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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工作成果與報告 

2019 年度工作分為環境教育、環境議題研究與推廣、國際參與等三部分，以下

報告工作成果，與相關效益說明。 

㇐、環境教育活動 

(1) 2018-2019「世界兒童環境文學家」亞洲區徵稿與評審 

自 2015 年第㇐屆世界兒童環境文學家徵選

活動開始，我們㇐直致力於推廣兒童環境文

學的故事創作。希望藉此鼓勵富含希望、勇

氣、創造力、仁慈和環境有責元素的作品產

生，並集結成冊出版。 

亞洲區徵稿已於 9 月 15 日截止，共收到 76

份精彩投稿作品，經過華文亞洲區初選後，

提交未來之聲(VoFG)國際委員會複選，共有

9 篇故事得獎，榮獲金牌、銀牌、銅牌與佳

作等殊榮。 

2017 年金牌得獎作品「小麻雀大英雄」(黃勻宏)與「遇見白海豚」(卓孟欣)

的故事也即將出版。 

2018/2019 世界兒童環境文學家得獎名單 

獎項 姓名 故事名稱 就讀學校 

金牌 鄭天立 捕夢網 台南，自學生 

銀牌 陳聖鈞 台灣雲豹的悲歌 苗栗建國國小 

銀牌 張湘榆 阿公的甜田之夢 台中華德福大地實驗中小學 

銅牌 黃子齊 阿公的竹筍田 台北松山國小 

銅牌 黃澄麗 漂浮 
吉隆坡 Gar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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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故事名稱 就讀學校 

佳作 黃亦岑 水母跳跳 高雄王公國小 

佳作 陳譯 奔跑吧，努特 台東東海國小 

佳作 何宸旭 給未來的㇐封信 台中新坪國小 

佳作 張訓立 關於地球，我有話要說 
吉隆坡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 Parkcit 

(2) 「2019 無毒校園」國小校園巡迴服務 

現代人的生活與化學物質密不可分，雖然便利，但也對環境與健康造成威脅。

為了提早讓兒少認識毒性化學物質的風險，理解「未被證實的危害不代表安

全」的觀念，改變生活與消費習慣，減少接觸生活中的毒性化學物質，避免

購買製造過程高汙染的產品/服務，特於 2019 年上半年辦理國小巡迴服務。 

服務地區包含桃園（36）、台中（20）、台南（6）、高雄（43）、金門（5）、

澎湖（4），共計 114 所，服務人數超過 6 千人。 

 

(3) 7/30、8/6「兒童權利公約與環境永續夏令營」 (台北場，40 位) 

(4) 8/19-21「兒童權利公約與環境永續夏令營」 (特生原住民班，30 位) 

培養兒少自主思考，關心周遭環境變化，思考自身權益與環境永續關係，鼓

勵並提供發聲管道，對於提升兒少權利及永續意識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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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場夏令營活動依據學員興趣

與意願設計多次分組討論，例

如邀請學員分享生活周遭環境、

認識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聆聽

其他小朋友的主張、思考兒少

（原住民族）處境與權益等。

課程最後，並鼓勵學員透過口說或是故事寫作等方式展現學習成果。 

夏令營活動共有 70 位兒少參加，錄製 25 集兒權與環境環境教育影片。完整

資訊請見台灣環境教育對話平台 TEED：http://www.teed.org.tw。 

  

(5) 本會電子報：環報（81-92 期）、環報兒童版（61-72 期）編輯發送 

2012 年創立環報、2014 年創立環報兒童版，至今本會電子報網頁已有 103

萬人次瀏覽，每期訂閱戶達 2.3 萬人。 

2017 年環報改版，朝向㇐份「先環境，後法律」的環境法治電子報自許，

期許引導改變傳統的法學思維，從「人的法治」向「自然的法治」演進。 

2019 年環報兒童版改版，

每期探索㇐個「永續發展

目標」、透過故事對話，

引導兒少讀者思考永續的

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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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議題研究與推廣 

(1) 撰寫「平地造林檢舉及意見書」 

行政院於 2002 年起推動平地造林等相關政策，截至 2012 年底停止受理新

植申請為止，累計造林超過㇐萬四千公頃，為台灣最重要的林業政策之㇐。 

為關心此重要議題，2019 年 9 月本會具函檢送「平地造林檢舉及意見書」，

檢舉事項及意見包含：(㇐) 造林區域緊鄰環保林園大道，疑似重複領取補助

款；(二) 造林區域樹木瘦小、林地內多孔隙，撫育不確實；(三) 「平地造林

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之合理解釋等，提報林務局嚴查與參酌處理，

期維政策公信，挽救造林成果。 

2019 年 11 月已獲林務局函覆，後續將辦理現場複查，再行回覆。 

(2) 辦理環境書籍出版及宣傳 

連續第四年參加台北國際書展，2 月 12-17 

日書展期間，於 NGO 公民書展專區，展售

「挺身為環境，十二位檢察官的故事」、「我

們都是氣候世代」專書，並舉辦演說分享活

動，介紹「氣候法彙編」出版計畫。 

2019 年 6 月，經過 1 年時間彙整、編輯，

與台灣國際法學會共同發行「氣候法彙編」

專書，並獲外交部部分補助機費。 

全書收錄 307 種國內外法規，區分為五大部

分：《國際氣候法》、《溫管法及關係法規》、

《六大部門法規》(能源、製造、運輸、住商、

環境、農業)、《其他相關法規》、《中國大陸氣候法規》等，並委託新學

林經銷。 

2019 年 12 月更進㇐步贈送「氣候法彙編」至國內百所相關單位，期發揮

引導作用，激勵更多法學人士參與環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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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 年報紙投稿，共 12 篇 

 Getting climate fight back on track。《TAIPEI TIMES》謝英士、高思齊。

2019/12/09。 

 倒數第三名的台灣。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2019/12/09。 

 氣候挑戰等著新總統。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鄭佾展。2019/12/05。 

 環保署有夠錯亂。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2019/11/27。 

 美退出後 巴黎協定的未來。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

2019/11/05。 

 治理山林，抓錯藥方。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2019/10/28。 

 台灣與氣候邪惡的距離。聯合報《民意論壇》謝英士、高思齊。2019/09/25。 

 行政院沒「看見台灣」。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2019/05/15。 

 悲傷地球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2019/04/23。 

 台電的環境白賊書。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2019/04/04。 

 重啟核四要來真的。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謝英士、高思齊。2019/02/26。 

 停發小提燈破壞傳統？ 環團：積非成是的錯誤觀念。聯合報 A6 版吳姿賢。

2019/01/02。 

三、國際參與 

(1) 強化與國際綠十字(GCI)聯繫、參加 2019 會員大會 

國際綠十字（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 GCI）是由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以

及聯合國前副秘書⾧史壯於 1993 年設立。主要關注生態、和平與化武問題。 

依照章程，GCI 會員大會每兩年舉行㇐次，2019 年會員大會於美國德州達

拉斯舉辦，期改選理事會成員並通過未來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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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謝英士董事⾧也首次以台灣夥伴身分，獲邀參與並進行投票(GC 

Taiwan)，深化與 GCI 國際大家庭關係。相信日後可以依照自己的節奏，更

進㇐步以國際綠十字名義進行活動，擴大參與及影響力。 

(2) 與國際消除毒性化學物質環保組織(IPEN)合作，撰寫調查報告(2019-2020) 

2019 年 8 月 28 日鼎元光電科技公司公司菲律賓籍女作業員，遭毒性物質化

骨水撥濺致死案，與 IPEN 共同發布英文新聞稿，要求加強電子業外籍勞工

的勞動安全。 

11 月，與 IPEN 進㇐步簽訂合作備忘錄，以「外籍勞工在台灣電子業工作場

所的化學品危害現況調查--以菲律賓女工為例」為題，著手撰寫調查報告，

預計 2020 年 11 月完成。 

 

菲律賓當地媒體報導截圖：

https://news.mb.com.ph/2019/09/06/filipino-taiwanese-groups-seek-justice-for-of

w-killed-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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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辦理週邊會議及展攤宣傳 

第 25 屆聯合國氣候大會 12/2 起在西班牙馬德里開幕，展開為期兩週會議。 

12 月 6 日下午本會與 Asian-Pacific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Women (ARROW)、Green Club、台灣青年氣候聯盟(TWYCC)、台灣國際

氣候發展智庫（ICDI）共同舉辦場內邊會，主題為「亞洲社區的多方利害關

係者解決方案」（Multi-stakeholder Solutions for Community in Asia）。 

鄭佾展副秘書⾧代表發表演說，以「原住民族是氣候變遷下的守衛者與獲益

者」為題，介紹本會近年投入山林復育過程，所注意到的原住民族社會經濟，

以及氣候永續議題。 

除了週邊會議外，12 月 3 日、12 月 4 日兩天，本會也於聯合國氣候大會會

場內設置展攤，與國際友人介紹（原住民族）兒童權利與環境永續夏令營、

相關教材，以及台北市永續發展自願檢視的氣候行動。 

兩天期間，近 3 百多位國際友人造訪，活動相當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