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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之聲  

(第二集) 

 

作者: Lupe Vaai (薩摩亞) 

◎第二章 永續發展目標 

那晚，卡特琳娜無法入

睡，她年幼的心靈閃過

好多的想法，環繞不去。

她深呼吸一口氣，閉上

眼睛。她不斷想著，這

真是太不公平了，她的

成長過程沒辦法像她奶

奶一樣，見證相同的生

活與美麗。 

卡特琳娜被跨島路上卡車的聲響嚇到，

因此起的很早，抵達學校後，卡特琳

娜耐心地坐在指定位置上等老師。她

想到所有對於薩摩亞正面與負面的影

響，尤其是她的家人和席霧沐村。在

卡特琳娜腦中，她已經下定決心要拯

救這座小島。只是她不確定自己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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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做。她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向他

人提起。他們正在學習世界永續發展

目標。老師向大家說明，聯合國所有

國家領袖們同意了許多令人憂心的議

題，因此所有人必須承諾停止氣候變

遷，為每個人建立更好的生活品質。

卡特琳娜舉起手，說了她祖母的故事

和她的研究。她的老師和其他同學都

仔細聆聽。他們說，試過然後失敗，

總比一開始就不嘗試好。 

休息時，卡特琳娜留在室內，開始研

究她親眼見到的情形。她看到一些關

於氣候變遷、環境公益及《聯合國氣

候變遷綱要公約》的討論。還發現被

保護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下

的兒童環境權利指引。她了解到，原

來許多人和她一樣擔心。她看見人們

已經做出承諾，每個人都擔任要角，

必須幫助他們完成任務。 

下課後，卡特琳娜直奔回家。太陽照

在她頭頂上，她感覺自己像被放在火

爐柴火上的平底鍋。她有個想法，不

管多麼微小，都想試試看。卡特琳娜

在家裡，列出如果薩摩亞的人們繼續

現在的習慣和生活型態，會產生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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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面與負面影響。 

卡特琳娜的列表持續

增加，尤其是負面影

響的部分。她下定決

心，將計畫變成行動。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一

夜之間就解決問題，

但她感覺，若能跨出

這 小小 的一 步， 一切

就 都值 得。 她拿 起相

機 ，悄 悄溜 出家 門，

內 心有 個清 楚明 確任

務 。幾 個小 時後 ，她

回 到家 裡， 她感 到很

傷心，但也有些靈感。

她等不及隔天去上學，

開始計畫的下一步。 

<待續> 

 

華ㄏㄨ

ㄚ
ˊ文ㄨ

ㄣ
ˊ區ㄑㄩ兒ㄦ

ˊ童ㄊㄨ

ㄥ
ˊ環ㄏㄨ

ㄢ
ˊ境ㄐㄧ

ㄥ
ˋ文ㄨ

ㄣ
ˊ學ㄒㄩ

ㄝ
ˊ家ㄐㄧㄚ

 

世ㄕ
ˋ界

ㄐㄧ

ㄝ
ˋ未ㄨ

ㄟ
ˋ來ㄌ

ㄞ
ˊ委ㄨ

ㄟ
ˇ員ㄩ

ㄢ
ˊ會

ㄏㄨ

ㄟ
ˋ發ㄈㄚ起ㄑ

ㄧ
ˇ，環

ㄏㄨ

ㄢ
ˊ品

ㄆㄧ

ㄣ
ˇ會

ㄏㄨ

ㄟ
ˋ響

ㄒㄧ

ㄤ
ˇ應ㄧ

ㄥ
ˋ並

ㄅㄧ

ㄥ
ˋ

舉ㄐ
ㄩ

ˇ辦ㄅ
ㄢ

ˋ的

˙

ㄉㄜ活
ㄏㄨ

ㄛ
ˊ動

ㄉㄨ

ㄥ
ˋ，是ㄕ

ˋ⼀ㄧ
ˊ個ㄍ

ㄜ
ˋ讓ㄖ

ㄤ
ˋ兒ㄦ

ˊ童
ㄊㄨ

ㄥ
ˊ說

ㄕㄨㄛ
出ㄔㄨ他ㄊㄚ們

˙

ㄇ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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ㄒㄧ

ㄤ
ˇ要ㄧ

ㄠ
ˋ的

˙

ㄉㄜ未ㄨ
ㄟ

ˋ來ㄌ
ㄞ

ˊ的

˙

ㄉㄜ平
ㄆㄧ

ㄥ
ˊ台ㄊ

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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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的世界 

 

 

地球表面有 71%被水覆蓋，從外太空看，

地球就是一顆美麗的藍色星球。但我們

對水下的世界盡是未知。 

在中國，河伯是河川之神的通稱，騎著

白龜，以五彩條紋的魚為前導巡遊視察

各地。戰國時代楚國的大詩人屈原在《九

歌》中描繪的河伯很可愛，浩浩蕩蕩駕

著兩條龍拉著的水馬車，只是要與人間

女子兜風約會。佛教東傳後，龍神(一說

蛇神)掌管一切水域的觀念深植人心，發

展出孫悟空大戰東海龍王，以及千年蛇

精白娘子率領蝦兵蟹將與法海鬥法的精

采故事。在西方，波賽頓是大海與河湖

的君主，安徒生藉由海神女兒《小美人

魚》的故事，一窺海底王國的神祕面貌。 

直到近代，我們對地球上的水才稍稍有

更多認識。地球上 96%的水體是海洋，

最深的海溝可達一萬一千多公尺，共容

納了十四億立方公里的水，以生存空間

來說，海洋比起陸地大得多。陸域與海

域似乎有相當大的區隔，但是兩者間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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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息息相關，例如生物代謝所需要的氧

氣，需要由植物行光合作用產生，以往

認為熱帶雨林是地球之肺，但海洋中有

一隱形的森林，就是海洋表面可以行光

合作用的浮游植物，牠們行光合作用產

生的氧氣與陸域環境的植物相當，重要

性絕對不輸陸地上的森林。珊瑚礁則是

海洋中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是許多

海洋生物育幼的場所。 

除了海洋之外，陸地上的河川與湖泊是

人類最重要的淡水資源、交通要道與漁

獲來源，數千年來人類一直沿著河川定

居。還有一種水體經常被忽略，那就是

冰川。雖然不是所有地理學家都認為冰

川是水體，但冰確實是固態的水。高山

冰川、冰山、格陵蘭和南極冰蓋的冰川

總量（其中一些可能已有幾百萬年的歷

史）覆蓋了地球約 10％的土地面積，儲

存了大約 3/4 的淡水。如果所有這些冰川

融化，全球海平面將上升約 70 公尺。 

直到今天，我們對於海洋的探索仍然非

常有限，對於海床的地形圖還不如火星

的地圖來得細緻，許多水下遺跡還有待

探索。而我們丟棄、排放的垃圾與廢水

卻早已流入海洋之中，製造的空氣汙染

沉降海面上，排放的溫室氣體最終對海

洋環境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可是很多

人卻還渾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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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為海洋辯護? 

 

 

工業革命以來，有毒廢棄物一直湧入

我們的海洋。海洋被視為無底洞，是工

業和生活垃圾「被消失」的「遙遠」彼

方。但是隨著人類製造的污水、垃圾、

農藥、工業廢氣、溫室氣體越來越多，

海洋的容忍已經到了極限。 

現在，塑膠和化學污染物污染了海洋最

偏遠和最深的部分，沒有任何一個角落

可以倖免。科學家發現，就連居住在馬

里亞納海溝廣闊而遙遠深度的小蝦中，

都充滿了有毒的多氯聯苯和溴化阻燃劑，

濃度可與工業化地區相比。化學污染物

已經改變海洋動物的繁殖和行為，並影

響其免疫系統，使生存更加困難。 

世界的海洋都相連在一起，透過洋流系

統全世界的海水正在「分享」污染物，

包括那些塑膠垃圾，來自台灣的吸管、

日本的打火機都可以在幾千公里外的中

途島上找到，卡在海龜的鼻孔、信天翁

的肚子裡，海洋生物正在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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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誰能為海洋辯護? 

每年約有 200 億噸污水、廢棄物直接排

入海洋。許多國家規定放流水的「排放

濃度標準」來降低污染，但這遠遠不夠，

因為缺乏「總量」的觀念，我們不能期

待所有廢棄物進入海洋之中都會被無限

稀釋，更何況不同的污染物之間相互作

用產生新的毒素，並藉由油脂性的塑膠

顆粒結合在一起，成為巨大的「有毒濃

湯」，最終進入虎鯨和鯊魚等動物的食物

鏈頂部，當然還有人類的餐桌。 

然而，全球的化學產業持續快速發展，

特別是石化產業，隨著全球大量開採天

然氣與石油，不但會排放大量的溫室氣

體，同時也為整個化學工業提供基本原

料，塑膠是整個石化產業鏈最主要的消

費產品，石化產業的目標是，到 2050 年

要生產比現在多 4~5 倍的塑膠。  

海洋酸化、優養化和水氧含量降低，造

成了缺氧的海洋「死區」，這也不利於試

圖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生存的海洋生物

的適應能力。 

許多島國人民的體內已經出現了不成比

例的汞含量上升，飽受慢性病增加和魚

類種群減少的困擾。一些國家的政府建

議孕婦不要吃某些魚類，以免對未出生

的孩子造成終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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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將達到 97 億，當

孕婦需要害怕吃魚時，我們知道人類的

未來無法繼續沿著這一路徑前進。海洋

污染需要緊急與深刻的行動改變現狀。 

2015 年聯合國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DGs)，

第 14 項是守護水下生物，目標到 2025

年，預防並大幅減少各種海洋污染，特

別是來自陸地的污染物和優氧物質。 

要達到這項目標，我們要重新思考「循

環經濟」的意義，不只是強調「回收」，

而是從根本上減少化學品的使用，停止

把化石燃料從地底挖出，改變我們的消

費模式，不再依賴一次性使用(用完就丟)

的塑膠，強化消費者的「知情權」，我們

有權利知道每一項產品在生產過程的環

境污染，以及廢棄物如何被處理。 

政策，法規和行動也必須以社會，環境

永續和世代正義的基本原則為基礎。各

國不能以回收為藉口繼續將其廢棄物傾

倒在發展中國家。我們也不能繼續將含

有有毒化學物質的塑膠回收到兒童產品

中。 

科技如果真的來自於人性，那麼我們每

個人都可以，也應該立志成為海洋的辯

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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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的最後一個孩子》 

拯救孩子免於「大自然不足症」 

 

原文書名: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 

作者: 李察·羅夫(Richard Louv) 

作者李察羅夫先生是美國人，

同時也是一位記者，《森林中的

最後一個孩子》是他在 2005 年

出版的書籍，探討兒童與大自

然的關係。 

作者在 2008 年改版的序言中寫

下「在自然中成長的兒童已經

成為一種『瀕危物種』，兒童的

健康與地球的健康密不可分。」

書中蒐集了許多研究成果，顯

示接觸自然對於兒童健康的身體和情感

發展至關重要，而「缺乏自然」居然與

肥胖，注意力障礙和憂鬱症的症狀有所

關連。作者相信，現代生活方式與環境

減少了孩子探索大自然的機會，這種生

活方式會使孩子的自信心降低，身心能

力差，久坐不動，因此容易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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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詩人 詹姆斯·巴克斯特（James K 
Baxter）認為，每個詩人從童年起就有一

個自然的秘密基地，詩的起源便在其中。

例如對於馬克吐溫來說，可能是在密西

西比河的竹筏上，而唐朝詩人李白的大

自然或許寄託在月亮上，因此寫下: 「小

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台鏡，

飛在白雲端。」的美麗詩句。 

在《衛報》的書評中用貝多芬傳記電影

《不朽真愛》的一個場景來形容兒童與

大自然的連結: 小貝多芬仰躺漂浮在池

塘上仰望夜晚的星空，背景音樂是第九

交響曲歡樂頌，這就是樂聖對大自然非

凡而神聖的愉悅感。 

羅夫觀察到，現在的兒童可以說出亞馬

遜雨林的景象，卻無法說出最近一次獨

自探索樹林或躺在田野中聆聽風聲並觀

察雲層移動的故事。他建議所有城市都

應該變成大自然的一部分，建立一個增

加而非破壞大自然的城市，想像到處都

是樹林、鳥類保護區、濕地的倫敦。 

這個想像也適用於台灣的城市，當有一

天我們在上學通勤的路上，經過的不是

一排路燈與大樓，而是茂密的樹林，跟

松鼠與啄木鳥打招呼，跨過沒有被水泥

道路覆蓋的小溪，將是多麼美好的一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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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度到台灣，跨越世
代與國界的護樹精神 

 

奇普科 (Chipko)在北印度語既是「擁

抱」也有「堅持」的意思，1970 年，

印度喜馬拉雅農村婦女發起的「Chipko

運動」可說是近代婦女拯救樹木的濫

觴。 

人對自然的情感不需要理由，當樹木

受到傷害時，總有人挺身守護，印度

就是一個有護樹傳統的國家。 

隨著 1963 年中印邊界衝突的結束，印

度北方邦的發展得到了增長，特別是

在喜馬拉雅農村地區。當時為衝突而

修建的道路吸引了許多外國伐木公司，

他們想要獲得該地區廣闊的森林資源。

儘管農村村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森林

維持生計（直接用於糧食和燃料），並

間接地用於淨水和保護土壤等生態服

務，但政府政策阻止村民管理土地，

並拒絕他們使用木材。然而，許多伐

木公司在砍樹的過程中沒有顧慮環境，

導致農業減產，土壤侵蝕，水資源枯

竭以及周圍許多地區的洪水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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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ko 的第一次行動是在 1973 年發生

的，並在隨後的五年中擴展到了北方

邦喜馬拉雅山的許多地區。以婦女為

主的村民們擁抱樹木，阻止樹木被砍

伐，她們的口號是: 「森林承載了什

麼? 土壤、水和乾淨空氣」。北方邦的

奇普科抗議活動在 1980 年取得了重

大勝利，根據印度當時的總理英迪

拉·甘地的命令，該國的喜馬拉雅森

林禁止砍伐 15 年。 

時間來到現代，2020 的 4 月 22 日是

地球日(earth day) 50 週年，今年主題

為「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氣候

變遷帶來酷暑、颱風、水患與乾旱等

極端氣候，城市首當其衝，迫切需要

採取氣候作為。 

樹木是幫助城市對抗氣候變遷與空氣

汙染的最佳夥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分校研究顯示，一座城市要有

20%以上的樹冠覆蓋率，才能抵銷柏

油路發散的高溫；一般認為城市綠覆

率達 20%以上，是維持居住健康的指

標。 

然而，擁有 60%森林覆蓋率的臺灣，

綠色資源卻存在嚴重的城鄉差距: 城

市是綠色資源的一級貧戶。以臺北為

例，根據公園處統計，臺北市公園路

樹約 10 萬棵，換算下來市區的綠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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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3%，與世界先進城市相比(神戶

9.4%、倫敦 12.7%、紐約 13.5%、新加

坡 29.3%)，少得可憐。 

作為臺北市最早的環境公民團體，環

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看到臺北市是一個

樹木資源既少又分配不均的城市，除

去周邊山區與河濱等自然保留區，在

所謂的都市蛋黃區每個人享有的樹冠

覆蓋率非常低，在全球暖化與都市熱

島效應疊加影響下，臺北市的夏季屢

屢突破高溫紀錄，對此柯市長在 2018

年大力推動中小學教室全面裝冷氣，

但是，這既不是永續的作法，也不符

合氣候正義，讓學生從小學到國高中

都生活在冷氣房之中，不但破壞學生

的身體自然排汗機能，也讓室內裝潢

的有毒物質無法流通揮發，累積在孩

子體內，「冷氣抗暑」作為最終解決方

案令人難以認同。 

「一個樹木無法(權)成長變老的城市，

不可能成為人類宜居的城市」，秉持這

個理念，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響應地

球日 50 周年的重要意義，自今年初就

在臺北市，發起一場樹的市民運動—

「臺北樹都運動」，為所有臺北市的樹

木爭取生存權利，也為市民創造更多

寶貴的綠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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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們呼籲: 

1. 以 30 年為期，每年在臺北市種下 5

萬棵樹，2030 年前植樹 50 萬棵，2050

年達到 150 萬棵。 

2. 臺北市政府應該修正「樹木保護自

治條例 2.0 版」，擴大樹木保護範圍，

並保障樹的集體與個別權利 

3. 臺北市政府簽署 1994 年起草並受

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議支持之國際

宣言--「地球憲章」 (Earth Charter)，

融入尊重生命看顧大地、維護生態完

整性、注重社會正義經濟公平，以及

實踐民主、和平等精神於市政當中 

植樹節是一個屬於樹的日子，現在是

時候為臺灣的樹木請命: 種好樹、更

尊重樹，賦予樹一定的權利!我們期待

這個運動就從臺北開始！ 

「臺北樹都運動」等待每一位環境傳

人一同來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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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臺北 樹 都， 讓未 來看 見未 來」 徵 文比 賽  

世 界 地球日 50 週年 市民 運動  

2020 年 4 月 22 日是世界 地球 日五 十 週年，今 年的 主題 是「 氣候

行動」 ( c l imate  ac t ion )。  

我們認 為樹 木是 幫助 城市 對抗 氣候 變 遷的最 佳夥 伴，無 論貧 富或

是各種 動植 物，都 可享 受到 樹的 遮蔭 與各式 生態 效益，是留 給未

來世代 最重 要的 城市 自然 資產 。  

但是，首 善之 都臺 北卻 是一 個樹 木資 源少且 分配 不均 的城 市。除

去周邊 山區 與河 濱等 自然 保留 區，都 市平地 地區，每個 人享 有樹

蔭覆蓋 ，僅 占全 市平 地面 積的 1.3 %，更有 超過 3 成 法定 公園 綠

地與休 憩面 積未 依法 落實 開闢 。  

我們太 少關 心城 市裡 的樹，如果 我們 能有更 好的「 環境 法治 與倫

理觀念 」，更 尊重 自然 生態，更 善待 都市樹 木，或 許一 切就會 不

一樣。  

為此， 環境 品質 文教 基金 會發 起響 應 地球日 五十 周年 「 2020 臺

北樹都 ，讓 未來 看見 未來 」倡 議， 邀 請所有 認同 ： (1 )「 地球 憲

章」(Ear th  Char te r )所 提倡尊 重生 命 看顧大 地理 念； (2 )臺北 應該

許下 2030 年前 植樹 50 萬 棵承 諾， 以 及 (3 )臺北 要通 過「 樹權 自

治條例 」的青 少年 朋友 們，發 揮想 像 與觀察 用力，多用 些時 間挖

掘、「發 現」城市 裡的 樹木、樹 林跟 市民之 間的 多重 面貌，一 起

響應這 個有 意義 的活 動，用 紙筆 書寫 下臺北 最獨 特的 樹木 記憶 。  

徵 文 組別 、文 體與 主題 方向  

  國小組 ：散 文， 8 00~1000 字 ；我 與 樹的故 事。  
  國中組 ：散 文， 1 000~1200 字 ；生 活 中的樹 。  
  高中職 組： 散文 ， 1000 ~3500 字； 臺 北、樹 、人 。  
  高中職 組： 新詩 ， 40 行 以內 ；臺 北、 樹、人 。  

*  國小 組散 文，請使 用稿 紙書 寫；國 中組散 文、高 中職 組散 文、

新詩作 品請 一律 以  A4 紙 張 (直 向橫 打 )標楷 體  12 號字 繕打；篇

幅及格 式不 符規 定者 (字數 包含 標點 符 號 )，本 會得 不予 評選 。  

*  參賽 作品 不會 交還 作者，且不 提供 作者費 用；為促 進與 發展 本



 

活動，作 者同 意本 會得 無償 使用 投稿 作品，並 取得 著作 財產 權。  

參 加 條件  

臺北市 國小、國中、高中 職，在 學生 或自學 生均 可參 加對 應徵 文

組別投 稿。  

收 件 日期  

即日起 ，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止。  

參賽作 品必 須是 個人 原創 之創 作， 並 於 2020 競賽年 間完 成。  

收 件 地點  

參賽作 品請 於上 述指 定時 間內 (5 月 3 1 日 )「寄達」環境 品質 文教

基金會 ： 10641 臺 北市 大安 區信 義路 二段 88 號 6 樓之 一； 信件

封面請 註明 參加 「 2020 臺 北樹 都」 國中小 散文 、高 中職 新詩 比

賽 (依參 加組 別書 寫 )。  

活 動 獎項 與榮 耀  

四個組 別分 別評 選出 特優 、優 等及 佳 作，獎 項如 下：  

  特優獎  (1 名 )： 獎金 三千 元、 獎狀 乙 張。  
  優等獎  (2 名 )： 獎狀 乙張 。  
  佳作獎  (3 名 )： 獎狀 乙張 。  

*  得獎 作品 將刊 登於 本會 電子 報「環 報、環 報兒 童版」 (2 .3 萬 訂

閱 )，邀 請更 多朋 友欣 賞。  

*  投稿 徵文 若有 抄襲、摘錄 或侵 犯他 人智慧 財產 權、隱私 權或 有

其他違 法之 情事，並經 查明 屬實 者；本會除 取消 得獎 資格 並追 繳

獎金與 獎狀 外，其 違反 法律 之相 關責 任均由 投稿 者自 行負 責，本

會不負 任何 法律 責任 。  

*  本辦 法若 有未 盡事 宜，主辦 單位 保 留修改、終止、變 更活 動內

容細節 之權 利， 且不 另行 通知 。  

關 於 地球 憲章 (Earth  Charte r)  

地球憲 章 (Ear th  Char te r )是 1994 年 起草並 受到 聯合 國教 科文 組



 

織 (UNESCO)決 議支 持之 國際 宣言，由國際 綠十 字創 辦人 戈巴 契

夫 (M ikha i l  Gorbache v)，聯 合國 副秘 書長、 地球 峰會 主席 莫里

斯‧斯 特朗 (Maur ice  St rong)所 共同 倡議。  

地球憲 章說 明經 濟、社 會與 環境 領域 緊密的 關聯，傳遞 普世 性責

任觀念 、指 出推 動永 續未 來所 須原 則 ：尊重 生命 看顧 大地

(Respect  and  Care  fo r  the  Communi ty  o f  L i fe )、維 護生 態完 整

性 (Eco log ica l  In tegr i t y )、 社會 正義 經濟公 平 (Soc ia l  and  
Economic  Jus t ice )， 以及 民主 、非 暴 力、和 平 (Democra cy ,  
Nonv io l ence  and  Peace)。  

地球憲 章是 一份 邁向 永續 發展 的重 要 倫理框 架，也 是永 續教 育的

重要基 石。  

關 於 國際 綠十 字臺 灣 (GCI  Ta iwan)  

1993 年蘇聯 前總 統戈 巴契 夫於 所成 立的國 際綠 十字 組織 (Green  
Cross  In te rna t iona l ,  GCI )，是 一個 由 全球共 30 個 在地 國家 組織

(Na t iona l  o rgan i za t ion s)所組 成的 網 絡，也是 一個 將焦 點放 在安

全、貧 窮和 環境 三者 間關 係的 世界 性 組織。  

2007 年，國 際綠 十字 組織 與本 會商 議成立 「綠 十字 台灣 」 (GCI  
Ta iwan)， 由本 會代理 該組 織在 台各 類活動 ，協 助將 環境 保護 與

永續發 展理 念推 廣至 華文 世界 。  

關 於 「 2020 臺 北樹 都， 讓未 來看 見未 來 」倡 議  

「一個 樹木 無法 變老 的城 市，不 可能 成為人 類宜 居的 城市 」，秉

持這個 理念，本會 在臺北 市，我 們所 在的城 市，發 起一 場「 樹的

市民運 動 」，為 臺北 市樹 木爭 取生 存 權利，也 為市 民創 造更 多寶

貴的綠 色資 源。  

我們認 為，地 球憲 章所 提倡 尊重 生命 看顧大 地理 念，是 臺北 樹都

精神所 在；臺 北應 該許下 2 030 年植 樹 50 萬棵、 2050 年 150 萬

棵承諾，這是 具體 目標；臺 北要 通過「樹 權自 治條 例」則是 有力

實踐手 段。  

 

 



 

「2020 臺北樹都，讓未來看見未來」徵文比賽【報名表】  
世界地球日 50 週年市⺠運動 

作品名稱  收件號碼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加組別 
□國小散文（800~1000 字）    □國中散文（1000~1200 字） 

□高中職散文（1000~3500 字） □高中職新詩（40 行以內） 

參賽者姓名  性別 □男 □女  

學校名稱  臺北市          班級    年   班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H)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 

創作說明 

(150 字內) 
 

響應簽名 

(全家⼀起來，

多多益善☺) 

我支持「2020 臺北樹都，讓未來看見未來」倡議 

備註 

1. 請務必填寫 150 字以內的創作說明，將列入評審標準。 
2. 報名表請與比賽作品⼀起於 5/31 前「寄達」：  

1064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88 號 6 樓之 1。 
3. 相關疑問請洽環品會：(02)2321-1155 轉 16，楊先生。 



 

「 2020 臺北 樹 都， 讓未 來看 見未 來」 國 小繪 畫比 賽  

世 界 地球日 50 週年 市民 運動  

2020 年 4 月 22 日是世界 地球 日五 十 週年，今 年的 主題 是「 氣候

行動」 ( c l imate  ac t ion )。  

我們認 為樹 木是 幫助 城市 對抗 氣候 變 遷的最 佳夥 伴，無 論貧 富或

是各種 動植 物，都 可以 享受 到樹 的遮 蔭與各 式生 態效 益，是 留給

未來世 代最 重要 的城 市自 然資 產。  

但是，首 善之 都臺 北卻 是一 個樹 木資 源少且 分配 不均 的城 市。除

去周邊 山區 與河 濱等 自然 保留 區，都 市平地 地區，每個 人享 有樹

蔭覆蓋 ，僅 占全 市平 地面 積的 1.3 %，更有 超過 3 成 法定 公園 綠

地與休 憩面 積未 依法 落實 開闢 。  

我們太 少關 心城 市裡 的樹，如果 我們 能有更 好的「 環境 法治 與倫

理觀念 」，更 尊重 自然 生態，更 善待 都市樹 木，或 許一 切就會 不

一樣。  

為此， 環境 品質 文教 基金 會發 起響 應 地球日 五十 周年 「 2020 臺

北樹都 ，讓 未來 看見 未來 」倡 議， 邀 請所有 認同 ：（ 1）「 地球

憲章」 ( Ear th  Char te r )所 提倡 尊重 生 命看顧 大地 理念 ；（ 2）臺

北應該 許下 2030 年 前植樹 50 萬棵 承 諾，以及（ 3）臺 北要 通過

「樹權 自治 條例 」的小朋 友們，一起 透過畫 筆，揮 灑想 像力，讓

城市裡 的樹 與市 民的 關係 躍然 紙上 ， 一起響 應這 個有 意義 的活

動。  

繪 畫 主題 ：城 市裡 的樹  

最有趣 的作 品通 常來 自於 個人 印象、經驗和 事件。嘗試 仔細 觀察

周遭的 世界 ，而 「樹 木」 必然 是城 市 裡難以 忽略 的一 份子 。  

許多人 對於 周遭 的樹 木，有 些也 許熟 悉、有些 也許 有點 疏離，無

論如何，我們 期待，每 位創 作者 多用 幾分鐘 的時 間，「 發現 」城

市裡的 樹木 、樹 林跟 市民 之間 的多 重 面貌。  

參 加 條件  

臺北市 國小 一至 六年 級， 年齡在 6 到 12 歲的學 童或 自學 生均 可

參加。  

收 件 日期  



 

即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止。  參賽作 品必 須是 個人 原創 之

創作， 並於 2020 競 賽年 間完 成。  

收 件 地點  

參賽作 品請 於上 述指 定時 間內 (5 月 3 1 日 )「寄達」環境 品質 文教

基金會 ： 10641 台 北市 大安 區信 義路 二段 88 號 6 樓之 一； 信件

封面請 註明 參加 「 2020 臺 北樹 都」 繪畫比 賽。  

作 品 規格  

畫作尺 寸限 四開 圖畫 紙  (約 39 公分  ×  54 公分 )。  
使用畫 材及 形式 不拘，但不 得使 用電 腦合成、拼貼 等方 式，一 人

限畫一 張。  
作品請 勿加 框或 是黏 貼於 紙板 上。  

請至  本頁 面最 下方 下載「 報名 表」 ， 以中文 填寫 資料 (不接 受其

他語言 )，貼 於每 件參 賽作 品背 面右 下 方。  

參賽作 品不 會交 還作 者，且 不提 供作 者費用。為促 進與 發展 本活

動，本 會得 無償 使用 投稿 作品 ，無 須 另經作 者同 意。  

活 動 獎項 與榮 耀  

特優獎  (1 名 )： 獎金 一千 元、 獎狀 乙 張。  
優等獎  (2 名 )： 獎金 一千 元、 獎狀 乙 張。  
佳作獎  (20 名 )： 獎狀 乙張 。  

*  得獎 作品 將刊 登於 本會 電子 報「環 報兒童 版」（ 2.3 萬 訂閱），

邀請更 多朋 友欣 賞。  

*  本辦 法若 有未 盡事 宜，主辦 單位 保 留修改、終止、變 更活 動內

容細節 之權 利， 且不 另行 通知 。  

 

 

 

 

 



 

「2020 臺北樹都，讓未來看見未來」國小繪畫比賽【報名表】 
世界地球日 50 週年市⺠運動 

 

作品名稱  收件號碼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姓名  性別 □男 □女  

學校名稱 臺北市         國小 班級    年   班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H)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 

畫作說明 

(150 字內) 
 

響應簽名 

(全家⼀起來，

多多益善☺) 

我支持「2020 臺北樹都，讓未來看見未來」倡議 

備註 

4. 請務必填寫 150 字以內的畫作說明，將列入評審標準。 

5. 報名表請浮貼於比賽作品背面右下方，5/31 前「寄達」：  

1064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88 號 6 樓之 1。 

6. 相關疑問請洽環品會：(02)2321-1155 轉 16，楊先生。 



 
 



 

 

每 當 我 們 發 現 自 己 站 在「 多 數 」的 ⼀ ⽅ 時，就 是

該 反 思 與 改 變 的 時 候 了 。  

-馬 克 吐 溫 (Mark Twain) 

 

 

發 行 人 ： 謝 英 士  

主 編 ： 高 思 齊  

作 者 ： 謝 英 士 、 高 思 齊  

插 畫 ： 楊 翎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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