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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計劃名稱 

塑戰塑決	Beat	Plastic	Pollution 

 

對應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科 □歷史  

□地理  □公民  □跨領域 □其他_______ 

對應龍騰教材

章節（例：第

一冊第一課） 

龍騰第一冊第五課 

 

學習類別 

□學科專題製作／研究   □科學實作實驗 

■閱讀心得、小論文報告 □全球議題探索  

□技能實務  □藝能創作 □其他_________ 

 

 

內容概述 

（限 100 字） 

我們希望認識更多塑膠對於環境的影響，像是分析臺灣的各項減塑政策

是否有成效，以及假環保的問題。另外還結合了雜誌的文章，如：講述

食品外送造成一次性塑膠垃圾增加，還有有毒的塑膠垃圾能夠轉成無毒

的香草醛。	

 

 

學習動機 

和 

目標概述 

學習動機：	

2021 年 5 月，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臺灣大爆發，全臺灣進

入了三級警戒，臺灣政府希望人民待在家裡，並且全面禁止人民在餐廳

內用。於是有越來越多人為了這個情況，開始使用「外送服務」，然

而，這種情況同時帶來了好處以及壞處，外送服務公司可以藉由這段期

間獲取更大的收益。至於缺點的部分，例如它們製造更多塑膠袋、吸管

等等。這些一次性外賣包裝的使用量也因此數量大增。因此，我認為人

們應該想出一種新方法來防止一次性包裝對地球環境造成負擔。	

In May 2021,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broke out in 
Taiwan. Since then, Taiwan has entered the three-level alert. Taiwan's 
government hoped everyone would stay home, and banned people eating at 
restaurants. So,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using "Food-delivery Service" 
for their own convenience. However, this situation bring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 Food delivery companies get extra benefits in 
the period. As for the disadvantages, People produce plastic bags, straws, and 
more. The amount of single-use take out packaging increases dramatically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Therefore, I think people should come up with a new 
way to prevent single-use packaging from burdening the environment on earth. 
 
目標概述：	

環保是近年來我們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現實的狀況是否符

合我們口中對於「環保」的定義?	臺灣在限塑政策執行中，塑膠的使用

量卻依然是逐漸增加的(註 1:根據綠色和平的數據)，這代表了政策與現實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同時，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爆發，助長了

外送這種新興產業的發展，因而帶來了更多一次性使用的塑膠用品（含

塑膠袋，吸管等），在疫情的肆虐之下，大家一直提倡的「環保」也漸漸

被忽略，每個人說著要做好環保這部分，但實際上還是繼續使用一次性

塑膠產品，環保不應該只是說說，而是要付諸行動。藉著這樣的發現，

我們希望重新檢視「假環保」的問題。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goal that we human beings have pursued in 
recent years, but does the actual situation meet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our mouth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s 
plastic restriction policy, the use of plastics is still gradually increasing (Note 
1: According to Greenpeace data),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degree of gap between the policy and re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in 2021 has help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industry of delivery, thus bringing more disposable plastic products 
(including plastic bags, straws, etc.), under the ravages of the epidemic,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at everyone has been advocating has gradually 
been ignored, everyone says that they want to do a good job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in fact, they still continue to use disposable plastic produc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not be just talked about, but put into action. 
With this finding, we hope to revisit the issue of “Greenwashing". 

 

學習方法 

和 

策略概述 

在閱讀了龍騰第一冊第五課的文章後，我們希望認識更多塑膠對

於環境的影響，像是分析臺灣的各項減塑政策是否有成效，以及假環保

的問題。另外還結合了 Live	ABC	2021年11月號第三單元和空中美語

2022年1月號第十二單元的文章，分別是講述食品外送造成一次性塑膠

垃圾增加，還有有毒的塑膠垃圾能夠轉成無毒的香草醛。我們在這選擇

利用第一冊第四課所教的漢堡圖來製作架構，以及同冊第九課所教的

O.R.E.O來進行發想。	

 



     After reading the article in unit 5 of Longteng Book1, we hop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impact of plastics on the environment, such as 
analyzing whether Taiwan's various plastic reduction policies are effective 
and the problem of Greenwashing. It also combines the articles in Unit 3 of 
the November 2021 issue of Live ABC and Unit 12 of the January 2022 issue 
of Aerial American, which talk about the increase in single-use plastic waste 
caused by food delivery, and the ability of toxic plastic waste to be converted 
into non-toxic vanillin flavoring. Here we chose to use the hamburger chart 
taught in lesson four of book 1 to make the structure, and the O.R.E.O taught 
in lesson 9 of the same book to think about it. 

 

自主學習規劃内容 

 

日期 

 

實施内容與進度 

 

執行方式 

 

檢核目標(完成/

未完成) 

 

備註/待解決問題小記 

12/9	 確定主題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10	
架構&主題方向	

&資料蒐集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13	
Mind-Map	

&學習動機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14	
順稿	 	

&	expand	the	article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15	
學習動機	

translation	+	article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16	 English	研究動機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17	 預期成果&學習資源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20	 內容說明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21	 內容規劃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22	 認識 APA格式	 討論與實作	 完成	 	

12/23-

1/14	
撰寫&校稿	 討論與實作	 完成	 	

  



自我反思 (遭遇困難、問題解決、成長收穫及自我省思) 

在這次的自主學習中，我遇到最大的問題是資料整理，由於找到的相關資訊包含

了雜誌，網路新聞報章等，綜合下來資訊量是非常龐大的，導致我在整理資料時出現

了無法快速的抓到重點以及資訊混淆等問題，我個人的解決方法是同一個時間內只能

專注地分析一篇報章，並將這篇報章所提及的重點寫下來，當所有文章閱讀完畢後，

再加以統整。而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成長了不少，像是精進了統整資料還有撰寫文章的

能力，我認為雖然是有成長，但是還沒有很好，例如寫文章的過程中我會出現冗言贅

字以及同一個詞不斷重複使用等問題。最後，藉由這次的自主學習也幫助我增強了自

己的英文程度，舉例來說；我的單字量因此增加了不少，同時由於在過程中有使用翻

譯程式，而翻譯程式有時也會出現文法與字彙上的錯誤，我必須再重複檢查一次，藉

由這過程，我也能熟記更多單字，以及對於各個文法更加精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