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0 年校園循環經濟環境教育推廣課程 

［教案講稿］生活，請減「塑」慢行 

頁碼 簡報截圖 教學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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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學員每天生活當中會使用到哪些塑膠製品

呢？並請同學們簡單分享。由老師歸納同學們

分享的常見塑膠（例如，跟吃有關的、跟上學

有關的） 

那大家知道塑膠用品是怎麼製造及被使用的

呢？讓我們來看看塑膠的旅行日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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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發下學習單：塑膠的旅行日誌，日誌共

有 4 種版本，請老師依人數調配比例） 

引導學員閱讀旅行日誌，並完成日誌下方的旅

行路線圖、及簡易問答題。 

完成後請與周圍同學分享你拿到的旅行日誌內

容。（或老師於各版本挑選１位同學上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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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學習單：問題 1-石油被製成哪種材料〉 

大家有沒有發現４種旅行日誌的塑膠們都是從

石油原料開始旅程的呢？沒錯！塑膠就是從石

油當中經過高溫裂解、重新聚合而成的材料

噢！在１８５０年世界的第一種合成塑膠誕生

了。往後不同的聚合方式生產出不同種類的塑

膠，現今蓬勃的石化工業使我們的生活中有許

多的塑膠產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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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學習單：問題２-這種材料的優點是〉 

為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東西都用塑膠當原料

呢？我們先用飲料瓶的案例來想看看... 

以往的飲料都是以玻璃瓶裝盛，但玻璃瓶笨重

易摔破，運送不方便。塑膠不透氣、不透水，

不容易自然分解等特性，方便保存食品。 

同時具有良好的硬度、韌性、重量輕跟高透明

度等優點，生產成本低且運送方便，於是塑膠

製成的「寶特瓶」就誕生了！不只是寶特瓶，

從剛剛同學們的答案就能知道，生活中有著不

少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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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學習單：問題４-消費者使用後選擇怎麼

處理它〉 

在旅行日誌當中，塑膠們的最終結局分別是：

「回收再利用、隨意丟棄、掩埋與焚燒。」 

回收再利用：可回收的塑膠製品，經過清洗、

挑選、打碎、再製等方式，將廢棄塑膠再次進

行加工，變成日常用品。 

隨意丟棄：隨意被丟棄的塑膠與垃圾們，歷經

風吹日晒雨淋，最終會順著溪河匯集於海中，

造成海洋環境的汙染。 

掩埋與焚燒：未被好好處理的塑膠廢棄物們，

可能會被掩埋會送進焚化爐燒掉，亦也有可能

造成環境上的汙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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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P.23，呼應學習單：問題 4-消費者使用

後選擇怎麼處理它、問題 5－這項產品最終的

下場、問題 6－這項產品造成什麼影響〉 

說到隨意丟棄，我們每天都會用到塑膠，已經

習以為常。就算路邊出現塑膠垃圾也沒有特別

感覺了，來考考你的塑膠敏銳度。 

請問，除了房屋建築跟道路建設，這張照片有

沒有發現哪個東西不屬於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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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原來是餐盒跟塑膠袋 

9 

 

那這張同學們發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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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很常使用的寶特瓶 

前面有提到，塑膠不容易在自然中分解，所以

若是沒有人清理，你過幾年再回來這裡，它可

能還在原地。 

但更可能的是～隨著颳風下雨等因素，流進了

河川又進入到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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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連 結 ： https://youtu.be/BLaI8t_fiGM  

（原始影片來源：島人海洋文化工作室） 

同學們從影片中看到了什麼？ 

野生動物大多是很有警覺性的。潛水員靠近的

時候，海龜趴在珊瑚礁上一動也不動是正常的

嗎？ 

為什麼海龜體內排出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把塑膠吞下肚？（誤認為水母或石

蓴） 

例：有時候塑膠袋內有空氣，海龜一口吞下肚

結果無法消化，也難以下沉覓食，就在海面上

載浮載沉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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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中，哪個才是海龜愛吃的水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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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分辨塑膠袋跟水母的差異，但野生動 

物沒辦法分辨。 

塑膠袋在海裡飄啊飄～很容易就被當作食物吞 

掉，卡在胃裡沒辦法消化。 

同學想想，最後這隻海龜會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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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被我們亂丟的塑膠飲料杯困住爬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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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被塑膠套纏住，因為不像人類有靈活的

手腳可以脫掉 

導致身體被綁著就變形，內臟都移位了。如果

你的腰被緊緊勒著一條皮帶，每天越拉越緊，

那你有什麼感受呢？ 

16 

 

甚至有的鳥媽媽每天辛苦找食物餵食幼鳥，幼

鳥吃下肚的都是塑膠垃圾，肚子飽飽的，卻得

不到半點營養，最後還是慢慢餓死... 

大家覺得誰最應該對這些環境生態問題負責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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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香鯨是濾食性的動物，每天會吃許多的小魚

小蝦，在濾食的過程中塑膠製品很容易被牠們

吃進肚子裡，例如塑膠漁網、塑膠瓶、塑膠杯

等，這些不是食物的物品對牠們的生命與健康

造成非常大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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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香鯨吃的廢棄塑膠在哪裡?海中的垃圾會隨著

洋流在全球的海洋中移動，越來越多的垃圾在

海中匯集形成了垃圾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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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加勒比海海面上的漂浮垃圾垃圾。 

潛水地點也是充滿了大量的塑膠垃圾，生活在

海中的生物們，會開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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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有沒有參加過淨灘？ 

從去年台灣淨灘統計資料可以知道，海灘上的

廢棄物有 9２%都是塑膠做的，而且約 7 成都

跟我們的飲食有關。 

大家推測看看，與飲食有關，數量最多的又是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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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第一的是寶特瓶，再來是塑膠瓶蓋。與

2019 年相比，寶特瓶與塑膠瓶蓋都多出 5000

多件 

吸管跟塑膠袋、免洗餐具、外帶飲料杯都是海

洋常見的塑膠垃圾 

這些是我們肉眼看的見的廢棄垃圾。那我們看

不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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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猜猜照片中是什麼東西呢？是洗衣粉

嗎？還是小串珠？其實它們是肉眼不容易發現

的「塑膠微粒(塑膠柔珠)」喔！使用含塑膠微

粒的清潔劑，因為無法被廢水處理場過濾所以

會流入海中，加上柔珠容易吸附有害物質，各

式各樣的海洋生物吃入這些吸滿有害物質的物

質，我們再吃下海鮮，你覺得下場會是什麼

呢？ 

除了清潔劑內本身添加的塑膠微粒外，塑膠製

品不容易分解，但在經過日曬、氧化也會慢慢

碎裂成小碎片或更小的塑膠微粒，它們一樣佈

滿在海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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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塑膠微粒就會殘存在海洋生物的身體裡，

當我們食用海鮮時，也代表著這些塑膠微粒將

透過食物鏈，進到人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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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都知道這些東西會破壞環境，也傷害

野生動物那我們要如何減少環境中的塑膠垃圾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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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學習單：問題３－塑膠特性、問題４－-

消費者使用後選擇怎麼處理它〉 

因為我們的生活習慣，讓塑膠製品以非常快的

速度被丟棄。 

首先，我們應該每天將手邊使用過的塑膠做好

回收，讓它可以循環再利用，減少垃圾量。 

老師帶著看 1~7 號的案例： 

1 號 PET 韌性佳、重量輕，透明好設計，最常

看到被用來裝汽水、醬油 

2、4 號是半透明、耐腐蝕、耐酸鹼的 PE，一

般 2 號會盛裝清潔劑、藥罐、牛奶罐；4 號會

製作塑膠袋、保鮮膜 

3 號 PVC，可塑性高！可以製成保鮮膜、雞蛋

盒，但高溫下會釋出致癌物，燃燒易產生戴奧

辛 

5 號 PP，硬度高、耐高溫，是唯一可放進微波

爐的塑料。可以製成微波容器、環保杯、豆漿

瓶、瓶蓋 

6 號 PS 會做成保麗龍餐具、泡麵碗、冰淇淋杯 

7 號 other：回收處理較困難。 

 

大家只要記得，有回收標誌的物品都可以回

收。如果沒有回收標誌，就檢查有沒有塑膠編

號，有的話清洗乾淨後一樣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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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我們平常所使用到的塑膠這麼多，那是

不是我只要做好資源回收，對環境就不再造成

任何影響呢？ 

ex.回收的寶特瓶如果要再當成原料製作再生寶

特瓶，仍需要額外加 70%的新料 

ex.有些複合性的塑膠產品是不能回收的，像是

塑膠玩具 

所以更好的方式，是減少使用這些「一次性」

的塑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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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產品從製造、使用然後丟棄，生命結束！

這樣一直線的模式叫做「線性」。 

我們平時做好回收工作，再度使用這些資源，

就可以延長它們的生命，垃圾量也會減少。 

所以今天想要給大家一個新的觀念就是「循

環」經濟，也就是「零廢棄物」。 

不只是塑膠，回收來的各種資源都可以完全被

利用，不再是過去人們眼中的垃圾。 

但依照現在的技術，我們還沒有辦法 100%將

所有的產品都重新分解回原料，即使剛剛介紹

1-7 號的塑膠，都各自有不同的特性，需要不

同的技術去處理，花費許多金錢。 

來看看台灣有那些塑膠循環的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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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學習單：問題４－-消費者使用後選擇怎

麼處理它〉 

大愛感恩科技，將寶特瓶經過清洗、回收、挑

選後製成寶特紗，在將抽成紗的材料製成救災

用的毛毯、機能衣、或是相關的產品。將寶特

瓶進行了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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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學習單：問題４－塑膠資源回收〉 

宜蘭的不垃圾場，將收集整理過後的海洋廢棄

物、商店及家庭廢棄物，藉由藝術設計、塑膠

再生機等的再製，賦予這些廢棄物們新的生

命。例如製成環保提袋、花籃、刀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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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學習單：問題４－-消費者使用後選擇怎

麼處理它〉 

大豐環保科技在台灣有多個資源回收站，回收

各式各樣的廢棄物，其中回收的廢棄塑膠一樣

會經過清洗、挑選，最後經由機器製成再生的

塑膠原料。這些再生的塑膠原料將製成其他的

產品，減少新原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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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達到「零廢棄物」目標之前，各位能

做的是先想想如何減少使用生活中的塑膠製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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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五張照片，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容易

看到的畫面。 

請針對照片內容，分組討論哪些是塑膠製品或

一次性物品。想想除了使用後回收，有沒有其

他替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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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人去市場賣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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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助餐去買便當…. 

35 

 

買杯飲料清涼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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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拿到的飲料是這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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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買乾糧零嘴... 

無包裝商店：臺北三時生活實驗室、新北三重 

Unpackaged. U、新北板橋零居、新北貢寮狸

和禾小穀倉、臺中大里家務室、臺南富穀樂糧

行、宜蘭飛魚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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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今天的分享，我們總結 3 個可以身體力行

的循環方法。 

請大家重新檢視自己每天使用到的物品，有哪

些是你用過一次就丟的？ 

試著想看看替代方案，思考能重複利用的方

式，延長它被使用的時間。 

最好的方式是從源頭減量，減少使用這些塑膠

製品，還給大自然乾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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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環理念中，環境中沒有廢棄物，只有擺錯

位置的資源。 

「零廢棄」是我們生活的最終目標，也是保護

環境的最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