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塑化人生 

塑膠的「美麗」與「哀愁」 
 

主婦聯盟講減塑講師 

岳祥文 





瓸蜜的初戀爽度---7分 

聯考考到狀元---8分 

最喜歡的尤物一夜春宵---9分 

中了樂透的頭獎---10分 

 

你以為你人生的爽度已經滿分了嗎？ 

 

據說_________的爽度 

可以到達18分。  



認知能力下降、記憶力變差、 

表達能力變弱、思維能力下降、尿頻、          

      性無能、多話、頭痛、錯亂、 

高燒、血壓上升、盜汗、 

             瞳孔放大、食慾喪失 ………  



 



美麗 輕 

方便 

便宜 

不易導電 

耐用 

防水 
 

 

 



哀愁 
有毒物質的釋出---塑化劑 

永不分解 

生態浩劫 

吸附有毒物質進入食物鍊 

 

 



 



 



男性精子數量減少造成不孕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TVBS】台年用塑膠袋180億個　成大：塑化劑致不孕！.mp4


雌性化、性早熟效應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2塑化劑有抗雄性素 男童易「雌性化」.mp4


雌性化、性早熟效應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3每天喝塑膠杯飲料　塑化劑促童性早熟.mp4


引發癌症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4不只危「雞」！醫師：塑化劑恐致子宮內膜癌.mp4


引發癌症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5塑化劑恐致乳癌　中研院：塑膠品少碰少吃.mp4


降低智能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6孕婦接觸大量塑化劑 影響孩子智商 20141213 公視中晝.mp4


日常生活到底有多容易 

接觸到塑化劑？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7 20150112中天新聞　專家不買！　美耐皿米餐具恐溶三聚氰胺.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8超商便當恐溶塑化劑！微波前掀掉盒蓋.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9中天新聞》毒物專家：塑袋耐120度 熱食仍有疑慮.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0公視新聞-保鮮膜加熱 溶出塑化劑危害健康.mpg


 



哀愁 
有毒物質的釋出---塑化劑 

永不分解 

生態浩劫 

吸附有毒物質進入食物鍊 

 







你丟掉的塑膠,後來都怎麼了？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6你丟掉的塑膠後來都怎麼了？.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1海洋垃圾問題嚴重 「垃圾島」面積40個台灣大-東森新聞HD.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2中途島旅記：塑膠沙灘.mp4


一個塑膠袋 

平均被使用的時間只有25分鐘  

 



 

「塑膠袋有感收費調查」分析，「收多少費用」才能令民眾真正有感？36%民眾選擇5元，
36%民眾選擇10元或超過10元，僅17%民眾回答1~2元。圖片來源：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哀愁 
有毒物質的釋出---塑化劑 

永不分解 

生態浩劫 

吸附有毒物質進入食物鍊 

 

 











影片/【中文字幕】從海龜氣管拔出塑膠吸管全程實錄! 地球不是為我們而轉的!! (給我開.字.幕!).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3害死信天翁幼鳥的塑膠垃圾（克里斯．喬登談中途計畫）.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4滿肚垃圾袋 殺了領航鯨「小梧子」-- 蘋果日報20150702.mp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486103


 



環境荷爾蒙對生態之影響 

 魚類及鳥類之甲狀腺功能及發育異常。 

 降低貝、魚、鳥類及哺乳動物生殖力。 

 降低魚類、鳥類及爬蟲類動物孵化率。 

 造成魚、鳥、爬蟲及哺乳類動物去雄性化(demasculinization)及雌性化
(feminization)。 

 軟體動物去雌性化 (defeminization)及雄性化(masculinization)。 



哀愁 
有毒物質的釋出---塑化劑 

永不分解 

生態浩劫 

吸附有毒物質進入食物鍊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14塑膠微粒易吸附有機毒物 進入食物鏈影響大-東森新聞HD.mp4




 



諸如DDT, 多氯聯苯、阻燃劑、殺蟲劑 

與其他疏水性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會被塑膠顆粒吸附，達到高濃度─ 

相當於周遭海水濃度的100萬倍 



安大略湖生物體內多氯聯苯的累積放大作用 

 多氯聯苯順著食物鏈進入動 

物組織內， 

首先微生物由水中吸取不可分 

解的化學沉積物， 

接著水與微生物，被動物性蜉 

蝣所食用， 

再緊接著大一點的生物糠蝦食 

用蜉蝣， 

再來是魚吃糠蝦， 

經由這一連串「以大吃小」， 

食物鏈的循環， 

鯡鷗食用鱒魚後， 

其毒素可以累積放大到2500萬倍 



哀愁 
有毒物質的釋出---塑化劑 

永不分解 

生態浩劫 

吸附有毒物質進入食物鍊 

 

 



那些日子 我們沒有塑膠也能活 
 

 









 

http://bwnoplastic.wixsite.com/ocean/9-24


瓸蜜的初戀爽度---7分 

聯考考到狀元---8分 

最喜歡的尤物一夜春宵---9分 

中了樂透的頭獎---10分 

 

你以為你人生的爽度已經滿分了嗎？ 

 

據說_________的爽度 

可以到達18分。  



 



5少的減塑(塑化劑)撇步 

  1.少塑膠： 

    (1) 少喝塑膠杯裝的飲料，儘量自己攜帶不銹鋼杯或馬   

        克杯。 

    (2) 少用塑膠袋、塑膠容器、塑膠膜盛裝熱食或微波加 

        熱；超商購買的便當若包裝有塑膠盒或薄膜，要避 

        免高溫微波，或另以瓷器或玻璃器皿盛裝再加熱。 

    (3) 少用保鮮膜進行微波或蒸煮，也不要用以包裝油性                

        食物。 

    (4) 少讓兒童在塑膠巧拼地東上吃東西、玩耍、睡覺。 

    (5) 減少一次性塑膠用品的使用（旅館） 

                                                               

                                      資料來源:衛生署 

減塑救地球：「歸綠」生活的５帖祕方
減塑救地球：「歸綠」生活的５帖祕方
減塑救地球：「歸綠」生活的５帖祕方
減塑救地球：「歸綠」生活的５帖祕方
減塑救地球：「歸綠」生活的５帖祕方
減塑救地球：「歸綠」生活的５帖祕方
http://e-info.org.tw/node/97227


5少的減塑(塑化劑)撇步 

  2.少香味：減少使用含香料的化妝品、保養品、   

    個人衛生用品等，例如香水，香味較強的口 

    紅、乳霜、指甲油、妊娠霜、洗髮精、香皂、  

    洗衣劑、廚房衛浴之清潔用品等。 

  3.少吃不必要的保健食品或藥品。 

  4.少吃加工食品，例如：加工的果汁、果凍、零       

    食、各種含人工餡料的蛋糕、點心、餅乾等。 

  5.少吃動物脂肪、油脂類、內臟。 



 



我們可以怎麼做？ 



綠背包去旅行 









影片/不鏽鋼鍋正確挑 看標示編號 太亮太薄不要買 20131224.mp4
影片/挑「不鏽鋼鍋」　標示「3系列」最安全.mp4


女巫祭 



夜市人生 



夜市人生 



夜市人生 



裝好裝滿 





我這樣做… 

我不用塑膠袋，謝謝 

不用吸管，直撕開 

我自己有塑膠袋，謝謝 

我放車子就好 

我內用 

自備盥洗用具 

少買塑膠製品的飲料和包裝食材 

麵包不用外袋，直接放包包、車內或自備 



 



 



 



 



 



 



 



 



 



 

http://www.see-gaia.com/webls-zh-tw/index.html


 



 

http://www.sweettouch.tw/sweettouch5/pview.asp?pk=314


 



冰島設計系學生發明「自動分解」的寒天水瓶
，欲取代塑膠寶特瓶 

 
 



 



 



 

影片/看守台灣-你，要吃嗎.mp4


有人這樣做 
 http://e-info.org.tw/node/97227  無塑商圈 

 http://e-info.org.tw/node/107611  無塑夜市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30610/3

5074775/  拒用塑膠半年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9689  台灣第一家 

 http://e-info.org.tw/node/106026 紐約女孩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533632-

%E7%AB%B9%E6%9D%B1%E5%BA%97%E5%AE%B6%E5%A1%91%E8%86%A0%E9%A4%9

0%E5%85%B7%E5%9E%83%E5%9C%BE-

%E4%BB%8A%E8%B5%B7%E6%8B%92%E6%94%B6 竹東店家 

 http://news.tvbs.com.tw/world/news-650237/ 禁塑膠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9475法國領先全球，2020年起全面禁
用塑膠餐具 

 http://www.buzzhand.com/post_806322.html?from=pu 21歲的年輕人 

http://e-info.org.tw/node/97227
http://e-info.org.tw/node/97227
http://e-info.org.tw/node/97227
http://e-info.org.tw/node/107611
http://e-info.org.tw/node/107611
http://e-info.org.tw/node/107611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30610/3507477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30610/35074775/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9689
http://e-info.org.tw/node/106026
http://e-info.org.tw/node/106026
http://e-info.org.tw/node/106026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533632-%E7%AB%B9%E6%9D%B1%E5%BA%97%E5%AE%B6%E5%A1%91%E8%86%A0%E9%A4%90%E5%85%B7%E5%9E%83%E5%9C%BE-%E4%BB%8A%E8%B5%B7%E6%8B%92%E6%94%B6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533632-%E7%AB%B9%E6%9D%B1%E5%BA%97%E5%AE%B6%E5%A1%91%E8%86%A0%E9%A4%90%E5%85%B7%E5%9E%83%E5%9C%BE-%E4%BB%8A%E8%B5%B7%E6%8B%92%E6%94%B6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533632-%E7%AB%B9%E6%9D%B1%E5%BA%97%E5%AE%B6%E5%A1%91%E8%86%A0%E9%A4%90%E5%85%B7%E5%9E%83%E5%9C%BE-%E4%BB%8A%E8%B5%B7%E6%8B%92%E6%94%B6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533632-%E7%AB%B9%E6%9D%B1%E5%BA%97%E5%AE%B6%E5%A1%91%E8%86%A0%E9%A4%90%E5%85%B7%E5%9E%83%E5%9C%BE-%E4%BB%8A%E8%B5%B7%E6%8B%92%E6%94%B6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533632-%E7%AB%B9%E6%9D%B1%E5%BA%97%E5%AE%B6%E5%A1%91%E8%86%A0%E9%A4%90%E5%85%B7%E5%9E%83%E5%9C%BE-%E4%BB%8A%E8%B5%B7%E6%8B%92%E6%94%B6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533632-%E7%AB%B9%E6%9D%B1%E5%BA%97%E5%AE%B6%E5%A1%91%E8%86%A0%E9%A4%90%E5%85%B7%E5%9E%83%E5%9C%BE-%E4%BB%8A%E8%B5%B7%E6%8B%92%E6%94%B6
http://news.tvbs.com.tw/world/news-650237/
http://news.tvbs.com.tw/world/news-650237/
http://news.tvbs.com.tw/world/news-65023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9475
http://www.buzzhand.com/post_806322.html?from=pu


多運動、多喝水 



2015減塑世紀大賽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客家新聞雜誌第485集 無塑生活怎麼活.mp4
影片/投影片的連結影片/客家新聞雜誌第485集 無塑生活怎麼活.mp4


找人打賭 
 比賽規則： 

  每人交現金200元，比賽期間11/23-12/22（一個月）， 

  每天所使用的拋棄式的塑膠製品，通通要秤重。 

  一兩天統計一次。（採誠實良心制度） 

  前三名分別可獲得總獎金的五成、三成、二成 

  後三名分別可獲得跑外操場9圈、5圈、3圈（一天之內累 

  計跑完即可，不用一口氣完成） 

 

 額外賭局： 

  每人下注50元，猜中最後一名是誰，即可全拿（二人以上 

  猜中，則平分獎金）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635332466717424/


找人打賭 

1、橡皮筋，收集起來，給店家重覆利用，就可以不算重量 

2、比賽開始前的一次性塑膠用品，可於比賽後重覆使用， 

   不計重量 

3、發生的趣事：雨衣、飯團、夜市、外出四寶、飲料架、 

   住家裡的優勢、買三明治不拿塑膠袋、老闆給很多、衛 

   生紙盒、衛生綿、保險套、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的內用… 

4、造成的影響：不敢吃麵包、不敢喝飲料、習慣成自然 

 

影片/不鏽鋼鍋正確挑 看標示編號 太亮太薄不要買 20131224.mp4
影片/挑「不鏽鋼鍋」　標示「3系列」最安全.mp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656078397958566&id=1513671468865927




人，為什麼要關心社會議題？ 
 



人，不關心社會議題 
 

 
並不會怎樣 

日子還是照常過 
 

 



人，關心社會議題 
 

 

就會開始變得不一樣 
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會 
 

地址：台中市西區三民西路61號二樓 
電話: 04-23755234   FAX：04-23755231  
Email：huaf@huf.org.tw 
Web：www.huf.org.tw 



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   

 

＊生活消費合作社 

 

 



 



 



環境教育宣導項目 

類別 主題   

減塑 
認識塑膠密碼 綠背包旅行趣 

塑膠食器知多少？ 減塑避毒保健康 

空汙霾害 看不見的隱形殺手─空汙與PM2.5 

有核不可 

輻射食品揭密 被遺忘的福島毛小孩 

核災－現在進行式 生活節能達人 

省下一座核電廠   

綠色飲食 

綠色飲食顧健康 蔬果農藥危機 

食品添加物面面觀 蔬菜硝酸鹽知多少 

基改食品解密 重新愛上校園午餐 

剩食與廚餘   

綠繪本 綠繪本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