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13 

課程名稱 
服務學習(三) 

校園淨塑推動 
本課程開設次數 

█首次開設       

□非首次開設 

開課單位 
課外活動指導

組 
課程屬性 

█一般性服務學習 

□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

識或專業課程 

□共同議題(社區)融入服

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任課老師 邵揮洲 

系所/職稱 系統及船舶機電學系 
聯絡電話 63525 
e-mail nmshaw@mail.ncku.edu.tw 

教學助理 陳雍政 

系所/職稱 系統及船舶機電學系 
聯絡電話 63525 
e-mail chen.yung.cheng.leo@gmail.com 

開課年級 二年級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0 是否配置教學助理 █是    □否 

每週上課 

時數 
1 是否辦理保險 □是    █否 

預定修課 

人數 
30 服務單位如何擇定 

□學生  █教師   

□學校安排 

每學期服

務次數 
3 服務時段 

□課堂   

█課餘時間 

每次服務 

時數 
3 是否有固定服務時間 □是    █否 

服務議題 
□課輔   □志工培育   □弱勢關懷與陪伴    

█節能減碳/環保/保育   □醫療服務  □其他_________ 

服務對象 
□新移民   □老人     □身心障礙  □兒童青少年  □國際服務 

█成大校園 □社區經營 □機構     □其他____________ 

二、課程目標 

    整個地球 71%的面積被海洋懷抱，海洋是地球上各類生命的起源，目前人類已知

且命名的 120 萬種生物，僅佔海洋生物的 9％。但是為了日常生活的便利，人類卻為海

洋帶來大大的汙染。日常生活中便利的塑膠袋、塑膠吸管、塑膠飲料杯、瓶裝水......，
以及各式各樣塑膠製品，它們變成了陸地垃圾、海洋垃圾。廣闊的海洋成為塑膠濃湯。

聯合國 2014 年警告塑膠廢棄物每年造成海洋觀光、漁業、航運的財損高達 130 億美金，

也對人身安全、生態平衡與食品安全造成重大威脅。「五大環流研究所」的調查顯示

全球海面上至少漂浮 5 兆件塑膠碎片。2015 年的最新研究更顯示每年全世界有超過 800
萬噸的塑膠廢棄物進入海洋，當舒適方便的生活所製造的不會分解的塑膠物質進入自

然環境中，這將會全盤影響人類的未來。 
    「淨塑」是愛護海洋最簡單的作法，因此本課程的目標是讓修課的同學認識海洋

對人類的重要性，進而了解塑膠危害海洋的真相；再回頭看看目前大學校院使用塑膠

用品的現況，喚醒同學正視無塑校園的重要性，希望能開始進行校園無塑活動的構想，



期望進一步做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能為恢復清淨大海一齊努力！ 

三、課程內容及特色 

塑料污染是指環境中塑膠製品的累積，造成對野生動物及棲息地破壞，甚至對人類

的負面影響。塑料污染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形式，影響陸地、水域及海洋。一些地區

已經開始進行塑膠減量，其作法是試圖減少塑膠的消費量及提倡塑膠回收。塑料污染

的重點和便宜及耐用的塑料有關，也使得人們傾向使用高水準的塑膠塑料污染有許多

不同的形式，包括（但不限於）垃圾、海洋廢棄物（已進入海洋的人造廢棄物）、塑

料顆粒水污染、塑膠網和友好漂浮物。有相當大比例的塑膠是用來製作一次使用、可

拋棄式的包裝材料，或是會在一年內丟棄的產品。常常各類塑膠的消費者只使用塑膠

製品一次，然後就回收或丟棄。 
本課程的特色是希望可以喚起同學對海洋廢棄物的注意－其中大部分是無法分解

的塑膠－並提出一些方法，減少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及丟棄的塑膠物品數量。漂

浮在海上的塑膠是個嚴重的問題，但這是身為消費者的我們所製造，也是我們可以解

決的問題。我們可以藉著喚起大家對此的意識，並教育大家使用替代品來解決問題。

所以，盡可能使用替代品，代替用過即丟的塑膠產品，我們可以根除－根除塑膠垃圾

流入海洋的問題，並藉由這個行動拯救海洋、拯救地球、拯救我們自己。 
愛倫．麥克阿瑟（Ellen MacArthur）基金會最近發表報告警告，就重量而言，到了

2050 年，全球海洋中的塑膠將比魚多。目前海洋中的塑膠垃圾估計重 1 億 5000 萬公噸，

約為魚類的 1/5。報告說，每年有 800 萬公噸塑膠進入海洋，等於每分鐘倒一垃圾車的

塑膠到海裡，到了 2030 年，排入海洋的塑膠量，相當於每分鐘倒入兩車量；到了 2050
年，可能增至每分鐘四輛車。因此，2050 年海洋中的垃圾重量將多過魚類。報告說，

這項估計還算保守，因為研究人員假設魚的數量保持穩定。報告估計，到了 2050 年，

全球製造的塑膠數量將增加三倍到 11 億 2400 萬噸。到那時候，「塑膠經濟」將占全

球碳預算高達 15%，遠高於今日的 1%。這份為世界經濟論壇製作的報告表示，避免災

難的唯一辦法是，大幅度改善經濟並增加回收率。這表示要鼓勵民眾蒐集塑膠袋並回

收，敦促各國大幅改善垃圾回收建設，避免讓塑膠垃圾袋流入大自然。 
本課程內容包括： 
1.認識塑膠與起源 
2.塑化的海洋 
3.校園使用塑膠的現況 
4.無塑校園的必要性 
5.校園無塑活動的構想 
6.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 

四、教學策略(例如：如何透過課堂專業學習達成社區服務之目的、安排課程及服務比

重、如何培養學生服務倫理，及服務所具備之專業能力說明…等) 

本課程的教學的第一個策略是：要做甚麼事情之前，一定要了解為甚麼要做這件事

情。以本課程要做校園的「淨塑」，一定要先從認識塑膠的起源開始，才會知道為甚

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發明塑膠是為了挽救生態危機，但卻造

成空前的生態危機。所以一定要知道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另外，現在人類的生活已經離不開塑膠，因此教學的第二個策略是：在進行服務課

程之前先讓參與的同學體驗自己一天生活當中使用塑膠的狀況很重要，進而分享才去

設計服務的內容再去進行服務。 
五、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以每學期 18週計算) 



準備階段工

作 規 劃 內

容：要做甚麼

事情之前，一

定要了解為

甚麼要做這

件事情。以本

課程要做校

園 的 「 淨

塑」，一定要

先從認識塑

膠的起源開

始，才會知道

為甚麼我們

要做這件事。 

次數 內容 總時數 

1 1.塑膠的起源 1 
2 2.塑化的海洋 1 
3 3.生活中使用塑膠的現況 1 
4 4.無塑校園的必要性 1 

5 5.校園無塑會遇到的困境 1 

服務階段工

作 規 劃 內

容：在進行服

務課程之前

先讓參與的

同學體驗自

己一天生活

當中使用塑

膠的狀況很

重要，進而分

享才去設計

服務的內容

再去進行服

務。 

6 6.校園無塑活動的構想 1 

7 
7.自己一天生活不易實踐無塑生

活的體驗分享 1 

8 8.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一) 3 
9 9.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二) 3 

10 10.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三) 3 

反思階段工

作 規 劃 內

容：分享校園

無塑活動的

推動與反思。 

11 
11.同學分享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

(一) 1 

12 
12.同學分享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

(二) 1 

13 
13.同學分享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

(三) 1 

14 14.反思校園無塑活動的推動 1 

15 15.總結校園淨塑的推動 1 
慶賀階段工

作 規 劃 內

容：分享課程

中自己與夥

伴的學習。 

 

16 16.同學分享課程中自己的學習 1 
17 17.同學分享課程中伙伴的學習 1 

18 
18.同學對校園無塑活動的未來的

期望 
1 

六、合作機構 

合作機構 
機構聯

絡人 

機構

電話 

e-mail 機構地址 

無     

七、講習訓練與服務進行方式(請具體說明服務時間、地點、執行方式、執行次數及活



動內容) 

(一) 講習訓練 

項目 日期 地點 內容 講師 時間 

1 105.9.21 系統系系館 塑膠的起

源 

荒野保護協會

講師 
1 小時 

2 105.9.28 系統系系館 塑化的海

洋 

荒野保護協會

講師 
1 小時 

3 105.10.5 系統系系館 生活中使

用塑膠的

現況 

洪平珊 1 小時 

(二) 服務進行方式 

1. 觀察並記錄自己一天生活當中，使用多少塑膠相關製品，作為服務工作的準備 。 
2. 觀察在學校一天生活(特別是在教室)時，同儕使用塑膠相關製品的狀況。 
3. 觀察校園各處，使用多少塑膠相關製品的狀況。 
八、評量方式 

項目 分數百分比(%) 

出席率 30% 
每堂課的回饋單 60% 

特殊表現 10% 
九、預期效益(預計修課人數、提供服務人次、接受服務人次、影響效益等) 

1. 預計修課人數 30 位。 
2. 提供服務人次 270 位。 
3. 接受服務人次 270 位。 
4. 影響效益：希望可以減少校園的塑膠廢棄物。 
十、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自申請當學年起含二學年度內提升課程品質之遠景規劃) 

除了持續推動以外，應該逐年修正與調整課程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