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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環境教育主題  資源回收  

學習

階段 
成 人 教 育  

適用

對象 
社 區 民 眾  

授課

師資 
社 區 推 薦 師 資  

招生

人數 
3 0  

時數

規劃 

操 作 體 驗 活 動 1 小 時  

發 展 活 動 1  小 時  

綜 合 活 動 1  小 時  

參 訪 活 動 1  小 時  

教學

地點 

里 活 動 中 心  

黃 金 里 資 收 站  

課程

大綱 

認識碳足跡與溫室效應的關係與危機，居家生活中食衣住行可以作為的方式。以居家

垃圾分類的經驗進一步了解資源回收後端的應用和減碳的功效。認識學校資源回收室運作

情形與新北市黃金里資收站效用。 

教
學
目
標
與
設
計
理
念 

一、教學目標  

認知：(一)認識碳足跡。  

(二)認識黃金里資收站功能。  

情意：(一)願意從自身做起過低碳生活。  

(二)願意做好垃圾分類。  

技能：(一)學會垃圾分類應有方式。  

(二)養成良好低碳生活習慣。  

二、設計理念  

(一)本教學活動設計讓學員從回收再利用實際操作，了解回收物再製作的初步體

驗。  

(二)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的學習，經由認識、體驗、操作與

行動，引導學員認識碳足跡；藉由案例培養有用之低碳生活概念；矯正錯誤

浪費之生活觀念、行為與習慣；發展出關懷、尊重環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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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重點  

一、 .如何過低碳生活：  

(一)「碳足跡」之基本概念建立。 

1.產品過程中所排放出的碳。 

    2.在地生產、在地消費、在地回收。 

(二)「食、衣、住、行」之低碳生活示例。 

(三)透過資源回收後端處理之理解形成意願動力形成。 

二、學員能夠進行檢視：調整個人家庭生活習慣。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 

目標 

一、能透過個人五感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二、能了解碳足跡理解生活中食衣住行可行減碳方法。 

三、能了解資源回收的於低碳生活中的效益。 

課程 

名稱 
資源回收 設計者 施茂智 

適用 

對象 
社區民眾 教學時間 4 小時 

學習 

目標 
教學流程 評量說明 輔助設備 

1 

 

一、 操作體驗活動：（1 小時）造紙再生紙製作簡報 (教學資

源 1) 

(一)準備材料： 

1.特大萬用桶。 

2.紗網。 

3.木條。 

4.釘槍。 

5.廢紙。 

6.舊報紙。 

7.塑膠方桶。 

8.塑膠手套(避免印刷油墨刺激) 。 

(二)分組操作流程： 

1.框架製作為網架與方框。(可以事先做好) 

2.將廢紙碎掉泡水攪拌成紙漿置入方桶。 

3.戴塑膠手套用框架進行水中抄紙。 

4.用報紙吸水後將再生紙覆在報紙上。 

實際參與 

實際操作 

口頭回饋 

口頭反應 

1.特大萬用

桶。 

2.紗網。 

3.木條。 

4.釘槍。 

5.廢紙。 

6.舊報紙。 

7.塑膠方桶。 

8.塑膠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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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先拿到通風處陰乾再到日照處曬乾後帶回。 

(二)回收再利用的價值。(5 分鐘) 

一張紙的製作歷程：包含砍伐木頭、運送、粉碎、

引水、攪拌、烘乾、染色等。 

透過回收機制可以省去前端作業，除減少樹木砍

伐，並可將舊紙回收減少垃圾量，保有森林一舉數得。 

而再生紙操作回歸古代製法，採人工操作、並用

天然烘乾方式兼具善用天然資源與再利用效能。 

2 

  

二、發展活動：（1 小時）  

播放低碳永續家園影片(環保署)(教學資源 2)，讓學

生引起共鳴 

(一)認識碳足跡：低碳生活簡報 (教學資源 3) 

標示一件產品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

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構成的自然資源。「碳」耗用

得多，導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製造得多，

「碳足跡」就大。 

對地球影響就是溫室效應!!最直接的所造成的就

是溫度上升，南北極及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二)低碳生活方式 

1.食的方面 

 

實際參與 

實際操作 

口頭回饋 

口頭反應 

二、發展活動 

1.電腦 

2.投影機 

3.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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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使用免洗筷是否也會增加碳足跡? 

2.衣的方面 

提問：衣服與穿著選擇如何減碳？ 

採購當地生產、不打領帶、集中洗衣、經由日

曬風乾，不穿的衣物可以透過衣物回收箱的機制再

循環利用，播放寶特瓶變運動衣影片(教學資源 4)，

讓學生了解衣服原來是可以用廢棄寶特瓶製作。 

3.住的低碳方式 

提問：居住如何減碳？ 

照明、通風、電器節能、節約用水、環境綠化。 

4.行的低碳方式？ 

提問：行如何減碳 

大眾交通工具、腳踏車、多走路 

(三)測試碳足跡 

吃草莓 vs 草莓派，原因是加工。 

外地番茄 vs 自家番茄，原因是運輸。 

提問：吃蔬菜 vs 吃牛肉哪一種碳足跡比較大? 

1 

2 

3 

三、綜合活動：(1 小時) 

(一)低碳生活省錢也賺錢 

1.購買商品時選購少包裝、低污染、可回收之產品。  

2.購物時自備環保購物袋，少拿塑膠袋，播放新北推

環保袋再利用，新增紙袋回收影片(中視新聞) (教學

資源 5)。  

3.如選購保麗龍產品，用完後請交給販賣商或環保局

資源回收車回收，播放回收再生廢容器資源循環減

碳氣影片(教學資源 6)。 

4.可回收物品請與垃圾分開，交給特定回收點（如超

商、超市）或環保局資源回收車回收，播放垃圾分

類回收再生，目標零廢棄物新聞影片(新識力) (教學

資源 7)。  

5.可重複使用之物品不要丟入垃圾中。 

6.廚餘垃圾可考慮於自家或社區聯合設置簡易堆肥處

理桶處理，不但減少垃圾，產生之堆肥也可用於園

藝、盆栽。 

實際參與 

口頭回饋 

口頭反應 

參與討論 

 

三、綜合活動 

1.電腦 

2.投影機 

3.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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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經驗討論 

提問： 

1.垃圾車都禮拜幾來? 

2.家裡垃圾桶裡有哪些東西 

3.進行垃圾分類操作 

4.新北市垃圾分哪三類：一般、廚餘、資源回收 

5.新北市專用垃圾袋規格及售價 

規格 包裝/個 售價 型式 

3 公升 20/ 24 提耳式  

5 公升 20 /40 提耳式  

14 公升 20 /112 提耳式 

25 公升 20/ 200 提耳式 

33 公升 20/ 264 提耳式 

76 公升 10/ 304 平口式 

120 公升 5 /240 平口式 

(三)回收物最後變成甚麼? 

先進行垃圾分類對對碰遊戲，複習強制垃圾分類

項目(教學資源 8)。 

提問：我們都在做資源回收，那這些最後到哪裡

去了，經歷過哪些處理而變成甚麼了呢? 

回收寶特瓶、回收玻璃、回收紙類再製品報導，

播放玻璃回收影片(東森新聞) (教學資源 9)。 

(四)統整歸納 

播放瓶裝水碳足跡影片（大愛新聞）(教學資源

10)，解說塑膠瓶製作過程中已經耗費許多能源，是

一種不環保的容器，鼓勵大家使用環保杯或自帶容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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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那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免洗筷呢?讓學員討

論運用時是否造成垃圾，而免洗筷是否需要防腐加

工，我們實用高溫或夾東西時是否會感染到食物? 

最佳的低碳生活方式就是零廢棄物，自帶環保杯

和餐具就是一種作為；而資源回收就做好確實清洗與

分類，以作為後面回收再製有效利用。 

 

1 

2 

3 

四、參訪活動：(60 分鐘)黃金里資收站場域簡介 

(一)參訪鄰近學校資源回收教育及作為 

1.參訪重點 

(1)紙類回收 

(2)玻璃類回收 

(3)燈具回收 

(4)鐵鋁罐回收 

(5)塑膠類回收 

(6)廚餘回收 

(7)資源回收回饋金運用 

2.參訪場域 

(1)資源回收室 

(2)廚房廚餘回收室 

心得回饋 

實際參與 

回饋單 

1.電腦 

2.投影機 

3.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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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解說與詢問對象 

(1)學校總務人員 

(2)學校資源回收承辦業務人員 

(二)播放環境新夢想-黃金資收站影片(教學資源 11)及汐

止區黃金里資收站有成禮門回收動起來影片(觀天下

新聞) (教學資源 1２) 

1.認識黃金里資收站可以達到的功能。 

2.定期定點社區回收日。 

3.讓社區民眾共同參與。 

4.成立環保志工隊分工合作。 

5.增加里與社區建設與輔助經費。 

(三)參訪活動鄰近黃金里資收站 

新北市黃金資收站，是一個以回饋為起點，改變

民眾回收觀念與習慣的政策，黃金里鼓勵民眾將自家

產生，或環境清潔後的資源回收物，整理後送往里長

處集點兌換專用垃圾袋，達到「全民做資收，垃圾免

費收」的大好康；對里長來說，將資收物變賣後之資

收金，可用於里內建設或急難救助等公益用途，造福

鄉里；最後，資源回收量提高、垃圾量降低，清潔隊

員整理時間減少等，可精減政府人力與機具之使用，

並把這些資源投入環境清潔，從而營造更優質的環

境，可謂一舉三得；另外，實際運作時，志工、里民、

里長互動間，發自真心的微笑；民眾扶老攜幼，以身

作則、落實環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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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黃金里資收站 

(一)分類回收項目 

(二)將勵措施 

(三)積點兌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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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資源 

1.造紙再生紙製作簡報.ppt 

2.低碳永續家園影片(環保署) 

3.低碳生活簡報.ppt 

4.寶特瓶變運動衣影片 

5.新北推環保袋再利用，新增紙袋回收(中視新聞) 

6.回收再生廢容器資源循環減碳氣影片 

7.垃圾分類回收再生，目標零廢棄物新(聞新識力).mp4 

8.垃圾分類對對碰遊戲 

9.玻璃回收影片(東森新聞).mp4 

10.瓶裝水碳足跡(大愛新聞).mp4 

11.環境新夢想-黃金資收站.mp4 

12.汐止區黃金里資收站有成禮門回收動起來(.觀天下新聞).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