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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島嶼氣溫急凍，一波霸王級寒流讓氣候變

遷危機再度引發關注，然而，一時的輿論熱潮並不

足以帶來深刻的社會學習，更無法翻轉氣候危機。 

     早在 1997 年，李丁讚老師即在〈公共論述、

社會學習與基進民主：對食物中毒現象的一些觀

察〉一文中提到：「真正有人在社會的最基層創造

參與式的論述和行動，才有可能引發真正的社會學

習與社會變革。」換句話說，深層的社會變革必須

透過草根論述和公共參與，即所謂的基進民主，「它

是一種行動民主，一種草根民主，一種透過當事人

的參與，在具體的生活脈絡下，一群人共同來面對

並解決生活問題的過程。」基進民主觀對傳統自由

民主論的挑戰，放到今天來看，深刻依然。 

    十七年後（2014），來自北美洲大陸的娜歐蜜

・克萊恩（Naomi Klein）在她的《天翻地覆：資本

主義 vs.氣候危機》（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一書中，再次呼應此觀

點，並編入氣候危機的脈絡裡闡述：「決定一個社

區如何在極端氣候來襲時存活下來，其中一個關鍵

因素就是它的連結組織——有在地的小生意和公

共空間，讓鄰居能夠彼此熟識，並且確保在熱浪或

暴風雨來襲期間，老年人不會遭到遺忘。」 

    這樣的共同體展現出所謂的「在地韌性」：「重

疊的公民圈與社交圈，這群人住得很近，分享共同

的空間，彼此認識，互相照顧。在面臨壓力或威脅

的時刻，最大的危險就是孤立。找出方法擴大公共 

空間，同時鼓勵公共參與……」當然，這已不只是

傳統的社區，而是具備基進民主雛形的共同體。 

 

 

 

 

 

 

 

 

 

    克萊恩特別以走訪紐約布魯克林區社區農田的

經驗，說明食農教育與基進民主計畫在氣候變遷危

機下的潛能：「這是一塊神奇的地方，教導附近公

有住宅的小孩如何種植健康的食物；為許多居民製

造堆肥；每週舉辦農夫市集，同時經營『社區支持

農業』計畫，生產各式各樣的農作物給需要的人。

這塊農田不只改善了附近居民的生活，同時從氣候

的觀點來看，做了一切正確的事——減少食物里程

數；避開石油的輸入；把碳封存在土壤裡；製作堆

肥減少垃圾掩埋。」 

    社區公共參與的食物森林運動，作為一種微型

的基進民主計畫，適足以納入對抗氣候變遷的全球

行動框架，為翻轉全球氣候危機踏出關鍵的一步。

這就是為什麼正在承擔氣候變遷苦果的我們，應當

支持社區食農運動。      ─ 全文請詳見本會官網 ─ 

 

極端氣候變遷下的社區食農運動 

台中分會 

月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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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全民反核系列活動.. 

 
 

二十多年來的反核運動，終在近年成為多數民眾共識，然而，政府改變速度仍過於緩慢，還持續建構

不可侵犯的核電謊言神話。人民發出無核家園的聲浪，對政府形成壓力，逐漸有些小改變；而反核之

外，更要檢視全盤的能源架構。2016 年台中反核系列活動，透過講座、電影座談，從影像揭露核災

真相、從溫柔繪本展開親子對話、從能源講座看見節能力量，藉由多元角度，反思最適合我們的能源

方式！(預告：歡迎參加 3/12(六)告別核廢料大遊行，敬請持續關注「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訊息。) 

電影放映座談：「能源告急」  @本會 2F(台中市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 

→02/25(四)晚上 19:00-21:00  許心欣 與談 /主婦聯盟台中分會執行委員 

→03/05(六)下午 14:00-16:00  謝文綺 與談 /主婦聯盟台中分會主任 
 

此片為《蜜蜂工廠》團隊新作，更是奧地利版《不能戳的祕密》。氣候變遷、

核災、石油爭奪等問題，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永續能源的來源！導演帶領觀眾深

入探討各類核電與太陽能、水力等再生能源的秘密，片中走訪各國專家，從新

穎角度討論能源的分配與使用。一起掌握能源短缺與再生資源的問題核心，關

切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 

專題講座：「省下一座核電廠 ─首爾經驗談」     @本會 2F 

→03/05(六)上午 10:00-12:00  陳詩婷 主講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 
 

時尚哈韓，節能也要吹韓風，首爾市長朴元淳帶領市民決心節電的成功案例，

驚豔世界！以提高能源效率、發展再生能源為目標，其於公共及私人場所廣建

太陽能發電網，搭配民生減碳優惠配套措施，提供透明化的資訊，並捲動社區

及跨部門的參與，展現「節電即是反核」風範。透過講座，反觀台灣政策與結

構的全盤問題，也認識日常實踐節能的方法～ 

電影放映座談：「改造核世界」@禾豐田食餐廳(西區五權八街 52 號) 

→03/09(三) 晚上 19:00-21:30   黃嘉琳 與談 /校園午餐搞非基團隊發起人 
 

基因改造與核能，本世紀兩大科技為何演變成夢靨？法國導演 Jean-Paul Jaud

拍攝題材特殊的紀錄片，以寫實手法探討兩大環境議題。片中完整呈現基改毒

性實驗、大量噴灑農藥的健康影響、基改製品的憂心；鏡頭一轉，看見福島核

災事故後的東北荒蕪、日本政府的冷漠處理態度、法國境內密度高的核電廠管

制寬鬆等畫面。面對這些世代不正義的傷害累積，我們該如何保護下一代？ 

專題講座：「綠繪本看世界 ─真正的好東西」   @本會 2F 

→03/11(五) 上午 10:00-12:00   陶樂蒂 主講 /繪本作家、圖畫書俱樂部成員 
 

綠繪本總能帶我們徜徉在精采的想像世界，也能帶我們看見世界的真實。陶樂

蒂以簡單鮮明的筆觸，創作了《好東西》、《我沒有哭》等，台灣首度以反核為

題的繪本，描繪孩子面對家園變色的納悶，也點出核廢料帶來的困擾。 

透過講座，作者親自介紹創作理念、賞析繪本，並分享如何和孩子談核電問題、

討論能源議題，也介紹來自日本的新書：《來自福島的孩子》、《希望牧場》。 

-請事先報名，請洽(04)2375-5234、huaf@huf.org.tw。- 



 

 

 
 

 

 

 

 

 

 

 

 

 

 

 

 

 

 

 

 

 

    便宜且大量的塑膠製品，是多數台灣人心中理所 

當然的存在，但千年不化的塑膠持續毒害著健康、土 

地與海洋。近年減廢減塑意識興起，邀請更多同學響 

應、發揮創意，透過徵件競賽，實踐減塑生活，或影 

響生活圈中的店家，將實踐的過程以精采文字、豐富 

照片，製作成果報告，送交後，即有機會經挑選進入 

決賽；入選者於發表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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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金。 
 

【活動期程】 

日期 內容 日期 內容 

3 月 16 日 報名及企劃書收件截止 6 月 17 日 成果報告收件截止 

3 月 17 日至

6 月 17 日 
創意減塑行動執行期間 

6 月 22 日 公布初審入圍結果 

6 月 29 日 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報名資格】 

    全國大專院校在校學生皆可參加，以團隊方式報名，每隊至少三人，可自由跨校/科系/年級，

每人限報名一隊參賽隊伍，不得重複組隊報名。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16 日，於活動頁面(www.huf.org.tw/event/content/3348)下載並填

妥報名表、著作授權同意書，並附學生證圖檔、企劃書，寄至 huaf@huf.org.tw，即完成報名。(請

慎填報名資料，報名截止日後即不受理更改隊名。) 
 

【競賽獎勵】 

第一名 30,000 特別獎 5,000 

第二名 20,000 
佳作 3,000 

第三名 10,000 
 

【注意事項】 

    本競賽分二階段進行，初賽採書面審查方式，通過初賽書面審查之參賽隊伍，將邀請參加複賽，

參加複賽之隊伍，須於會場進行口頭簡報之呈現。 
 

【活動說明會】 

    本會於三所大專院校辦理徵件競賽說明會，詳細說明活動辦法，也分享減塑環保概念及生動的

國內外案例，歡迎各校學生選擇就近場次，踴躍前往聆聽，亦歡迎各校申請加開場次。 

(參加說明會請先線上報名：http://ppt.cc/RCdtQ) 

 大專生減塑創意生活徵件競賽  - 詳情請洽(04)2375-5234、huaf@huf.org.tw。- 

活動頁面 

請掃 QRcode 

[市區場] 
 

 2/26(五) 
12:00-13:30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行政樓 A307 教室 

[山線場] 
 

 3/2(三)  

10:25-12:10  

@朝陽科技大學 
圖書館演講廳 

12:00-13:30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行政樓 A307 教室 

[海線場] 
 

 3/3(四) 

15:00-17:00 

@靜宜大學   

生態系館方濟樓惠三廳 



 

 

 

 

 
 
 
 

 

 

 

 

 

 

 

 
 
 
 

由衷感謝各界長期對本會的支持與鼓勵，成為我們持續前行的動力！2015 年的成果及行動如下： 

 推動臺中市學校（含大學和幼兒園）全面實施每日懸掛空污警示旗幟，並將黃色警示門檻中 PM2.5

的部分自 35 微克降至 12 微克。 

 結合在地公民團體共同關注並促使「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完成立法。 

 間接促成臺中市政府增列校園午餐每人每餐 5 元補助、推動在地非基改大豆契作。 

 促使台中市政府推動「臺中市學校午餐自治條例(草案)」，納入基改退出校園、健康飲食、限用免

洗餐具、規範清潔劑等條文。 

 倡議反基改，響應國際反孟山都日、世界糧食日等活動，辦理多場綠食育與食農教育講座。 

 辦理「減廢無塑 低碳生活」論壇、協辦 No Nuke Go Green 能源戶外短講論壇。 
 

新的一年，為持續守護土地，推動共好生活，我們亟需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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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本會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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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贈有

機棉口罩 1 枚或 1000ml 玻璃冷水瓶 1 只。捐款方式如下： 

 郵政劃撥：帳號/21404287、戶名/主婦聯盟台中分事務所(註明主婦之友、姓名及聯絡方式) 

 ATM 轉帳：銀行代號/郵局 700、帳號/0021208 0623082、戶名/主婦聯盟環境保護事務所台中

分事務所謝文綺，請轉帳後來電或 mail 通知，以便登錄主婦之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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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由農作樹造紙和環保大豆油墨印製 

-  

 

 回顧與展望 歡迎捐款成為主婦之友  

 

 生態與生活環保  

 [講座] 空汙拉警報  細看隱形殺手 PM2.5 
空汙傷害已全面侵入我們的生活，外出、運動、孩童戶外遊戲、飲 

食等，都因隱形殺手而拉起警報，全民都應認識空汙風險並學習防 

護之道。邀請投入社區醫療行動者，以關懷為出發點，說明如何辨 

識霧霾差異，介紹 PM2.5來源及危害，分享空汙下的自我防護。透 

過講座，看見嘉義的反空汙行動經驗。(免費活動，敬請事先報名。) 
 

3/16(三) 19-21:00@本會 2F(三民西路 61 號)   劉懿德 主講/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總幹事 

- 請事先報名，可洽(04)2375-5234、huaf@huf.org.tw。 - 

[導覽] 台中公園生態之美 
 

春天時節，走讀百年公園之美，認識更樓、湖心亭、

雨豆樹、鐵刀木、小葉南洋杉等人文與生態故事。 

 3/13(日) 9:00-11:00  (自由/公園路口集合) 

 張光輝 主講 /本會資深綠人解說員 

 限額 30 名，成人及國小生 150 元、幼稚園生

100 元、學齡前嬰幼兒免費。繳費請 ATM 轉帳

郵局(700) 0021208-0623082，轉帳後請來信

或來電告知繳費日與後五碼。 

[DIY] 手做清潔小物 
 

歡迎 3/17(四)至本會 2樓(西區三民西路 61

號)，學習製作友善環境的清潔品，清潔省

力，減費也減廢！(課程費皆為 100 元) 
 

「鉤針刷布 DIY」 10:00-11:30 

 自備鈎針(7-8 號)、壓克力粗毛線一捲 

 課後贈刷布 1 個  
「廢油肥皂 DIY」 13:30-15:00 

 歡迎提供廢油給本會 

 課後贈環保皂 2 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