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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家庭中的食衣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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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教師補充說明：這組同學的前言部分，太過簡略，比較像筆記式的寫法，

應改為文章式的敘述會更好。） 

（一）、序言： 

  在強調永續發展的今天，『永續發展』 直接的實踐便著落在『綠色生活』。

而我們生活的實際內容很多是透過消費的方式來進行，因此『綠色消費』就變得

非常重要。 

  而什麼是『綠色』呢？舉凡對環境友善（如：省能源、省資源、低污染、低

毒性）的事項，均可稱為『綠色』。 

 

（二）、綠色家庭： 

 １、綠色家庭→日常生活、綠色生活。 

  是為發生在家庭中且隨手可及的事務，因此也為日常生活之一部分。 

 ２、可近性、可及性。 

  綠色家庭也為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因此並非像是重大環保事件如：河川整

治，如此遙不可及。可近性、可及性表示為隨手可為之的舉動，例如隨手關燈、

節約用水。 

 ３、是積極的參與環保活動。 

  綠色家庭是積極參與社區環保活動，帶頭實施綠色生活方式的家庭。通過這

些家庭影響和帶動其他家庭選擇綠色生活方式，使更多的家庭加入到綠色家庭的

行列裏。創建“綠色家庭”是實施綠色社區的一項細胞工程，綠色社區的每個家

庭都要通過選擇綠色生活來參與環保。 

 ４、由生活週遭食衣住行著手。 

  食、衣、住、行為人日常生活中必備的元素，要探究綠色家庭就必須由日常

生活中所接觸的層面做探討。 

 ５、個人→家庭→團體→社區→社會。 

  家庭為社會化的重要起始點，在講究環保的社會中，由家庭帶頭做起環保事

件以向外推展至團體、社區、社會，是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為個人學習環保、

綠色概念的起始點。 

二、生活飲食 

（一）、把食綠化： 

  從古至今，飲食文化起了很大的變化，免洗文化、塑膠文化、速食文化、加

工文化等等，在在充斥於現代人的生活中。許多小細節是環環相扣的，我們可以

藉由實踐生活中綠色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地球，以下就舉數例來作為代表。  

 １、選擇時令蔬果： 

現代人多數沒有時令蔬果的概念，不知道夏天是瓜類的當造季節，冬天則是

以吃蔬菜類為主。若不依時令進食蔬果,就大有可能吃下並非天然生長、以化肥

種植或基因改造的農作物，雖然想吃的東西幾乎在四季都買的到，但實在不是天

然且身體健康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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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自備購物袋，塑膠袋重覆再利用： 

塑膠袋是由石油原料提煉製成的，不僅本身不易再分解,生產過程也會污染

環境。如果任意棄置,更將造成河川堵塞和環境髒亂。雖然先前也提倡使用紙袋，

不過紙袋雖較容易分解，但造紙也是高污染的工業，樹木的坎伐其生態代價亦不

低。所以，自備購物袋不失為節省塑膠袋和紙袋的好方法。 

 ３、購買簡單包裝的食用品，拒絕多於包裝： 

許多人喜歡購買華麗繁複的包裝產品，當我們把產品帶回家發現，丟棄不用

的大型包裝盒和保利龍確實產生了很多的垃圾量。這些垃圾使我們掩埋場空間不

夠使用，也會增加焚化爐的工作量。包裝是為了使食品和用品達到保存的目的，

多餘的包裝徒使產品的售價更昂貴而已。我們購物時應考慮選用包裝材料可生物

分解或再生的用品，不僅應自備購物袋，在不影響品質之下，更要選擇包裝愈少

的物品。  

 ４、少吃急凍及空運的食品，多選購本地及鄰近地區的產品： 

首選本地或鄰近地區出產的蔬果，這類農產品毋須經過長途運輸，既可避免

使用大量防腐劑，更節省燃料資源,減少污染環境。 

  ５、少吃肉類： 

全球許多國家、地區為放牧或生產養牛的飼料，而砍伐農耕地或森林，以發

展畜牧業。在美國，畜牧業耗水量是所有行業耗水匯總和的一半以上。畜牧業廢

水是水污染的主要來源，以全國來說，養豬、養雞、養鴨所造成的水污染，是水

質源優養化的元凶。 

全球嚴重饑荒的人口，只須四千萬噸穀物即可吃飽，單是西方拿去餵飼牲畜

的穀物，即達五億四千萬噸。欲生產一公斤的肉，必須消耗十公斤的穀類飼料。

養活一個肉食者所需的耕地，可養活二十個完全素食者。 

人類許多疾病均起因於血液中酸度過高，追本溯源即吃肉太多之故。所以少

吃肉食不但是為健康著想，同時也為求環境多一份保護。  

 ６、減少使用免洗餐具： 

現代人生活忙碌，忙得有時連三餐都無法在家進食。不論餐廳或攤販業者，

大都喜歡提供「用了就丟」的免洗筷子給顧客使用。認為乾淨衛生，不會吃到別

人的口水避免傳染疾病。免洗筷子是竹子做成的，用一次即丟棄，並且加浸大量

防腐劑。許多人每天都有在外用餐的機會，如果我們隨身準備一雙自用的筷子，

而不用免洗筷子，每人每年就可以節省三百多雙竹筷子。同理，我們也要儘量少

用免洗的湯匙、刀叉、杯子、碗、盤等。日前環保參具備大力的推廣使用，其目

的就是希望可以減少免洗餐具的使用量，不僅方便時用又可以避免食入 一些防

腐、漂白劑等等的化學物質。 

 ７、選擇可重覆使用的器皿： 

重複使用(Reuse)是環境保護 4R(Refuse，Reduce，Reuse，Recycle)裡重要的一

環。在家裡的飲食器具中，我們應發揮精緻又有個人品味的食器文化，且食器不

求多，夠用就好。選用食器以堅固耐用為原則，例如：陶瓷、玻璃製品，只要小



 4

心洗滌使用，即不易破損。玻璃器皿有耐酸鹼、耐高溫之特性，裝任何東西都不

怕釋出有毒物質，清洗後即可重覆使用。不銹鋼製品耐碰撞、好清洗，是符合環

保的廚房用品。鋁鍋不適合與酸性食物接觸，若以鋁鍋烹煮酸性食物，釋出的鋁

質氧化後產生過氧化鋁，蓄積體內對人體有害。使用者應選擇安全又環保的食

器，以維護健康。  

 ８、拒用保麗龍製品：  

目前垃圾是台灣 嚴重的環境問題之一,如何減毒減廢、重覆使用及資源再

生,確實須要大家的努力。 保麗龍是以發泡聚苯乙烯塑膠製成，聚苯乙烯中的苯

乙烯單體及殘留量可能較高的乙苯都是毒性物質，遇熱釋出，若積存人體中將有

害健康；在製造過程中使用的氟氯烷會破壞臭氧層；丟棄掩埋後更是千古不化的

污染物；因質輕，易隨風吹至河道、溝渠，堵塞出水口，甚至造成水患。 

目前餐飲業大量使用的保麗龍，不但不適合盛裝攝氏 100 度以上的食品，而

且在大自然中無法分解，回收時常因油膩不堪而無法再生，只好丟棄，其蓬鬆的

體積更造成垃圾場的嚴重負擔。  

大家應拒用保麗龍這種不安全又不環保的容器，用餐時自備餐具或選擇以陶

磁或不銹鋼為餐具的餐廳，不但可減少垃圾，更可斷絕生產保麗龍時所造成的資

源、能源消耗及環境污染。  

 ９、多買自然粗操的有機產品，少吃加工精緻或基因改造產品。 

  有機產品的食用目的在於提倡自然新鮮的蔬果，不經由人工添加化學物質，

以維護 自然的狀態。如此一來，消費者就無須擔心食入過多危害健康的人工添

加料。市面上的有機食品都皆須經由政府相關單位認證的把關才得以販售，經由

正確管道購買或是有品質把關的產品才得以吃的安心且不花冤枉錢。目前有機

認證大多以如下的基金會或是協會來做檢驗。 

（１）、「財團法人國際美育然生態基金會」MOA 

（２）、「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TOAF 

（３）、「臺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TOPA 

（４）、「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FOA  

 

（二）、補充：有機飲食 

  有機是一種承諾，承諾致力於與大自然取得平衡，取用對環境及生態影響

少的方法與原料的方式與技術。是零污染的食物。有機的生產系統能夠： 

１、重新補足並維持土壤的肥沃度。 

２、拒絕使用有毒的會長期殘留的化學殺蟲劑及肥料。 

３、創造生物多元化的農業方式。  

  此種有機蔬菜所含的維生素、礦物質、纖維素都較高，但水分比一般蔬菜少，

因此營養高、風味佳、耐儲存，更重要的是富含能量，對人體不會造成毒害，能

提供生機、能量，是 合乎自然健康的食物。 

  我們現在宜提倡自然農耕，其定義是依循著大自然的法則，以維護土壤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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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培育為基礎，絕不使用任何化學肥料、農藥和各種生長調節劑以及任何有

殘害土壤的添加物的農業生產方式。若自然環境良好，土壤、水源皆無污染，不

施用任何化學藥劑、肥料，這樣栽種出來的蔬菜不含化學藥劑及重金屬污染，硝

酸鹽含量亦低，其植株挺拔，莖、葉光澤鮮亮、根系很多，果實碩大，植株上常

留有蟲孔，甚至活生生的小蟲。此種有機蔬菜所含的維生素、礦物質、.纖維素

都較高，但水分比一般蔬菜少。因此營養高、風味佳、耐儲存，更重要的是富含

能量，對人體不會造成毒害，能提供生機能量，是 合乎自然健康的食物。再

來有機飲食可減少環境污染保護地球。例如化學農藥會留在泥土內，再

經地下水流到河水，無異污染了食水。 

 

三、生活衣著 

（一）、你用的洗衣粉有環保概念？ 

  由於社會大眾對洗衣粉排入河流後造成的問題十分關切，因此導致某些品牌

的洗衣粉改變成分，其中一項重大改變是，去掉洗衣粉內所含的一種叫做磷酸鹽

的化學物質。磷酸鹽可以增進去污功效，也可以增加泡沫，但是它們到了湖裡和

河裡，就會導致藻類迅速繁殖，把水中所有的氧氣都吸收光，而使其他生物窒息

（洗衣粉並不是磷酸鹽唯一的來源，下水道流出的污物，以及農田排出的肥料與

農藥也都含有磷酸鹽）。 

  普通洗衣粉大都含有去污的「界面活性劑」、除掉污點和防止白衣服變黃的

「漂白劑」、讓洗好的衣服看起來更鮮明的「螢光劑」和「潔白劑」，以及防止

洗衣粉發黴的「防腐劑」。界面活性劑 令人擔心的一點是，它們是由石油提煉

出來的，而石油是不能再生的資源。漂白劑─又稱過氧化物，去油脂的效果很好，

但因其含化學成分，不僅對人體有害，並會傷害衣料。 螢光劑又叫做螢光增白劑

或螢光漂白劑，螢光劑分子對光線的吸收能力很強，在吸收光能後會產生離子化

的現象，並發射出藍白色的螢光，而產生視覺上潔白的效果。螢光常為 各類含

有無機磷的礦物質可吸收強烈紫外線的有機金屬化合物。螢光增白劑係供纖維和

紙張吸收時，具有使黃色增白的補色效果，因其具有毒性，故在食品方面都禁止

使用。由於食品中亦存在有自然的螢光物質，因為含量少且不具毒性，所以可安

心食用；但一般應用於工業上的螢光劑大多都是具有毒性的物品。 

  如果你在洗衣粉的盒子上看到「生物性」幾個字，千萬不要把它和「可由生

物分解的」這幾個字搞混了。（「可由生物分解的」一詞是環保方面的常用詞，

「可由生物分解的」清潔劑，是指其中所含的成分會在變成廢物之後慢慢分解和

停止發生作用。）「生物性」洗衣粉是指洗衣粉內含有幫助污點溶解，並且使洗

衣粉能與冷水混合的「酵素」。 

 

（二）、什麼是環保服飾？ 

  一般認為，只要採用天然材質，如棉、麻作為素材，且在製作衣服的過程中，

不加入會破壞大自然環境的物質，如化學染料和合成纖維，就能稱為環保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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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真要嚴格界定起來，從原料、染料到設計、製造必須都符合環保，如材

質的選用限於棉麻，栽種過程必須以不添加農藥等等。 

  在環保服飾製作過程中，資源回收是個十分重要的觀念，許多回收物，都可

能成為環保服飾的一部份，如舊衣服、紡織廠廢棄的纖維，可做為再生的衣料；

衣服的配件則可利用植物的核果或舊報紙、舊輪胎等再製而成。有些廠商回收保

特瓶後，將它切割壓碎、熔成塑膠粒，再加壓成如髮絲般的細條， 後與棉混合

織成布，裁剪之後，就能製成市面上販售的衣服。 

  「回收不僅能減少資源上的浪費，更能增加廢物利用的機會」。在美國，有

一套回收辦法，就是衣服穿舊了，可以交給再生工廠利用，工廠會把衣服分解成

纖維，再拿去重新染色；此外，包裝衣服的紙袋或塑膠都貼有回收的標籤，如果

顧客不需要，可以回收再使用。 

  從以上的觀點，我們不難發現，在材質上，環保服飾與一般衣飾並沒有什麼

兩樣，大多是棉麻製品，不同之處至只在於棉麻的種植方法不同。環保服飾採用

的棉麻係來自有機棉。所謂有機棉，是指種植時，必須選擇長達三年不用農藥，

並停止使用人工化學藥劑，讓土質自然汰換的耕地，這三年所種的就叫有機棉。

而「撇棄不必要的人工，完全採用自然的過程」正是環保服飾的 大製作準則。 

  不過，消費者可以發現，環保服飾的價格要比一般衣服來得貴些，究其根由，

是出在整個回收製造的過程上。回收再製經過層層關卡，又須除掉一些不必要的

雜質，大大增加了成本上的負擔。而且環保服飾用了大量自然的材質，大部份都

不能大量製造，如有機棉不用人工化學肥料，生長速度當然就不及大量種植的棉

花，取得自然比較慢，數量少，相對也會增加成本。且非有機生長的棉樹上，噴

灑的殺蟲劑很可能會遺留在消費者身上，危害到人體的健康。 

 

（三）、水溶性乾洗： 

  絲質，送乾洗！羊毛，送乾洗！皮衣，送乾洗！消費者似乎都有一種觀念，

價值不菲衣服一定要送乾洗，才能讓寶貝衣物不被損傷。但是，到底什麼是乾洗？

而當乾洗的衣服已經洗好，消費者被通知去取回送洗衣服時，拿到衣服的瞬間雖

然感覺衣服乾淨了，但似乎會微微的聞到一種酸酸的味道，腋下的一些汗漬也隱

隱約約的還卡在衣服上，讓消費者不禁要抱怨，怎麼連乾洗都洗不乾淨呢？ 

  仔細探究，乾洗後所殘留的異味，是因為傳統乾洗所用的洗滌溶劑，多半會

過濾重複使用，雜質會累積無法完全清除，導致衣服白色不容易洗白，花色顏色

不鮮豔，乾洗多次後衣料會變硬。 

１、 傳統乾洗： 

  其實傳統乾洗就是指使用石油系、四氯乙烯或其他乾洗溶劑從事衣物之清

洗、溶劑脫除、烘乾等作業，由於所使用溶劑幾乎不含水分，所以稱之為乾洗。  

根據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的調查資料發現，目前國內約有 97%之乾洗業者使用石油

系溶劑為乾洗溶劑，其餘約 3%之業者則使用四氯乙烯為乾洗溶劑。不過大部分

石油系乾洗業者中，有裝設污染防制設備之家數比率小於 1%之總業者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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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石油系乾洗油主要成分有壬烷、癸烷、十一烷、乙基苯胺、二甲基十一烷、

甲基己烷等，此外部分乾洗溶劑還包含苯、甲苯、二甲苯等成分。 

  因此用石油來洗衣的過程所排放的廢氣，可能產生之毒性如刺激皮膚、眼

睛、鼻子、喉嚨等，且在高濃度乾洗油蒸氣環境中，會導致暈眩、頭昏眼花，並

可能導致皮膚脫水、脫脂而導至潰瘍和皮膚炎。嚴重時會造成血液攜氧能力降

低，可能使心臟或腦組織的氧濃度過低而引發危險。 

  另外一種已經受到政府管制的乾洗溶劑-四氯乙烯是一種高揮發性的有機溶

劑。具有中樞神經系統麻醉效果，急性高劑量暴露可導致噁心、頭痛、沒有食慾、

混亂、暈眩、神智不清及失去意識，意外地大量過度暴露可能導致死亡。長期過

度暴露可能影響神經系統，長時間暴露也可能造成皮膚刺激、乾燥皮膚炎及皮膚

剝落。慢性高劑量暴露可能導致肝臟及腎臟病變。 

２、 環保乾洗： 

  其實，在高雄地區，甚至是屏東、台南、彰化縣市，已有部份洗衣業者捨棄

傳統乾洗油，而改用更環保之水性乾洗溶劑。這個環保的水性界面活性劑，以不

具揮發性有機物的界面活性劑替代石油系、四氯乙烯乾洗溶劑，再加上配合控制

洗衣機機械轉動速率，成功的找出一個 小縮水率，讓寶貝衣服不僅維持原貌，

並達到 佳洗淨效果。而且水性乾洗的好處是沒有化學氣味，不傷皮膚，汗味污

垢清除效果非常好，洗劑不重複使用，衣料白色或花色比較能維持原色。 

 

（四）、皮草從哪來？ 

  在閃亮的伸展台、美麗的皮草背後，隱藏的卻是虛偽而殘酷的謊言。皮草商

總是對外宣稱，自己使用的皮草都來自受到「人道對待」的動物，所有養殖農場

都對其養殖環境、飼料和動物健康作了 好的控制，以確保皮草達到 理想的品

質。但事實是，大多數被養殖的皮草動物，如狐狸、貂、海狸等，終其一身都被

關在狹小的籠舍內，忍受便溺的惡臭和失去自由的痛苦。這些皮毛動物原本天性

好動、敏感，且行蹤隱匿，卻因為長期的禁閉而反覆在籠子內不斷繞圈打轉、搖

頭晃腦，或因無聊而一動也不動，呈現出不符其自然天性的病態行為。而在大限

到來的那一天，這些動物則可能被施以電擊（這還算是「人道的」處決過程）、

或是下毒毒死；至於因缺乏動物福利法律而躍升為世界 大皮草生產及貿易國的

中國，則是將動物活生生重摔、斷尾、剝皮，製作行徑更令人心寒。 

  皮草商的另一個謊言是，「合法取得」的皮草就不殘忍。然而，在歐美「合

法」的皮草，卻也可能來自殘忍對待皮草動物的國度，只不過因為動物不在歐美

飼養不違反當地法令罷了。例如許多德國、西班牙等歐洲皮草產品，有不少是由

中國生產、加工出口的，台灣絕大多數的皮草也都來自中國。事實上，近年來崛

起（且惡名昭彰的）的中國河北大型皮草工業製造區，更和知名的北歐皮草世家、

丹麥皮草拍賣行等組織建立了密切的技術合作關係；許多中國血腥屠宰、剝皮得

來的皮件，也都論隻計價地流入皮草單幫客手中，然後再被輾轉賣給大型皮草原

料批發商或是皮草大衣、飾件的製造廠。而所謂 SAGA 的品質認證，是根據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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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顏色清晰度等標準所發予，與製造時對待動物的方式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就是說，合法取得未必能確保皮草動物生前必定被妥善人道地對待。 

  而皮草商的第三個謊言則是，因為皮草動物是養殖的，不是從野外捕捉來

的，所以穿戴皮草就和「動物保育」沒有關係，不會破壞環境生態。但事實是，

人工繁殖的動物一樣有生命，都需要被人道且合理的對待，不論牠是不是保育類

動物。此外，養殖農場也可能引發外來種進入原不屬於牠棲地的生態浩劫，如德

國皮草動物農場發生過浣熊逃脫、冰島發生過貂逃脫、美國發生過河鼠逃脫事

件，這些逃脫的皮草動物免於一死，但在野外自行繁殖卻對當地原本的生態造成

了不小的衝擊，有些狀況甚至至今人們仍束手無策。而且，皮草動物農場所排出

的糞便、污水、甚至是屍體，亦會對當地的水質和土地造成污染。更何況，皮草

加工的過程中包括洗皮、染皮等步驟，使用到甲荃、鉻等化學藥劑，亦會污染水

源和環境。美國環保署研究發現，兩家毛皮工廠所造成的污染代價竟然高達 160

萬美金。而從養殖、宰殺到加工製作，一件皮草所耗費的能源更是人造衣物的好

幾倍。也因此，皮草製品對環境的傷害，不光只是傷害動物而已， 終還傷害了

人類與動物共同居住的環境。 

 

（五）、把環保穿在身上： 

  如果能將「環保概念」和「穿衣哲學」相互結合, 那非但解決了「出門永遠

少一件衣服」的煩惱，能享受健康自在的穿著樂趣。 

    對孩子來說，健康就是環保，因為小孩正值成長階段，衣服的汰換率本來就

很高，父母如果給他們買了過多的衣服，無形中就製造了許多垃圾。再者，由於

現代的孩子成長於物資豐盛的時代，很難感受資源的重要性，因此，父母必須特

別用心灌輸他們 「惜物」 的觀念，讓孩子養成在不同場合，從事不同活動穿不

同衣服的習慣。 

    至於大人的服裝，我們覺得知識就是環保，儘管大部份的女性都知道要節約

資源，少買衣服，可是每次出門卻又老是覺得 「衣櫃永遠少一件衣服」。不少

女性之所以會經常產生這種 「環保矛盾情結」，問題便出在她們缺乏對衣服的

規劃能力，再加上消費大眾對質料的了解度普遍不夠，才會造成「買的衣服永遠

不是想穿的那一件」的情形。 

  要想做好環保同時穿出品味，首先對各種質料要有基本的了解與辨識能力，

同時多看與服裝相關的報章雜誌，加強色彩與款式的搭配能力。最重要的是，上

街選購衣服時，除了要注意款式好不好看外，還要仔細認清布料的成份，以及洗

滌方式，才不會買錯衣服或洗壞衣服，既造成金錢浪費又製造環保垃圾。 

 

四、生活交通 

  汽機車的油耗支出占家庭能源開銷的大宗。以每年行駛 15,000 公里計算，排

氣量 1,200～1,800cc.的一般車款，平均每公升汽油只跑 13.4 公里，油耗效率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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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標章車款（15.3 公里／公升），而油耗表現優異的車款，平均值可達每公升

16.6 公里，一來一往，每年約可節省 216 公升的汽油，相當於 5,724 元的油費。 

（一）、把「交通」綠化： 

 1.近距離路程可騎自行車或走路 

  2.多用公共交通工具，必要時才乘計程車。 

  3.盡量不買不用私家車，如使用的話妥為保養。  

  4.選購汽車時注重性能及耗油量。  

  5.交通工具使用無鉛汽油或電動能源車 

  6.用省油的方法開車 ( 例如保持合理車速，避免急剎車 ) 。  

  7.盡量一車載多人。 

（二）、綠色能源：燃料電池 

  全球能源的來源有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氣及煤等）、核能、水力、地熱

及太陽能等，其中以化石能源所佔比率 高，其次是核能，至於水力、地熱及太

陽能等所佔比率則相當低。化石能源在燃燒之後，會產生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及碳氫化合物等，以往在一味追求經濟成長之情況下，因大量使用造成

嚴重空氣污染及溫室效應，如何抑制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國際間極為關心的問題。 

    燃料電池（Fuel Cell），是一種發電裝置，但不像一般非充電電池一樣用完就

丟棄，也不像充電電池一樣，用完須繼續充電，燃料電池正如其名，是繼續添加

燃料以維持其電力，所需的燃料是「氫」，其之所以被歸類為新能源，原因就在

此。 燃料電池的運作原理也就是電池含有陰陽兩個電極，分別充滿電解液，而

兩個電極間則為具有滲透性的薄膜所構成。氫氣由燃料電池的陽極進入，氧氣（或

空氣）則由陰極進入燃料電池。經由催化劑的作用，使得陽極的氫原子分解成兩

個氫質子（proton）與兩個電子（electron），其中質子被氧『吸引』到薄膜的另一

邊，電子則經由外電路形成電流後，到達陰極。在陰極催化劑之作用下，氫質子、

氧及電子，發生反應形成水分子，因此水可說是燃料電池唯一的排放物。 燃料

電池所使用的「氫」燃料可以來自於任何的碳氫化合物，例如天然氣、甲醇、乙

醇(酒精)、水的電解、沼氣…等等。由於燃料電池是經由利用氫及氧的化學反應，

產生電流及水，不但完全無污染，也避免了傳統電池充電耗時的問題，是目前

具發展前景的新能源方式，如能普及的應用在車輛及其他高污染之發電工具上，

將能顯著改善空氣污染及溫室效應。 

   燃料電池在汽車上的技術，由於燃料電池本身就是一個發電裝置，能驅動馬

達提供汽車動力，而現今的燃料電池車馬達上大多具備汽電共生的技術，將反應

時釋放的廢熱回收成電能回收到電瓶內，提供加速或爬坡時電力補足，將動能轉

變為電力回充在電池裡，提升燃料電池車的總效率。倘若該車是燃油電力兩用

車，產生的熱能也可以再循環去推動發電器。因此，正確來說，這種電池叫做質

子交換膜燃料電池。然而，觸媒白金價格昂貴，若減少其使用量，操作溫度勢必會提升。再

者，白金容易與一氧化碳反應而發生中毒現象，因此比較不適合用在大型發電廠，而適合做為汽

車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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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與日本汽車工業發達，長期以來亦積極研發替代汽油的燃料技術，其

中，對於燃料電池汽車技術寄予厚望，投入的研發資源遠超過定置型與可攜式發

電系統，但是車用市場對於價格的要求較為嚴苛，因此一般預測車用燃料電池大

量商品化的時間可能要延至 2020 年之後。定置型發電系統以日本發展為 快，

多家日本公司發布消息將在兩三年內推出家用定置型商品，發電容量約在 1 瓩左

右，並將燃料電池發出的廢熱回收用以加熱冷水，供應家庭洗滌用途。 

   這種能源對於市場而言屬於一種破壞型科技，也就是說會衝擊現今原油市

場，汽油價格，甚至汽車的價格。引起的波動是全面的，因為他是一種革命性的

創新。 

 

（三）、環保車： 

  油價不斷飆高，令開車族大喊吃不消！面對全球石油短缺的危機，車廠們都

積極開發各種替代能源的車輛，不但能替駕駛人省荷包，更能為地球環保盡一份

心力。 

    環保動力車流線的造型、輕巧的車身尺寸，擺脫過去電動車給人"笨重"的感

覺。環保車的動力是採用新一代鋰氫燃料電池，充電插頭就設在前保險桿氣壩，

只要以家用電力充電８小時，就可充飽電力， 遠可以開二百公里；如果是利用

特殊的快速充電，只要充電 15 分鐘就可以充滿八成以上的電力，相當方便省事。

然而氫是許多工業的副產品，甚至社會上對氫的需求是很低的。因此成本上面是

沒有問題的，那麼相對價格也不會十分昂貴。 

    早在 2001 年，豐田（TOYOTA）推出的 Prius 車款已在我國上市。根據日本

測試，豐田的油電混合車 Prius，每公升汽油可行駛 35.5 公里，等於只要加滿 10

公升汽油，就可從台北一路殺到高雄。即使是標榜省油、經濟的國產小車 Vios、

Solio，甚至是 800cc 的迷你車 Matiz，也只有每公升 15～18 公里的油耗水準。Pirus

是一種雙引擎的環保車（汽油引擎，電動引擎）當汽油引擎在制動或減速時，電

動引擎會自動充電以保持電力充足的狀態。本田也在 Prius 之前，於本地推出汽

電兩用的 Insight，但由於該車為 1 公升，且雙座位，因此銷售成績不佳。 

    細數當今 紅的環保車，首推 Toyota 的 Prius。它不僅是全世界第一款量產

的 Hybrid，去年更在美國熱銷 5 萬多台，打下 61％的美國 Hybrid 車市佔率。進

口 Prius 起碼要價 130 萬元，很難跟只賣 50 萬的同級國產車競爭。不少先進國家，

便透過政策補貼與租稅優惠，替消費者降低購車門檻。如在美國購買 Hybrid 的

車主， 多可享 2,000 美元（約合台幣 6 萬 3,000 元）的購車津貼。在英國，Hybrid

進入倫敦市區時，也免徵 5 英鎊（約合台幣 300 元）的行車規費。近來環保署也

開始計畫，將空氣汙染防制費中補助機車定檢的 6 億經費，拿來推動汽車定檢及

補貼油電混合車。 

再不然，就是車商必須先自行吸收成本，之後再追求市場起飛後的量產規模。

例如在歐洲，由於引擎成本使然，柴油車通常都比同級汽油車貴上一成。但為了

加快推廣速度，國內不少柴油車商都刻意縮減柴油車的價差，甚至出現柴油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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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車同價的情況。如 Prius 當初剛在美國上市時，也是先用低於成本（2.1 萬美

元）的 1.8 萬美元（約合台幣 56 萬元）販售，才慢慢炒熱市場。 

    雖然這項發明並未獲得預期中的熱烈迴響（馬路上加汽油的車還是滿街跑）

但可以想見的是，這樣的概念車款會是未來趨勢，同時也解決了石油僅能供給全

球使用 40 年的能源危機。 

 

（四）、生質柴油： 

  『生質柴油』（Biodiesel）屬於再生能源的一種，是將動植物油脂或廢食用

油（三酸甘油脂），經交酯化反應、中和、水洗以及蒸餾等過程所生成，具有生

物可分解和無毒等特性，由於其燃燒特性與石化柴油相近，因此可與石化柴油任

意比例調配使用，降低石化柴油所排放的廢氣污染。 

    生質柴油』（Biodiesel）屬於再生能源的一種，是將動植物油脂或廢食用油

（三酸甘油脂），經交酯化反應、中和、水洗以及蒸餾等過程所生成，具有生物

可分解和無毒等特性，由於其燃燒特性與石化柴油相近，因此可與石化柴油任意

比例調配使用，降低石化柴油所排放的廢氣污染。 

生質柴油的原料來源為動植物油脂或廢食用油，因此只要回收廢食用油與穩

定能源作物供應來源，便能維持生質柴油的穩定供給，而不會有如石化能源耗竭

的危機；再加上生質柴油的生產速度快，台灣目前的第一座生質柴油示範廠，以

每批 4 噸廢食用油，只需 8 小時就可以製造 4 公秉生質柴油，因此若十月初啟用

的生質柴油示範廠成效良好，未來可繼續興建生質柴油廠增加生質柴油供應量，

以逐步取代石化柴油。  

以植物油脂製造生質柴油的成本偏高，為其推廣的 大難點。若能回收一般

家庭消費單位、餐廳、速食店、油炸食品業等之廢食用油，投入製造生質柴油，

除了可降低生質柴油的製造成本，另一方面，廢食用油的再資源化，可降低廢食

用油對環境的污染，因此未來若能建立廢食用油回收系統，將可達到降低生產生

質柴油成本與降低廢食用油污染的雙重效果。 

灣於 2004 年初開放柴油小客車市場，由於柴油車具備引擎扭力大、省油效

率高的好處，一公升柴油可以跑 20 公里以上，為消費者購車的新選擇。再則，

國際油價的持續上漲，一公升約 16 元柴油相對汽油便宜，若未來柴油小客車需

求提高，將帶動生質柴油的需求，可視為生質柴油發展的一大契機。 

生質柴油為符合環保訴求的綠色能源，可有效降低柴油機動車所造成的廢氣

污染，有鑑於台灣目前柴油引擎車約佔所有機動車市場約 5%，但柴油車排放的

污染量卻是所有機動車排放污染量的一半，因此，若國內柴油車改用生質柴油，

將可大量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由於大排氣量的汽油引擎難以通過日趨嚴格的環保法規，歐洲的雙 B 車廠

Audi 以及韓國雙龍、甚至國產品牌，近年也都紛紛改研發大排氣量的柴油引擎

或柴油電池的混合動力系統來準備取而代之，也許等到未來技術發展成熟，屆時

柴油車將席捲車壇也不一定。目前柴油車款在歐洲的佔有率已經接近一半，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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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加速攀升中，一方面是因為其高昂的油價及嚴格的環保法規，另一方面也是

因為柴油車款近年來的技術突飛猛進，讓消費者樂於去接受柴油車款。 

柴油引擎具有以下優點： 

１、能量密度高：在日常使用的各種燃料中，柴油的能量密度 高。 

２、柴油的安全性高：與汽油相比，柴油不易揮發，著火點比較高，不容易因偶

然情況被點燃或發生爆炸。 

３、環保： 柴油引擎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二氧化碳排放， 其二氧化碳排放

量， 平均比汽油引擎低 30％－35％。 

４、燃油經濟性：柴油轎車平均比汽油轎車節約燃油 30％－35％。柴油轎車的

保養費用也普遍低於汽油轎車。 

５、另外，柴油引擎馬力強勁，低轉扭力比汽油引擎大，可以提供更好的駕駛樂

趣。但同樣的柴油車也面對著價格問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省下油錢的部份

轉嫁到車子的高單價。現今重要的課題便是需要消費者了解環保車真正的好處，

才能去接受。這樣的作法遠比去設計出迎合消費者需求的車子要有效的多。 

 

 

五、家庭居住 

（一）、省電方法： 

據國際能源總署調查研究發現，先進國家之家庭因為沒有拔插頭所浪費的電

力(待機電力)，約佔總耗電量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一。因此家中除開飲機、電

冰箱等需 24 小時用電外，其他電器長時間不用時建議將主電源關掉或將插頭拔

掉，以節約用電減少電費支出。正確省電方式為使用高效率用電設備，例如：選

用高 EER 值
1
之冷氣機、採用省電燈泡及具有電子式安定器之日光燈

2
、選購具有

省電功能之辦公事務機器，通常可在持續 15 分鐘未使用時，自動進入省電狀態，

以及使用具有節能標章之電冰箱、除濕機、電視機、洗衣機及螢光燈管等用電器

具，並養成良好用電習慣，隨手關掉不必要之電器。 

補充：電子式安定器之優點： 

 １、大幅省電：較傳統安定器省電 20%上。  

 ２、功率因數極高：傳統安定器高功率型約 80% ~ 90%。電子安定器為高功    

率約 93%~99%。  

 ３、光波穩定不閃爍：傳統安定器點燈頻率 60Hz，一秒 120 次頻閃，肉眼很

容易察覺到閃爍。而電子安定器因高頻點燈，輸出光波非常穩定幾乎無閃爍，且

當電源電壓變動或燈管.處於低溫時，也不容易閃爍，對保護視力很有幫助。  

                                                 
1
EER 能源效率比＝冷凍能力/輸入功率 (CNS 單位 kcal/h/w)。這是表示在單位時間內，冷氣所產

出的能力與消耗的電力的比值，能源效率比值(COP or EER)是越高越省電。 
2在照明光源中，低壓氣體放電螢光燈（俗稱日光燈）為氣體放電燈一種，是一種高發光效率光

源，然而日光燈因其特性不能直接接入交流電源中，通常需要接入安定器以穩定電流變化，傳統

安定器因使用鋼片鐵蕊及線圈所構成，亦造成功率消耗與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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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可聽雜音低：和傳統安定器比，有較低的可聽音。  

 ５、體積小、重量輕，外觀體積可變化、彈性大。  

 ６、安全性高：具三重防災異常保護。  

 ７、調光性好：可依市場需要設計成全微幅調光型及分段調光型兩種。 

（二）、省水方法 

根本的方法是汰換舊式衛生用水設備。只要我們加換一些小配件或設備，就

可以自日常生活中省下相當可觀的水，但是清潔的效果一點兒也不會減少；使用

省水器材，您也可以輕輕鬆鬆的節約用水。  

 １、儘可能採用省水型馬桶或二段式沖水 

 ２、蓮蓬頭和水龍頭都有低流量或緩流的配件，可加裝利用；而且每次沖溼和    

 （１）、洗淨間要養成暫時關掉水源的習慣。 

馬桶的省水方法： 有不少機關學校在馬桶內放置寶特瓶或磚塊，以求減少沖水

量。這種方法雖然可以省水，但也有一些缺點。第一，馬桶的 適沖水量和它當

初的設計有關，如果只降低水箱的水量而不變更馬桶設計，有時候便會沖不乾

淨，還得沖第二遍。其次，加了寶特瓶或磚塊後雖可減少沖水量，但對小便沖水

而言仍然用水太多。因此，較理想的方法是採用省水型馬桶或加裝二段式沖水配

件。 前一般傳統的馬桶每次沖水量約在 12 至 15 公升左右，而新一代的省水馬

桶每次沖水只需在 6 至 9 公升，而且因其整體設計不同，不會有因水量減少而沖

不乾淨的疑慮。不過，由於安裝這類省水馬桶需要換掉原來整個馬桶，一般都是

原有馬桶老舊時才予以汰換。較簡易且經濟的做法，是將原來馬桶水箱的配件換

裝成二段式沖水配件，沖水便可只用一半的水量。 

 (２)、水龍頭的省水方法：  

國人的洗手習慣，許多時候是把水龍頭開到 大才伸手去洗，洗完再關，從

全開到全關的時間愈長，浪費的水便愈多。 傳統的全轉式水龍頭要旋轉 180°或

360°才全開，因此較能節約用水。如果經費較為充裕，甚至可以換裝手壓自閉龍

頭，這種龍頭的把手壓下後會打開一段時間，然後自動關閉，大批購買約 700

元一支。  另一種簡單，但需要使用者用心配合的方法，是在洗手台放置一個塑

膠杯，洗手時先把水注到杯子內再倒出來洗手，杯子內沒用完的水留給下一個人

用。這種方法在學校內似乎較易推行，也有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用水習慣。 

（三）、回收標誌 代表的意義 

回收標誌所代表的意義，由源頭說起，是基於資源循環再利用、萬物生生不

息的精神，就好比是人體血液循環般，當心臟跳動將血液分送到身體各器官使用

過後，又會循著靜脈 再逆流回心臟產生新的血液供人體使用。這樣的循環過程

乃是回收標誌所代表的真正意涵。另外，回收標誌之式樣跟中文字之『回』字有

異曲同工之妙，因此當商品 或容器上，標示出回收標誌 ，就是意謂著民眾

須做回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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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基於資源循環再利用、萬物生生不息的精神，凡從事廢容器或物品製造或

輸入業者，須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推動資源物質回收、清除及處理之用，

並於該商品上標示回收標誌 ，方便民眾辨識。只要係標示有回收標誌 之

廢容器，皆須回收。 

 ２、 回收標誌中四個逆向箭頭中，每一個箭頭分別代表資源回收四合一制

度中之一者，即為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回收基金四者共同參與

資源回收工作。  

 

（１）、舊衣： 

  如果你家中有些買來只穿過二次、還很新，卻 不想再穿或穿不下的衣服，

不妨在社區或辦公室舉辦跳蚤市場，讓它 到達新主人的手中，物盡其用。至於

其他的舊衣，可以送到教會，或其他有需要之慈善團體，或在資源回收日時，打

包交給清潔隊員。此外，也可以投到經地方政府核准設置的舊衣回收箱。 

 

（２）、廢紙： 

  如果家中有舊報紙、紙盒等廢紙，可以賣給回收商，或用繩子紮好， 在資

源回收日時交給清潔隊員。但如果是社區、辦公室做回收，可以進一步用四個紙

箱，把廢紙分為白紙類、混合紙類、報紙類及牛皮紙類等四類分類回收，可以賣

得比較好的價錢，分類後的廢紙利用價值也比較高。但請記得，若是紙上有油漬、

塑膠覆膜，或是複寫紙、蠟紙、摻有其他成分如金屬的合成紙、用過的衛生紙、

紙尿片，都是不能再生的，不要混入可回收的廢紙中。 

（四）、使用國家標準垃圾袋 

國內垃圾點長久以來，總是充斥著五顏六色購物袋，不少民眾甚至使用百貨公司

紙袋，這種紙袋無法封緊袋口，很容易招來野狗、野貓翻咬，造成垃圾點的髒亂。 

很多先進國家也都採用垃圾點收集方式，但垃圾點都能保持乾淨，這是為什麼

呢？主要是因為他們都使用標準的大型黑色垃圾袋，能夠確保垃圾內的水分不會

滲出，也不會因垃圾的重量而破裂。 

事實上，中央標準局早已訂出垃圾袋國家標準，在伸長率、耐衝擊強度、耐撕裂

強度、墜落強度、熱封強度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且一律規定平口設計，避免

大部分市售垃圾袋品牌兩側採夾角式設計不易熱封完全，容易漏水的情形。 

好的方法還是從源頭減少「廢物」的產生，也就是儘量自備購物袋，且使用過

的塑膠袋也可以再重複使用，就不必再勉強使用不適合當垃圾袋的購物袋來裝垃

圾了。 

而且國家標準也規定，除了盛裝資源垃圾的垃圾袋應設計為「無色」，方便回收

者一眼即可看出袋中為何種資源，盛裝垃圾的垃圾袋應一律設計為「黑色」。 

因此，如果你要購買垃圾袋， 好選擇符合國家標準的垃圾袋，比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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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民眾習慣用廠商給的購物袋來裝垃圾，並且認為這也是「廢物利用」的好方

法，但事實上，也有人因此習慣在市場購物時，多索取幾個塑膠袋，反而造成塑

膠袋的濫用，且這些塑膠袋並不一定適合裝垃圾。 

好的方法還是從源頭減少「廢物」的產生，也就是儘量自備購物袋，不要索取

塑膠袋，用過的塑膠袋也可以重複使用，就不必再勉強使用不適合當垃圾袋的購

物袋來裝垃圾了。 

 

六、家庭建築 

  綠色房屋－綠建築：綠建築就是環保建築，也就是『以人類健康舒適為基礎，

追求與環境共生共利，永續發展』的建築。  

（一）、背景： 

 １、綠建築的源起可追溯至 1970 年代 2 次石油危機，而建築節能設計乃綠建

築之源流與基本精神，由於石油的短缺，造成能源匱乏的全球性恐慌，於是，各

國開始紛紛致力於節約能源的研究發展。接著，能源使用過度之環境負面效應逐

漸浮現，全球開始產生諸如地球溫暖化、兩極冰山融化、臭氧層破壞、森林枯絕

以及異常氣候等現象，使得節能相關的研究陸續加入環境保護的議題。 

 ２、1992 年的地球高峰會，更進一步提升了全球環保意識，訂定「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二十一世紀議程」、「生物多樣化公約」、「森林原則」及「里約宣言」

等多項約定，並於次年成立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因此，綠建築乃呼應節能及

環保需求的帶動，由世界各先進國家，本著其土地、氣候、資源、能源、經濟及

人文特色等考量，個別進行研究茁壯發展。所以，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下，綠建築

在各國有其不盡相同的價值判斷，名稱不一致，定義及內涵也略有差異。 

 ３、1998 年「綠建築挑戰會議」發表了 14 國共同研發之綠建築評估系統，突

顯了綠建築產業之迫切性。 

（二）、各國綠建築的稱謂及意涵： 

 １、日本： 

  綠建築在日本稱為環境共生建築，其發展目標包含「低環境衝擊」(Low 

Impact)、「高自然調和」(High Contact)、及「美質適意健康」(Amenity & Health)

等三個層次，已發展出之環境共生技術多達七十餘種。 

 ２、歐洲： 

  而綠建築在歐洲國家稱為「生態建築」(Ecological Building)或「永續建築」

(Sustainable Building)，主要強調生態平衡、保育、物種多樣化、資源回收再利用、

再生能源及節能等永續發展課題。 

 ３、美國及加拿大： 

  綠建築就稱為 Green Building，主要講求能源效率的提升與節能、資源與材料

妥善利用、室內環境品質及符合環境容受力等。 

因此，由此可知，雖然綠建築的內涵，具有隨著各國能源資源及環境條件不同而

調整的特性，但整體而言，各國對建築開發行為的訴求，也都具有減少環境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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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與環境共生共榮共利的共識。因為這樣的共識，國際間產生了 GBC (Green 

Building Challenge)委員會組織，這個委員會採取每兩年定期開會的方式，將各國

研發完成的評估系統、節能技術、回收再利用技術、政策制度、新材料、新工法、

新構法及實用案例等成果，提出發表，互相觀摩交流，以促進綠建築之推廣應用。

本次在荷蘭舉辦的 SB2000 會議就是綠建築挑戰委員會的第三屆國際研討會，因

此，由上述綠建築的涵義得知，「綠建築」，絕對不是狹隘的單指建築環境上的植

栽綠化而已，綠建築的綠，其實就是環保，綠建築當然也就是環保建築。而綠建

築設計概念，即在強調由地球環保的角度出發，以全面化、系統化的環保設計作

為訴求的永續建築設計理念，從積極面觀點，我們可將「綠建築」定義為：「以

人類的健康舒適為基礎，追求與地球環境共生共榮及人類生活環境永續發展的建

築設計」。 

（三）、綠建築九大指標： 

 １、生態： 

 （１）、生物多樣性： 

  所謂「生物多樣性」係在於顧全「生態金字塔」 基層的生物生存環境，亦

即在於保全蚯蚓、蟻類、細菌、菌類之分解者、花草樹木之綠色植物生產者以及

甲蟲、蝴蝶、蜻蜓、螳螂、青蛙之較初級生物消費者的生存空間。過去許多人談

到生態，就以為是要去保護黑面琵鷺、台灣彌猴或梅花鹿等樣版動物，殊不知生

活於我們屋角石縫下的蟾蜍、蜈蚣，或長於枯樹上的苔蘚菇菌均是貢獻於生態的

一環。然而，唯有確保這些基層生態環境的健全，才能使高級的生物有豐富的食

物基礎，才能促進生物多樣化環境。 

  本指標的目的主要在於提升大基地開發的綠地生態品質，尤其重視生物基因

交流路徑的綠地生態網路系統。本指標鼓勵以生態化之埤塘、水池、河岸來創造

高密度的水域生態，以多孔隙環境以及不受人為干擾的多層次生態綠化來創造多

樣化的小生物棲地環境，同時以原生植物、誘鳥誘蝶植物、植栽物種多樣化、表

土保護來創造豐富的生物基盤。 

 （2）、基地綠化： 

  所謂「基地綠化」就是利用建築基地內自然土層以及屋頂、陽台、外牆、人

工地盤上之覆土層來栽種各類植物的方式。 

  健康的都市生活不能缺少綠意，缺乏綠意的都市生活很難奢言「永續發展」

的居住品質。若我們在居住環境中廣植花木，不但可怡情養性，同時促進土壤微

生物活動，對生態環境有莫大助益。綠化被公認為唯一可吸收大氣二氧化碳 好

的策略，有助於減緩地球氣候日益溫暖化的危機。因此本指標希望能以植物對二

氧化碳固定效果做為評估單位，藉鼓勵綠化多產生氧氣、吸收二氧化碳、淨化空

氣，進而達到緩和都市氣候溫暖化現象、促進生物多樣化、美化環境的目的。 

 （３）、基地保水： 

  基地的保水性能係指建築基地內自然土層及人工土層涵養水分及貯留雨水

的能力。基地的保水性能愈佳，基地涵養雨水的能力愈好，有益於土壤內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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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進而改善土壤之活性，維護建築基地內之自然生態環境平衡。 

  以往建築基地環境開發常採用不透水舖面設計，造成大地喪失良好的吸水、

滲透、保水能力，減弱滋養植物及蒸發水分潛熱的能力，無法發揮大地自然調節

氣候的功能，甚至引發居住環境日漸高溫化的「都市熱島效應」。此外，過去的

都市防洪觀念，都希望把建築基地內的雨水盡速往鄰地排出或引流至都市公共下

水道系統，造成都市公共排水設施極大的負擔，形成低窪地區每到大雨即淹水的

窘境。綠建築之「基地保水指標」即是藉由促進基地的透水設計並廣設貯留滲透

水池的手法，以促進大地之水循環能力、改善生態環境、調節微氣候、緩和都市

氣候高溫化現象。 

 ２、節能： 

  日常節能指標：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長達五、六十年之久，從建材生產、營建運輸、日常使用、

維修、拆除等各階段，皆消耗不少的能源，其中尤以長期使用的空調、照明、電

梯等日常耗能量佔 大部分。由於空調與照明耗能佔建築物總耗能量中絕大部

分，綠建築之「日常節能指標」即以空調及照明耗電為主要評估對象，同時，將

「日常節能指標」定義為夏季尖峰時期空調系統與照明系統的綜合耗電效率。 

  建築的日常耗能中以空調及照明用電佔了 大比例，在夏日建築物的空調用

電比約佔四至五成，而照明用電比高達三至四成，因此從空調與照明上來談論建

築節能 有效果。另一方面由於建築物的使用壽命長，其節能的累積效果遠勝於

其他工業產品。我們甚至可說，建築節能設計是國家節約能源政策 有潛力的一

環。 

 ３、減廢： 

 （１）、二氧化碳減量： 

  所謂 CO2 減量指標，乃是指所有建築物軀體構造的建材(暫不包括水電、機

電設備、室內裝潢以及室外工程的資材)，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能源而換算出

來的 CO2 排放量。 

  地球氣候高溫化的問題是當前地球環保 迫切的課題。從 1992 年「地球高

峰會議」制訂的「全球氣候變化公約」到 1998 年「京都議定書」，各國無不積極

進行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工作。過去國內建築產業採行高耗能、高污染的構造設

計，對地球環境破壞甚大，目前台灣新建建築物中，有 95﹪為鋼筋混凝土構造，

除了每年 80﹪盜採自河川砂石及高耗能水泥生產能源之外。未來混凝土建築拆

除解體時，其廢棄的水泥物、土石、磚塊又難以回收再利用，造成環境莫大負荷，

因此必須從建築物之規劃設計及構造進行改善，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２）、廢棄物減量： 

  所謂廢棄物係指建築施工及日後拆除過程所產生的工程不平衡土方、棄土、

廢棄建材、逸散揚塵等足以破壞周遭環境衛生及人體健康者。 

  台灣鋼筋混凝土建築，每平方米樓地板在施工階段約產生 1.8 公斤粉塵，對

人體危害不淺。中層住宅大樓在施工階段約產生 0.14 立方公尺的固體廢棄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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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拆除階段約產生 1.23 立方公尺的固體廢棄物，造成大量的廢棄物處理負擔。 

有鑑於此，本「廢棄物減量指標」以廢棄物、空氣污染減量及資源再生利用量為

指標，以倡導更乾淨、更環保的營建施工為目的，藉以減緩建築開發對環境的衝

擊，並降低民眾對建築開發的阻力，進而增進生活環境品質。 

 ４、健康： 

 （１）、室內環境： 

  所謂「室內環境指標」主要在評估室內環境中，隔音、採光、通風換氣、室

內裝修、室內空氣品質…等，影響居住健康與舒適之環境因素，希望藉此喚起國

人重視室內環境品質，並減少室內污染傷害以增進生活健康。 

  本「室內環境指標」以音環境、光環境、通風換氣與室內建材裝修等四部

份為主要評估對象。尤其在室內裝修方面，鼓勵儘量減少室內裝修量，並盡量採

用具有綠建材標章之健康建材，以減低有害空氣污染物之逸散，同時也要求低污

染、低逸散性、可循環利用之建材設計。 

 （２）、水資源： 

  所謂「水資源指標」，係指建築物實際使用自來水的用水量與一般平均用水

量的比率，又名「節水率」。其用水量評估，包括廚房、浴室、水龍頭的用水效

率評估以及雨水、中水再利用之評估。 

  過去由於建築物用水設計不當，水費偏低、國人用水習慣不良，使得國人

用水量偏高。1990 年台灣平均用水量為 350 公升/(天*人)，尚有許多節約用水的

空間。今後在地球環保要求下，建築物的節水設計勢成為全民共同的課題。本指

標希望能積極利用雨水與生活雜用水之循環再利用的方法(開源)，並在建築設計

上積極採用省水器具(節流)，來達到節約水資源的目的。 

 （３）、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 

  本指標著重於建築空間設施及使用管理相關的具體評估項目，是一種可讓業

主與使用者在環境衛生上具體控制及改善的評估指標。 

  為輔佐污水處理設施功能，本指標針對生活雜排水配管系統介入檢驗評估，

以確認生活雜排水導入污水系統。此外，本指標也希望要求建築設計正式重視垃

圾處理空間的景觀美化設計，用以提昇生活環境品質。 

 

（四）、推動綠建築，以建設綠色矽島，積極維護生態環境具有六大目的： 

 （1）、促進建築與環境共生共利，永續經營居住環境。  

 （2）、落實建築節約能源，持續降低能源消耗及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  

 （3）、發展室內環境品質技術，創造舒適健康室內居住境。  

 （4）、促進建築廢棄物減量，減少環境污染與衝擊。 

 （5）、提昇資源有效利用技術，維護生態環境之平衡。 

 （6）、獎勵並建立綠建築市場機制，發展台灣本土亞熱帶建築新風貌。 

 

（五）、綠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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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綠建築ＩＮ台灣：台北市立北投圖書館。 

 

七、結論： 

  家庭為作為社會化中重要的一開端，而環保、綠色活動更是目前社會所呼籲

的要求，即使是個人在社會中，在家庭中的時間也佔了一定重要的比例。對於綠

色活動而言，由家庭出發而至個人甚至是社會整體性的訴求是相當重要的起始

點，凡指食、衣、住、行方面，當能夠做到家庭隨手關燈、省水等小細節也是社

會的一大利多，只怕是環保流於口號而已。 

 

教師補充：結論太簡略，建議依全文所述重點提出本文的總結觀點，可以條列式

的方式列出，每一個重點可有一些簡要的說明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