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內容說明

教學目標/ 
活動階段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學習評量 備註說明

一 、 K n o w 認

知理解階段：

「變快了的時

尚」

1.認識自己的

生活習慣與消

費習慣。

2.理解快時尚

(fast fashion)

的概念。

3.確認自己在

快時尚時代中

的角色。

二、Explo re

探 索 分 析 階

段：

「快時尚的災

難」

1.能理解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的概

念。 

2.能探索快時

尚的影響。 

3.能分析快時

尚與永續發展

目標(SDGs)的

關聯性。

1.自我檢核消費生活習慣

a.透過<時尚自我檢核表>，讓學生檢視自己的生活

及消費習慣來引起動機。

b.引導學生開始思考並連結生活經驗與課程議題。

2.「時尚」(fashion)與「快時尚」(fast fashion)觀念

解析 

a.向學生說明時尚與快時尚的概念。

b.以問答方式檢核學生是否能說出快時尚的重要特

色及分辨兩者的差異之處。

3.快時尚時代之角色認知 

a.學生再次檢視自己的生活與消費習慣，從中發現

自己在「快時尚」時代中的角色。 

b.學生反思自己的消費生活習慣是否有造成負面之

影響。

1.探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a.觀賞The Global Goals介紹影片 

b.以任務引導學生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核心

概念與重要精神。

2.快時尚之關鍵報告 

a.以快時尚相關之國際新聞為本學習階段主要教材，

以閱讀理解策略帶領學生找出新聞關鍵字、了解

新聞內涵。 

b.以小組研討之方式，將閱讀理解的關鍵字詞組織

成新聞關係圖，提升孩子媒體識讀素養。

3.新聞搜查線─快時尚 X SDGs 分析 

a.以預設的全球議題，訓練學生發現SDGs與全球的

連結關係。

b.承上之快時尚國際新聞，讓學生完成「快時尚」

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關聯性之分析發表。

2節

3節

個人發表： 

1.能說出至

少3點快時

尚的概念。

2.能說出自

己在「快時

尚」時代中

的角色。

完成任務學

習單：

新聞分析表

小組發表：

「快時 尚

」與 永續

發展目標

(SDGs)的

關聯性。

投 資 無 毒 時 尚

時尚自我檢

核表

快 時 尚 新

聞、新聞搜

查 線─快時

尚 X SDGs

分析表

https://youtu.be/ndD4Sh3bIWg

課
程
涵
蓋 

指
標

本教案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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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Yield行動

產 出 階 段 ：

「 為 時 尚 去

毒」

1.能認識「全

民綠生活」的

概念。

2.能找出永續

的解決方案。

3.能實際付諸

行動，成為綠

色 時 尚 行 動

家。

預期效益

參考資料

1.認識全民綠生活 

a.介紹「全民綠生活」，並利用網站讓學生認識永續

生活的內涵。

 

b.提供〈綠色達人行動100招〉，與播放影片〈小桃

的SDGs知性之旅〉讓學生更清楚個人行動的方

法。

 2.找出具永續性與可行性的解方

a.從永續生活的概念為軸心，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

，透過資訊科技蒐集資料，盡可能地找出改善快

時尚所造成之問題的方案。

b.透過小組討論，找出具可行性並兼具永續性的最

佳解決方案或改善策略。

3.將最佳解方實際行動 

a.學生實際付諸行動，完成行動紀錄表，成為真正綠

色時尚行動家，實踐永續生活。 

b.將行動過程整理記錄後進行小組發表，並能給予

不同組別建議與回饋。

5節

完成任務學

習單：

1.提出具可

行性的行動

方案。

2.行動紀錄

表。

小組發表：

行動過程及

心得。

1.學生學會檢視自己的生活及消費習慣，並能從中找出問題並改善。

2.學生能從國際議題發現問題，並從中找出可行性的解決方案。

3.學生能進行行動方案，並成為真正的綠色生活行動家。

4.學生用個人行動落實永續發展目標於生活中，並終能為達成永續發 展目標貢獻一己之力。

1.SGDs細項指標

https://globalgoals.tw/ 

2.全民綠生活網站

https://greenlife.epa.gov.tw/ 

3.綠色達人的行動100招

4.「快時尚」相關新聞與專題文章

5.影片：學生介紹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目標、小桃的 SDGs 知性之旅

6.書籍：《SDGs：我們想要的未來》

解決方案、

行動紀錄表

https://greenlife.epa.gov.tw/ 

https://youtu.be/b6Hu3HRWUvo

2



各階段課程附件內容

附件內容活動階段名稱

附件一、時尚自我檢核表(消費生活問卷)

附件二、認識 SDGs 學習單 

附件三、快時尚新聞(四篇) 

附件四、新聞搜查線─快時尚 X SDGs 分析表

教具一、學生介紹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目標影片 

教具二、SDGs 記憶卡牌

附件五、全民綠生活─綠色達人行動100招 

附件六、解決方案表

附件七、行動紀錄表

教具三、小桃的 SDGs 知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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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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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認識SDGs ~ 走入國際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認識ＳＤＧｓ，我們將在以下的課程中慢慢走入國際~

你知道SDGs是什麼嗎？

你知道SDGs是哪個組織提出來的嗎？

你知道SDGs預計在哪一年前完成嗎？

→接下來請完成以下SDGs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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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

二手衣氾濫成災... 智利沙漠淪「快時尚墳場」

2021/12/04 民視新聞網

以平價路線吸引消費大眾的「快時尚」品牌，近年蓬勃發展，不過如此推崇快速消費，背後延伸

的除了勞工剝削問題，還有環保衝擊。

賣不出去或過季的衣物，去了哪裡，答案是輾轉運到拉丁美洲、非洲國家轉手販賣，但由於快時

尚衣物品質低劣，超過半數幾乎已無法販售，像是智利的伊基克港，每年都會收到將近6萬噸的舊衣

料，超過一半通通被丟在北部阿塔卡瑪沙漠，宛如時尚墳場。

「快時尚」平價奢華爆紅 年商機高達84兆台幣！

不論是長版外套，還是緊身衣褲，各色珠寶首飾，模特兒掌握光線與姿勢美感，hold住全場焦

點。每季風潮讓時尚迷瘋狂，然而隨著時尚概念、消費主義的流變，快時尚用親民價格、高級品味，

帶來每年高達3兆美元，約合台幣84兆元的全球快時尚商機。

品牌業者幾乎每周推出新潮流，全球每年約製造120兆件服裝，背後的代價，卻是這副模樣。

華服下的殘酷現實 智利沙漠堆滿快時尚舊衣

智利北部全球最乾燥的沙漠「阿塔卡瑪」沙漠，放眼望去，二手衣飾堆積成山，有耶誕毛衣雪

靴，各式各樣曾流行一時的襯衫、T-shirt款式。每年約有5萬9000噸的舊衣，會運抵智利免稅區「伊

基克港」，當中約2萬噸被拉美國家服飾商購入，剩下約3萬9000噸品質較差的衣物，乏人問津。

拉近一看，有包著尿布的嬰兒，在衣服堆中爬上爬下，外地移民沒有錢，這裡就成了露天免費衣

物集散地。

快時尚帶來極端消費主義，長年衝擊智利環境。因為這些服飾沒有辦法被生物分解，含有化學製

品，城裡的掩埋場不收，也沒有人願意付關稅帶走，沙漠就成了時尚墳場。

開發中國家遭亂丟舊衣 全球承擔「拋棄型社會」污染

含有化學製品的衣飾要自然分解，恐怕得花上200年，毒性與廢棄輪胎和塑膠沒兩樣。而不只智

利，非洲興起快時尚二手衣產業，也嚴重破壞環境。

光歐洲一年丟棄的布料大約200萬噸，70%會運往非洲，在當地市場重新販售。肯亞二手衣業者

透露，「因為缺乏適當的垃圾管理，這些舊衣最後都在垃圾場，我們大部分的垃圾場都在道路或河床

旁」。

開發中國家，多處環境被亂丟的服飾破壞，其實全球都在承擔「拋棄型社會」產出的污染。根據

聯合國報告，全球服裝製品在2000年到2014年間翻倍，衣飾產品耗費用水，占全球20%，製造衣服

與鞋子的產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8%，製作一條牛仔褲，就要耗費7500公升的水，服裝產業成了

僅次於石油業的第二大污染產業。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1C04W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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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

穿一次就想丟？快時尚沒有告訴你的殘酷真相

2017/11/15 遠見 魯皓平   報導

時序正值乍暖還寒，偶爾秋老虎發威、但轉瞬間又有寒流來襲的不穩定日子，在這個衣櫃即將換

季、挑選出大半年沒穿厚衣的時刻，你有發現多少衣服根本完全沒穿過、甚至忘了它存在的嗎？

5年前，台灣興起從歐美吹過來的快時尚風潮，它顛覆了傳統服飾業的習慣、重新定義流行的風

潮時尚，特別是在平價、俐落、美觀的吸引力上，快時尚服飾成了人們心中新寵兒。

由於每一週就換一季，消費者對推陳出新、琳琅滿目的商品有著難以抗拒的誘惑，於是一直買、

一直買，也沒想過自己是否真的合適……。

而服裝產業是世界第二大汙染產業，僅次於石油業，它涉及生產、原料，紡織、製造、設計、運

輸、零售等環節，快時尚更加速這個輪迴，讓環境承受更大的侵害。《Forbes》和《Huffington-

post》便點出快時尚沒有告訴你的殘酷真相。

1、快時尚對地球的殘害是很巨大的

快時尚真正的意思並不是「時尚」，根本就意味著快「取代」；它不是因為「需要」而購買，反

而是因為「誘惑」而掏錢。即使你丟到舊衣回收箱，服裝也會散落在垃圾場中，而不是送到有需要的

人身上，因為它太不實用了。

在美國，只有10％的捐贈衣服可以轉售，其餘的通通會掩埋──根據美國環保署統計，約有13

億噸的衣服在垃圾掩埋場，十年都不會分解，這些衣物所產生的有毒化學染料，便會汙染當地的土壤

和地下水。

專家建議，投資更少的資金在治裝上，除能省錢外，也是對環境最大的友善態度。

2、快時尚剝削廉價勞工

在穿著美美、漂亮的衣服時，你可能不知道，背後藏有多少血汗，而大企業又如何嚴重剝削廉價

勞工。

根據統計，全球約有7500萬人從事服裝製造業，其中有80％都是18至24歲的年輕女性，大多數

人一天賺不到3美元（約台幣90元）。

事實上，一位底層服裝裁縫工，可能要打拚18個月，才能賺到品牌CEO吃一頓飯的時間就能領到

的收入。當時尚的領導人大肆宣揚自己的業績時，工廠的勞工卻不斷被層層剝削，職場性騷擾的狀況

也經常發生。

3、快時尚對環境是個災難

快時尚產業不受監控且管制的影響，帶給地球許多壓力，根據統計每年有1280萬噸的服裝垃

圾，被運往美國的垃圾掩埋場，估計到了2030年時，服裝業的碳排放量會比今天多出60％、也就是

28億噸碳排放量。

此外，服裝製造過程需要大量的水，如果是有機棉花，通常需要超過5000加侖的水才能製成一

件衣服與一件牛仔褲。目前中國和印度等主要棉花生產國已面臨缺水問題，2030年用水量會增加

50％，屆時可能連飲用水源都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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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快時尚的目的是要讓你一週後「退流行」

曾幾何時，我們只有兩個時裝季：春夏、秋冬。然而，近年來時裝季已成了一年52次的「換

季」，隨著每週都有新的流行趨勢出現，快時尚的目標是讓消費者盡可能購買更多服裝。

服飾專家伊麗莎白克萊因（Elizabeth Cline）在她的《過度裝飾：令人震驚的高價時尚成本》

（Overdressed: The Shockingly High Cost of Cheap Fashion）一書中指出，「快時尚商品的定價

通常低於競爭對手，而且商品模式很清楚，就是：低質量、高產量。」

5、快時尚的衣服其實含有很多化學物質

根據環境衛生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的調查，許多快時尚的品牌依然銷售超

過法定標準、含鉛過量的衣服、腰帶、鞋子，這些鉛若長久累積，對孕婦有嚴重影響。

而衣物的染料、化學藥劑，會產生一種稱為「壬基酚」的毒物，是一種人工合成的化學物質，被

用來生產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例如染料。它除具有雌激素活性外，並可能影響神經、免疫系統發

展，以及促進肥胖──這是在追求快速的產業下，很容易衍生的問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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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3

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家庭垃圾：過度生產的 3C 產品
2020/11/19 換日線 TingS／祖巴拉的珍珠

「你換 iPhone12 了嗎？」、「那你買哪一個顏色？」大概是這幾週以來大家茶餘飯後最熱門的

話題，於台灣時間 10 月 14 日發表、16 日開放預購、23 日發售的蘋果最新款 iPhone12，買氣強勁，

iPhone 12 pro 最搶手的太平洋藍，官方出貨已延長為三週，雖然還得等將近一個月才能拿到手機，

但似乎不影響果迷們的興奮與期待。

回想起 iPhone 的發展史，世界上第一支問世的 iPhone 出生於 2007 年，至今也才不過 13 年，

智慧型手機已經從奢侈品淪為消耗品。當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多，多到成為一種必備工具之後，手機的

發展史開始快速演進──各大手機廠牌為了在競爭過程中不被淘汰，不斷加快產品的更新速度，甚至

計畫性地在一定時間內讓舊機系統「速度減慢」，刺激消費者提高更換手機的頻率。

但這一切，真的是必要的嗎？

2018 年，全球電子垃圾共有 4,850 萬噸，重量相當於人類至今為止製造的全部商用飛機重量總

和。根據聯合國最新的《2020 年全球電子廢棄物監測》報告顯示，2019 年全球電子垃圾量創了新

高，5,360 萬公噸。這個數字比歐洲所有成年人體重相加還多，體積約等於兩艘大號郵輪。預估至 

2030 年，全球電子垃圾量將會達到 7,470 萬公噸，2050 年將達到 1.2 億公噸。

什麼是電子垃圾？

電子垃圾為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家庭垃圾──舉凡帶有電池或電源插頭的各類電子產品，小至遙

控器、電動牙刷、平板、手機，大至冰箱、冷氣、洗衣機，甚至近幾年很熱門的智能家居如掃地機器

人，在被淘汰之後，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有效的回收利用，只能跟著其他垃圾一起焚燒掩埋，造成嚴

重的環境問題。

非法回收的惡果

雖然 2014 年至 2019 年間，通過了電子垃圾政策的國家從 61 個增加到 78 個，趨勢看似發展得不

錯，但目前全球電子垃圾的回收與再利用率卻只有 17.4%，表示效果其實並不理想。原因之一是大眾

對此一議題並不熟悉，也不了解電子垃圾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有多嚴重；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電子垃

圾含有有毒添加物以及汞，需要高科技的技術才能實現「無害化處理」，在缺乏社會重視以及政策推

動的現今，大部分的電子垃圾都流入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非法回收。

電子廢棄物不但危害環境、汙染土壤以及水源，因其通常含有汞，以及其他有毒的添加劑，這些

有害物質還會對人腦和神經系統造成損害。然而，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進行零件拆解以及回收工作的

工人們沒有其他選擇，生活逼迫他們犧牲自身的健康，曝露在高汙染的環境中，靠著撿拾電子廢棄物

中還值錢的金屬過活。空氣中刺鼻的化學物質味，對當地民眾的口耳鼻、甚至肺部造成嚴重刺激與損

傷，慢性噁心、高燒不退、劇烈的咳嗽、各式慢性疾病和壽命不長都是他們「努力維生」所帶來的副

作用。

廢棄物的焚燒造成了空氣汙染，掩埋造成了土壤以及水源汙染，環境的污染像是骨牌效應，一層

又一層，彼此連結，互相影響，相繼倒下。電子垃圾的議題或許不像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等議題來得

受關注，但是誰知道最後一片倒下的骨牌會不會是人呢？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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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4

科技墳場的悲歌：你淘汰的手機成了環境汙染惡夢
2019/03/07 遠見 魯皓平   報導

隨著日新月異、推陳出新的科技產品，愈來愈多消費者選擇走在時代尖端，藉著一台台功能比他

人酷炫的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穿戴式裝置，吸引他人投以羨慕之眼光。許多人跟隨產品上市的

進度追求潮流，但不斷汰舊換新的後果，讓隨之產生的電子垃圾成了棘手問題，更成了環境和百姓的

惡夢。

你可能從沒想過，你丟棄的手機最後會淪落到哪裡──由於它有許多有毒金屬物質，在分類處理

上的細節十分不易，但卻因為貴金屬額外提煉出的價值，成了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生活訴求的溫飽。

像是在中國（China）廣東貴嶼，便素有「電子垃圾國度」的諷刺稱號，大量被人們丟棄的科技

產品在此被支解、拆卸，用特殊的化學提煉方式提取貴金屬如金、銀、銅等元素，就連塑膠也會被溶

解再利用。只不過，那背後的代價不只是汙染，人們也在日積月累的毒素侵害下，變成健康難以挽回

的遺憾。

《Asian》報導，根據聯合國（UN）最新的報告顯示，全世界每年產生5000萬噸電子垃圾，但

這其中卻只有20％有被正式機構回收，其餘大多會在垃圾掩埋場，或在開發中國家進行非正式回

收。

以印度（India）為例，該國每年自己會產生200萬噸的電子廢物，但他們還從世界各地進口電子

垃圾，除了國家能賺取一些費用，實際第一線作業的員工，也只能靠這種方式，換取微薄的生活所

需。

調查發現，印度超過95％的電子垃圾，是由非正統的拾荒者來進行處理，他們私自接單，不受

正式的組織系統管制或經營，而是在擁擠的貧民窟住宅區內，處理不同的電子垃圾──在包含兒童的

數百人內，分工面對手機、平板、電腦、電視機、電池等。

在這些地區，工人們忙著拆除產品的部件，並將電路板、電池、顯示器等分門別類，由於手法大

多為土法煉鋼，加上沒有專業的防護用具，許多人甚至根本沒有戴手套、口罩、軟膠鞋等配備。

由於電子垃圾的特殊性，需要較高科技水準才能實現無害化處理，而印度當地居民則採用最簡單

的加熱、酸洗等方法進行清理，造成了當地相當大的環境污染。在長期焚燒電子垃圾下，該地區無論

是空氣，水源還是農田，都已經被深度污染。重金屬超標的農田無法持續耕種，被污染的水源更無法

飲用。

在提煉的步驟，工人會先將電路板進行加熱，再燒熔電線提煉出銅金屬，接著以強酸洗淋晶片，

藉此分離出金塊──這樣的傳統手法從多年前就已經存在，雖然原理簡單，但不論燃燒之廢氣或倒入

水中的汙水，都具有汙染性，也是環境難以承擔的苦難。

然而，冒著生命風險的工資，卻著實令人心寒──工人們一天可拿到的薪資約200盧比至 800盧

比不等（約台幣90元至350元）──婦女和兒童的薪水最少、負責以強酸提煉的工人報酬最高。

實際的薪資，還得看提煉出的量，以及金屬的質做出計價，一天工時至少8至10小時。

但這樣的經濟條件，能勉強讓一家人不挨餓都已經是極限……

當局曾經表示，在這些骯髒且汙染、煙霧彌漫的區域中工作，呼吸道疾病是個很基本的併發症，

且電子垃圾所產生的重金屬毒素混入土壤、河流和空氣、並且累積在農作物中，影響人民的健康，造

成當地居民的罹癌率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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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知道如此，許多人還是冒險從事這份工作。專家表示，這些工人來自貧困地區，所以只關心

自己的短期生存，「當你真的很窮，你不會在乎接下來幾年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趣的是，在印度的德里郊區，從事電子垃圾回收的居民，他們絕大多數都避談汙染，以免因為

樹大招風，最終被警方取締管制，甚至失去從事這行業的基本謀生能力。

因此，他們大多不會招搖，就算冒險，也要維持整個回收產業的運作系統。畢竟，這些單位大多

數都是非法的，並且在夜間進行活動以避免被發現。

未來處理電子廢物的最大挑戰之一，是產品設計越來越複雜，這增加了恢復可重複使用的零件、

貴金屬和稀有材料提取的複雜性。這一領域的技術發展，對於廢物管理公司和生產者能夠處理複雜的

產品進行回收再利用至關重要。

不過，回歸最根本的處理方式，絕對是盡可能地將產品用到最大限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流行，

丟棄再汰換，以最大限度地延長生命週期，改善產品回收、維護、回收和再利用。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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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聞搜查線 - 快時尚 x SDGs 分析表

班級：                   組別：                 組員：

新聞名稱

新聞摘要

新聞分析

新聞呈現之問題 與 SDGs 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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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吃多少點多少 珍惜食物，減少廚餘的產生，也減少消耗環境資源

選用在地食材 料理選用在地食材，減少食物里程

挑選當季食材 多吃當季新鮮蔬果，減少化肥使用

選購優良農產 優先選購具優良、有機、產銷履歷標章之農產品

選擇吃全食物 食用連皮帶籽的全食物，攝取全營養

選吃天然食品 選吃無加工、化肥與農藥的天然食品

多吃蔬果食材 多吃蔬果食材，降低碳排放

選擇 NG 蔬果 珍惜食物資源，支持農會與市場販售的醜蔬果

不選保育食材 不吃保育類食物，保護自然生態

善用食材料理 妥善充分利用，把食材用到極盡，不浪費食物

避免長時料理 選擇快炒、涼拌、清蒸等烹調方式，減少能源耗損

自備環保餐具 自備餐具，不使用免洗餐具及美耐皿

使用環保洗劑 使用環保標章洗劑清潔碗盤，避免水源污染

廚餘分類回收 可分熟廚餘(養豬廚餘)及生廚餘(堆肥廚餘)回收，並去除雜物

勤回收紙餐具 養成紙餐具清理/分類/堆疊習慣

自行燒煮茶水 飲用水自己煮，喝水代替飲料減少瓶裝垃圾

參加綠色行程 參加綠色旅遊行程，支持在地觀光產業

選擇綠色景點 行程選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或生態遊憩場域

選用綠色餐廳 用餐選擇綠色餐廳

選住環保旅宿 住宿選擇環保標章旅館或環保旅店

增加戶外活動 減少電子產品使用頻率，多親近大自然

保護自然生態 保護動植物，並減少對生態的干擾

自備裝水容器 自備水瓶減少購買瓶裝水，並使用「奉茶行動」APP

自備盥洗用品 住宿自備毛巾與盥洗用品

騎乘低碳運具 搭乘大眾運輸、騎單車或電動車

步行代替乘車 鄰近景點多以步行前往

查綠服務資訊 使用「環境即時通-綠生活地圖」APP，查詢附近綠色服務資訊

打包用餐剩食 在外用餐剩食打包不浪費

續住不換床單 旅店/館續住不更換床單、毛巾，降低額外清洗碳排放

支持在地產品 購買當地產銷商品

維持公廁整潔 維持公廁環境清潔

減少產生垃圾 維護環境清潔，不隨意丟棄垃圾

不穿免洗衣物 不穿免洗衣物，減少拋棄式垃圾

拒絕衝動購物 購物前先確認需要的物品，適度消費不浪費

選購綠色產品 選購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等綠色產品

選用節能設備 選用環保或節能標章的設備與燈具，減少用電量

選擇再生製品 選擇使用由再生原料製造的產品

選購低度包裝 購買裸賣或包裝材料少的產品

使用環保集點 使用「環保集點」APP，支持綠色產品

使用發票載具 使用發票載具，減少紙本發票印製

購物自備袋子 自備購物袋，減少塑膠袋使用

購買天然衣料 選擇有機棉、絲、亞麻、羊毛等天然纖維，降低環境衝擊

少用化石燃料 開電動車/油電混合車，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使用

選擇電動機車 汰換二行程機車，並選擇電動機車，避免廢氣排放

租借代替購買 不常用或僅用單次之物品，選擇租借方式使用

物品重複使用 購買能夠多次使用的產品，並重複使用

愛惜物品使用 愛惜物品，延長使用壽命，減少購買物品

善用修繕服務 修復尚可使用的物品，減少購買及資源浪費

綠色消費

綠行動

   全民綠生活 - 綠色達人行動100招

綠色飲食

面向 行動內容

綠色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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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行動

 

面向 行動內容

選購標章產品 選擇環保、節能、省水、綠建材等標章產品，省錢又健康

定期清理雜物 定期整理物品，回收或丟棄不需要的東西，環境整潔又舒適

栽種綠色植物 多種綠色植栽，淨化空氣品質

注重冰箱收納 存放的食物不宜過滿，並分層分隔收納，方便使用

剩食妥善保存 食物沒吃完要收好，避免孳生蟑螂老鼠

清理冷氣濾網 定期清理冷氣機濾網，提升冷氣效率

減少油煙排放 定期清理排油煙機濾網，降低油煙排放

避免製造噪音 注意控制影音設備音量，並避免大聲喧嘩

注意居家用藥 選擇合格環境用藥，注意使用安全

藥品確實回收 注意藥品回收方式，妥善處理

少使用殺蟲劑 減少使用殺蟲劑及除草劑

選擇簡單裝潢 裝潢設計簡約，慎選裝修材料，避免吸入有害物質

減少焚香燒金 減少燒香，並將紙錢集中焚燒

定期清潔環境 定期清理環境及積水容器，避免蚊蟲孳生

隨手清理狗便 溜狗時隨手清理狗便，避免造成環境污染

不隨意丟菸蒂 吸菸自備菸蒂盒或於設有收集菸蒂設備周邊吸菸，不亂丟菸蒂

多淋浴少泡澡 洗澡盡量使用蓮蓬頭淋浴，且注意用水時間

選太陽能設備 選用太陽能熱水器，節能又安全

調整熱水溫度 瓦斯熱水器按季節適當調整加熱溫度

衣物分類洗滌 衣物按厚薄、顏色、髒污程度分開洗滌，縮短洗衣機運轉時間

使用環保洗劑 使用環境友善洗劑，守護家人健康

衣物自然風乾 衣物自然風乾，減少使用烘乾機

開窗自然通風 多開窗戶，自然通風降低室內溫度，減少空調使用

隨手關閉電源 隨手關燈、拔插頭

定期清潔燈具 定期清潔燈具灰塵，提高光源效率

汰換老舊家電 汰換老舊家電，節能又安全

注意漏水維修 水龍頭漏水要修，避免浪費水資源

抹布代替紙巾 擦拭桌椅、地板多用抹布，少用衛生紙或濕紙巾

做好資源回收 做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電池延壽回收 乾電池延壽與回收

多搭大眾運輸 搭乘大眾運輸來做為日常首選

開車選擇共乘 必須開車時，盡量選擇共乘

採用視訊會議 採用視訊連線會議，減少交通碳排放

辦公推無紙化 以電子化作業取代紙張印刷，落實無紙化

資料雙面印刷 紙本資料雙面印刷，或空白背面紙再利用

採購環保產品 辦公設備採購環保產品

採綠牆綠屋頂 辦公建築採綠牆、綠屋頂

植栽綠化環境 擺設室內植栽，綠化辦公室環境

自備餐盒用餐 自備餐盒/員工餐廳不提供一次用免洗餐具

減少餐飲外送 減少餐飲外送，降低碳排放與餐具包裝量

節約用水用電 節約用水用電，並使用宣導標語

調低螢幕亮度 適當降低電腦螢幕亮度，省電又護眼

設置節能模式 電腦設備設置自動節能關閉模式

飲水機定時器 飲水機加裝定時器，深夜時間關機節約能源

定期維護設備 定期維護、檢測電氣設備，以防異常耗能

室內控溫26℃ 室內空調不低於26℃

提升隔熱設計 重視屋頂、外牆隔熱設計，或加裝遮陽設施

減少搭乘電梯 辦公地點上下三層樓不搭電梯

安裝省水龍頭 茶水間、廁所安裝省水龍頭

使用雨水撲滿 利用雨水撲滿收集雨水再利用

減少開公務車 公差外出多搭大眾運輸，少開公務車節省汽油使用

使用電子賀卡 多使用電子賀卡，減少郵件寄送

綠色辦公

綠色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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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綠色時尚行動家
(解決方案表)

班級：                   組別：                 組員：

發現問題

我們的解方

解方說明

與SDGs
相關目標

SDGs很難達成？永續生活離我很遠？還是，其實有些事是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可以

做得到的？讓我們“做點什麼”來幫助地球永續發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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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綠色時尚行動家
(行動紀錄表)

班級：                   組別：                 組員：

行動紀錄

與SDGs
相關目標

行動日期
及時間

SDGs很難達成？永續生活離我很遠？還是，其實有些事是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可以

做得到的？讓我們“做點什麼”來幫助地球永續發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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