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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瑞秋﹒卡森( Rache 1

Carson) ，出版《寂靜的春天> '影響整個

世紀的生態著作，指出濫用殺蟲劑的結果，

已傷害生命、影響自然生態，若再不改變，

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終將毒害人類。由於

她的警示， DDT的濫用因而受得到重視，美

國〈時代〉雜誌將她列入二十世紀百位最有

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二00五年〈洛杉磯時

報> (Los Angeles Times) 記者馬拉﹒柯恩

(Marla Cone) 出版〈沉默的雪:緩慢毒化

的北極> (Silent Snow: The Slow Poisoning

of the Arctic) 一書(張美惠， 2010) ，表示

我們的生活環境受到污染，且影響極地的生

活......此皆值得我們深思。

再看看現今，有許多令人聞之色變的負

面新聞，如:瘦肉精、塑化劑污染事件、毒

澱粉、黑心醬油......面對環境污染、生存問

題，未來的我們，應該選擇一個什麼樣的生

活? {時代〉雜誌標舉「綠色EQJ 是正在改

變世界的十大觀念之一。哈佛大學心理系的

丹尼爾﹒高曼 (Daniel Goleman) 繼「情緒

智能」、「社會智能」之後，叉提出「綠色

EQJ 觀念，英文書名是Ecological Intelligence

(生態智能) ，是指我們必需培養出另一種

智能，保護已陷入危險的地球。高曼主張，

要培養綠色EQ有三要點:了解自己造成的衝

擊、追求進步，及分享學習成果。

本文由綠色EQ的角度切入，反思家政

在綠色居家的教學中，如何藉由食之昧、衣

之潔、家之雅的不同生活層面引導，習得實

踐的能力，構成教學內容的橫斷面。並了解

我們要挑戰的，不是來自科技或科學，而是

「人類的行為」。這方面的課程、教學和學

習要有新的視野，需要連結、回饋、建立關

係和互動。因此，傳遞知識固然重要，但要

形成改變，除了知識，還必須修正價值觀和

態度，才能形成永續環境的行為。倫敦大學

教育學院院長、英國學校訓練發展局委員克

里斯﹒賀斯蒙德(Chris Husbands) 強調「尤

其孩子，一定要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行動促

成了改變，他們才會樂觀、持續的嘗試新的

做I去」。

再者，以「體驗學習」為其多元教學

的縱貫面，即教學實施的方式，期待藉由

「做中學」的教育，強調的是經驗、參與、

堅持、反思並在學習過程後得到的價值，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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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家政教學一新室代的新價值。本文

運用體驗學習的教學回饋圈，進而反思教學

及歸納、應用，期待可以落實真實的生活。

因此以回饋圈為架構，反思:什麼是一個好

的教學方式?如何培養孩子一個帶著走的能

力?如何養成孩子建構內化的學習歷程，擬

出的本文架構如下:

﹒一、具體體It及反思一

自「體驗學習」看新室代的教學

﹒二.、多元角度﹒綠EQ 三個思考面向

﹒1.良食宴一飲食綠生活 2.綠時裳一潔衣綠生活

3.綠室界一居家綠生活

﹒三、新室代社會生活價值觀一教學會例分享

• 1. 食之昧 2.衣之潔 3.家之雅

.本文結論:以「新室代﹒綠EQJ 面對真實的生

活。

圖 l 新室代﹒綠EQ教學回饋圈

貳、其體體驗及反思

由「體驗學習」看

新室代的教學

子曰 I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西方諺語: I Tell me , I forget; Show

me, I remember; Involve me, I understand. J 不

論古今中外，一語道盡體驗學習的意義及重

要性。傳統式的教學活動，並未符合學習的

需求，經由體驗、探索的學習，學生才能學

得自然而深入(李錫津， 2003) 。因此，本

文藉由教學的反思，透過教學活動的進行，

從體驗中將新室代的知識，經由自我省思內

化到個人認知結構中，最後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出來，才是真正教學的精神及目的。以下

即由體驗學習的內涵及理論談起，經由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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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理論的整合下，勾勒出新室代體驗學習

的新圖像。

一、體驗學習的內涵

拉丁文，. Experientia J 一詞的意義

是「經歷 (To Go Through) J '即體驗

( Experience) 一詞的來源。在德語用法

中，體驗是指個人經由某事件之參與後，得

到強烈且持續的印象，變得更有智慧(周玉

秀， 2005) 。簡單的來說，體驗係指在真實

的情境，與環境的種種事物接觸而產生的經

驗(李坤崇， 2001 )

謝智謀 (2003 )提出當一個人直接透過

體驗而建構知識、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價值

的歷程是謂體驗學習。吳清山 (2003 )強調

學習不僅重視活用的知識，而且也倡導從知

識中轉化為能力，一方面培養學生適應環境

的能力，一方面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從學習和反思，強化生活適應和統整能力，

成為一位人格健康發展的公民，遂將體驗學

習定義為「學生在學校或教師安排之下，體

驗各種學習活動，從事有意義的學習，並從

活動中習得各種生活實用能力，俾能應用在

實際生活情境。」

二、體驗學習的相關理論

經驗教育社威 (John Dewey) 解釋為

「做中學 J (learning by doing) ，也就

是透過實際動手來得到直接的體驗，以獲

得經驗、知識、技能與價值觀。所有改變

的原動力來自於某種形式的經驗，Gass強

調知識的轉送比其他方式的學習更有價值

新室代﹒綠EQ

( Gass,1993 )

體驗學習主要來自三種理論一一實在主

義 (realism) 、實用主義( pragmatism)

人文主義(humanism) (吳清山， 2003)

(一)實在主義的知識論認為，知識是發現

事物本質以適應環境的經驗，主要來

源是靠經驗，是客觀不變的。因此，

教育必須重視實用知識的吸取，學校

教育要傳授實用的知識和技術，並訓

練學生參與各種服務和勞動工作，從

實際生活中印證知識，以發展各種生

活知能。

(二)實用主義相當重視「由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認為認識外

界事物最好的方法，是找出問題的來

源和解決問題，強調從行動中吸取知

識，知識必須在實際行動中完成，所

以教師必須引導學生有效了解社會和

自然環境，並建立各種學習情境，才

有助於培養學生問題解決，並在活動

中去試驗、探索和求證知識的真假。

(三)人文主義除了重視情意教育，也重視

感官訓練，透過人的感官去了解和感

受外界的事物和人生的價值，其效果

遠大於書本上的知識;此外，人文主

義亦相當重視創造力與自發性的培

養。其所提倡的全人教育，將生活教

育與人格教育融合為一，促進個人的

自我實現，正是體驗學習追求的最高

境界。

由此看來，體驗學習是自發性的內在

動機與積極主與對學習負責的態度，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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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Kolb 四階段體驗學習圈

資料來源: Kolb, D.A. (1984). Experi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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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 l.

(三)歸納階段( Generalizing)
將思考的想法與經驗作歸納與連結，形

成概念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最佳應用，是此階

段的重點。藉由歸納可以得知，面對新的環

境，歸納吸收個人或他人的經驗，有助於個

人或國隊迅速地對新的情境挑戰建立適應及

作出反應。

(四)應用階段 (Applying)

體驗學習的成效，即是個人能夠應用活

動的經驗，把所學習到的知能去推理到外在

世界;這個階段著重在將這些活動經驗應用

到正確的情境，並將體驗學習的經驗，實際

施行或作有意義的應用到個人的日常生活當

中。

「做中學，學中反思，反思中獲得經驗。」

回歸到學習的本質，老師是協助者及引導

者，學生才是教學的主體。

三、經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s)

經驗學習的理論質際運用，即是構成

經驗學習圈，是把經驗學習劃分成許多階段

的理論模式，最具代表性且最普遍被使用的

是Kolb在 1984年所提出來的四階段學習圈模

式，如圖2所示。

Kolb提出的體驗學習圈將體驗學習的

過程具體化，由體驗、反思、歸納及應用

四階段形成，其模式如下(司|自張舒婷，

2010 )

(一)體驗階段( Experiencing)
體驗學習是以活動(activity)來促進參

與者利用自身的能力、團隊的分工合作、人

際溝通、領導被領導、面對挑戰或壓力的問

題解決等歷程，有邏輯性且有方法的循序漸

進達到活動的設定目標，並學習到有價值的

樂趣。

(二)反思內省階段(Reflecting)
學習者比較過去的活動和經驗，並與團

隊討論達成目標的方法，確認團隊的分工結

節，活動時間的考量，以發展出突破規則的

限制與創新的想法。所以，學習者在活動體

驗的過程中，可以藉由省思與檢視問題產生

的核心所在，對活動的感覺、所看、所閩、

所聽，並尋求連結過去經驗來得到問題的解

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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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室代﹒綠 EO

參、反忠、內省:多元角

度﹒綠色EQ

綜合上述，新室代﹒綠EQ課程應用體

驗教學，引導學生透過體驗、省思，及產生

實踐行為，並建構內化意義及酒養情懷，同

時可以提升自我發展，建立綠生活的生活態

度，及生活實踐能力。

丹尼爾﹒高曼提到，所謂綠色EQ' 即是

「生態知能 J '培養對自然環境能有設身處

理、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要提升綠色EQ' 一

個方法是學習以更多元的角度，及了解對生

活環境的影響 (Daniel Goleman,2010)。以

下由生活中的飲食、服裝、居家三方思考所

應面對的問題及應對之道。

近來發生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它們

像是打開潘朵拉的神秘盒子，從外表看不透

食物裡的真相。根據食品污染物的性質，可

分為三方面: (1) 生物性污染:主要是細

菌及細菌毒素、真菌及真菌毒素，而病毒對

食品的污染也逐漸引起重視;另外，寄生蟲

及其蟲卵，如囊蟲、條蟲、蚵蟲、肝吸蟲、

肺吸蟲等寄生蟲，亦會透過病人或病畜糞便

或經過環境中轉化，污染食品而造成危害。

(2) 化學性污染:危害最嚴重是化學肥料

及農藥等農業化學品、有害金屬或其他工業

化學品等污染物，此外，濫用食品添加劑或

動植物生長促進劑等，也是食品化學污染的

因素。(3)放射性污染:食品會吸附或吸

收外來的放射線，當人體攝入受放射線污染

之食品後，將造成人體內各種組織、器官和

細胞病變(陳政J肝， 2011) 0 1990年時，由

於「食品」變「毒品」的環境污染事件頻

傳，越來越多人關心食品的安全問題，綠色

消費在國內漸受重視(柴松林， 2001 )。除

了食品安全之外，食品生產過程更是牽涉到

許多的環境及社會永續的議題，如全球暖化

及碳排放、食品運輸與食物里程、基因改造

作物和集約農業生產造成生物多樣性減少，

以及關心支持生產福祉與地方社群發展等各

方面。

危害最嚴重是化學性污染，臺灣歷年的

食品安全事件從沒斷過，舉凡:鋪米事件、

速食用油含呻量超標、狂牛症致死、塑化劑

風波，及毒澱粉事件......等。英國廚師奧利

佛 (Jamie Oliver) ， 2010年受邀TED (美

國非營利組織，每年邀請各領域傑出人士發

表演說)環球會議演講時，語出驚人的說:

「過去四個世代的成年人，賦予下一代孩子

的命運，我們正為孩子打造的食物城堡，讓

他們比我們在這世界上少生活十年!J 因此

推行具健康意識的「飲食革命J (劉佩修，

2012 )

從微觀的角度而言， I吃食物! J 雖是

老生常談，但卻是美國學者波倫( Michael

Pollan) 奉為圭桌的飲食原則，因對食物有

深入的研究，獲選2010年〈時代> (Time)

雜誌選為「全球百大影響人物J '參考其近

期著作《飲食規則> (Food Rules) 中提出

飲食綠生活一、良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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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基會抽檢發現，高達六成五的服裝

標示不合格，尤其近年來大肆流行的網拍服

飾，連基本的廠商資料都沒有。甚至有衣服

被驗出含有「游離甲醒」與「可遷移性螢光

物質 J '不但容易引發皮膚過敏，甚至有致

癌的高風險。臺師大化學系吳家誠教授表

示，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將甲醒列為可能致癌

物質。由於甲醒可用來防皺，會被不肯商人

添加在棉類、毛類等衣服中。他指出，游離

甲醒一旦沾到人體就很難處理掉，若揮發到

空氣中，吸入過量更會對健康造成嚴重傷害

「自然食品」、「藍色天使食品」、「健康

食品」、「有機食品」、「永續食品」等。

Philip Sloan et al. (2009) 指出，英國政永續

發展協會將永續食品 (sustainable food) 定

義為:

1.安全、健康及營養的，對消費者在商店、

餐廳、學校、醫院等，以可符合較不富裕

的人之需求。

2. 提供一個永績的生活方式給農民、加工業

者、零售業者、使它們員工的工作環境是

安全的、衛生的。

3. 重視生物科技與環境在產品的製造以及對日

工過程，應減少能量的消耗及更大範圍的

改善環境，同時應以高的衡量規範重視動

物健康褔祉，使之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是兼

容的。

4. 支持城鄉經濟的發展，及文化的多樣性，

藉由推廣當地的產品，可將食物旦程減到

最低。

和內

4東h

八十三項挑選食物的黃金準則，及康健雜誌

提出的飲食九行動，綜合整理如下:

(一)吃真食物、少吃食品。

(三)不要向便宜貨飛奔而去: <恐怖的食

品添加物〉作者安部司提到，便宜可

能是因使用添加物降低成本。

(三)食品成分若是廚房裡沒有的，或唸不

出來的、別吃。

(四)吃少一點、吃好一點。

(五)分散食材、選當地、吃當季。

(六)烹調前處理: <與食品添加物和平共

處》作者增尾清建議，在炒、煮前，

利用余燙、過水或熱水沖淋，減少添

加物。

(七)訐多有毒化學質用脂肪的形式在食物

鏈穿梭，少吃動物性脂肪。

(八)謹守「七少八多」原則:擔任癌症關

懷基金會董事韓柏檀先生，積極提倡

健康飲食的自創「七少八多」原則，

即少油、少鹽、少糖、少加工(避免

防腐劑、香料、色素等)、少外食、

少魚肉、少便宜、及多天然、多蔬

果、多穀豆、多喝水、多運動、多大

笑、多感恩、多祈福。

(九)讓孩子從小學會選擇健康食物的能

力， I食育」從小做起。

近年來，食物的醜間接連爆發，重新

喚醒消費者對食物安全及環境的重視，食物

成為二十一世紀引發消費者環境覺知的良好

媒介 (Lang & Gabriel, 2005) 。從巨觀的角

度而言，永續食品的觀念，逐漸產生，叉

有許多相似的名稱，如 I 生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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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如， 2008) 。這是因在印染後整理等

過程中，使用五氯萃酌等防腐劑、防霉劑、

防蛀劑等，致使這些化學物質殘留在紡織品

和服裝上，此為服飾原料儲存和紡織加工上

所受的污染(張莉 '2007) 0 另方面，是服

飾原材料受污染，如棉、麻纖維在種植過程

中，大量使用殺蟲劑、除草劑和化肥，導致

農藥殘留在棉花、麻纖維之中。因此，對人

體健康及維護生態環境的有機服裝日漸受到

重視，最終演繹成一股時尚的浪潮。(林

間， 2011 )

因此，到消費者手中，最重要的是衣物

的洗蝶，因甲醒具有揮發特性，只要輕過數

次洗樵即可將殘留於紡織品上的甲睦完全釋

放。但文擔心衣服經強效洗潔精後，洗不乾

淨，或螢光劑殘留等，日本佐光紀子研發環

保舒適的「自然洗衣」法，是以對衣物、肌

膚及環境都溫和的洗衣方式，並體，驗舒適的

自然生活，簡要說明如下:

1.自然洗衣術是:搭配四種天然材料一一

「肥皂」、「檸檬酸」、「小蘇打」、

「甘油 J '把衣服洗乾淨。「肥皂」是洗

衣的主角，可以深入洗淨纖維內的汙垢。

酸性的「檸檬酸」可以中和弱鹼性的肥

皂，使洗淨後的衣物手感更柔軟。醋也可

以代替檸檬酸，但崇尚自然洗衣的人，大

部分都喜愛天然的檸檬酸。「小蘇打」是

除臭劑，有助於吸收鞋櫃和冰箱中的異

味，當然也可以吸收沾附在衣物上的異

味。將小蘇打和「甘油」混合製成的小蘇

打霜可以使衣物深處的汙潰浮出表面。

每一種材料都是自古以來大家所熟悉

的，卻可以輕鬆去除汙垢。自然洗衣術是使

用簡單而安全的材料洗衣服，即使幼兒或寵

物在一旁，也完全不必擔心發生意外。

2. 浸泡比用力搓揉更奏效

洗除襪子底部或白襯衫領口的汙垢時，

會先沾上肥皂，然後在小型洗衣板上拼命搓

洗 o 但這種方法洗衣服不僅手會痛，久而久

之，材質還會起毛球。

自然洗衣的觀點認為:用力搓洗弄髒

的部分，會使衣料受到損傷，當再度吸收汙

垢後，反而更不容易洗乾淨，而且更加傷害

衣料...... ，於是設計把衣物浸泡在較濃的肥

皂水中的方法。但由於有些衣服容易褪色，

因此，必須事先確認衣物的材質是否適合浸

泡。只要做好這項檢查，就不需費功夫和力

氣，並讓時間漸漸去除汙垢。浸泡後，水可

以使纖維變軟，肥皂能滲透到纖維深處，就

容易去除汙垢。(佐光紀子， 2006)

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

過《旦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會

議} ，以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其中提出綠

色紡織品為重要的發展策略(T.E. Graedel

& B.R. Allenby, 2004) 。能源爭奪危機下，

具體的發展趨勢，-綠色革命」帶來的生產

思維，將是未來國際的競爭力，更是人類下

一波新經濟時代的藍海。人類正面臨諸多環

境上的挑戰，全球人民參與綠色革命，讓人

類與環境共存，重新省思對環境的責任及義

務，深刻體認綠能革命的重要性，迎接綠

色經濟時代的來臨。 (Thomas L. Friedm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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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紡織品的綠色是一相對名詞，任

何對環境相對較無害的產品，皆可稱之為綠

色產品，依據中華民國紡織拓展會將環保綠

色紡織品分為三大類，如圓3 '只要在製造

到成品銷售過程中，符合三項原則的其中一

項，就可稱之為環保綠色紡織品，並減少包

裝及銷售精簡化，共同推動綠色消費，減少

環境負擔(黃喧尹， 2010) 。

摳~..符合

1IIt!..濁的情傘

扭，間﹒嘲行揖合作用

報敬二.Ib國﹒

也厲lUI成.國.

.咀..可分闡﹒

叉成祖，軒作謂的，

..胃室，

盛典司賞..親的

﹒費主..ii..·

3 園也..

(1)有..:幢幢土他及麓，圈，韓素鎧fe.1e車，‘

..污給‘三年以上﹒聳聽像水.....

§~人工~岐﹒
1.1II...

(2)1II.~雇毛:以天然有﹒芳草生間..拳﹒

'輯用精定，直....

~圈，潰，隘的鷹"也有限制﹒

(1)大眉
2.天然..區

(2)..
(1)團團轉瘋固岐...鐘 攝取lilt ﹒且100%回 lilt

.少膺，區~.是目前固岐﹒生直﹒

......凳聾的自lilt.. ﹒

(2)尾，國也再生..:llIg﹒生﹒遍體中

重生的魔..硨布固lilt..·

紛處，盾，直﹒..有費量適用買..

(3)..妙:遍遍，蜓，快feMS.M餒.﹒1l:4t

.膺，區"的﹒跡遍﹒......﹒""f
﹒間，真﹒!1tUV的高價值助..健布開﹒

(1)玉漱..:玉織的，凰"貨鈕a..MII作...

"獨含AI..鉤，定性﹒及僚，‘

天線...分饋的.1Ii﹒

(2)大豆..:以團團糧食~M的..M.Il.·

III重道盧理.IIAI..區﹒不..IJJ

JeJ*負荷﹒﹒蛋白質性....皂廠廈..

, (3)竹..:車廠竹子中的...鐘，旬，方!li1JJ工-
4.人遍全~可分M.. ,4 不舍fe.SIJJ~ ﹒具有m﹒隙島的妞，且-

1(4)淘...:1lI濁瘋iII.AI...的盼茉﹒I I …YM竺l1Jlll·' 天然不..﹒ "負

(5)天緣.(Tencer) :以﹒木袍，個﹒

從..中.續出..鉤，直﹒1II誼似寞，島的

絕佳.....合作...﹒筒，去~"

(1)1Il!...區:竹Ill!﹒..1Il!庸置....寮激化﹒'‘儼﹒劫lll·

5.11'昕賀... (2)眩，軒.貫性..:SIJJ.1M1l、蚣，國恨的組合﹒石fll·

團團成哀鳴鐘蠟燭肌.....貫﹒

J侈聶可

種II僚:從原.!lJI建設的~.撞撞中﹒"少*"."能軍區. feW'帽"

的清軍蓋 越緒，倒二afeill俱厲，區，聾的排放..並且ill線在

&BAIlIIi過種中不便會甲恆、甲車E ‘一書，錄用安全瓣，的

天燃艙，司和助嘲﹒姐!lJ筒...ill ﹒隊fIf污蛤﹒過曲直‘工及

詞，費電..安全E圖攘的目的﹒

圖 3 中華民國紡織拓展會環保紡織品分類圖(由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可知，人類對服飾發展的演進，已

由功能性舒適、保暖，進而是美觀、流行，

接著是展現個人品昧、時尚與社會認同，到

現在是強調展現個人價值取向:健康取向、

環保訴求、綠色消費的價值表現，可見「健

康永績的綠色服裝 J '更是未來重要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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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小心!

舉例來說，頭號住宅健康殺手【甲

醒】'生活中污染隨處可見，林杰樑

(2008)指出甲醒在生活中的來源有三:空

氣中、衣物中及食物中。甚至是存在化粒

用品中，如護唇膏、聽毛膏等(陳立川，

2010)。而空氣中的甲醒影響範圍較大，

如:1.用作護牆板、天花板等裝飾材料的各

類醒樹脂膠人造板，比如合板、細木板、織

維板和倒花板等，2.含有甲醒成分並有可能

向外界散發的裝飾材料，比如貼牆布，貼牆

紙，油漆和塗料管;3.有可能散發甲醒的室

內陳列及生活用品，比如傢俱、化織地毯和

泡沫塑料等(林杰樑，2008) 。

由此看來，若要減少居住環境對身體的

傷害，應該由慎選裝j黃建材開始，同時必需

重視居住環境的健康。除此之外，臺灣雖創

礙、神經及精神異常、暴力傾向等!

7號住宅健康殺手【低頻電磁波】:不

住進輻射屋，還是會有電氣設備的低頻電磁

波的危害，將導致白血病、腦瘤、乳癌、不

孕、早產、兒童癌症等患病機率大增!

8號住宅健康殺手【石綿】:含毒石綿

建材，吸入將導致肋膜癌(間皮癌)、塵肺

症、肺癌等，而且潛伏期長30至40年!

居家綠生活 累積且不排除，將造成腦病變、腎功能障

2008)

三、綠室界

9號住宅健康殺手【氧氣】:氣派的石
江守山醫師從醫學專業角度審視住宅對

材裝潰含有致病的氧氣，不抽菸者也會得肺

健康的影響，他指出台灣住宅的十大健康殺
j耳!

手如下(江守山，2008) :
10號住宅健康殺手【徹菌】:台灣有

頭號住宅健康殺手【甲醒】:甲醒毒氣
300天屬於潮濕的環境，加上滲水、漏水嚴

逸散的揮發量， 12年才會降到安全值，堪稱
重，是徽菌繁殖的溫床，易引發氣喘、過敏

房屋毒素的致癌殺手!

2號住宅健康殺手【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新房子的怪味道」正是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輕忽將造成肺中毒、癌病變!

3號住宅健康殺手【懸浮微粒】:懸浮

微粒無所不在，吸入過量將造成氣喘發作，

以及心肝肺腎受損和大腦等病變!

4號住宅健康殺手【三函甲院】:用自

來水洗熱水澡、燒開飲用，吸入三國甲院致

病機率高，將導致膀脫癌等癌病變，還會造

成孕婦流產或畸胎!

5號住宅健康殺手【摩擦力】:如果跌

倒摔斷腿而終身臥床，死亡率遠高於大腸癌

患者，而且老人、兒童跌倒是國家相當大的

醫療負擔!

6號住宅健康殺手【重金屬】:水中重

金屬(鉛錚鋁汞呻鎳銅鋪鐘等) ，會在人體

腎臟科江守山醫師檢測新竹以北66問私

人住宅，結果發現，臺灣住家的室內空氣完

全合格的只占 13% '也就是說，居然有高達

87%的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許多民泉並不

知道住家的空氣品質比戶外還要髒'況且人

的一生有近90%的時間是在家裡和辦公室，

不得不讓人憂心國人的健康安危(陳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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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經濟奇蹟，生活環境負荷卻也除之加重，

如:建築物通風不良、節能設計不當，不只

造成能源的浪費、也使得都市暖化加劇。為

了改善這樣的狀況，建築環境的「綠化生態

設計」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由此觀之，要

建立一個永續性生態環境之綠色建築'已

成為全球性之共通議題(經濟部工業局，

2001)

2002年 8 月 26 日於南非約翰尼斯堡

召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j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SSD) ，會議主題，水資源(Water)

能源( Energy) 、健康 (Health)

農業 (Agriculture) 、及生物多樣化

(Biodiversity) j 即針對當今日益惡化環境

主要問題，提高人們生活水準，能喚起全球

性行動，能對自然環境境的保護，訂出更有

效率的管制(聯合國公約秘書處，2001) 。

表 1 EEWH系統評估內容

因此， ，綠建築」理念的產生，導因於二十

世紀中葉生態意識的覺醒、能源危機的激

發、與永續發展的興起，促使國際間建築學

家以生態防災的思維所發展的新方向，促使

建築跨越傳統觀念，而以「節約能源」

「與自然親和力」的新思維，而現今已成為

全球性議題，綠建築發展亦成為世界潮流

( Bannes & Mann, 1991 )

綠建築由過去的「消耗最少地球資源、

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的消極定義，擴

為「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

的積極定義，目前我國採用之評估指標共有

九大指標，為簡化，內容屬性相近的指標被

歸納為四大範疇，包含生態 (Ecology)

節能 (Energy Saving) 、減廢 (Waste

Reduction) 、健康 (Health) ，形成綠建築

評估系統 'EEWH j ，如下表 l所示(陳瑞玲

等， 2010) 。

目標 指標項目 內容

提升大基地開發的綠地生態品質，利用基地內多層次空間搭配植

生物多樣化 栽，如利用埠塘、水池等創造生態水域，或以多孔隙環境、表土保

存技術等，達到生物多樣性。

生態
綠化量

主要是增加綠地面積，強調可利用建築內自然土層或屋頂、陽台、

外牆等，種植各類植物。

基地保水
利用透水舖面、景觀胖留滲透水池等，重視基地內自然土層、人工

土層的涵養水分與脖留雨水的能力。

節能 日常節能
以空調及照明耗電為主要評估，並可用適當開口率、雌幕牆、外殼

構造及材料、開窗面導光或善用中庭風等方式，達到節能。

C02減量
重視簡樸建築造型、合理結構系統與室內裝修等，以降低C02的排放

量。

減廢 重視建築物施工或拆除過程，減少產生之破壞環境衛生或人體健康

廢棄物減量 的廢土、廢棄建材等，故強調使用再生建材、營建自動化、乾式隔

間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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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指標項目 內容

室內環境品質
即為建築物內的人體健康環境指標，包括空氣、噪音等方面，可利

用室內空氣淨化設備、生態塗料與生態接著劑及噪音防利等方式。

健康 水資源 使用省水器材、中水利用計劃、雨水再利用與植栽澆灌節水等。

污水及 著重建築空間設施及使用管理相關具體評估，可行技術包括雨污水

垃圾改善 分流、垃圾集中場改善和廚餘堆肥等。

資料來源:陳瑞鈴等 (2010 )。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臺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

目前世界各囡囡全球暖化、氣候異常等

現象所造成的環境議題，各種綠色經濟、生

態永續的思維及態度，更顯得重要。正如生

態建築設計師皮爾森曾經說過: r家有它自

己的靈魂，能帶來歡樂和幸運，也能給人安

全感，讓人和大自然保持和諧」。因此，我

們可以從居家生活做起，只要有一些改變，

大家都能有一個舒適、安全、健康、節能的

綠色健康居。

肆、歸納、應用:新室代

社會生活價值觀

教學實例分享

體驗學習的教學回饋圈，接績是「歸

納、應用」。由上述的多元角度，應用綠色

EQ' 設計本教學實例，其理念有三:一、節

能減碳、永續發展。二、改變習慣，聰明消

費。三、 DIY動手做創意。

教學質例分享，分為三大主題一一「食

之味」、「衣之潔」、「家之雅 J '依據體

驗學習理念，課程設計可分為「檢測篇」及

「實踐篇 J '定位如教學的綠活妙錦麓，共

分妙錦囊十計，在教學過程中，有如進行一

份新室代教學膳食計劃，依現況進行選擇及

搭配使用，例如:食之味檢測篇是選擇「第

1-2計雙氧試劑 J + r 第 1-4計皂黃試劑 J +

「第四計無憂無氯」共兩節課。再者檢測篇

與豆製品有闕，因此實踐篇則選則「豆腐」

+ r豆花 J + r豆渣蛋糕 J '共計兩節課。

綠活妙錦蠶的架構如圖4· 以下為教學質例

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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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新室代﹒綠EQ一綠活妙錦囊無構圖

資料來源:王譽秦、李秀靜、黃筱玲等

( 2012 )。推展高中家政課綱:
家政教學錦囊第七袋。臺南市:

臺南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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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軍

一、檢測篇 (2節課)

教學主題| 新室代綠時檢測篇 |教學時間 I 2 節課(100分鐘)

1. (時代〉雜誌標舉「綠色 EQJ 是正在改 I I 一、認知部份

=n I 變世界的十大觀念之一。 1ιI I.瞭解新室代﹒綠EQ的知識力。

了 12. 以「體驗學習」理念，強調「做中|立|二、技能部份

已 | 學 J '從而建立家政教學一一新室代的新|言 12. 建瓦綠EQ的檢測質踐力。

工 | 價值。 I ~二|三、情意部份

心 13. 教學過程中，有如進行一份新室代教學膳 I '17.1" 13. 培養環境永續發展關懷力。

食計劃，依現況進行選擇及搭配使用。

學生:

1.預習本次上課之課程內容。

2 備妥每人檢測之食品或實物。

準 1 3 觀察個人家庭中，綠活生活的質例。
備

事

項

教學活動流程

【引起動機 l 】大家來找碴一一中國人幸福的一天

1.教師播放網路上「中國人幸福的一天」影片( bttp://www.youtube.

com/watcb?v=Y一nK3JYEhU&feature=related) ，請學生仔細看。之

後請學生找出影片中提到的九項黑心食品及黑心商品。 1=.... II . I
|影片: I 配合教

2. 教師說明最近的負面消費新聞，並請學生重視生活中的消費安全及|「 |
1 r 中國|學目標

居家健康的重要性。 | |
|人幸福|學生能

註:中國人幸福的一天影片一一文字稿(標楷體是答案) I:~-.- ,= I
|的一|踴躍參

3. 早上起床，掀開黑心棉做的被子，使用高露癌牙膏刷牙，早餐是一|→ |…
杯三聚氫胺的牛奶，及一根柴油及洗衣粉炸的油條，外加一個蘇丹1/'- J ‘中

紅鴨蛋。午餐點一盤用地溝油炒的避孕藥的紅燒黃膳'及一碟DDT

噴過的酷溜白菜。之後，因聽到股市大跌的消息，加點一杯含甲醇

的白酒，結果，雙眼失明，還以為是天黑。(假煙)

【發展活動】黑心創意商品

1.教師請學生看大陸盛行的「黑心創意商品」

心商品無所不在。

註:以下是答案(使用圖示)

時間

IS'

35'

教師:

I.蒐集有關綠活居家之相關之資料、

圖片、書籍及參考網站。

2. 製作教學簡報。

3. 綠活妙錦囊相關教真一一檢測所需

之材料及用具。(相關教具請參考

家政學科中心出版一家政教學錦囊

第七袋:綠活妙錦囊)

4 製作學習單。

5 準備相機拍攝製作過程與作品。

教學|教學

資源|評量

能
聽
生
細
學
仔
講

白
單
電
、

子
、
、

T

電
板
槍
腦
阿

里
…

明說看連連行進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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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室代﹒緣 EQ

附件: I 學生能

新室|踴躍參

代﹒綠|與

E Q - 1
學習單

皮鞋----- ~包子

紙箱..---..-\\J﹒榨菜

用過的衛生紙錢 /苟牛 奶

石膏、明馨~ /.......小 鳥

糞水.....立多<---醬油

老 鼠，歹入心、/\﹒雞 蛋

←油漆桶../、、，..---饅 頭

頭 髮..... ./又可﹒臭豆腐

洗衣粉，可〈ζ 函，再生衛色紙(附贈蟲卵)

硫礦﹒r ---旬油條

2. 進行「綠活指數測一測 J '讓學生解自己的綠活指數，並說明結

果。(共計12題) I 教具:

3. 如何增進生活中的綠活指數，利用「簡易的綠活妙錦聽」是其一方|綠活妙

法，立即實施眼明手快檢測行動，教師自綠活妙錦蠶取出檢測教|錦翼教

具，說明檢測方法。(檢測篇之寶例，請參考所附學習單) I 具

30' 14簡易綠活妙錦聽檢測(可以配合時事及教學現況選用)一例如

(I)食之昧檢測篇一一選擇「第1-2計雙氧試劑J + r 第 1-4計皂黃試

劑 J + r第四計無憂無氯」。簡述如下(詳見圖4) :

@第1-2計雙氧試劑一準備豆製品等，將硫酸數試劑(雙氧試劑)滴在

切面，檢測食品中是否含有過氧化氫。

@第1-4計皂黃試劑一用皂黃試劑滴在檢體表面，檢測食品中是否含

有工業用色素皂黃 (Metanil yellow) ，是非法之食用色素。

@第四計無憂無氯一準備自來水，利用餘氯測定液，確保飲用水的

氯'是否加得剛剛好。

(2) 衣之潔檢測篇一一選擇「第六計:無所遁形一螢光劑檢測箱」。

利用驗鈔筆及自製檢測燈箱，檢測衣物中的螢光劑。方法如下:

@取一紙箱，內層黏上黑色壁報紙。

@紫外燈管及燈座放入。

@欲檢測之衣物放入箱內，以紫外燈管照射看是否有螢光反應。

(3) 家之雅檢測篇一一選擇「第十計:紅包袋甲艦檢測」。以棉花棒

沾沙拉油及酒精，分別於紅包袋上擦拭，依棉花棒是否脫色判斷

紅包袋是否合甲盤或重金屬。

5. 說明生活中避免選購黑心商品的要訣。

【綜合活動】: I 電子白|學生能

1.教師說明此項檢測的日:水中的餘氯)對生活、健康的影響。 I 板、單|仔細聽

2. 請學生討論生活中如何落質生活中及分享。 I槍、電|講

3. 進行綠活大行動一一綠活妙錦囊實踐篇，教師說明下次上課原則及|腦

實施步驟。 IPPT I 學生能

4. 播放勸世歌曲江湖調之「黑心肝」一歌作結。(h叩://www.youωbe·1學習單|踴躍參

com/watch?v=BDLl qo1SzwY) , I I 與

5. 並鼓勵大家一起質踐居家綠生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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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車

踐篇 (2節課)

1.實踐篇分為三大主題一一「食之味」

設 I r衣之潔」、「家之雅」。

計 12.DIY動手玩創意。

理 13. 達到節能減碳永續樂活，為地球貢獻一份

念 | 心力。

教學活動流程

新室代﹒綠EQ一實踐篇
2 節課(100分鐘)

教學時間|
一一食、衣、居家舉例各一

一、認知部份

教竹.瞭解新室代﹒綠EQ的認知力。

學|二、技能部份

目 12. 建立綠EQ的檢測質踐力。

標|三、情意部份

3. 培養環境永續發展關懷力。

教師:

1.蒐集有關綠活居家之相關之資料、圖

片、書籍及參考網站。

2. 製作教學簡報。

3. 綠活妙錦囊相關教具一一檢測所需之

材料及用具。(相關教具請參考家政

學科中J心出版一一家政教學錦囊第七

袋.綠活妙錦囊)

4. 製作學習單。

5. 準備相機拍攝製作過程與作品。

教學|教學

資源|評量

食之味實踐篇: (2節課) I 教真: I 配合教

【引起動機】神奇魔術秀 |黃豆魔|學目標

1.請同學仔細觀察老師手上的魔術道真，裡面裝的是什麼? I術道具|學生能

2 大家一起數一、二、三，再看看變成什麼?是「黃豆 J ! IPPT ﹒|踴躍參

3 教師說明:黃豆，含豐富的蛋白質(含有完整的必需氯基酸)及油|新室代|與

脂(含有豐富的必需脂肪酸)。大豆油所含的多元不飽和必需脂肪|一-一.~…. .
酸、卵磷脂、維他命E 、礦物質、異黃閥、食物纖維以及其他微量 I::咒釘

|實踐篇
成份。所以，黃豆除了提供重要營養，還有降低膽固醇、高血壓及|I(食之
抗氧化(抗癌)等功效。 I 味)

4 老師請問:黃豆還可以變成什麼? I 教真: I 學生能

【發展活動】黃巨交饗曲:傳統豆腐、豆漿、豆花、豆皮 |豆 腐|仔細聽

1.教師說明中國人吃豆腐歷史悠久，相傳是西漢(西元前 164年)准南王|模、豆|講

劉安發明，劉安在八公山燒藥練丹時，偶然以石膏點豆汁，發明豆|漿、鹽

腐，可稱為豆腐的始祖。《食物本草〉一書中，姚可成提到 r凡|滷 豆

人之初到地方，水土不服，先食豆腐，則漸漸調安」。可見豆腐， I 膏、古

是營養盟富，平易叉天然的食物。 I 早味豆

2 親手體驗知性叉懷舊的食材，煥起並傳承古早的幸福滋味，說明豆|花粉等

腐的製作方法，全班一起體驗作豆腐。(先備妥製豆腐的豆漿) I 主向

3. 說明利用煮豆漿的過程中，因蛋白質凝固形成豆皮。 I 平 目
，單)

學生:

1.預習本次上課之課程內容。

2. 備妥每人檢測之食品或質物。

準 13. 觀察個人家庭中，綠活生活的實例。

備

事

項

教學主題

5'

時間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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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室代﹒綠 EQ

4. 再將豆漿至達90°C時，沖入備妥的豆花中，三分鐘即可形成豆花。|附件: I學生能

5 完成豆之味交響曲，看到黃豆的變化及多元面貌。 I綠活妙|踴躍參

30' I 【發展活動】懷舊豆之味:豆之味鬆餅、豆之味蛋糕 |錦蠶食|與

1.教師說明打豆漿的過程中，會形成豆渣，豆漿可以變成什麼?可製|之味質

成美昧的鬆餅或蛋糕，說明製作方法。 I 踐篇-

2 學生備妥材料，可利用烤箱或蛋糕機、鬆餅機等，製出美味叉造型|懷舊豆

可愛的鬆餅或蛋糕。 I 之味學

20' I 【綜合活動】豆之味饗宴 |習單

1.成果分享與拍照。

2. 同時，請學生想一想，豆渣還可如何應用呢?

3 學生於課後可與家人或朋友分享綠活的生活方法並能落質於日常居

家生活中。

10' I 衣之潔實踐篇﹒(l節課) I 電子白|學生能

【引起動機】傳統用其猜一猜 |恆、單|仔細聽

1.教師播放傳統洗衣器物的投影片，請學生猜一猜這些器物是什麼用|槍、電|講

途，再藉由一則新聞報導，說明衣物清潔的傳統方法及前人智慧， I腦

並引導學生了解天然洗衣方式及流程。 IPPT

2. 教師再說明負面消費新聞，並請學生重視生活中的消費安全及居家|學習單

健康的重要性。

30' I 【發展活動】傳統VS.現代比一比

l 教師說明傳統洗衣方式的步驟，讓學生親手體驗自然洗衣的過程，

並與市售洗衣精做比較。

2. 各小組分別使用市售及天然洗衣兩種方式，將帶來的棉質衣物洗|附件: I 學生能

淨，並於衣物H京乾後記錄其味道、顏色及觸感。 I 新室代|踴躍參

3 心得分享與成果記錄。並請學生想一想生活中還有哪些天然材料可卜 綠|與

以用於衣物清潔及去潰?及於課後可與家人或朋友分享綠活的生活 IEQ . 2

方法並能落實於日常居家生活中。 I 實踐篇

10' I 【綜合活動】 Ie 衣之

l 教師說明面對衣物中的甲艦及螢光劑等問題，未來的「綠色紡織|潔)學

品」是重要的發展策略。 I 習單

2 綠色紡織品的綠色是一相對名詞，任何對環境相對較無害的產品，

皆可稱之為綠色產品，依據中華民國紡織拓展會將環保綠色紡織品

分為三大類，如圓 3 '只要在製造到成品銷售過程中，符合其中一

項，就可稱為環保綠色紡織品，並減少包裝及銷售精簡化，共同推

動綠色消費，減少環境負擔(黃喧尹， 2010)

3 教師總結:健康取向、環保訴求、綠色消費的價值表現，可見「健

康永績的綠色服裝 J '更是未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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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勞車

10' I 家之雅質踐篇﹒ (2節課) I 電子自|學生能

【引起動機】猜一猜誰是最性感嘴唇第一名 |板、單|仔細聽

I.教師播放最性感嘴唇的投影片，請學生猜猜誰是最性感 l嘴唇第一|槍、電|講

名，再藉由一則「標示不清「唇」危機，醋類防腐劑吃下肚」新聞|腦 、

報導，甚至顯示護唇膏含甲醒之虞慮，說明嘴唇的基本功能與保 IPPT

養，並引導學生瞭解正確的天然保養方法。 I 學習單

2. 教師再說明負面消費新聞，並請學生重視生活中的消費安全及居家

健康的重要性。

70' I 【發展活動】甜橘護唇膏製作 |附件: I 學生能

1.教師透過自錄護唇膏影片，說明製作方法、流程與注意事項。 I 新 室|踴躍參

2. 學生將所需材料，一一秤量後，依照步驟完成龍唇膏的製作。 11'弋﹒綠|與

3. 教師於製作過程中，隨時協助學生處理製做過成不了解之處。 IE Q- 2

4. 護唇膏體驗會 成果分享與拍照，及於課後可與家人或朋友分享|質踐篇

綠活的生活方法並能落質於日常居家生活中。 I (家之

前 |【綜合活動】健康好宅綠建築 |雅)

I.教師說明，面對健康居家，除了天然手作之於，更需有巨視的觀點|學習單

一一健康好宅「綠建築 J '方可質現「家之雅」。

2. 教師說明何謂綠建築一一即「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及|然護唇

九大指標。 I 膏DIY

3. 鼓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落實。

室
實

新
真

以
對

..

面
活
問

生
綠
活

實
﹒
生

真
代
的

伍

經由前述，經驗學習在課程與教學上的

啟示，是利用生活化的教學實施，引起學生

主動參與，再藉由新室代﹒綠 EQ之做中島

的親自動手操作，主動歸納整理學習經驗，

因而產生深刻的學習效果，並可達成教學目

標，同時教師的角色是引導者，學生才是學

習的主體。

反思: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議題為何?

莫過於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生態與環境衝 b 。

時報出版社指出 EARTH為二十一世紀全人類

面臨永續生存最迫切最嚴苛的五大議題。舉

124 中等教育第 64卷第4期

凡與「綠色知識」相關的主題，都將包含其

中，與大家共同關心、思考人類與地球的過

去、現在及未來。 EARTH的內涵如下.

E一一指的是 Environment (環境)以及

生態 (Ecology )。由於人類過度消耗資源與

環境，讓這兩個議題成為全球所面對最嚴苛

的課題，甚或造成人類未來的浩劫。

A一一貝U是Agriculture (農業)。全世

界都在為糧荒著急，未來人口不斷增加，再

加上新興國家帽起，對於糧食的需求有增無

減;再加上全球氣候變遷對農作的影響，對

於糧荒問題無疑是雪上加霜。

R一一是Resource (各項天然資源)。其

中尤以水資源最為重要。面對氣候暖化後的

極端氣候、旱撈不定，如何管理水資源、取



得潔淨用水，在在都是重要課題;其他如能

源、礦藏等，也都是維繫人類文明的重要天

然資源。

T 指的是Technology (科技)。全人

類在面對極端嚴苛的挑戰之際，我們的工業

科技、生物科技及地球工程科技等，都扮演

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人類能不能找出方法與

地球和平共處，各種科技的創新與發明，是

重要關鍵。

H一一指的是Health (健康)。現代人出

現許多怪病與文明病，與現代人的生產與消

費息息相關。尋求健康的環境與生活是人類

共同努力的首要目標，特別是在面對氣候變

遷的衝擊下，更顯得刻不容緩。

這五大議題，的確與家政教學「居住

與環境」主題有密切相關，本文藉由綠色E

Q的角度，反思家政在綠色居家的教學，從

食之昧、衣之潔、家之雅的不同生活層面引

導，習得對綠色居家及環境永續的知識力、

實踐力及關懷力，同時理解我們要克服與挑

戰的，是「人類的行為 J '並非科學或科

技。期待藉由體驗學習的理念應用， r做中

學，學中反思，反思中獲得經驗 J '新室代

.綠EQ產生新的教學視野，在日常生活的

各方面，提供天然、安全、環保的身體心靈

SPA' 亦可落實舒適健康、節能減碳、永續

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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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車

附件一:新室代﹒綠 E←食之味檢測篇學習單

新安代﹒綠 EQ- 1 :食乏味檢測篇

班級:一一一座號:一一一姓名: 日期:

「食心商品」無所不在，若不慎誤食過量的非法添加物，可能會致嘔吐、腹

瀉、昏迷等中毒現象。面對這樣可怕，又無所不在的兇手，我們可以進行綠活妙

錦囊的簡易行實驗，可幫助你檢驗可疑的食物。

.大家來找碴一一請找出影片中的九個黑心商品

句
4
E
J
n
H
J

2.

6.

3.

7.

4.

8.

﹒綠活溫度計一一測一測你的綠活指數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8. (

9. ( ) 10. ( ) 11. ( ) 12. ( )

結果一計算你的總分. ，你的綠活指數. 綠活妙錦囊 1.....，黑心商品的錦囊妙計

(一}黑心食品現形*1一雙氧試劑一「過氧化氫」檢驗

「雙氧水」的學術名詞是「過氧化氫J' 合法的用途是魚肉煉製品等食品用

的殺菌劑，但有些不法的商人卻把它當漂白劑，例如市面上常見的鹽水雞，此外，

在許多的「豆製品」、粗麵、做仔魚、魚板、魚肉塊、魚丸、山芋等，輕者嘔吐、

腹痛、腹瀉，嚴重的會導致腸出血、穿孔，長期使用甚至會造成死亡。

過氧化氫檢驗法
量酬，苟喔， 唔"lIt_

\ 1/ 17
﹒扒"間.，、卅一，

.皂，

(二)黑心食品現形 *1一皂黃試劑一一「工業皂黃色素」檢驗

皂黃 (Metanil yellow) 為工業用色素，是非法之食用色素。依據研究指出，

皂黃會引發肝臟細胞損害，是一種致癌物質，且一般人無法由肉眼辨別。

使用步轉:

(1)準備上述食材，且未經烹調備妥，放入杯中。 (2)將皂黃試劑滴 2 滴在食材上。

(3)觀察並判別滴過試劑後食材顏色變化。

結果顯示:

重28 中等教育第 64卷第4期



新室代﹒綠 EQ

陰性反應(一) :原、無色溶液的顏色。陽性反應(+) :顏色呈現紫紅色反應。

(三)檢驗項目及結果(以+、一表示，及標示顏色}

檢測項目 組別 過氧化氫 皂黃 備註

大豆干 1

五香豆干 2

素雞 3

大豆干 4

五香豆干 5

素雞 6

(四)綠活錦囊妙招σ去除食物中殘留的過氧化氫之方法

(五)綠活錦囊妙招。如何慎還避免令皂黃的食物

. 綠活妙錦囊 2""無憂無氣:水中餘氯測定

(一}水中餘氯:飲用水的微生物或細菌，經臭氧、活性炭吸附、結晶、軟化等高級淨

7]<..程序，無法完全去除。確保安全，加氯消毒，但餘氯經高 i旦與有織物J結合，恐生致瘤的三

齒甲屁。用餘氯測定液，且在係飲用水的氣，加得剛剛好。(1.0 ppm 以下是正常範圍)

1 水中餘氯|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餘氣量 I I I I I(ppm) I I I I I

{二)綠活錦囊妙招。日常生活中，無憂無氣方法?

我的收獲、付出及"f.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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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室代﹒綠 EQ一衣之潔檢測篇+實踐篇學習單(合印一張)

新安代﹒綠 EQ- 1 :私之;家檢測是:

班級:一一一座號:一一一姓名:一一一 日期:一一一一
「黑心商品」無所不在，若皮膚不慎接觸衣物中過量的化學添加物，可能會

致紅腫、過敏等現象。面對這樣可怕，又無所不在的兇手，我們可以進行綠活妙

錦囊的簡易實驗，可幫助你檢驗生活中的衣物。

.大家來找碴一請找出影丹中的九個黑心商品

3. 4.

6. 7. 8.

.綠活溫度計一測一測你的綠活指數

1.( ) 2.( ) 3.( ) 4.( ) 5.( )6.( )7.( )8.( )

9. ( ) 10. ( ) 11. ( ) 12. ( )

結果一計算你的總分. ，你的綠活指數

﹒綠活妙錦囊~辨別黑心商品的錦囊妙計

(一)無所遁形箱一衣物殘留「螢光劑」檢驗

「螢光劑」可經皮膚滲入人體或刺激性皮膚導致過敏，成人內衣褲因典皮膚

接觸密切，不應添加螢光增白劑，嬰幼兒皮膚較為細嫩，更不宜穿著含有嬰光-.1

的衣服。

螢光劑檢驗法

取一紙箱，內層黏上黑色|將紫外燈管及燈座放入

壁報紙(或取一黑色大型|箱中。

垃圾袋包裹住紙箱)。

檢測項目: I 購買地點:

檢測項目: I 購買地點:

重30 中等教育第64卷第4期

將欲檢測之衣物放入箱

中，以紫外燈管照射看是

否有螢光反應。

結果:

結呆:



新室代﹒綠 EQ

新安代﹒綠 EQ- ;l :私之潔實踐篇

(一}傳統現在比一比~洗衣體驗紀錄

請各組準備 2 件白色棉質 T 恤，分別以天然洗衣法、市售洗衣精用手

洗方式清洗乾淨，將其吊掛昧乾後，紀錄下衣物的變化~

味道 觸~ 顏色 備註

市售洗衣精

天然洗衣法

皂 J串串、 +C

(二)綠活錦囊妙招 10-去除衣物中殘留的甲盔、螢光劑之方法

(三)綠活錦囊妙招 2σ如何慎還安全的生活衣物

(四) 綠活錦囊妙招 3 --衣物去潰!天然的尚好!

我的收獲、付出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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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新室代﹒綠 EQ-一家之雅檢測篇學習單

新安代﹒綠 EQ- 1 :拳之雅檢測篇
班級: 座號: 姓名: 日期:

﹒影片一中國人幸福的一天
品/、大家來找碴一請找出影片中八項黑心商品或食品

﹒黑心創意商品遠遠看

皮鞋﹒

紙箱﹒

用過的衛生紙﹒

石膏、明攀 .
糞 7](.﹒

老鼠﹒
舊油漆桶﹒

頭髮﹒

洗衣粉﹒

硫喵﹒

﹒色子
﹒榨菜

﹒牛奶

﹒小鳥

﹒醬油

﹒雞蛋

﹒饅頭

﹒臭豆腐

﹒再生衛生紙(附贈蟲卵)
.油條:

有多綠? (是-0 、否-x)
7.你購物是否用自己準備的環保袋?

8.對學校提出節能制度是否支持及理解?

9.你是否習慣購買奢侈品?

10.是否瞭解電池對土地的傷害有多大?

11.你是否儘量減少外出用餐機會?

12.你是否關心食品的係存期限?

﹒樂活溫度計一測一測，仿、至1
1.你是否拒絕使用兔洗碗盤?

2.在沒有垃圾桶處，是否亂丟垃圾?

3.你是否在過末安排戶外活動?

4.你出門時一定要坐計程車(坐車) ?
5.你是否頻繁更換手機?

6.是否關注報紙有關環保面的話題?

亟臺-總分:

總分所屬類別:口標準的樂活族(10-12) 口準樂活族(6---9) 口非樂活族(0---5)

.一窺輕貌一一紅包袋檢驗 DIY
「恭禧發財，紅色一個來 J '在過年期間，你一定領了不少紅包，但是你一

定不知道，近來消基會發現，市售紅色袋「至少超過半數」檢出甲起以及鉛、

汞、銘典鋪尊重金屬，建議經濟部標檢局應將紅包紙袋列為應檢驗商品而定期

抽檢，並制訂國家標準，讓產製業者有規可循(中時電子報/ 2008-02-06)。
過年拿紅色大夥笑呵呵，但是危險就在其中!因為紅包使用的染料大部分

都有毒，包括有機染料含有甲峰，無機染料也含有鉛汞銘銷等重金屬。在此依

消基會所提供的簡易方法進行檢驗，現在也請你拿出過年期間收到的紅包，一

起檢驗看看........需準備的器材及步驟如下:

1.紅色袋 1 個

2.棉花棒 1 丈

3.沙拉油少許

4.試藥級酒精

少許

5.小杯子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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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轉 1

先將棉花棒沾上

少許的沙拉油，

在紅包袋上塗一

塗'看看棉花棒

是否沾染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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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室代﹒緣 EO

q

A
V
被
駿
結
果
﹒

﹒降低居家甲略特效藥

﹒生活停看聽一一一如何成低生活中的甲路濃度?

我的收獲、付出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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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軍

附件四:新室代﹒綠 EQ一食之味實踐篇一懷舊豆之味學習單

新當代﹒綠 EO -2 :食乏味實踐篇~懷舊孟之味

班級: 慶氣: 結名: a 潮:

食衣住行育樂是生活中的六大元素，但近來，卻聽聞之令人喪膽的「有毒」

消息，像是校園午餐集體中毒事件、塑化劑汙染事件、全球氣溫暖化、各地氣

候變遷、奈米化妝品風行，還有基因改造農作物的抗除草劑等造成環境荷爾蒙

的變化。更因現代社會對於化學物質無法輕易割捨'既陶醉於新穎物質帶來的

生活便利以及水平的提升，卻又無時無刻擔憂對其暸解不足，不自覺的暴露於

其毒害中，讓我們不得不關心其中的影響。

綠活妙錦囊的發想，便由自然、安全、健康、環保、永績的角度，重新詮

釋綠生活，同時籍由實際的衣、食、居住等不同的檢測與DIY 體驗，落實綠色

生活美學，帶領你我一同走入二十一世紀的綠色價值觀。現在更期待藉由「綠

半生~錦霎~J實踐篇 J '重弄體驗傳統的豆之味，共同落實綠生活。

﹒懷舊丘之味 1---合平味豆腐
豆腐相傳是西漢(西元前164 年)堆南王劉安發明，劉安在八公山燒藥練丹

時，偶然以石膏點豆汁，發明豆腐，可稱為豆腐的始祖。豆腐在中國歷史悠久，

有國菜之稱。《食物本草〉一書中，姚可成提到:r 凡人之初到地方，水土不服，

先食豆腐，則漸漸調安」。可見豆腐，是營養豐富，平易又天然的食物。親手

體驗知性又懷舊的食材，煥起並傳承古早的幸福滋味。

材料、且具:

(1)豆腐模具(可請木工行釘製，但四面需鑽洞)

(2)無糖豆漿 2000cc.(需以 400g 豆子+2000CC.7](.製成)

(3)凝固劑(鹽滷石膏) 6 公克(每 1000cc.需 3g)

(4)水 60CC. (5) 鍋子(有深度) 1 個 (6) 胚布 1 塊

(7)壓豆腐重物約5 公斤 I.註:豆花方洛用在少驟1..........6'
製作少·a-Jl庸+ι式: 1-| 材料系，豆漿 2000cc. +含辛味豆花粉 609'

一 - ....-.一 前當時周) I 即可裂成風味香酵的合平味五花。

(1)泡豆:以超過黃豆的兩倍水浸泡。

(2)研磨:將黃豆瀝乾，加入乾豆子五倍水，放入呆汁機研磨(即 100g 黃豆，需

力口 500g 的水)

(3)過濾:取紗布，將豆漿與豆渣過濾分離。

(4)煮漿:豆漿以大火加熱，不蓋蓋子，邊煮邊攪拌(防止燒焦) .豆漿快滾時會

快速冒泡，此時建議先關火，再問火，重複約五次，至豆漿煮沸為止。再用

檸乾的胚布蓋上，讓豆漿降溫至 80 度 C (不直接空氣，產生豆皮)。

(5)點漿:備凝固劑旬，加入 10 倍水，攪拌均勻。打開胚布，一邊以刮刀攪拌

豆漿，立刻以 2 秒鐘的速度倒入凝固劑， (非常重翼! )。

(6)凝固:靜置 15-20 分鐘形成豆花，不可晃動。

(7)備棋:將布打濕，若用木棋也需打濕，將布以菱形方向舖入棋中，四角及底

部需舖勻。

(8)破花:將胚布打間. I除動作拿起拘子將豆花狀攪成 2 公分大小，不可太碎。

(9)入棋:棋其放在盤上，內舖胚布，倒入破花後的豆腐腦，再將胚布往內摺蓋

住表面，以重物壓 20"'30 分鐘豆腐即成型。

(10)包布:以對角方式，將布折起，緊密包住豆花。

(11)重壓:上放重物重壓，使豆腐出水。

(12)完成:三十分鐘後，取出豆腐，以冰水浸泡降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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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豆乏味~--孟之味 Y} 蛋才是(40 倒)

豆渣原本是製作豆漿的副產品，常常被棄之不用，其實是豆渣含有大量的

植物性蛋白質、纖維等，因此可善用豆渣，製作美味的料理，或是加入麵糊、

麵糊，製成點心，讓豆渣物盡其用，享受綠活，同時還能品嚐一股濃濃的豆香

味。除了製成食物，豆渣用途廣，如:當清潔作用，可洗碗;作為有機肥料;

還可磨細後，加入蜂蜜、蛋白等為天然敷臉材料。

程

'準備工作

1. 烤烙溫度一一-200°CβOO°C

2. 烤培時間一一一上層，約 12-15 分鐘

3. 烤棋一一一銘箔小蛋糕、棋 (40 個)(一個個撥開備用)

，作法
1.準備:奶油隔水加熱溶化，加糖拌勻至溶化，粉類過篩。

2.將豆漿以外的所有材料拌勻(麵粉、低筋麵粉、蛋、奶

油) ，最後再加入豆漿。

3.將麵糊靜置 20 分鐘備用，讓麵糊光滑細緻'烤後口成

較佳。

4.利用小湯匙，將麵糊放入烤棋約 8 分滿，用 200°C 烘烤

12-15 分鐘即可出爐。

過作製重量 Q

250g

1909

200g

41i固

8g

90c. c.

100g

材抖

奶油

細砂糖

低筋麵粉

雞蛋

無鋁i包打粉

豆漿

豆渣

自 我 言平 量 (請以一個優良0 、普通A 、待改進×一-評量)

材料準備 製作過程 成品 事後清潔 團體精神

必得成想: (至少 50 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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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新室代﹒綠 EQ- 家之雅實踐篇一天然護唇膏 DIY 學習單

新安代﹒綠E.Q-2 :家之給實踐，，--夭絞盡護唇膏 DIY

班級: 座號: 姓名: 日期:

食衣住行育樂是生活中的六大元素，但近來，卻聽聞之令人喪膽的「有毒」

消息，像走校園午餐集體中毒事件、塑化劑汙染事件、全球氣溫暖化、各地氣

候變遷、奈米化妝品風行，還有基因改造農作物的抗除草劑等造成環境荷爾蒙

的變化。更因現代社會對於化學物質無法輕易割捨，既陶醉於新穎物質帶來的

生活便利以及水平的提升，卻又無時無刻擔憂對其暸解不足，不自覺的暴露於

其毒害中，讓我們不得不關心其中的影響。

J綠活妙錦囊的發想，使由自然、安全、健康、環保、永績的角度，重新詮

釋綠生活，同時藉由實際的衣、食、居住等不同的檢測與 DIY 體驗，落實綠色

生活美學，帶領你我一同走入二十一世紀的綠色價值觀。現在更期待藉由「綠

活妙錦囊~實踐篇一天然手作護唇膏 J '重新體驗天然手作的棋實是民動，共同落

實綠生活。

﹒冬天最 in 保養品一甜橘護唇膏

唇部肌膚沒有皮脂腺，就不會分泌油脂來滋潤，且它的角質層也相當薄(僅

次於眼周肌膚) ，再加上它也沒有毛孔，因此修復力也較弱，這些因素都是容

易導致唇部肌膚容易乾燥、受傷的原因。要修護乾裂雙唇最好的方式，就是隨

時擦拭護唇膏，讓唇膏的植物油脂幫您維持唇部的保濕度，使唇部保持力又 Tfj

力j.，男柔潤是主!親手體驗手作護唇膏既天然又健康喔!

.護唇膏的祕密

1 、天然蜜蠟(Bees wax)

天然蜜蠟是以脂類為主要成份，同時附帶著脂肪酸，蠟醇...等。其性質與油

脂類似。蜜蠟加溫後不會產生丙;埔峰，且曝曬於陽光下或空氣中也不會腐壞。

蜜蠟也是口紅或護骨膏必備原料之一。

2 、乳油木果脂(Shea Butter)

含有植物固醇、維生素E 含有 48%的油酸(單元不飽合脂肪酸)、6%的亞油酸

(多元不飽合脂肪酸卜40%硬脂酸、 5%棕擱酸(飽合脂肪酸)，適用於乾燥、敏戚、

日照及需要溫和滋潤的肌膚，可保護與緩和日曬後的肌膚，是製作護唇膏及手

工皂高級的材料。

3 、甜杏仁油(SweetAlmond)

屬桃料，學名是 Prunus dulcus'潭、產地走在中亞，呈淡黃色，富含油酸(olein) 、

礦物質、蛋白質及各種維他命，是一種保養皮膚及滋潤致呆極佳的植物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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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各種膚質。由於其可耐-20
o

e 以下的低溫，可作為高級油漆塗料、化妝品及

優質香皂的重要原料，除用來稀釋濃純精油外，更能保護、滋養、柔軟皮膚、

舒緩濕疹之不過。

4 、橄欖油(Olive oil)

無論是橄欖果還是橄欖葉，都能從中提煉出橄欖油精華。它含有豐富的脂

溶性維生素A 、 D 、 E 、 F 、 K' 含 72%的油酸(單元不飽合脂肪酸)、10%的亞油酸(多

元不飽合脂肪酸)、11%棕欄酸(飽合脂肪酸)對於肌膚的資潤與清潔度有很好的效

果，且能輕易地被皮膚吸收、並兼其保濕、抗氧化、防敏戚與抑菌等功效。

﹒材料、工具:

(1) 蜜蠟 20g (2) 乳油木呆脂 20g (3) 甜杏仁油 20g (4) 橄欖油 20g

(5) 甜橘精油 15cc (6) 不鏽鋼杯 1 個 (7) 不鏽鋼鍋 1 個 (8) 攪拌匙 1 個

(9) 唇膏管 16 支 (10) 紙巾一捲/衛生紙一包 (11) 橡皮筋數條 (12) 電子秤

(13) 貼紙 16 張

﹒製作少.. :

(1)秤量:依序將蜜蠟、乳油木呆脂、甜杏仁油、橄欖油秤量所需重量。

(2)消毒:請用 75%藥用酒精，將唇膏管內部與蓋面擦拭消毒備用。

(3)隔水加熱:先將蜜蠟、乳油木呆脂放入不鏽鋼杯內，進行隔水加熱，至油脂

完全融化。再將甜杏仁油與橄欖油加入拌勻。

(4)倒入精油:將精油 15cc 加入做法(2)內，攪拌均勻並將其倒至有小口的量杯內。

(5)倒入唇膏管:將做法(4)的材料迅速倒入唇膏管內，要高於管口，以免因熱漲

冷縮影響外觀。

(6)裝飾:符唇膏稍涼後，用裝飾貼紙貼於唇膏管上，便完成天然護唇

.自我評量&心得J試想

自 我 評 量 (請以一-優良0 、普通A 、待改進x ----評量)

材料準備 | 製作過程 | 成品 | 事後清潔 | 團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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