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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現今的社會當中，由於絕大部份的人們生活水平都已經達到一

定的水準，人們所關切的不再是被食衣住行的生活問題，而是在這樣

的時代下所帶來的種種環境議題，如：氣候異常、極地冰層崩解、能

源危機……等，更讓人類體會到生活不再是要生活得有品質，同時也

要兼顧環境的節能保護。為了更了解目前綠色生活的推廣與實行成

效，本組對政府及企業和綠色生活之間的互動進行探討。 

 

二. 綠色生活 

    綠色生活是指某一個人或社會的生活方式，以使用有限的天然資

源，達至某程度上的可持續性。支持者一般會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目

標，並實踐在生活方式當中，例如實踐在交通、居住、能源消耗及飲

食等。今天所謂綠色生活即是一種回歸自然的生活模式。 

環保標章的概念 

為了配合綠色消費導向，讓消費者能清楚地選擇有利環境的產

品，同時也促使販賣及製造之產商，能因市場之供需，自動地發展有

利於環境的產品，環保署特別設計了環保標章的制度，並在 1992 年

3 月 19 日評選出我國的「環保標章」，這個標章圖樣為「一片綠色樹

葉包裹著純淨、不受污染的地球」，亦是象徵著「可回收、低污染、

省資源」的環保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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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的本質與內涵   

它是一種商標，頒發給經過嚴格審查，在各類

產品項目中，環保表現最優良的前 20～30％的產

品。全世界目前共有 50 餘國推動『環保標章』，我

國環保標章以「一片綠色樹葉包裹著純淨、不受污

染的地球」，象徵「可回收、低污染、省資源」的

環保理念。消費者使用具有環保標章之綠色產品來

取代傳統產品，可以讓我們的環境獲得不少的效益。 圖一環保標章 

表一各國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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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產品分類  

「環境標誌與宣告」利用簡單且明確的說明、符號或圖形將產品

或服務的環保特性表達出來，當採購者了解其說明或標誌之意涵，便

較易做出對環境有利之購買決策，也就是 採購 環保產品。因而「環

境標誌與宣告」可視為一種廣告的行為，藉由爭取消費者之認同，引

發其採購較環保的產品而達到環保之目的，而它也是推廣綠色消費運

動的一種重要手段。 「環境標誌與宣告」之種類與定義依據國際標

準組織（ ISO ）已公告之 ISO 14020 系列標準，可分成三類。 

 第一類環保標章  

第一類環保標章是自發性、多重準則、經第三者驗證之計畫。產

品符合預先設定之規格標準，並經過第三者驗證，則頒發專用之標

章，表示該產品有整體環境優越性（  overall environmental 

preferability ）。   

 第二類廠商自行宣告的環境訴求  

第二類指非屬第一類環標章之產品，由於產品具有單一環境訴

求，諸如；使用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省能源等條件，因此由

產品製造商、進口商、配銷商、零售商自行宣告該產品之環境訴求，

而此類產品無專用標章。雖然在第二類產品對於第三者驗證並無嚴格

的要求，但仍避免誤導消費者，因此強調其廣告行為以有驗證者為佳。   

 第三類環境宣告  

不同於前二類環保標誌及宣告產品，產品僅需符合多重或單一規

格標準。第三類環境宣告產品，是以預先設定的參數群，並對產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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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生命週期評評估，經過第三者驗證後，於產品銷售時標明其定量化

之環境資訊。而第三類產品亦無專用標章。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LCA) 

是一種評估產品(或活動)對環境負荷的過程。它必需將產品所耗

之能源與資源、製程排放流與產品壽終廢棄物污染負荷確認並予以量

化，同時評估這些結果對環境的衝擊。此外，亦需鑑核該產品生命週

期中可能改善環境的環節與機制。評估研究的範圍應包括產品(或活

動)整個生命週期如原料取得、產品製程、運銷、使用、再利用、維

護、再生及最終處置。實際上草案中將產品生命週期評估作業分為(1)

目標定義與適用範圍規劃(2)盤查分析(3)環境衝擊評估與(4)提送規格

標準建議案。 

 

節能標章 

電源、愛心雙手、生生不息的火苗，所

組成的標誌，就是節能標章。節約能源在省

油、省電，以手及心形的圖案意為用心節

約、實踐省油省電，而中央圖案為可燃油料

以及圖案右方為生活用電，來倡導國人響應

節能從生活中的點滴做起。                   圖二 節能標章 

 

節能標章簡介  

節能標章是一項節能、環保的新概念，經濟部能委會為肯定省能

技術於產品之應用、以市場誘因導向機制，激勵廠商投入高能源效率

產品的開發﹔藉由『節能標章』的認證申請及推動，鼓勵廠商提供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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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高效率的產品，作為消費者購買時優先選購對象，家電產品貼

上這個圖樣，代表其能源效率比國家認證標準高 10-15%，不但兼顧

品質，更能節約耗電。希望藉由節能標章制度的推廣，鼓勵民眾使用

高能源效率產品，以減少能源消耗 

 

省水標章  

一、箭頭向上，代表將中心的水滴接起，強調

回歸再利用，提高用水效率。 

二、右邊三條水帶，代表「愛水、親水、節水」，

藉以鼓勵民眾愛護水資源，親近河川、湖泊、

水庫，並共同推動節約用水。                 圖三 省水標章 

三、藍色代表水質純淨清徹，得之不易，務當珍惜。 

四、整體而言，水資源如不虞匱乏，大家皆歡喜，故水滴笑臉迎人。 

省水標章簡介  

經濟部水利署（前水資源局）為鼓勵消費者選用省水產品,推動

節水器材的使用與研發，於 87 年 1 月頒訂「省水標章作業要點」，全

力推動省水標章制度，並由工研院能資所節水服務團設立「節水實驗

室」，進行各項產品檢測,以提供消費者一易於辨示省水產品之標誌。

同時透過消費者對省水標章產品的支持，進而激勵製造廠商更能重視

省水產品的研發與製造，而達到良性循環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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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社會責任（CSR） 

    廣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稱

CRS）是指企業對社會合於道德的行為。特別是指企業在經營上須對

所有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負責，而不只是對股東(stockholders)

負責。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至今尚無廣為接受的定論。有些人

認為是企業將取之於社會的利益，具體地回饋給社會，亦即社會賦予

企業的權利中，亦包括企業應盡的義務，須以社會所能接受的方式履

行。有一個類似但較籠統的定義是，企業對於其所依存而運作的社

會，負有法律和社會義務，而企業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和這些義務關係

的互動，以及如何履行這些義務。 

    「一是好的公司治理和道德標準。二是對人的責任。三是對環境

的責任。四是對社會發展的廣義貢獻」-----世界經濟論壇 

    「企業與關鍵利害相關者的關係、價值觀、遵紀守法以及尊重

人、社區和環境等有關政策和實踐的集合，是企業為改善利害相關者

的生活品質而貢獻於永續發展的一種承諾」-----世界銀行 

    「公司在自願的基礎上，把對社會和環境的關切整合到它們的經

營運作以及與其利益相關者的互動中」-----歐盟企業社會責任推動架

構綠皮書 

    以綠色經濟的角度思維，一個以全球做為市場考量的企業，在經

營策略上，務必結合「獲利」與「原則」之實踐，方能為股東創造長

期價值；亦即，企業應以追求獲利之外的目的為原則，使利害相關者

於情感上更易辨識、確認企業之核心價值。整體而言，CSR 風氣之興

起，有利於本土企業與永續發展之地球村趨勢同步，使台灣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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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且公義之居住環境。  

CSR 至少必須具備下列構成要素： 

1. 自願性：是企業超越法規要求或義務而自願採取的責任性商業

行為。  

2. 整合性：是良好企業管理的組成要件，表現於企業內部的營運

方式中，也表現於和企業與其利害相關者的互動中。而且，在

當代對於企業利害相關者的通解中，企業員工乃是其利害相關

者之一。  

3. 回應性：是企業回應利害相關者（包括員工在內）的期待或要

求。  

4. 系統性：是必須貫穿企業各層級的決策和行動，成為各管理構

面經常性課題，而非偶發的、單一的決策或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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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致力於讓創造獲利之方向與永續發展之理念二者相結合，一般

較常見的具體實施策略，為使「社會公益」、「環境保護」、「勞工福利」、

「消費者權益」、「人權保障」、「產品責任」等關鍵資訊接受透明化之

檢視與監督。 

 

 

 

 

 

 

 

 

水足跡 

水足跡（Water Footprint）旨在瞭解「水」在生產線中是如何被使用，

且認識與標示出生產過程中的用水風險，以瞭解水的影響力、增進水

資源的管理、社區與政府也能夠更好的保護水源。 

 

水足跡概念之三大組成 

   綠色水足跡：使用來自降雨蒸發量。 

   藍色水足跡：用於生產產品或服務的地表或地下淡水資源量。 

   灰色水足跡：將生產排放之污染稀釋至水質標準以上所需水量。 

 

 

 

台灣 

圖五 

http://csr.moea.gov.tw/articles/articles.asp?page=3 

圖四 

http://proj.moeaidb.gov.tw/eta/epaper/PDF/ti08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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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光電綠色廠房 

    「友達綠色承諾 (AUO Green Solutions)」內容涵蓋創新研發、採

購、製造、運輸、服務、回收處理以及員工親身參與等全方位的環保

計畫，把對環境的關懷融合於營運策略中。並且期望經由「友達綠色

承諾」各面向的努力，落實友達對社會「永續發展」的決心，推動企

業環保文化，提供客戶及消費者最大利益。 

 

     

 

 

 

 

 

 

 

 

 

 

 

 

 

 

 

 

圖六 

http://www.auo.com/?sn=37&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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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光電 8.5 代廠為全球第一座獲得美國綠色建築協會所頒發 LEED 

(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金質認證的綠色 TFT-LCD 廠房。 

 

 

 

 

 

 

 

 

 

 

 

 

 

 

 

 

 

 

 

 

 

 圖九 

圖八 

圖七 

http://www.auo.com/?sn=37&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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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為響應環保運動，民國90年起於院內推行各種環

保政策，結合員工、病患、家屬、社區民眾及廠商的努力，積極達到

綠色環保的目標，今年除獲得ISO14001的認證外，更榮獲環保署99年

度事業廢棄物與再生資源清理及資源減量回收再利用醫療二組特優

獎的肯定。  

   醫院的廢棄物產源主要來自病患及員工，為善盡企業的社會責

任，以勞安室為推動執行單位，秉持綠色環保的觀念以及積極落實減

量政策，從90年開始推動垃圾袋分色分類，以圖片及顏色區分，讓民

眾能夠一目了然，達到確實垃圾分類的目的。剛開始雖然常接受民眾

及病患的抱怨，但經過不斷溝通及院方主管的支持下，努力終獲成果。  

    除了員工與病患的力量外，更積極尋找合法資源回收商進行回

收，同時與精神科配合職能復健工作，加入病友協助回收細分動作，

除了有效提升本院回收量，更提供病友重新回歸社會的工作機會。於

民國98年採取BOT方式，由病友與資源回收廠商共同進行分類，提升

醫院資源回收量。  

    為了減少廢棄物運送過程中所產生的感染，醫院設置全國首座污

物緩降設備，由環管人員於投送間進行裝箱打包後，將廢棄物投入緩

降設備，直接掉入垃圾子車中，減少電梯的使用，達到節省電費與人

力費用。另外，為了將洗腎廢液排除，減少生物醫療廢棄物產量，設

計一套廢液排空設備，由洗腎室護理人員利用該設備將洗腎廢液進行

排空，有效減少生物醫療廢棄物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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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執行推動全院綠色環保廢棄物減量的勞安室表示，為延續環

保政策，除已將節能減碳的政策列為每年員工教育訓練及新生訓練課

程外，更以 ISO 的三大精神-污染防治、持續改善、綠色環保作為標

的，建構一系列環境管理系統，達成院內外單位綠能環保的共識，並

於 99 年 8 月獲得 ISO-14001:2004 認證，成為臺灣中南部地區醫療院

所第一家通過認證的機構，同時，也代表嘉義基督教醫院為綠能環保

付出的決心。 

 

圖十 廢棄物運送 

嘉基53 週年院慶 邀企業任一日志工深耕社福助弱勢 

    嘉基陪伴嘉義地區民眾走過半世紀，深耕雲嘉地區醫療與社福事

工，於住院大樓舉辦53周年感恩活動，除院長及員工熱情響應外，台

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東京著衣、嘉田汽車等貴賓也一同出席活動擔

任一日志工，協助社福攤位的活動推廣，以實際的行動表達對身心障

礙者服務的肯定。 

    嘉基的使命就是醫療與傳道，透過醫療讓民眾感受到關懷與愛。

鑒於嘉義地區老年人口多，嘉基於十多年前投入社福工作，將醫療延

伸到「預防」與「保健」的工作，四個字聽來簡單，但卻蘊涵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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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去年新院區完工，保康長照中心也啟用了，使民眾得以享有更

好的服務品質，繼續守護民眾的健康。 

    今年結合社福活動的推廣，邀請再耕園身心障礙者、打手機鄒(阿

里山原住民品牌)、社工室及宣教中心等單位於院慶中設攤推廣，更

邀請與嘉基一同成長的在地企業東京著衣及嘉田汽車，出席擔任一日

志工，穿越天橋將身障者的需要，透過文宣發送至每一位民眾手中，

東京著衣更於活動前於公司內部發起募款活動，將每位員工的愛心送

到再耕園身障者手中；而長期支持公益不遺餘力的諾華公司，除了贊

助再耕園身障者的服務經費外，也號召員工投入協助推廣產品的行

列，並每年都會辦理世界關懷日活動，透過實際的參與感受到弱勢民

眾的需要，同時回饋給社福單位，盡到企業的社會責任。 

    而除了邀請企業擔任一日志工外，嘉基也邀請再耕園身心障礙者

的家人、退休的榮譽員工一同至現場，加入推廣再耕園產品的行列。 

    

四. 政府的介入 

自備杯 

    根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在台灣地區每年約使用上 15 億個

飲料空杯，等同每年產生約 13,000 公噸的垃圾量，增加約 4800 公噸

的二氧化碳排碳量，同時也造成地球天然資源的消耗，另外任意棄置

飲料杯情形也常造成街道巷弄間的髒亂。 

    有鑒於此，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0 年 1 月 4 日的公告「一次用

外帶飲料杯源頭減量及回收獎勵金實施方式」，並自 5 月 1 日生效實

施。連鎖速食店、連鎖便利商店及連鎖飲料店約 150 個品牌，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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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門市，均應遵守該公告之規定。以鼓勵民眾自備飲料杯，減少使用

一次用外帶杯，並規範使用飲料杯之販賣業者配合提供優惠方案。其

優惠方式各連鎖業者有所差異，有折抵現金 1~10 元者，亦有集點兌

換者。 

    配合公告實施，環保署除了辦理分區說明會外，並加強宣導及稽

查。環保署已訂定稽查作業原則，請各地方環保局據以辦理稽查。第

1 次違反公告規定將開立勸導單，第 2 次違反則依規定告發，處 6 萬

至 30 萬元之罰鍰。 

    另外，如該連鎖業者未提供自備飲料杯優惠，依規定即應提供回

收獎勵金，民眾可持該品牌飲料杯至其任一門市回收，可以 2 個飲料

空杯兌換獲新臺幣 1 元的獎勵金。另外連鎖飲料店自 5 月 1 日起也必

須設置一次用飲料杯的回收設施，若業者張貼告示提醒消費者「資源

回收物請交服務人員」，則無需設置回收設施，消費者可直接將喝完

的飲料杯交給店員。 

    也因為政策上路，環保杯業績跟著上揚。只不過這林林總總的環

保杯，功能各有不同，像是不鏽鋼的保溫瓶，可耐熱到 120 度，透明

的塑膠杯，一般只能裝冷飲，另外還有可以進微波爐加熱的。因此購

買得要看清楚，才能讓環保杯達到既環保，又省錢的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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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飲料杯之販賣業者其配合提供優惠方案 

商家 優惠 

Stuckbucks、 coldstone 飲品折抵 10 元 

金礦咖啡、伯朗咖啡、怡客咖啡

（單點）、西雅圖咖啡 
折抵 5 元 

漢堡王、摩斯漢堡、肯德基、橘

子工坊、COMEBUY、黑面蔡楊

桃汁 

集點換飲品 

50 嵐 
大杯折 2 元 

中杯折 1 元 

85 度 C 飲品折 3 元 

7-11 
咖啡折 3 元 

思樂冰折 1 至 2 元 

資料來源：民視新聞網 

 

環保署為讓民眾隨身杯，冷熱無顧慮，將推出具環保標章之飲

料杯。於 5 月 1 日起實施「一次用飲料杯」源頭減量政策，為提供更

健康、環保之飲料杯選擇，已積極研訂「飲料杯」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草案，將以“對人體安全、對環境友善、可重複使用且易於回收”為本

環保標章飲料杯之條件，以保護環境並保障大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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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表示，「飲料杯」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內容將包括：排

除使用 PVC 與其他含氯塑膠材質、禁止使用雙酚 A、禁止使用鄰苯

二甲酸酯類塑化劑、不含有害重金屬、產品可重複使用且易於回收等

規定。未來取得環保標章之「飲料杯」，除可以降低於生產、使用、

廢棄階段對環境之衝擊外，亦因產品中不含前述之環境賀爾蒙等化學

物質，可保護消費者健康，一舉數得。  

     環保署指出，近期內將召開「飲料杯」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研

商公聽會，並於完成後續法制程序後，即開放業界申請「飲料杯」環

保標章。呼籲消費者優先採用「可回收、低污染、省資源」的環保標

章產品，同時也支持「一次用飲料杯」源頭減量政策、落實綠色消費

生活，減少廢棄物在環境中之流布，以具體行動愛護我們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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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車 

    機車一直在台灣扮演重要的交通運輸角色，由於台灣地狹人稠,

人口發展密集，因此具有機動、迅速、便捷、購置成本低和停車方便

等優點的機車，就成為台

灣人民最常使用的代步工

具，也因此台灣的機車密

度在全世界算是數一數二

的高，不過也因為如此，

全台灣有 10%的碳排放量

由大量的機車所造成，因

此政府近十年來不斷的設

想改善這樣的問題，從過去的環保法規到目前最新的五期環保法規，

都是希望這樣的問題能有所改善。 

    但是因為油化機車因為燃料問題，即使現在的機車都已改成電腦

噴射控制油量的機車，但還是會有廢氣的排放，不管是在節約能源或

是環境污染上都會有所影響。由於電動機車的動力來源為電池，不須

要依靠石油還維持運作，因此也沒有廢氣排放的問題，因此政府近幾

年希望由電動機車來取代目

前現有的化油機車， 其實早

在十年前政府就推廣過電動

機車，不過由於受限於電動

機車的價格太過於昂貴以及

當時的技術不夠成熟，因此

當時這項推廣最終是失敗的，不過到了十年後的今天，由於技術的突

圖十一 台灣機車擁擠情況 

圖十二 電動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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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目前現有的電動機車的性能是足以能夠比擬一般 50cc、100cc 的

化油機車，在性能方面有著相當大的改善。 

政府的補助 

   為了能夠鼓勵大眾換購電動機車，政府近幾來購買電動機車的補

助方面給予相當大的支援，由工業局依據電動機車種類，小型輕型及

輕型電動機車第一年分別補助每人每台 8,000 元以及 11,000 元，如果

再加上二行程機車的替換補助以及各縣市的補助辦法時，最高可以補

照到 20,000 左右，因此目前對消費著來說價格算是相當的實惠。另

外為了鼓勵業者加速電動機車研發，擴大生產規模並拓展國際市場：

當業者年度量產銷售達到一定規模時給予一定金額之獎勵。 

 

『Taiwan E-scooter Standard』 

『Taiwan E-scooter Standard』簡稱為

TES，係經濟部為推展電動機車產業

所制定的電動機車性能及安全測試

規範， 自 2009 年 3 月 26 日起公告

實施，內容涵蓋電動機車的整車、

表三 政府給予業者的補助方式 

資料來源：工業局電動機車產業發展推動計畫 (98 年 8 月) 

圖十三 TES 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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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系統及鋰電池組等相關 性能及安全要求，以提供消費者具良好

性能及品質的電動機車產品。 

 

 

 

 

 

資料來源：電動車輛產業網 

    以目前來說，過去電動機車為人詬病的速率、爬坡能力、續航力

等等的能力到了現在都已經相當除度的改善，因此是消費者作為替代

化油機車的另一種選擇。 

 

表四 TES 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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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目標 

    電動機車除了目前在價格以及性能有了改善之外，過去會推廣失

敗的最大原因其實是因為相關的配套設施不完全所導致，因為電動機

車使用的是電池，因此有著能源補充的問題存在，為了因應這樣的情

況，政府計畫在類似加油站或便利商店等等的大眾據點設置電池交換

站或是充電站以利民眾能夠使用，目前已經研發出利用悠遊卡付費等

購買方式在電池交換站讓民眾交換電池，預計在近期之內會先在北高

兩市進行試辦。 

    電動機車的構想及優點確實對改善生活環境有著相當大的幫

助，但是在目前還不盛行的情況下，必須依靠政府建立一套完整的配

套措施以及持續的推廣外來才有可能達成目標。 

 

五. 國外的綠色生活實例 

一個不依賴石油的城市--庫里奇巴 Curitiba  

    城市因為提供就業機會、資訊交流、交通可及性等條件，吸引了

人潮集中居住，然而，卻也面臨人口快速成長、交通、治安與汙染問

題日益嚴重。於是，人們回填了河川成道路、一片片沼澤濕地成為建

築基地、道路開過綠帶，交通擁擠伴隨排放大量廢氣、生活污水與垃

圾等產生，然而，城市本身所產生廢棄物卻無法自行消化，因此諸如

焚化爐、垃圾掩埋場等鄰避設施便在城市邊緣地帶設置。都市日漸走

向無法與自然環境取得平衡的危機處境。當造成生態環境的極大負荷

時，我們並非將人類排除在環境生態之外，而是思考如何順應環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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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創造以人為本的城市—同時滿足人的生活需求，也能與生態環境

合諧相處，這便是生態城市的思考起始。 

Curitiba 的地理位置 

 

圖十四 Curitiba 位於巴西東南部的巴拉那洲，面積約為台北市的

1.5 倍大 

一般綠色城市都位於先進國家，綠色概念也都是在發展到一定程度的

國家才會回頭想到要保護環境與永續發展，但 Curitiba 是個位於巴西

的貧窮城市，但它卻可以利用有限的資源將交通、環保、洪水問題解

決，並利用教育向市民宣導綠色概念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他雖然不

是個富有的國家，但市民卻都過的很快樂，這是這次特別針對 Curitiba

做介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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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 Curitiba 

    七○年代初期，庫里奇巴和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大多數城市一樣，

難逃人口暴增、交通壅塞、環境汙染、貧窮失業等窘迫的困境。在以

經濟發展為一切優先的聲勢中，幾乎每一個城市都歷經過一段千頭萬

緒的混亂期——交通陣痛、工業汙染，以及無止盡的開發。而長久以

來，先填飽肚子，搞好經濟建設，壯大外匯存底與國庫，再談綠化環

保的邏輯，早已根深柢固為一種「識時務」的策略，一種天經地義的

發展順序。而巴西政府為了針對如此惡劣的環境情況，做了四個項目

的改善： 

1. 綠色交換機制 

垃圾不再只是不要的廢棄物，它還可以拿來換很多東西。 

2. 改善大眾運輸系統 

公車系統大變革，讓「開車不會比較快」觀念深植人心 。 

3. 河濱公園防洪 

庫里奇巴以往水災問題非常嚴重，以往水災問題都靠建設防洪工

程來解決，但是相關經費成本高昂，並非庫里奇巴財務狀況所能

負擔，因此 IPPUC 團隊將庫里奇巴的河岸規劃為河濱公園，藉此

作為洪水的緩衝地區，也省下數百萬美金的防洪基礎建設。 

 

4. 透過教育深植環保概念 

    在環境教育方面，1994 年 Curitiba 選擇了一處廢棄的採石場

立法規定規範此地為環境教育所用，重新設計規畫時，順應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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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條件採用廢棄的電線桿和感官上融入環境的材料建立了一

所環境大學，針對城市環境的保育，做為環境教育的基地，由當

地的 NGO 負責營運使用，為各式各樣的人講授他們工作相關的課

程，以及土地使用、環境問題方面的知識。這所環境教育中心最

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將自然和文化融入日常教育和工作領域中，

透過多樣化的活動、學習計畫，促進了自然界的復育；他們同時

也強調城市環境問題，不能忽視當地的社會及人文狀況，並希望

環境的保育更能促使社會和政治體系也出現了新面貌 。 

星巴克 

    在企業方面，星巴克積極在各市場成為一個對社會和環保負責與

提供經濟利益持久不懈的優良國際公司，同時重於改善自身咖啡農的

社會與經濟狀態、盡力減少對環境破壞與影響、對營業的當地社區投

入正面的回饋與提供一個優良的工作環境給公司員工 。 

對咖啡產地的承諾 

    以各種方法改善咖啡農的生活及保護咖啡產地的環境。農民面對

經濟及環境的問題，他們以對咖啡產地的承諾，幫助農民在面對這些

問題的的同時，亦兼顧農地的廷續、對保護環境更敏感以及達至最高

質素咖啡的要求。 

 

對環境的承諾 

    減少廢料及積極回收再造，以保存地球的自然資源並提升生活質

素。星巴克主動發掘機會，以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協力造就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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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健康的地球。由推廣咖啡種植國家的環境保護，至分店內的「綠色

隊伍」及回收再造計劃，星巴克對環境保護的責任一直責無旁貸。 

為有效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星巴克將其努力注重在 3 個環境保護部份

上，這包括：  

1. 咖啡來源、茶和紙張使用  

2. 產品和人員運輸  

3. 門市設計和營運方式 (電力和水資源、廢物回收與處理)  

對社區的承諾 

在伙伴及顧客所居住、工作及消遣的社區裡，星巴克咖啡店已成為你

鄰舍的一個主要部份，大家聚集、閒談及分享。星巴克認為可貢獻的

不止於個別社區，我們鼓勵伙伴，成為他們所居住、工作及消遣的社

區內有責任感的活躍成員。這是星巴克的企業文化及價值觀。 

六. 總結 

    庫里奇巴市以及星巴克值得我們借鏡，以庫里奇巴市來說正是由

於在國家資源短缺之下，其團隊仍可借重創意進行小而美、小而省的

公共建設來解決核心問題。相對於台灣目前動輒以昂貴的大型 BOT

案來支應，進而衍生種種問題，我們是應該有所喟嘆！未來的城市將

面臨更多挑戰，如何建構真正適切人居的空間，除了用心計較與創意

經營，更需要我們嚴肅地回應整個生態對我們提出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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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 

陳立於：資料查找、投影片製作 

詹立暐：資料查找、投影片製作 

柯思妤：資料查找、投影片製作 

邱秀慧：資料查找、投影片製作 

魏助浦：資料查找、投影片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