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學年度臺日視訊交流
課程方案設計表
學校：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課程名稱

減「塑」新生活
(project)

由於關注到全球垃圾量的議題，其中更是發現到以「塑膠類製品」的垃圾
量為最大宗，於是從生活中使用塑膠習慣開始發想課程內容，來反省日常生活
中使用塑膠類製品所造成的垃圾對地球帶來的環境影響。
落實減塑行動，從記錄自己的使用塑膠所造成的垃圾量，進而知道自己使
設計理念

用的習慣，來找出如何減少使用塑膠製品的方法。提出方法之後，除了可提供
給家人、學校以及社區建議，也請大家一起來實行，共同提升減塑的環保意識。
最後，以舉辦減塑新生活視訊交流的方式呈現，透過視訊與國際接軌，將
減塑行動的建議內容和國際夥伴學校分享，也討論來自國際夥伴學校分享的議
題，並且共同擬定減塑宣言，達到永續生存之共識。

名稱：Less plastic more life
國際夥伴學校

國家：Japan
聯絡窗口：Machiko Fukui、 Mr.Atsuo Nishi

教學對象

班級:607

學生人數: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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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

教學時間

融入領域或
科目

全球面向議題

學習目標

黃御家

共 6 節，240 分鐘

█語文
█ 數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綜合

□生活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藝術與人文

□其他

永續生存─環境保護

1.

知道塑膠垃圾對環境的影響，重視全球環境議題。

2.

能記錄使用塑膠垃圾的習慣，並繪製成長條圖。

3.

發現使用塑膠垃圾的問題所在。

4.

能提出減少塑膠垃圾的具體建議。

5.

能實際操作收納塑膠袋的方式。

6.

以視訊交流形式探討減塑行動，並分享不同國家的減塑作法。

1. To know the impact of plastic on the environment.
2.
3.

Recording the habit of using plastic trash, and drawing a bar chart.
Found that the problem of using plastic trash.

4. Discussing ways to reduce plastic trash to be friendly to the environment.
5. Operation of the way to the plastic bags.
6. Presenting the project through Skype.
1-1-3 向外國人介紹我國文化特色的能力。
國際教育能力指標 2-2-1 瞭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連性。
2-3-1 具備探究全球議題之關連性的能力。
4-2-1 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2

4-3-3 發展解決全球議題方案與評價行動的能力。

學習領域指標

語文學習領域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1-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1-6 能以簡易的英語介紹自己。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6-1-2 樂於回答老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2-3-1-1 養成耐心聆聽的態度。
2-3-2-1 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3-3-4-1 能即席演說，提出自己的見解與經驗。
數學
D-1-01 能將資料做分類與整理，並說明其理由。
D-3-01 能整理生活中的資料，並製成長條圖、折線圖或圓形圖。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數學相關的情境。
健康與體育
7-3-4 分析人類行為如何改變全球環境，並探討環境改變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綜合
4-3-1
4-3-3

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各項資源或策略化解危險。
覺察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來的危險，並珍惜生態環境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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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活動架構
本教學設計【減塑新生活】
，分成「探本塑源」
、
「欲塑則不達」
、
「減塑行動」
、
「減塑裝置」
、
「擬
塑計畫」、「減塑新生活視訊交流」，等六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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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流程
第一節

探本「塑」源

教學錦囊
一、使用塑膠製品的共通特點舉例:

教學時間：1 節，40 分鐘
教師準備：教學 PPT、筆電、相機、「減塑日記」
學習單
學生準備：筆記本

(1) 飲料店會提供塑膠袋以及塑膠吸管。
(2) 買菜時，菜販會把不同菜類分裝到不同袋
子。
(3) 去外面用餐時，經常會使用到塑膠碗、塑
膠筷。
(4) 衛生紙外盒使用塑膠包裝。
(5) 垃圾會用許多塑膠袋來裝。

評量方式：小組報告、學習單檢核
一、引起動機：影片觀賞
教師播放「【減塑行動，拯救海洋】普拉斯
提克的逆襲-1 臺灣塑情大調查」短片，引發學習
動機。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從影片裡以及生活觀察，發現到全
球有許多的垃圾，其中垃圾量最多
的是哪一類的呢?塑膠類製品。
2. 小組討論與報告:什麼時候最常使用到塑膠製
品呢?並記錄在黑板上。
3. 教師與學生逐一檢核，大家使用塑膠製品的
習慣與共通點。
4. 學生記錄下來後，翻譯成英文。
三、綜合活動
1. 學習單檢核:教師指導學生寫「減塑日記」學
習單。(附件一)
2. 教師結語:平時應注意自己使用塑膠製品的習
慣，思考有哪些方式可以減少使
用塑膠製品，除了自己以外，也
可請大家一起來實行，一起共同
維護我們的地球!

(6) 買外食回家吃，店家會提供塑膠袋來裝。
二、使用塑膠製品的共通特點舉例(英文版):
(1) When we buy drinks, we will have
plastic bags and straws.
(2) When we get vegetables, the vendors
will have different bags for different
vegetables.
(3) When we eat out, there are plastic
bowls, and disposal chopsticks in the
store.
(4) Plastic bags are used for tissue
packages.
(5) We use plastic bags for trash.
(6) When we take food home, the store
uses plastic bags for the food.
三、減塑日記學習單:(附件一)
吃完早餐、中餐、晚餐後，檢核自己在這
些過程中，使用多少塑膠類製品，統計其數
量，最後再寫出從這些數據中，發現到了什麼?
教學資源:
1. You Tube(2016)。【減塑行動，拯救海洋】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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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克的逆襲-1 臺灣塑情大調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Ssj8FGd
sqA
第二節

欲「塑」則不達

教學時間：1 節，40 分鐘

教學錦囊
一、從減塑日記裡發現到的特點舉例:
(1) 使用最多的是塑膠袋。
(2) 在整個星期當中，塑膠垃圾使用最多的是
在假日的時候。
(3) 在外食的時候，使用最多塑膠袋。

教師準備：教學 PPT、筆電、A4 雲彩紙、製作長
條圖的表格(附件二)
學生準備：
「減塑日記」學習單(附件一)、彩繪用

(4) 在臺灣的餐廳裡，有很多餐具都是塑膠製
品。
(5) 我們知道我們應該減少使用塑膠，但是我
們並沒有做到。
二、從減塑日記裡發現到的特點舉例(英文版):

具
評量方式：口頭評量、小組報告、實作
一、引起動機
小組組員相互分享「減塑日記」學習單裡所
記錄的內容。
二、發展活動
1. 學生討論從「減塑日記」學習單裡的數據，

(1) Plastic bags are used the most.
(2) Plastic trash is used more on the
weekend
than during the week.
(3) We use plastic bags most when we eat
out.
(4) Most tableware in the stores in Taiwan
is plastic products.
(5) We know we should reduce the plastic
trash, but we didn’t do it.

發現到了什麼特點?
2. 教師指導小組將「減塑日記」學習單裡的數據，
繪製成長條圖 。
3. 實作:學生實際進行將「減塑日記」學習單裡
的數據製成長條圖，並寫上發現到了什
麼特點。
4. 小組報告:呈現製作好的長條圖與發現到的特
點，且上臺分享。
5. 教師與學生一同統整，經由「減塑日記」
學習單裡發現到的共同點。

第三節

減「塑」行動

教學時間：1 節，40 分鐘
教師準備：教學 PPT、筆電、「減塑行動」檢核
表(附件三)
學生準備：筆記本
評量方式：小組報告、學習單檢核

三、綜合活動
1. 指派作業:學生將共同點記錄下來後，並翻譯
成英文。

一、引起動機:影片觀賞
教師播放「減塑計畫，與國際接軌」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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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習動機。
二、發展活動
1. 學生分享:曾經有做過哪些減塑行動呢?
2. 小組討論「減塑行動」我們該怎麼做?並上臺
發表。
3. 介紹「減塑行動」有哪些方式。
4. 與學生共同統整「減塑行動」的方式，並將所
討論出的共同點記錄到「減塑行動」檢核表。
三、綜合活動

4. We should take our own cups when we
buy drinks in the store.
5. We will say no to the store if the plastic
bags are not needed.
6. We will have our own shopping bags
while going shopping.
教學資源:
1. You Tube(2016)。減塑計畫，與國際接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uIyggv3TK4

1.指派作業:
(1) 指導完成「減塑行動」檢核表，並且告知
學生要實際執行。
(2) 將減塑行動的共同點記錄下來，翻譯成
英文。

第四節

減「塑」裝置

教學時間：1 節，40 分鐘
教師準備：教學 PPT、筆電、相機

2.教師結語: ｢減塑行動」，就是大家一起改變生
活習慣，減少使用拋棄式塑膠用
品，直接避免塑膠垃圾產生。這麼
一來，也可以減輕對環境所造成的
負擔喔!

教學錦囊
一、減塑行動舉例:
1. 改變外食習慣。
2. 到外面用餐時，自備環保餐具。
3. 乾淨的塑膠袋可以重複使用。
4. 去飲料店購買飲料時，自備環保杯。
5. 購物時，若不需要，我會主動拒絕商家提
供的塑膠袋。
6. 外出時，我會自備環保購物袋。
二、減塑行動舉例(英文版):
1. Change the habit of eating out.
2. When we eat out, we take our own
tableware.
3. Clean plastic bags can be used again and
again.

學生準備：塑膠袋、面紙盒、橡皮筋、雙面膠
評量方式：小組討論報告、實作
一、引起動機:影片觀賞
教師播放「如何簡易摺塑膠袋」及「如何收
納塑膠袋」的影片，引起學生動機。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 如何簡易摺塑膠袋。
1.教師示範如何摺塑膠袋。
2.學生討論摺塑膠袋的步驟。
3.學生決議摺塑膠的步驟，並且上臺示範。
活動二: 如何收納塑膠袋。
1.教師示範如何收納塑膠袋。
2.學生討論收納塑膠袋的步驟。
3.學生決議收納塑膠的步驟，並且上臺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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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1. 指派作業:將摺塑膠袋以及收納塑膠袋的步驟
一一記下，且翻譯成英文。

教學錦囊
一、如何簡易摺塑膠袋:
1.先把塑膠袋攤平。

4. Fold the left into the right, and fold
downwards.
5. Fold the left inwards.
6. Then put the bottom inside.
三、如何收納塑膠袋:
1.先將塑膠袋重疊，提的地方朝外。

2.把一方摺起來。

2.對摺再對摺。
3.再拿一個塑膠袋，疊上去。

3.將塑膠袋從中間往下摺成 90 度。

4.再把另一方摺起來。

4.把左邊多出來的地方往右摺，再往下摺。

5.再拿一個塑膠袋疊上去，依此類推(大約放
8 個)
6.弄好之後，將塑膠袋摺疊起來。

5.把左邊多出來的部分往內摺。

7.將塑膠袋放入打開的面紙盒中，再將面紙盒
封起來。

6.最後把下方多出來的部分塞進去。

8.用橡皮筋調整開口處。

二、如何簡易摺塑膠袋(英文版):
1. Put the plastic bag flat.
2. Fold it in half twice.
3. Fold the bag from the middle vertically.

9. 可抽取使用。
四、如何收納塑膠袋(英文版):
1. Put two plastic bags like this. The handles
are out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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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ld one end.
3. Put another bags on them.
4. Fold the other end.
5. Put another bag, and another… (about 8
bags.)
6. Then, fold the bags.
7. Put the folded bags into the box of the
tissue, and seal the box.
8. Use the rubber band to adjust the
opening area.
9. You can take the bag out of the tissue
box.

二、發展活動
1.學生整理前四堂課的上課內容，製作成學習檔
案。
2.學生與教師擬定要報告的五大主題並翻譯成英
文。
2.學生分組上臺演練:全程使用英文。
3.教師及學生給予回饋。
三、綜合活動
1.指派作業:
(1)學生練習報告內容。
(2)根據「減塑日記」學習單裡的數據，繪製一
張全班統計量的長條圖。

教學資源:

教學錦囊

1. You Tube (2015)。如何簡單摺出好收納的塑膠
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QdDFkf
KcM
2. You Tube(2005)。【生活智慧王】收納 100 招：
塑膠袋收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41OP3fHulM
第五節

擬「塑」計畫

教學時間：1 節，40 分鐘

一、報告五大主題:
1.使用塑膠的習慣是?
2.經由減塑日記發現到了?
3.我們的減塑做法?
4.如何摺出好收納的塑膠袋。
5.收納塑膠袋。
二、報告五大主題(英文版):
1. The Way We Use Plastic

教師準備：上課照片、上課錄影檔、筆電
學生準備：前四堂上課內容、前四堂上課內容英
文翻譯

2. What we have found
3. The Way to Use Fewer Plastic
4. The Way to Keep Plastic Bags
5. Another Way to Keep Plastic Bags

評量方式：小組討論報告、學習檔案
一、引起動機:
教師呈現前四堂上課的照片、錄影檔給學生

第六節

減「塑」新生活視訊交流

教學時間：1 節，40 分鐘

觀看，並告知要訂定與日本視訊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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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準備：聯絡日本合作學校視訊窗口、錄影機
評量方式：口頭報告、與日本學校視訊連線
一、引起動機
主持人開場，說明舉辦減塑新生活視訊交流
的目的。
二、發展活動
1. 日本國際學校學生自我介紹以及報告內容。
2. 瑞穗國小學生自我介紹以及報告內容。
3. 互動交流時間:雙方問與答。
三、綜合活動
1. 師生檢討:視訊交流後的優劣點，以及從中獲
取什麼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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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配合第二節「欲塑則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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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配合第二節「欲塑則不達」

The amount of plastic trash during a week.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Breakfast
Lunch
Dinner or
supper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Breakfast

Thursday
Lunch

Friday

Saturday

Sunday

Dinner or s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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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配合第三節「減塑行動」

減塑行動檢核表
小朋友，下表內容是學校會彙整全校的減塑行動原則製成的檢核表，請你逐條閱
讀並想一想，哪些是自己或家人有實際做到的?那些已經知道(包括閱讀後才得知)，
但是還沒有實際做到的。分別在欄位中打勾作記號，完成後統計各項。
完成此檢核表，目的是希望能檢核自己日常生活是否真正做到減塑行動，實踐減
「塑」愛地球的理念，為正在受傷的地球盡一份心力。
減塑作法
已經知道 實際做到
1. 我會降低使用塑膠類製品的次數。
2. 乾淨塑膠袋可以收在包包裡帶出門，並在需要時拿出來
重複使用。
3. 外出時，我會會自備環保購物袋。
4. 購物時，若不需要，我會主動拒絕商家提供塑膠袋。
5. 我會自備環保餐具，減少一次性使用廢材，如塑膠杯。
6. 我會主動將塑膠袋分類。
7. 我會少喝市售塑膠杯裝的飲料，儘量使用不銹鋼杯或馬
克杯。
8. 我會使用其他器具取代塑膠袋。
9. 我不會隨手亂丟塑膠袋。
總計
製成紀錄表：將你所知道的(實際做到的不要再提列出來)減塑行動作法，5 條(可
用上面的減塑行動作法或自己獨家的減塑行動作法，製成「我的減塑行動紀錄表」，
並以一週為單位，連續紀錄七天。
我的減塑行動紀錄表
我的減塑行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家長簽名

我的表現

○棒極了

○不錯

○還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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