

海時偶然發現了這個“垃圾漩渦”，其中竟有塑膠袋、舊牙刷和用過的避孕套等等。後來，穆

爾成立了美國 Al-galita海洋研究中心，專門研究“垃圾漩渦”動向。估計現時約有 1億噸塑

膠垃圾在北太平洋漂浮，其中兩成來自海洋行業，其餘來自沿岸地區，包括中國、澳大利亞和

墨西哥等國。 

請盡量減少使用塑膠袋，如果在路上看到丟棄的塑膠袋，就撿起來，一個小小動作可以解救許

多無辜的生命你知道嗎，路邊隨手丟棄的垃圾，最後會被沖到海裡，隨著洋流漂到“垃圾漩渦

地帶”（Pacific Trash Vortex），而垃圾漩渦有兩個美國那麼大！以下是相關轉錄文章 

海洋生物的“沉默殺手” 

    每年，僅塑料，全世界大約就會製造 3000億磅，其中僅有不大的比例能夠得到循環再利

用，大部分廢棄的塑料垃圾去了哪裡？多數都被垃圾掩埋解決掉了，但還有一部分則選擇了大

海作為“最後的歸宿”。 

海灘垃圾、捕魚船丟棄物等等，都是海洋垃圾的直接來源，而我們在街邊見到的某個塑料瓶、

工廠排放出來的工業廢物……這些都可能是海洋垃圾的間接來源。每當下雨時，尤其是暴雨沖

刷後，各種各樣的垃圾從四處進入雨水排水道或者河流中，最終抵達海洋。塑料的持久耐用，

原本是其得以廣泛應用的招牌特性，但反過來，當塑料泛濫成災時，它的“頑固不化”卻成了

海洋揮之不去的夢魘——廢棄塑料可在海洋生態系統中游蕩幾十年甚至更久。 

垃圾被包在水母體內；其毒性物質最終將由食物鏈頂層的人類自行吸收 

    美國阿爾加利塔海洋研究基金會的海洋研究船“阿爾加利塔”號曾於 2004年在太平洋進

行科學考察。“每天，當我來到甲板上，我都能看到那些漂浮在海洋上的東西︰牙刷、瓶塞、

小香皂瓶，”海洋學家兼船長查爾斯‧摩爾不得不慨嘆，在遠離陸地近 2000公里的遙遠大洋

上，也仍然不能逃離“人類文明帶來的種種令人不安的跡象”。當塑料在海洋漩渦中旋轉旅

行，所到之處，貽害無窮。那些被捕漁船遺落在大海上的漁網，綽號“幽靈網”，會使數以千

計的海洋生物被纏繞束縛或窒息而死。 

    從大塊頭的鯨到不起眼的浮游生物，因為誤吞塑料，積聚在消化道中窒息喪命的比比皆

是。據查爾斯‧摩爾研究測算，在“垃圾漩渦”海域，每一公斤的浮游生物平均要“分攤”到

6公斤的塑料垃圾。考慮到浮游生物是許多其他海洋動物的食物，因此可以這麼推算，假如捕

食的海洋動物“眉毛鬍子一把抓”，它們每吞進一公斤的浮游生物，就會同時誤食大約 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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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料垃圾。即便順利通過了消化道，有不少生物也會因為吞了一肚子“偽食物”，獲取不到

所需的營養而被活活餓死。海洋學家們稱，黑背信天翁很多都是這樣死去的。 

信天翁經常因為誤食垃圾導致死亡 

    塑料對海洋生物的影響“深不可測”。摩爾在他的實驗室中發現，從大洋垃圾帶中帶回來

的水母體內，塑料已經“安家”，成為它身體的一部分。“這些塑料對海洋生物有毒嗎？或者

更進一步地問，假如我吃了誤食塑料的海魚，對我會有毒嗎？”亞當說，類似這樣的問題對於

科學家們來說，目前也不知道如何作答。“塑料進入人類的生活已有數十年，我們對它十分了

解，但是，至於塑料對海洋生物的影響，只是近幾年才引起人們的關注”。美國著名海洋保護

團體“海洋管理協會”自 1986年起，每年都在 9月 15日舉行“國際海岸清理”活動，迄今，

世界各地的志願者清理出來的海岸垃圾總共已經超過 1億磅。可以想像，那些離岸漂向大洋深

處的垃圾更是數目驚人。海上垃圾帶的問題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太平洋。 

    海洋學家們說，從理論上講，所有大洋都會出現類似的垃圾匯集帶。例如，北大西洋上的

“馬尾藻”海域，就是一個類似的“平靜區域”，正匯聚越來越多的垃圾。面對這樣怵目驚心

的景象，我們該做何處理？打撈海上垃圾當然是當務之急。但更重要的是，切斷海洋污染源。

“我們眼下必須要著手做的是防止陸地垃圾再向海洋灌輸，”亞當說。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估

計，80%的海洋塑料垃圾“追本溯源”都來自陸地。而陸地垃圾也源自不同的渠道，這就需要

從多角度、多層次入手，防範垃圾流向海洋。 

 

海洋帶來的警訊──一隻誤吞塑膠袋的海龜，“我”能做什麼？ 

    用摩爾的話說，對於海洋垃圾，“每個人都有責任，誰都難逃其咎”。不小心遺落路邊的

一個塑料瓶，從超市帶回來的塑料袋，它們，可能都會悄無聲息地潛入了大海。“海洋管理協

會”發言人凱利‧夏爾說，“不管你住在哪兒，都應該承擔一份責任。身居內陸地區的某個人

從車窗里扔出的一個煙頭，和海邊游玩的人丟棄在沙灘上的垃圾，都一樣容易流入大海”。 

   “人人有責”，用在保護海洋上絕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因為只有這樣，海洋才可能不繼

續惡化為一個超級的人造大垃圾場。 

    僅從最熟悉的塑料入手，每一個人都應該“三思而後行”，以下都可以從“我”做起︰ 

  1.見到隨意丟棄的垃圾時，請撿起來丟到垃圾桶中； 

  2.對於塑料製品，要少用，要重複使用，循環利用。請留心自己所購買的        

        每一件物品，避免購買過度包裝的商品，尤其是一次性用品； 

  3.向你所在的社區提要求，設立更多、更好的廢物循環處理設施； 

  4.參加當地的小溪、河流和海灘的清理活動，甚至可以自己發起這樣的環 

        保活動。雖然這樣的舉動並不能徹底解決海洋污染問題，但一溪一河的 

        環保卻能夠很好地讓人們自覺開始關注更遠處的海洋環境； 

  5.如果你住在靠海的地方，或者是入海的河流周邊，你房子的雨水排水管 

        道很快就會把塑料等各類垃圾沖刷帶入大海中，所以應該格外注意不亂 

        丟垃圾。 



荒野淨灘：頭號海洋垃圾 免洗餐具已超越塑膠袋 
2013年 9月 30日台北訊，鄒敏惠報導  

荒野保護協會 28日舉辦「愛上大海我的家‧2013國際淨灘行動」記者會，與全台 14地近

6000名淨灘志工連線，共同打擊海洋垃圾。根據該會淨灘資料顯示，2012年流浪到海邊的免洗

餐具已成為頭號垃圾，數量超過塑膠袋！撿到的量足夠一個人用上 28年；而廢棄塑膠袋加紙袋

排起來，相當於 334個黃色小鴨的高度。記者會上，藝人艾力克斯父子檔也特別現身，化身為「綠

超人」，和環保署長沈世宏、阿拉善 SEE生態協會台灣分會長陳致遠、荒野理事長賴榮孝同台，

共同支持淨灘行動。 

 

「塑」要等多久？ 

    荒野保護協會分析 2009年至 2012年的淨灘結果發現，免洗餐具（紙、塑膠、保麗龍製造之

餐盒、餐具）的數量呈現爆炸性成長，已在 2012年超越塑膠袋的數量，成為海洋廢棄物第一名。 

海洋廢棄物中名列前茅的免洗餐和塑膠袋，是屬於低原料成本、高環境成本的廢棄物，因

為回收再製的利潤太低（複合式原料製造、沾黏油水）而難以回收，最後散落在海洋和沙灘，不

僅使原本美麗的海景髒亂無比，更變身為海洋生態的頭號殺手。許多鳥類和魚類誤食塑膠袋、魚

鉤瓶蓋或塑膠拉環等垃圾，令人不忍卒睹。 

    分解一個塑膠袋需要 20年的時間，保麗龍杯盤則是 50年，而寶特瓶更是需要花上 450

年的時間才能分解。 

現場更以趣味的方式展示以食品樣貌重新包裝過的海洋廢棄物，提供馬卡龍瓶蓋、海洋「塑」

食套餐等聯想，提醒民眾無數的海洋動物正被逼迫吃下這些「垃圾食物」！ 

    荒野保護協會表示，2012年的淨灘行動總共撿到 28,130個免洗餐具，若以一個人每天

三餐使用來計算，能夠用上 28年。而若把撿到的 15,039個塑膠袋和紙袋排列起來，以一個塑膠

袋單面約 20公分的長度來計算，總長度竟等同於 334隻黃色小鴨的高度！ 

因為我們還會再回來！ 

特別現身支持淨灘行動的藝人艾力克斯也鼓勵父母帶小朋友到海邊玩時，可以隨時進行淨

灘活動。他剛升小二的孩子 Ryder，更是慎重其事地在現場展示他的「超人環保百寶袋」以及裡

面的環保餐盒、環保杯和垃圾袋三樣法寶，要大家和他一起少用一次性塑膠製品，保護海洋生物。 

艾力克斯表示他很重視機會教育，並利用機會把丟垃圾變成與孩子的遊戲。他說，當孩子

開始喜歡撿垃圾時，這個習慣才算成功養成。每次到海灘玩的時候，艾力克斯都如此告訴 Ryder：

「看到垃圾要撿起來，因為我們還會再回來！」 

沈世宏也對年輕世代懷抱希望。他表示，「淨灘已不再只是單日的號召行動，而是年輕人

的志趣。」沈世宏也說明了政府的減塑行動：「我們推動的「清淨家園」計畫，截至 8月底已經

累計 3700公噸的垃圾！」陳致遠則說，「希望阿拉善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帶動更多企業一

起支持環境保育、生態保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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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鄰苯二甲酸酯鹽類）對健康的影響 

林口長庚 臨床毒物科 林杰樑 教授 

    最近國內學者研究發現台灣人的體內塑化劑暴露劑量遠超過其他國家，引起國人相

關的重視。根據 2007年成功大學李佳璋教授的研究，國內孕婦尿液中塑化劑相關代謝產

物的含量，高達先進國家孕婦的尿中塑化劑含量高 8~20倍，同樣的陽明大學蔡美蓮教授

也發現國內國人每天由食物中攝取的塑化劑（DEHP，屬於鄰苯二甲酸酯鹽類的一種）的

總量高達每公斤體重 33.4微克，是德國人的 3倍。已經逼近歐盟所規定每人每天的塑化

劑（DEHP）最大攝取值每公斤體重 37微克，但遠超過美國 FDA所規定每人每天的塑化劑

（DEHP）最大攝取值每公斤體重 20微克。國人暴露塑化劑的嚴重程度可見一般。 

    塑化劑的健康影響，以前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老鼠的探討，最近 10年來在人類的研究，

已經逐漸清楚。根據美國環保署認定塑化劑（DEHP）會引起動物的肝臟腫瘤，為人類可

能致癌物質，但 WHO並不認為是塑化劑（DEHP）一種致癌物質。因塑化劑含有類似女性

賀爾蒙的作用，長期大量暴露，恐引起罹患乳癌、子宮內膜癌等女性賀爾蒙相關癌症的

風險增加。孕婦尿液中塑化劑代謝物濃度越高，其生產男嬰生殖器官先天性異常風險越

高，男性生殖器官到肛門距離越短。另外國內學者也發現孕婦尿液中塑化劑代謝物濃度

越高，孕婦體內的甲狀腺賀爾蒙濃度越低，如此恐怕影響嬰兒的腦部發育，造成智能低

下。孩童長期大量暴露塑化劑在女童會引起性早熟及乳房提早發育。性早熟的女童以後

罹患乳癌、肥胖及心臟血管疾病的風險上昇。男童長期暴露塑化劑會引起女性化的頃向，

造成行為偏差，會有喜歡洋娃娃、扮家家酒。因塑化劑有睪丸的生殖毒性，男童成長後

精子稀少活動力弱，易有不孕。塑化劑過度暴露，孩童也容易產生氣喘、過敏性疾病。 

    塑化劑的使用理論上應使用在聚氯乙烯（PVC），不應該存在聚乙烯（PE）如塑膠袋、

聚苯乙烯（PS）、聚丙烯（PP）如塑膠食物容器中。但是塑料的再回收使用，加上分類

不清，造成有些台灣的 PE塑膠袋、PS、PP塑膠食物容器，含有少量的塑化劑。因此國內

學者研究發現便利商店的塑膠便當盒加熱過後，其食物中的塑化劑增加 3倍，塑膠袋裝

熱食也導致塑化劑含量大幅上昇。目前市面上能裝熱食的紙製容器大多數內層多有膠

膜，換言之內層都有一層 PE塑膠膜，並非使用食用蠟，因此紙製食物容器只能再加溫

（Re-warm）不適合再加熱（Re-heat），其實任何塑膠食物容器除 5號 PP外，都不適合

再加熱或裝滾燙熱食，5號 PP食用容器的選擇，也應選擇知名廠商出品，標示有可微波

者，才可用來加熱，最好能選擇無色且較有厚度者。保鮮膜也不適合用來覆蓋食物加熱

微波，萬一要使用時保鮮膜一定要距離食物 2公分以上，並且不要密封。含塑化劑的保

鮮膜即使在室溫底下接觸含有油質的食物如：肉類、剩菜、起士（Cheese）等，也會造

成塑化劑污染食物。因此建議： 

1、衛生主管單位請速訂定食物容器、塑膠袋及保鮮膜的塑化劑含量。目前衛生署草案中

預定限制 DEHP小於 1.5ppm，DBP小於 1.3ppm，應儘速實施，以保障全民健康。 

2、外食族請量少購買塑膠餐盒便當食用，避免加熱。如選用紙餐盒便當食用，只加溫但

避免加熱，微波時間越短越好，可把規定微波時間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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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波加熱食物時，儘量避免使用保鮮膜。萬一不得以要使用保鮮膜，記得留三分之ㄧ

空隙，保鮮膜距離食物最少 2公分以上。 

4、含有油質的食物如：肉類、剩菜、起士（Cheese）等，即使在室溫下，儘量避免以保

鮮膜直接接觸。 

5、任何 PVC材質加熱，其塑化劑都會揮發出來，可能被吸入或留存在地板上變成家庭灰

塵，可能使誘發孩童氣喘病發作。因此，常常使用吸塵器清潔屋內灰塵。 

6、高油脂食物如：油炸、肥肉、家禽的皮或是內臟類食品，應避免食用，以防過度攝取

經由食物鍊累積的塑化劑或其他環境賀爾蒙。 

7、孕婦及孩童為塑化劑的高危險群，更要注意避免暴露任何的塑化劑。 

8、孩童使用玩具避免一邊使用一邊吃東西，最好使用完再用肥皂洗手。避免使用含 PVC

塑膠擦(plastic eraser) 。 

9、孕婦避免化妝或使用香味十足的保養品或個人清潔用品，嬰幼兒也應該避免。 

 

 

 

 



「世界地球日活動」學習單 

 

一、上完這個有關全球暖化問題的課程後，請說明你對於現今「全球暖化」問題有何看法？或課

程中哪一個部分最令你印象深刻？為什麼？ 

 

 

 

 

 

二、請反省你目前的生活習慣中，哪些部分對於地球環境是有害或增加負擔的？哪些部分是有助

於環境永續存在的？ 

 

 

 

 

 

 

 

三、請擬出一項「愛地球的新生活運動」實踐計畫，可從節能減碳、少肉食等愛惜地球環境，減

輕地球負擔的生活方式，於寒假期間嘗試對愛惜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並具體執行。 

班級： 

學號： 

姓名： 



「世界地球日活動--面對全球暖化，我可以做什麼？」二年級學習單 

班級：          姓名：          學號：       

一、聽完這次的課程，有哪個部分最令你感到震撼或印象深刻？有哪些部分是你以前不清楚，

但卻是現在學習到的新觀念？ 

 

 

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環境盡一份心力，也許一個人的力量很孤單，但只要能匯集家人一

起來做，那將會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電』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在

氣候越來越熱的狀況下，我們也面臨限電的危機，為了珍惜可用的資源，我們可以先從

如何省電開始著手，以降低家庭的用電量，並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 

  （一）請找出家裡上一期的電費收據，並將相關資料填入下表中。 

經常用電度數            度 

排放 CO2的重量 

（每用電 10度，排放 6.2公斤 CO2） 
         公斤 

應繳總金額            元 

去年同期用電度數 度 

較去年同期增（減）幾度 度 

本期較前期增（減）幾度 度 

  （二）在與家人討論後，訂定家庭下期電費金額將降低為：            元 

  （三）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可以有哪些作法？ 

 

 

 

  （四）經過兩個月的實踐，是否有達成目標？  

 

  （五）在執行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 

 

 

 



三、我們每天有將近三分之二的時間在校園中生活，如果也能在校園中實踐節能或降低污染

行動，將會為愛惜地球盡更大的力量。 

    請每天至少記錄一則你在學校裡做了哪些節能或降低污染的行動？（請同學每星期記錄

五天，並請導師每星期於見證人欄位中簽章） 

      

日期 節能或降低污染的行動 
見證人 

簽章 
日期 節能或降低污染的行動 

見證人 

簽章 

  

 

    

  

 

  

  

 

  

  

 

  

  

 

  

  

 

    

  

 

  

  

 

  

  

 

  

  

 

  

四、這次課程後，你曾經將這樣的觀念分享給哪些人？（請寫出對方的姓名及其與自己的關

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