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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s 培力工作坊  
        

自控四甲 鄭宗恩撰文 

前言 

本次有幸在「智慧綠台灣」的課程當中參與 SDGs 培力工作坊的活動，活動

自 2020 年由主辦單位統一超商以及協辦單位優樂地永續共同創辦至今，將理

念帶入了 22 所大專院校。工作坊主要為培養永續轉型及企業永續思維的人才，

並提倡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接下來依照四個主題：「我們與永續、我們能做什

麼?、日常生活的永續、活動總結」介紹本次的活動內容。 

 

我們與永續 

隨著全球緩化的日趨嚴重，使我們生活在氣候警急與被感時間壓力的現代環

境當中。以兩個國際案例說明暖化的急迫性，第一氣候變遷導致在 2019 年的澳

洲森林大火摧毀了 10 億生命，第二極端氣候使得現今地球的南北半球相差 

100度。而當今台灣已平均升溫 1.6 度，也是亞洲食物最浪費，若將台灣的剩食

經過換算相當於世界碳排第 3 名，所以要提倡暖化速度趨緩，維持 2030 年控

制升溫 1.5度。 

 

我們能做什麼? 

以企業來說永續指標分為三個面向社會、環境、管理，稱為 ESG 。但這一

些標準僅適用於企業無法讓每個人都能主動參與，一般民眾都能達成的指標是

由聯合國所訂定的 17 個目標：「終結貧窮、消除飢餓、健康與福祉、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淨水及衛生、可負擔的潔淨能源、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工業化與

創新以及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永續城鄉、責任消費及生產、氣候行動、保育

海洋生態、保育陸域生態、和平與正義以及健全制度、多元夥伴關係」稱為 SDGs。 

 

日常生活的永續 

在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便利商店，其實也為了永續貢獻一份心，工作坊介紹

的是 7-11、康是美等 40 品牌以上的統一關係企業。統一企業在國際道瓊永續

指數 ( DJSI ) 入選，除了遵循經管會所訂定的公司治理 3.0 實現永續指標，另

外成立四大小組減塑、減碳、昔食以及永續採購。 

統一超商利用企業誘因刺激消費者促進環保，像是每年一月實施自帶環保杯

便宜七元的方案。將旗下產品所使用的餐具利用凹槽的設計加強其結構力，來達

成使塑膠餐具變薄的目的，成功減少 324.1 噸的塑膠生產。以及提供天素地疏

系列使用在地食材，雖然不好吃，但吃 15 次就相當於種一棵樹，截至目前相當

於四座大安森林公園。i 珍食系列則是以 65 折的方式對即期品進行特價，讓商

品減少報廢。最後是以創意作法回收門市保特瓶，交由 STORY WEAR 進行深

產製作背包，並於自家平台上市，幫助弱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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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結 

藉由參與這次 SDGs 培力工作坊了解到除了課堂上所學的額外知識，特別

是全球暖化急迫性的部分，原來因為極端氣候所造成的災海已經不是我們能想

像的，透過這次活動才知道生活中有許多社會企業或是企業本身都有實際在為

了永續做貢獻，來達成各種國際指標，感謝有培力工作坊舉辦這次活動來宣揚永

續思維的理念。 

 

 

 

  

  
圖一-活動參與人員合照 圖二-講師介紹SDGs指標 

  
圖三-頒發感謝狀 圖四-講師介紹暖化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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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喜廚房  
  

自控四甲 鄭宗恩撰文 

前言 

本次有幸在「智慧綠台灣」的課程當中參與七喜廚房創辦人楊七喜的演講，

七喜廚房由 2016 創辦自今，已在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中達成

了 11 項並持續增加中。本次演講主要推廣「地表最廢垃圾學校」的理念以及發

展目標，接下來依照  個主題：「七喜廚房的創辦、食物浪費的問題、剩食變聖

食、明日生活共同合作社、活動總結」 

 

七喜廚房的創辦 

一開始講師說明透過不同的方式：「想像自己一年後的自己、把目標微小化、

誇出心裡的第一步以及持續的重要性」能夠完成自我實現。並藉這一些方式明確

了自己的目標，以「」的理念作延伸，開始了一系列關於庇護無家拯救醜蔬果者

藍圖。 

 

食物浪費的問題 

經過統計全球食物在產出時就有三分之一被丟棄，這些丟棄造成了不只是沒

有被食用，更是造成其他衍伸的問題像是：「土地利用的浪費、水源浪費、碳排、

土地汙染」。在台灣一般家中在冰箱放到壞掉的食物排名依序為水餃、包子、牛

排，其中水餃和包子是因為放太久皮裂開無法料理，在冰箱以外更多的是罐頭食

品。而在食物尚未送到消費者前有「食物銀行組織」來處理大量因應食物的生產

過量等，但無法避免像是前述之家中壞掉、店內包裝即期品等過於分散的食物浪

費。 

 

剩食變聖食 

剩食變聖食是七喜廚房一直都在做的事情。一大早到市集收取店家不需要的

醜蔬果，接著整理所收集到的食物將其分成：「做成各式菜餚、水果醋、良食交

易所、暖心便當等」，到了中午開始備料，思考在現有的食材要如何料理，最後

是將所做成的料理執行「明日暖心走」發送給街友。 

 

明日生活共同合作社 

明日生活共同合作社的出發點是用勞力、才藝、能力等非金錢的事物來換取

生活用品之類的，並且用剩食的概念導入人類以「只要吃一頓飯，就能達成簡單

又親民的社會行動」為概念，成立「地表最廢垃圾學校」提供無家者生活空間讓

他們有一個歸屬感，讓他們漸漸回到社會。目標是藉由將廢棄物做成商品、協助

慢飛天使，期待能自立品牌。 

 



逢甲通識111-1智慧綠台灣電子書                                     - 4 - 
 

- 4 - 

 

活動總結 

藉由參與這次七喜廚房了解到更細部的剩食問題，以及除了公立社福機構、

食物銀行這種大型機關以外其實在社會上還是有許多組織，以非營利方式來幫

助弱勢與解決剩食問題。特別是七喜廚房發展部分，原來一間料理剩食的自由定

價餐廳，一路擴展到協助無家者從反社會，感謝楊七喜的演講以一般民眾而言其

實只要去參與都能為社會盡一份心。 

 

 

 

  

  
圖一-講解剩食的概念導入人類 圖二-全體合照 

  
圖三-智慧綠台灣老師介紹永續議題 圖四-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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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  
  

課程參與同學 撰文 

第一組-七喜廚房 

一間位於台中市鬧區中的餐廳持續履行著將「剩食」變「聖食」的理念。著

落地點為50年代需修繕老屋，使用回收廢棄物以及二手物品開始改造空間。開設

免廢環保工作坊，將廢棄物再造。舉辦『台中免廢市集』，清出家中不需要的物

品免費分享、交換，使廢品獲新生。 

是否有想拓展明日餐桌範圍？目前是讓明日餐桌成為一個示範，先讓明日餐

桌營運良好，一直想做的是讓人與廢棄物一起重生的系統，讓有意願的人來明日

餐桌這當實習生，未來可以他的故鄉或想要地方成立第二個明日餐桌。訪談如何

去宣傳明日餐桌？有在經營社群、粉絲專業，但目標不是擴大，而是深入，目前

都是用創新的行為去影響整個市場的狀態，目前沒有主動去宣傳，只要日復一日

的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會口碑行銷的宣傳效果。從擁有理念到實

踐想法做了什麼準備？當初有規劃十件計畫，但七喜廚房突然間爆紅，就捨棄了

其他計畫，把它整合起來成為十年計劃，並且不斷的持續做這件事情，這也是有

策略有步驟的一個狀態，而續食只是計畫中的第一步；明日餐桌是先從身邊的朋

友開始，約大家一起來吃飯。目前已經做到第三步了，一次性廢棄物教室改造；

二手衣交換所則是規畫在明年，把家中廢棄物轉換為有用的東西去給有需要的

人。 

參與具體成果—深入了解自由定價餐的意義。明日餐桌的環境收集到的垃

圾，做成裝置藝術。食材都是當天前去菜市場收取的醜蔬果，廚師透過各式各樣

不同的香料，將原本賣相不佳的剩食變成餐桌上的佳餚。給想支持剩食議題但沒

時間的人，簡單吃個午餐就可以支持剩食議題。自己決定餐點的價格不僅可以讓

想關注剩食議題的人用簡單的方式支持，也能讓需要幫助的人飽餐一頓。餐點外

帶需自備環保餐具，餐廳也提供可重複使用餐具。核心理念：每一份餐點都代表

地上所生產的食物被好好利用的意義聚落的返家者可以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9j2YNizH7a8 

 
 

https://youtu.be/9j2YNizH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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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成真咖啡 

公益與ESG兼具的冠軍咖啡—成真咖啡。主要傳遞訊息：咖啡與環境。訊息

傳遞對象：任何人，尤其是喜愛喝咖啡的台灣人，透過這個訪談更加認識成真咖

啡，並支持他們！、咖啡生豆採「直接貿易」，讓產區農民有更好收入、銷售由

冠軍團隊所打造的咖啡、獲利50%捐助「非洲潔淨水計畫」、回饋非洲使當地人

有清潔乾淨的水喝。 

直接貿易是一種交易方法。直接貿易直接將中間的角色剔除並不包含任何中

介組織，由烘豆師（或經銷商）直接從農民（生產者）購買咖啡，而這同時剔除

了公平貿易中間流程所產生的額外費用與成本。開發直接貿易是為了改善日益

複雜的公平貿易體系，也是補足公平貿易運作不足之處的一種方式，包括透過生

產更高品質的咖啡得到更高的收入，強調個人和公司協商、討論，人際關係和資

訊共享，是一種更開放、互利的交易形式。最終讓農民獲得更多收入、消費者獲

得更好的咖啡等雙贏局面。成真社會企業將獲利的50%捐助「非洲潔淨水計畫」，

在非洲當地興建水井並進行衛生宣導工作。 

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協助，2017年10月於尚比亞楊格村鑿成第一口水井；

2018年10月於非洲尚比亞鑿成兩口井；2019年10月於莫三比克鑿成兩口井、馬拉

威一口井；2020年於馬拉威坎培薩社區及清古盧威計畫區鑿成四口水井；2021年

於馬拉威坎培薩社區鑿成四口水井；2022年於馬拉威坎培薩社區鑿成四口水井，

目前共計十八口井。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成真咖啡，但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會想參加環保活

動，例如淨灘、環保路跑之類的，可以發現其實大家都很有愛心，所以我們想推

廣成真咖啡這種綠色餐廳給更多人知道。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WBG3HAvJ57c 

圖一-報告PPT封面 圖二-專題報告 

 
 

圖三-專題特色內容 圖四-專題特色內容 

https://youtu.be/WBG3HAvJ5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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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台中荒野保護協會 

環境保護團體宗旨、任務：「關懷台灣，放眼全世界，致力全民參與。」目

標：「第一透過自然教育、棲地保育與守護行動，推動台灣及全球荒野保護的工

作，第二朝向專業化、社區化與國際化。」 

淨灘活動參與收穫，當天所收集的垃圾數量，第一名為食品包裝袋，第二名

為一般塑膠袋，第三名為免洗餐具，第四名為寶特瓶。另外我們藉由訪問參與人

員來探討對於永續的意義，受訪者表示：「淨溪完後發現，台灣好像很少機會可

以聚集到多數人，所以取之自然，用之自然，唯有回饋自然我們才能擁有更好的

世界」。經過這樣子的一個訪問讓我們知道台中荒野協會定期舉辦的淨溪活動是

我們著手開始的最好機會，現在開始我們一起「撿不停，更減不停」。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2iAx3XyPXG0 

  
圖五-報告PPT封面 圖六-專題報告 

  
圖七-專題特色內容 圖八-專題影片報告 

https://youtu.be/2iAx3XyPXG0


逢甲通識111-1智慧綠台灣電子書                                     - 8 - 
 

- 8 - 

 

 

第四組-家樂福以品牌力量打造零浪費食物供應鏈 

家樂福以品牌力量打造零浪費食物供應鏈。家樂福實現一連串的食物計畫，

並結合消費者民間團體跟企業，希望讓更多的食物反轉剩食丟棄的命運。呼應聯

合國的永續發展發展目標，藉由從糧食生產體系中推動實務循環經濟，可望實現

解決世界飢荒問題食物安全及有序農業等三大原則。 

至於社會企業基本內涵跟SDGS及循環經濟的相關理念，家樂福與供應商社

會企業名下糧食，開發出第一個反食物浪費品牌-鄰鄉良食，並推出第一支鮮果

冰棒產品。同時也與產地農民配合收購未符合市場規格的蔬果。家樂福為全臺分

店，皆設置即期品及惜福食材專區，自2004年開始串聯全臺六零餘間食物銀行夥

伴，成立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並推動建置愛護bank網站有效率的協調邊間食

物。符合SDGS中食物與農產指標。背景，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跟文教基金會，

協力夥伴:「臻佶祥社會福利協會、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屏東椰子園養護之家、

台中市紅十字會」。社會企業：「鄰鄉良食業、源天然農業有限公司」，夥伴企業：

石二鍋餐廳、青松樂活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接下來是我們的我去參訪，然後訪問那邊的負責人的問題4個問題。這個食

物銀行的基本程序大致上為何？一般民眾的話，只要是合乎食物規定的，其實都

可以到全台家樂福裡面一般都會在收銀線會有一個食物銀行圈的，只要客人願

意把他捐贈出來，那都可以對那大概一般食品廠大概3到5天都會來收取。因為保

  
圖九-報告PPT封面 圖十-專題報告 

  
圖十一-專題特色內容 圖十二-專題影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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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期間是有限，對，所以他們一般大概3到5天，或是我們隨口他就會來收取，因

為要給需要的民眾。 

那貴間家樂福食物銀行捐贈情形如何？一般，不管是家樂福有賣的還是我

們，也有客人打電話來，就是她家裡有過剩。我們都會接受，只要到我們。收銀

線有一臺花車是給民眾投取的，只要是良品，我們還是強調是良品。 

一般民眾平常會問有關於食物銀行的問題嗎？一般民眾大概知道了，比較最

常見的就是我可能是開封的或是，可能開封了我們一般還是會拒絕，因為畢竟是

食品法規的問題，或他可能比較會擔心是吃起很近。那原則上我們還是會說，只

要是良品保存期限在期限內，我們都歡迎。 

每週捐贈公斤數大致上為多少?一般食物捐贈如果比較小的話，大概是大概

60公斤左右啊，那如果比較大，也有可能到300多個公斤吶。寵物一般公斤是會

比較大，一般原則上都大概200公斤起跳，對其實民眾還蠻熱烈的，那也有到四

500公斤的都有一個月的部分，大概一家店平均的大大概。好，那我們這邊再訪

談到這邊，謝謝。 

  

 

第五組-里仁 

有機食品 （organic food）可稱為生態或生物食品，是指遵守自然資源循環

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有機

  
圖十三-報告PPT封面 圖十四-老師講評 

  
圖十五-專題影片家樂福食物銀行 圖十六-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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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體系生產，根據國際農業生產 要求和相應標準加工方法製造，並透過

獨立的有機食品認證機構認證的一切農副產品，也就 是農作物在種植過程中沒

有使用非天然的化學物質或有機物質，如農藥（即殺蟲劑、除草劑 等）、化學肥

料等。作物本身沒有經過基因改造(GMO) ，純粹是天然育種、天然環境長成。 

並加工過程沒有使用化學添加物。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里仁，是臺灣一家以販售有機商品為其經營主

軸的企業。里仁的經營主軸，是堅持以安全、健康、天然、有機為主體，少或無

添加劑為主訴求的食品與用品之銷售通路，以利他而非自利的經營理念，主張

「誠信、互助、感恩」的經營，里仁以透過「利他」之思惟，建構一套嚴謹的經

營機制，才能長期的推動企業持續成長。支持有機農業：里仁陪伴農友從不施農

藥化肥到通過有機驗證、守護本土蔬果：在研發新產品時，將成分中的進口原料

改換為本土食材、推動少或無添加：「從零添加開始」的誠食革命。我們相信真

材實料、少加工層次、少或無添加物...可以找回天然真實的安心滋味，可以帶給

身心正能量、鼓勵低碳蔬果：除了提供永續食材，我們也推出數百道蔬食食譜、

規劃無肉體驗、串連蔬食餐廳、舉辦永續飲食生活節等活動，鼓勵更多人在三餐

中實踐多蔬食、愛吃蔬食的綠食影響力。、保育生態環境：堅信「經濟與保育雙

贏」才能確保動物好、土地好、人也好的生態永續共好。當人類與蟲鳥蛙獸等生

命都能在這塊土地上安心生活、尊重彼此，地球才能生生不息、實踐資源循環：

在2016年首先啟動通路的減塑微革命。除了不再提供購物袋，也逐步進行織品、

用品與食品等包材減塑，並率先嘗試以「可堆肥生質袋」來包裝需要保鮮的葉菜

與細嫩蔬果，同時透過自主回收，進行再利用產製出堆肥培養土與生質花盆，開

創循環再利用的永續新價值。落實社會關懷：穩定實質訂單支持庇護工場、公平

貿易及花東部落，期盼弱勢朋友們能夠透過工作機會自力更生，並感受到貢獻社

會的自我肯定。 

長期致力推廣有機農業的里仁公司，以「有機蔬果全利用－以循環經濟讓效

益極大化」為主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研究指出，每年約有13億噸的糧食

遭受損失與浪費，佔全球糧食產量三分之一。里仁與500戶有機農友合作，觀察

到許多可食用的有機蔬果因為外型不夠漂亮（醜蔬果）、規格尺寸不符上架標準

（格外品）、單一產線的加工剩餘料（下腳料）等諸多原因被丟棄。 

主動結合夥伴廠商，透過契作收購、資源共享、合作開發等方式，將有機蔬

果進行全利用。將加工過程通常會丟棄的蔬果醃漬汁液與榨汁後的果渣纖維等

剩料，轉介給其他廠商開發成軟糖、吸凍、水果酥、酵素等更多食品，達到全果

全食的循環經濟效益。 

里仁串連的廠商超過12家，開發出17項食品，年產值超過數千萬元，例如：

以東豐農場的有機文旦柚為例，五惠食品在製作文旦柚果茶過程，會剩下蜜漬的

柚皮、果肉、柚汁等剩料。五惠將柚皮製成蜜漬柚皮糖之外，將果肉售予專門製

餡的中蜜食品，調成文旦柚餡後，交由鴻福食品製成文旦柚酥。柚汁則給豐喜食

品開發成文旦柚吸凍。該公司突破一般食品廠針對單一產品設計的開發製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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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動串連夥伴廠商之間的加工原料需求，將食品製程中產生的剩料如蔬果醃

汁、果皮肉纖維等轉介給需要的食品廠。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ZdkxRCAJs&ab_channel=%E6%

9E%97%E5%A5%95%E4%B8%9E 

 

第六組-上下游 

一個專注於農業、食物、環境等公共議題的獨立媒體，提供每日新聞及深度

調查，將農業的精彩、面臨處境、從農業到食物的歷程，帶到大家眼前，累積台

灣的農業公共資料庫。 

主動進行農產品開發，提供消費者健康在地食物，也讓農村經濟更活潑。同

時也是小農產品的供應平台，讓大家認識更多本土好產品，市集收益用以支持新

聞獨立運作。文藝能了解人心與洞悉人性，無分紙本時代或數位時代。上下游與

文學書寫、藝術創作的好手們共同耕耘一個屬於飲食/生態/農林漁牧的文學/藝術

版面。符合永續目標消除飢餓、責任消費及生產、保育陸域生態。 

在上下游市集內有許多產品皆是有意義的，如小麥產品。希望兒童可以認識

臺灣的小麥，日均17江南一帶種植許多小麥，代表臺灣有小麥生產的能力，隨著

臺海局勢戰爭意識的提高，糧食自己成為一大問題，嘉南一帶有良好的氣候條

件，適合種植小麥，於是用許多產品推廣自家種植的小麥，喚起自己的一時雜糧

類黃豆黑豆。臺灣99.7趴雜糧是進口基因改造讀美國人不吃基因改。而是當時了，

  
圖十七-報告PPT封面 圖十八-專題報告 

  
圖十九-專題特色內容 圖二十-專題特色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ZdkxRCAJs&ab_channel=%E6%9E%97%E5%A5%95%E4%B8%9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ZdkxRCAJs&ab_channel=%E6%9E%97%E5%A5%95%E4%B8%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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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臺灣人拿來當豆腐豆漿原料，因此進口對健康有風險推廣是為了讓國人吃到

臺灣種的天然黃豆，還能使農民更有意義更有意願的種植。本土手工樹薯粉，大

部分勾芡使用的鈦白粉是變性粉，對健康有風險。早期南投種植許多樹薯澱粉加

水可以做成勾芡，從事生產是一位高齡90的阿公，臺灣沒人要做，樹薯粉都進口

鈦白粉，雖然想要延續下去，但是終究還是會消失，讓這份記憶留在少數人心中。

在上下游所有產品都是有機對環境好的，同時為了要傳遞土地的訊息與想法給

大眾而產生。 

對於這次訪談其實還有許多內容，但從這幾個大的議題，我認為上下游作為

媒體，在沒有財團政治背景下實屬不易上下游。新聞市集在農業環境議題上深入

探討與調查，讓更多關心臺灣農業議題的人們，可以在這個平臺上獲得資訊，了

解自己私下的食物作為市集，給與小農一個發展的空間，也讓民眾。直接支持直

得信任的小農作物與產品我認為在臺灣對於有機的一時開始慢慢抬頭，有一部

分都要歸功於向上下游這種組織，因為他們持續努力才有如今大家對於有機產

品的認識與環境保護的一時，就如像老師所說，這10年真的遭遇太多困難，但我

們都一一解決了，希望我們透過這部影片，讓更多人認識上下游，繼續支持農產

市集。為臺灣這片土地努力。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OGIeKwIYA 

 

  

  
圖二十一-報告PPT封面 圖二十二-專題報告 

  
圖二十三-專題特色內容 圖二十四-專題影片報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OGIeKw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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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心得  
  

課程同學 撰文 

李語捷 

透過這堂課，我更了解永續發展不應該是我們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更應該的

是付諸行動，我也透過參與淨溪知道，要維護生態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很多都

是我們生活中輕易接觸到但我們卻輕易忽略的事，我想永續生活最簡單的就是

從身邊的小事開始，做到讓自己變好也讓環境變好的習慣。或許也因為這次的淨

溪活動，我更了解河川的重要性，有機會的話我也會願意再次參與淨溪活動，讓

永續發展不再是口說無憑。 

 

洪宜嫻 

我們不可能把整個筏子溪上的垃圾清理乾淨，同樣亦沒法一下子改變生活習

慣，希望我們可以慢慢減少生活中所製造的垃圾，同樣也藉行動感染身邊人。 

現在期末回首看期初，從一開始沒有主題到有目標，各個階段都充滿挑戰性，

我們如期完成了這堂課給我們的任務，希望愛護環境的心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許柏浩 

原本我對淨溪並沒有太大的感覺，只是基於愛護環境的想法而已，但是淨溪

前的行前教育，聽完解說員的講解，深深地發現我們平時不經意的製造垃圾，造

成溪流生態的浩劫。即使平時買個菜，也都會留下許多大大小小的塑膠袋，塑膠

垃圾經由大雨，颱風及人為的隨意丟棄，造成河川汙染。 

 

陳昱瑋 

這堂課讓我知道原來還有這麼多的資源被浪費,也學習到了有許多的方法可

以拯救這些資源,明日餐桌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在解決環保議題的同時,也關心

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們,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武孟欣 

這堂課讓我學習到原來我們身活中有這麼多資源被我們浪費著,也發現其 

實台灣有很多農業正在慢慢淡出我們的生活圈,非常需要年輕人重視這些農業 

議題,在上完這堂課之後我也會多多關注國際上其他相關議題,多多支持環保 

以及老化農業。 

 

蘇筱祺 

智慧綠台灣，當初會想選這門課主要是想多上一些有關永續方面的課程,看

能不能將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未來的生活中。我的組別主題是明日

餐桌,主要是有關剩食議題,讓剩食變續食。之前課堂有安排聽演講,有請楊七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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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明日餐桌,讓我知道原來台中有這樣一個推廣零廢棄、不浪費食物的續食餐

廳，市面上商人們不要的醜蔬果也能成為餐桌上一道道美味的佳餚。 

 

江承彧 

從這堂課認識到永續議題的重要性,落實永續發展在現在看起來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議題,大自然已經開始慢慢的在改變,或許這不是一個短期就能實現的議

題,但是卻是需要全世界都要重視且必須去執行的事情,我也期許自己能落實永

續發展的想法,為這個世界付出一點點小小的心力。 

 

鄭宗恩 

在自控領域中有許多自動化產線在工業中應用，現今的生產模式是線性的，

因應未來的永續發展學習新一帶的產業模式以及社會中有哪些例子或是規範能

夠學習於是選修了智慧綠台灣。 

上課中學到了許多新的觀念，將以往線性型的消費模式改成循環經濟，讓製

造出來的東西在使用過後不是進到垃圾場，而是能夠做一個再利用的動作，像是

飛利浦用光來當作產品，取代了以往販賣燈泡的商業模式。並將這個觀念延伸到

社會企業和永續發展目標，告訴我們不是只有企業或是政府能夠實施社會永續

的事情，於是我們以小組為單位來研究社會企業。 

我們鎖定了明日餐桌，一個滿足多項永續發展目標的社會企業，並依照老師

上課所教從構思、設計、執行、操作到回饋一步一步進行專題製作，但在網路上

可以知道許多關於明日餐桌的資料，導致了很難發揮到專題的相較於其他作品

的獨特性，又加上在實際安排參訪（三次），因為資訊不足、溝通協調問題以及

我認為他們人手極度不足，使參訪結果都不如預期，讓我們無法深入去做相關的

探討。於是我們被迫更改計畫，也可以說基本上花了半學期的計畫直接作廢要從

頭開始，並透過老師的教導轉換專題的方向才完成了報告。 

總結來說，這堂課讓我學到了很多像是老師所教我認為非常前衛的永續制

度、觀念以及實際例子，最重要的是讓我學到了專題發生變故的實際應對。 

 

林奕丞 

透過這次專訪讓我們對於里仁有更多的認識，再配合本次專題對於有機食品

更加了解。只可惜因為採訪的時間是離峰時段，當時的消費者比較少沒辦法進行

採訪。 

 

 

賴禮仁 

這次的專訪讓我對於里仁有更多的認識，以前的我認為有機食品只是一個噱

頭，但是經過這次的訪談後，發現里仁在維護環境這件事上真的很努力，讓我在

理解有機的同時，也更了解了有機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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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詠宜 

這次的報告讓我有許多收穫，實際的從頭去了解一個組織，從他的創業動機，

理念到實際行動等等，對有機食品有更深刻的認識，更多的認同。 

 

王詠傑 

能感受到店長和督導是真的對里仁的理念有很強的認同感，經過蒐集資料以

及實地採訪的過程也發現他們真的是在做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