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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型污染源不肯配合，便不再換發「操作許可

證」，這並非痴人說夢，日前六輕 15 座電廠被雲林

縣府限縮 2 成燃煤量，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營運六輕電廠的台塑石化敗訴，顯見從源頭來指定

減少生煤使用量，是一把地方首長整治空氣污染的

尚方寶劍，端看主政者能否盤整資源，用最大的決

心降低污染，還給台中市民一個安心呼吸的家園。 
 

這次遊行隊伍中，有一群住在台中的外國人在

臉書成立「台中乾淨空氣聯盟」，呼朋引伴群起上

街，居住台中十幾年的凱倫指出，她真的很喜歡台

中，希望能長長久久居住在這個美好的城市，這幾

年她覺得空氣變差了，當然要表達意見。 
 

主婦聯盟身為反空污遊行的主力推手，在反空

污這一條路，呼朋引伴，一群人走，有笑聲有汗水，

這一條荒徑，終將走成天色常藍，花香常漫的美好

家園。 
 

 

- 完整文章請見官網 www.huf.org.tw/taichu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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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路（起初是一片荊棘荒原，走久了，踏

出路來），主婦聯盟基金會的人們走了 30 年，從我

的媽媽走到我與我的孩子，這一條充滿汗水、笑聲

與勇氣的路，叫做行街頭。這一回，我們又為了反

空污，三代行街頭，時而怒吼前行，時而靜默走著，

爭一個好好呼吸的基本人權。 
 

2/19 又是豔陽高照的台中日頭，暖呼呼的街頭

並不平靜，四面八方民眾聚集而來，有環保、親子

團體，有反空污大將也有雲林縣長李進勇、嘉義市

長凃醒哲，有醫生也有娃娃車裡的小小孩，不意外

的是，台中主人林佳龍市長，缺席了。 
 

幾千名台中市民上街怒吼，嚴正表達了不願意

忍受每天呼吸內含一級致癌物的空氣，眼下數據指

出，台中、高雄、雲林的 PM2.5 人均污染，分別是

台北市的 82、121、129 倍！究竟是台北污染變更

少？還是中南部污染量變更多？呼吸不平權、健康

不平權，讓中南部人淪為次等公民，台中的大家長

林佳龍，豈可躲在背後，無感於生病罹癌的市民？ 
 

本次遊行的訴求有三：要求總統籌組「防制空

污抗暖化行動小組」、行政部門南遷共體時艱，以

及立法院全面翻修空污法。而在地方政府層級，缺

席的市長林佳龍手握兩大利器可以讓台中的天空

不再灰濛濛，其一是以「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

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要求台中火力發電廠 1-4

號老舊機組退役改為天然氣，不再增加新的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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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氾濫使用塑膠造成可觀的垃 

圾量、海洋生物的傷害及人類自 

身健康危機！歡迎參加競賽，邀 

請您發揮創意，組隊投入減塑行 

動。不論是改變生活用品的選擇， 

或影響週遭親友、改變店家、捲動社區，將實踐過程製作成果報告，送交後，即有機會經挑選進入決

賽，入選隊伍於發表會中口頭呈現執行歷程，可搭配圖像、影像、微電影等任何形式分享，經評選將

有機會獲得不同名次的獎金。 
 

【活動期程】 

日期 內容 日期 內容 

即日起至 4/12(三) 報名及企劃書收件截止 7/21(五) 成果報告收件截止 

4/13(四)─4/20(四) 初選 7/22(六)─8/1(二) 審核、評選期間 

4/20(四) 公布入選隊伍 8/2(三) 公布初審入圍結果 

4/20(四)─7/20(四) 創意減塑行動執行期間 8/12(六) 成果發表會暨頒獎 
 

【報名資格】 

 限定台中、彰化、南投地區民眾參加，須組隊報名，每隊至少三人；不得重複報名不同隊伍。 

 社區的定義為「一群住在相同地理範圍內的居民，擁有共同的居住目標、利益、共識的集合生活

體。」隊伍中的參加者可為同一社政單位居民（如同一個里、同一棟公寓、同一個村），或同一

個生活圈的住民（如跨區里、鄰近大樓）。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12 日止，將以下資料寄至 huaf.tc@gmail.com，即完成報名。 

 報名表、著作授權同意書（兩項請至活動頁面 www.huf.org.tw/event/content/3869 下載） 

 各隊員身分證圖檔 

 企劃書（可參考活動頁面的附檔範本） 
 

 註：本會將以企畫書內容進行初選，4 月 20 日公布入選名單，入選隊伍才具參賽資格。 
 

【競賽獎勵】 

第一名 30,000 第四、五名 5,000 

第二名 20,000 
第六至十名 3,000 

第三名 10,000 
 

【說明會】 

    歡迎民眾朋友們參加競賽說明會，選擇就近場次，會中將詳細說明活動辦法，也分享減塑環保概

念，以及生動的國內外案例。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師群 

3/16(四) 19:00-20:00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巷 32-1 號) 張明純 

3/18(六) 10:00-11:00 台中市社造中心（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69 號 4 樓） 岳祥文 

3/21(二) 15:30-16:00 葫蘆墩文化中心 1F 演講廳（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陳穗妮 

3/28(二) 20:00-20:30 大墩文化中心 B1 演講廳（台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楊淑慧 
 

葫蘆墩、大墩場搭配文化局「社區營造點甄選說明會」，最後半小時才是本會減塑說明，民眾朋友提

早入場亦可，不影響甄選說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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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開放 2 場免費場次，其餘場次需自費（800

元），活動流程一小時，包括認識故事屋、繪本

媽媽說故事、體驗活動。 

 歡迎幼兒園、國小、親子團體等單位申請，對

象限定中班以上，每次 15-20 人（含成人）。 

 《北極熊搶救家園》、《煙囪的故事》、《塑膠袋

流浪記》、《阿平的菜單》等綠繪本擇一。 

 故事屋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至下

午 4 點，欲申請者歡迎填寫線上報名表

ppt.cc/4AQyt。 

歡迎參訪綠繪本故事屋 綠繪本作家分享講座 

讓環境教育走入社區 歡迎申請 2017年度免費講座 

為傳達一次用品減量、空氣污染風險、綠色

能源、節能減碳及綠色飲食概念，本會於

2017 年 2 月份至 12 月 10 日期間，辦理 30

場免費環境教育宣導課程，歡迎中部各社

區、各級學校之愛心媽媽團隊、家長會踴躍

申請！ 
 

 每場進行時間為 2 小時 

 聽講人數須至少 30 人 

 每單位限申請一次免費課程 

 舊台中縣及台中以外之縣市地區 

，請支付交通費。 

 請將日期、時間、講題、人數 

、對象、地點、交通費等資訊， 

寄至 huaf@huf.org.tw；或線上 

填單 http://ppt.cc/Xo5w9。 

類別 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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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污染 看不見的隱形殺手─空污與 PM2.5 

非核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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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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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愛上校園午餐 

基改食品解密 剩食與廚餘 

食農教育─從產地到

餐桌 

過漁─餐桌上的永續

海鮮 

 

 日期及時間 : 2017/04/20(四) 09:30 ~ 11:30 

 主講人 : 玉米辰老師 

 主題：捕蝶人 

 費用：免費，歡迎報名，名額有限 

 地點：本會（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 2 樓） 

 內容：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畢業的玉米辰，長

期在非營利組織工作。從九二一災後重建，到

全台各社區營造，足跡踏遍台灣各地。為讓孩

子們了解環境議題，開始尋找適合的題材創作

繪本。本次透過捕蝶人繪本與動畫，介紹其創

作歷程及認識這個環境議題。 



 

 

 

 

 

 
 

 

  

 

 

 

 

 

 

 

 

本報由農作樹造紙和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  

 

【捐款資訊】 

 信用卡捐款：下載台中分會捐款授權書（http://goo.gl/esGXev），填妥傳真至(04)2375-5231。 

 郵政劃撥：帳號/21404287、戶名/主婦聯盟台中分事務所 

 ATM 轉帳：（郵局 700）0021208 0623082，轉帳後來電或 mail 告知。 

 

時間 內容 

08:50-09:00 報到 

09:00-09:05 開場 

09:05-11:00 知識補給站─認識石虎 

11:00-11:10 休息一下 

11:10-12:10 《石虎島》教學活動解說 

12:1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石虎島》綠桌遊教學見習 

14:30-15:00 討論與回饋 

 
 日期：2017/3/30(四) 

 地點：本會（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 2 樓） 

 費用：課程費 500 元（會友免）、保證金 500  

元（2017 年內完成一場宣講即退還）、餐費

80 元。 

 師資：林育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胡秀芳（環境教育工作者、國小教師） 

從石虎的瀕臨絕種，了解人為破壞及環境變

遷，對保育類動物生態的影響。一起來玩綠桌遊，

體驗嶄新的環境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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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島 

- 生態教育桌遊教學工作坊 

霾教室 

- 聊遊行後的公民行動 

捐款支持  成為守護環境的主婦之友 

為持續投入飲食安全、校園午餐、非基改議題，以及空

氣污染、能源政策、減塑減廢、土地守護等倡議行動，並推

動相關環境教育，我們需要您的支持。 

歡迎每月 100 元(含)以上小額捐款，或捐款達 1200 元

(含)以上，即成為年度主婦之友，捐款 1 萬元即為永久會友；

會友將定期收到刊物，享有借閱會內圖書與影音資源、課程

活動優惠等資格；新加入會友者，可獲贈 1000ml 玻璃冷水

瓶 1 只或廢油皂 1 個（二選一）。 

綠色飲食 

空污倡議 

綠色能源 
環境教育 

219 反空污找藍天大遊行集結了公民力

量，提醒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須積極行動

從源頭解決問題！ 

在民眾從街頭回歸各自生活後，每位公

民還能如何發揮影響力？用哪種方式共同解

決環境問題？歡迎到霾教室，聊聊你的「遊

行之後」，激盪出公民的下一步，一起為解

決、減緩環境問題創造新的行動！ 

 時間：2017/3/14(二) 19:00-21:00 

 地點：本會 

（台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 2 樓） 

 講師：許心欣（本會副會長） 

 免費活動，歡迎報名，可線上登記：

https://goo.gl/achdQ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