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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語言來學科學，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專訪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傅麗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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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語言學科學，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專訪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傅麗玉主任

Field Cast    Oct 20211 今期簡介

A. 城鄉共好

文 / 王筱珺

Field Cast    Oct  2021 2A. 城鄉共好

初識原住民族科學教育

科學哲學與科學史是傅麗玉老師的專長，本身並無藝術設計
與動畫相關背景，會接觸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與動畫製作其實
是來自一次的因緣巧合。學成歸國初到清華大學任教，某次
受邀到泰安國中小演講，開啟了她對於部落文化的興趣與好
奇，自此深深著迷於大自然以及原住民族文化。老師坦言，
踏上原住民族科學教育這條路看似偶然，而這份偶然其實是
來自於從小對所有事物的強烈好奇心。

「部落的大自然、童玩、生活器具、文化……都是教材，太
有趣了！就迷上了。我有個特點就是好奇心重，只要覺得什
麼很好玩就會去做。」帶著一顆好奇心，她帶著團隊申請國
科會（即科技部前身）的科學傳播計畫，從零開始做起。不
分平日、假日在全台灣跑透透，推動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舉
辦交流座談與科普活動已經 25年。跨域製作動畫《吉娃斯
愛科學》到獲得兩座金鐘獎肯定，如此結合原住民族文化、科
學教育以及動畫製作的跨領域實踐，已經走過 17年。

「一開始很天真，不知道動畫很難做！」因為沒有人類學背
景，但動畫中呈現的原住民族文化、科學內容又必須講求嚴
謹，因此團隊最初在田野調查就碰上了挑戰，之後又迎來了
更多行政面的困境。在她擔任國科會補助的第一部動畫《飛
鼠部落》製作人期間，就在製作後期遭遇經費不足與空間缺

備期就需要花上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從蒐集田野調查資料開
始，接著撰寫腳本、拜訪部落耆老、諮詢各系所教授意見，依
照時間軸逐一完成。若再加上製播完成的行政流程（如試
映、發問卷、整理回饋…），完整地產出一季的時間，林林
總總加起要二至三年，而其中田野調查就佔去了至少半年。

籌備期間，田野調查有助於深入理解部落社會的生活經
驗、充實腳本內容，這些資料還需經過各方專業再三確
認，以確保節目的品質。當然，凡是寫進腳本的科學知識
都需要力求精確。「清大理工科系走得很前面，有很多厲
害的老師願意協助把概念轉譯得更清楚易懂。像慣性、角
動量、奈米等，一些基本的科學概念都是。」團隊一來與
地方耆老討論翻譯用詞與文化內容的準確性，二來倚重清華
大學豐厚的學術資源，讓科學知識更深入淺出。如此力求慎
重，在節目播出後就曾收到陪小孩一起看動畫的家長回饋，
「那些家長自己本身有科學專業，跟我們說要是能在他們求
學期間就看到這部動畫，科學概念也許會比現在更清楚。」

原住民族文化以及科學概念都有專業的審查檢視，接著則面
對語言的問題。2011年第一部動畫《飛鼠部落》在各大平
台、學校試映後，團隊收到不少回饋。泰雅族部落裡的小朋
友都很喜歡，也有耆老表示很開心有人用族語製作泰雅族的
動畫。然而離開部落，不少學校、觀眾甚至也有年紀較輕的
泰雅族小朋友反應聽不懂泰雅語，希望華語字幕可以放大一
些，也讓團隊在反饋中觀察到族語的斷裂與危機。

另一方面，傅麗玉老師堅持動畫盡可能以族語呈現，但情節
中科學專有名詞與概念翻譯挑戰度極高，除了時間與人力的
問題，有時因為科學名詞與族語的翻譯難以完全契合，最後
只好折衷以華語呈現。不過，團隊仍希望能忠實呈現原住民
族的生活經驗，因此每逢關鍵字，以及親屬的稱呼、歡呼
聲、敬語…等日常生活場景，都是以道地的族語對白，對此
老師相當堅持：「回到日常生活用語，我們就要盡可能自然
地以族語呈現。」。《吉娃斯愛科學》想帶給觀眾的不只是
單純地「說故事」，如何平衡、如實地呈現文化、科學與文
學三者，也是大家製作這部動畫的共同初衷。

2015年，聯合國發布「永續性發展目標」(SDGs)作為 2030
年經濟發展、社會責任與環境保護的永續指導原則，全球
也紛紛響應，其中「氣候議題」成為疫情之外各國最關注
的項目。不僅是因為地球持續升溫迫在眉睫，減碳思維也
開始深入企業、組織的營運中，當碳排放量與經濟發展相
互扣連，氣候議題對我們而言便不再遙不可及。
而在清華校內其實也有相關永續社群、課程正在行動中，本

乏的狀況。龐大的動畫師團隊大約 30人，因研究室空間有
限，苦無作業空間，最後甚至到台北另覓工作室。這條動
畫路上遇到了種種困難，使得團隊的第一部動畫《飛鼠部
落》，雖然僅僅 154分鐘的動畫，最終竟耗時八年才完整
完成。至今仍然非常感念當時曾經贊助團隊後期經費的企業
西基動畫公司。

《吉娃斯愛科學》：跨領域的動畫製作

採訪當天，辦公桌上放著一些手稿。時值《吉娃斯愛科學》第
四季的籌備期，手稿內有故事大綱、劇本、人物劇照，都是未
來影集中的故事與人物細節，而當天採訪結束後，老師就要搭
上火車趕往台東，與部落耆老們討論、確認內容。老師口中
說著繁複的前置作業，一邊熟稔地介紹動畫製播的流程。

《吉娃斯愛科學》系列動畫（英文片名：Go Go Giwas）目
前已推出三季，每季 13集至 14集，共 40集。故事講述
主角吉娃斯（Giwas），一位來自泰雅族的女孩，夢想是
擔任部落領袖。平時她與寵物乃奈（Nainai）、好友飛卉
（Behuy）在部落探險，並學習科學新知。影集以中小學科
學教育為主題概念，也詳實地呈現原住民族的自然生活與文
化經驗，寓教於樂，吸引不少觀眾。

這部影集的製作團隊除了動畫師、製片、導演、副導演、
配音員以外，還有許多地方耆老與清大教授。每一季光是籌

回響：敲響金鐘．放眼國際

2016年，《吉娃斯愛科學》獲得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獎的
殊榮，甚至廣泛被使用作為國中小科學教育之教材，同年更
入選韓國富川動畫影展與芝加哥兒童影展。敲響金鐘後，團
隊並未停下腳步。在第二季與第三季中，團隊在劇情中加入
來自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新角色里昂（第二季，Leon）
與慕妮（第三季，Muni），開啟性別、異國文化交流的相
關討論，在內容上加深加廣、也調整節目時長，盼能更精準
地傳達文化知識與科學概念，讓更多人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隨著第二、第三季的推出也帶來更多國內外忠實粉絲，「我
們常接到家長的電話或信件詢問還有沒有下一季？因為孩
子看完了，一直哭鬧要看下一季。接到很多這樣有趣的電
話，像這樣的故事說不完！」。

也曾有觀眾來信詢問是否買得到《吉娃斯愛科學》的周邊圖
卡商品，一問之下才發現是來自美國的粉絲。因為孩子特別
喜歡第二季的主要人物-里昂在其中所繪製的小卡，每次
看到這幅畫就緊盯著電視機不放，讓家長又好氣又好笑。
「我們跟他說沒有圖卡周邊，他說他就是很喜歡，必須擁有
那張畫。團隊公關看到孩子這麼可愛的回饋，也很用心地畫
一張小觀眾要的明信片寄到美國去！」正是這些溫馨的小故
事一步步深化了製作《吉娃斯愛科學》的意義，讓籌備過程
的經驗更加深刻。

除了兩座金鐘獎的肯定外，《吉娃斯愛科學》也入選了今年
的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展覽。本屆林茲藝術節「島嶼壯
遊」（Taiwan Grand Tour）以「台灣」為主題，將《吉娃
斯愛科學》規劃在「動畫之旅」展區中。林茲電子藝術節歷
史悠久，主要展出科技、文化、藝術三方跨域的數位藝術
品，這次的策展可以作為臺灣與全球數位藝術的銜接點，是
相當重要的突破。

期域報採訪了校內的「循環經濟粥」社群，聽成員們談
談推廣永續、資源循環概念到推動專案的實踐歷程。 
另外，這學期「臺灣原生植物推廣小組」也將在齋丘進行
臺灣原生植物的「育苗」活動。同時，我們也採訪了原住
民族科學發展中心的傅麗玉主任，請她與我們分享從推動
原住民族科學教育跨足動畫製作，這條跨域路上的種種酸
甜苦辣的經驗。

泰雅族 
吉娃斯Giwas

荷蘭 
里昂 Leon

排灣族 
慕妮Muni

第一季
《吉娃斯愛科學》

第二季
《吉娃斯愛科學： 

飛鼠學校》

第三季
《吉娃斯愛科學： 

新同學來了》

吉娃斯（Giwas）與製作團隊在 56 屆金鐘獎現場。

團隊夥伴至小學推廣《吉娃斯愛科學》動畫，深受小朋友們喜愛。



對動畫產業的觀察

回憶起製作第一部原住民族科學動畫《飛鼠部落》的時
候，老師說，資金、預算、工作狀態都碰上很大的困難，
甚至有過發不出薪水、四處找贊助的時候，對擔任幕後「黑
手」的製作人確實是一件「苦差事」。《吉娃斯愛科學》從
第一季到目前製作中的第四季，團隊非常感謝科技部與文化
部的計畫經費支持。而 2018年《吉娃斯愛科學》第三季計
畫執行期間，非常高興得到越來越多清華大學校內同仁與長
官的支持，越來越多原住民族族人的肯定，還有長期關懷原
住民族教育議題的高金素梅立委的鼓勵支持。有趣的是，團
隊後來發現高金立委的族名正好也名叫吉娃斯（Giwas）。
「吉娃斯是泰雅族非常普遍的名字。」老師向我們補充。

傅麗玉老師直言，「做動畫是很辛苦的，最關鍵的三件事情
就是人才、經費，還有時間。」執行動畫計畫的這幾年間，團
隊一直期望能有對製作動畫有興趣的學生加入，尤其是清大
學生。團隊很樂意培養對動畫有興趣的學生成為動畫專業人
才，凡具備文化、敘事能力、人類學、科學或行銷專長的同
學，都很有潛力加入團隊，未來在業界也有其跨領域的優勢。

打造創意原住民族科學教育場域

採訪進入尾聲，老師與我們介紹之後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
旁即將落成的竹屋，將會是全台第一座取得建照，由教育
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經費支持，結合原住民族傳統竹工藝與
現代化鋼構的竹屋。有別於大多數建築靜態的展示空間，未
來竹屋內除了預計設置 AR互動式的體驗外，陳設展品將以
具原住民族特色的元件組成，再與數位科技結合呈現也作為
一大亮點。同時也規劃在其中舉辦各級學校的教育推廣活
動，不止鼓勵新竹地區師生，更希望全國各級學校師生到
竹屋，使用此空間做教學活動。未來竹屋落成、疫情趨緩後
會研擬觀眾入內參觀的申請辦法，期待整合校內原住民族的
學生與團體進駐，舉辦相關的教育活動，媒合不同單位的合
作，打造更具創意的原住民族科學教育場域。

說起「循環」不外乎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經濟」則聯想到
商品、消費、資本家謀利，而「循環」+「經濟」究竟是……？ 

初見「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一詞，多數人都會
有些困惑。作為一套創新的經濟發展概念，相較於傳統上
「取得—製造—丟棄」的線性模式，循環經濟致力於構建物
質的再生系統，將廢棄物轉化為再生資源，以投入新一輪
生產與消費的循環路徑，從而降低人類的經濟活動對於自
然環境的威脅，打破「經濟發展必然以犧牲生態為代價」
的觀念，找出「永續」與「發展」中的平衡點。

事實上，在校內就有一群學生自發組成「循環經濟粥」社
群，推動循環經濟理念的學習與交流，今年即將邁入第三
年。本次我們採訪了清華循環經濟粥第一、二屆的籌辦團
隊，回顧兩年多來的成長歷程。

「循環」之始：從校園萌芽的永續實踐

「最初只是一群人想讀些循環經濟的書，讀著讀著就想做些
什麼。」在第一屆循環經濟粥的結案報告書裡，關於團隊的
創始有些輕描淡寫地帶過，但其實從一個以循環經濟為主題
的讀書會，擴展到一系列多元活動，再到一個完整的學生社
群，一路走來實屬不易。

關於「循環經濟粥」的名稱由來，第一屆的發起人黃川談
到，最初的設想是舉辦一個週次的活動，所以命名為「循環
經濟週」，而「粥」是手機選字無意間生成的有趣結果，再
加上也希望由單次活動拓展為一個穩定的學生社群，如同
「粥」一樣匯聚不同想法與創意。2019年 11月才組成最
初的團隊，此時距離企劃的正式實施僅剩一個月，時間緊
迫、人手不足，使當時的講座、展覽、工作坊成效有所受限。

不過在當時加入的幾位大一學生，或是有感於循環經濟的理
念逐漸成為產業趨勢，或是想要在大學課程之餘拓展自身能
力，於是接棒成為第二屆的負責人。團隊成員來自理工、商
管、人文等不同科系，關於循環經濟活動的走向也有各自的
主張，「開會討論的時候，我們被關在橘廳（載物書院交誼廳）
好幾個小時 ......」談到當時的場景，大家都記憶猶新，「甚
至在開會之前，還拿來一本團隊溝通的書，來研究會議可以
採用哪些形式。」在討論過程中需要經歷許多意見磨合甚至
妥協，所幸最後大家仍然找到了團隊合作的默契與共識。

串聯眾人力量 團隊逐步成長

第一屆循環經濟粥致力於向清大學生詮釋與推廣永續發展的
理念，活動內容包含工研院產服中心、綠學院等單位的講
座，以及為期三週的循環經濟展。但考慮到所謂「永續」的
專業化知識較為生澀，平日不太關注環保的同學可能興趣缺
缺，於是第二屆循經週調整策略，與更多在循環經濟領域有
所突破的小型企業、新創公司合作，加入商業模式、創新創

業等實務內容的介紹，例如邀請芒菓丹、衣服圖書館、電
電租等企業前來舉辦講座與工作坊，分享二手衣物交換平
台、家電出租共享等循環經濟案例在台灣的發展現況與未來
趨勢。此外，參訪春池玻璃的行程意外地大受歡迎，除了清
大學生，亦吸引社會人士、長輩、小朋友前來參加。

不過在受訪時，第二屆執行長祥祐也指出，雖然團隊力圖拓
展循經週的受眾，但無可避免的是，大多數人對於「循環經
濟」這一主題，還是帶有某些先入為主的成見，「很多人都會
聯想到回收，或者當作一個經濟術語。」不過，藉助循經週
的力量，「循環經濟」這個原先較為生僻的名詞，通過活動展
演、社團博覽會、社群媒體宣傳逐漸進入清大學生的視野。

「不論是否還存在一些誤解，至少循環經濟週確實讓大家更
熟悉這個詞。」企劃長永諺也談到，幾位循環經濟粥成員
進入學生會永續小組，致力於讓清大學生有更多管道接觸永
續相關議題。此外，團隊成員也各自發展出多樣的推廣方
式，例如創建 Podcast頻道「循環粥 Circular Pot」，邀請
同在校內推行循環經濟概念的「校園廢棄單車永續發展計畫
Tbike」團隊上節目，分享如何將清大校內可能一騎便解體
的廢棄單車，重新回收再利用。諸如此類的分享管道，讓「循
環經濟的能量，能夠在校內得到持續的發展。」

2020年 12月份的循經週活動落幕之後，團隊也透過讀書
會與實際專案的運作，持續維繫社群，在讀書會中不僅研究
循環經濟的實際案例，也探討團隊經營與成長的策略。第一
屆循經週的提案計劃中記錄著當時發起人的深刻思考：「活
絡循環經濟社群，能夠增進跨領域的知識學習與交流，也
能在情感上互助與激勵，從而促成循環經濟行動方案的產
生。」團隊也在受訪時提到，通過社群的力量，能夠讓有心
參與永續的學生不需單打獨鬥，「串聯起來，我們才能發揮
更強的影響力。」

耕耘必有收穫：從循環經濟粥學到什麼

走過兩屆循經粥，團隊成員對於「循環經濟」也有了更加深

最後，談到未來是否有什麼新的計畫？老師分享她一方面正
在規畫下學期想開設原住民族科學結合傳播的相關課程，推
動清華大學在文化、科學跨域的數位敘事；另一方面《吉娃
斯愛科學》第四季也正在如火如荼地籌備中。「前三季人物
角色數量相對較少，現在（第四季）暴增了快八倍吧，人
物角色都變得更大量，因為我必須在我還沒退休之前把十六
族都拍好！」帶著一股使命感，爽朗話語一落下，老師就準
備趕著搭火車到台東與當地耆老進行故事大綱的校對。《吉
娃斯愛科學》的下一步將通往哪裡呢？有興趣的觀眾朋
友，可以開始期待第四季的到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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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童春發院長到原金動畫審查動畫內石板
屋場景。

戴上 VR 眼鏡，小小觀眾一起進入吉娃斯的世界中展開冒險。

第一屆循經週舉辦 Renato Lab 循環設計工作坊。

搭上火車，老師時常往返全台各地進行田
野調查、推廣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教育。

《吉娃斯愛科學》

《飛鼠部落》

啟動循環，人與環境可以共好嗎？─專訪清大循環經濟粥社群

哪裡可以看到《吉娃斯愛科學》？

《吉娃斯愛科學》以 HD規格製播，由公共電視台代理發行，

可在中華電信MOD、Vidol、iflix、Amazon Prime Video與

YouTube平台觀看。疫情解封的時候，或許也能在部分航空

公司提供的節目內容中看到喔！

文 / 黃之斕



刻的認知。第二屆行銷長璦翎談到，循經週帶給她的重大啟
發是由環保本位走向企業本位的思考模式。「更傾向於站在
中立的位置，而非把問題都歸咎於企業。」永諺也認為，與
「保護環境」的理想化口號不同，「先有經濟、再有循環」
的思維，使他關注到生產環節中更多實際操作的面向將永續
發展的理想轉化為現實中可行的方案。在深入探究循環經濟
的理念與案例後，祥祐也開始反思循環經濟的模式之下，生
產流程似乎被局限於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內，與自由開放的
市場經濟可能有所衝突，循環經濟或許是ㄧ個立意良善但並
非十全十美的解方。

「對於循環經濟在現在的生活中到底能帶來多少改變，都會產
生一些質疑。」他說。而設計長雅彤則是在加入團隊之後觀察
到，循環經濟在實際推行的過程中會遇到諸多可能的挑戰，例
如不同地域的社會與政治狀況差異，也促使她思考同一套循環
經濟體系或許不能成功複製到每一個地區、每一類產業。

循環經濟並非解決環境問題的萬靈丹，不過團隊成員都表
示，循環經濟的思路對他們的思考模式與個人成長都有很大
影響，即使未來職涯發展不一定與循環經濟產業相關，大學
期間籌備循經週的經驗仍然讓他們受益匪淺。「資源循環的
思維，會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去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產品—
是否用完就一定要丟掉？還是可以有其他的再生方式？」

此外，他們也觀察到永續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共同聚焦的趨
勢，而籌備循環經濟粥的過程，讓他們得以在大學期間培育
「永續的思維」。璦翎談到自己在永訊智庫實習，參與企業
永續顧問工作的經驗，她認為，即使畢業後的職涯規劃不一
定局限在循環經濟產業，在大學期間主動從多種管道深入探
索永續議題，對於未來在不同領域的發展都會有所幫助。
「許多企業都在追求永續發展的營運模式，但這樣的思維並
非短時間內能夠掌握的，因此大學的這段經歷在未來都會是
很有利的優勢。」她說。

籌備活動畢竟是一段忙碌而辛苦的時光，建立、經營團隊的
歷程也帶給大家許多省思。副執行長泓文也提到，先前籌備
循經週時花費許多的時間與精力確保每一場活動的品質，但
兩年來的經歷讓他們意識到，團隊內部的溝通與協調才是維
繫循環經濟社群的關鍵，「讓有興趣的人願意留下來」則是
需要持續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如何讓每位成員都「感到
自己在團隊中是重要的」，如何處理偶發的誤會與爭執、在

他人需要時給予協助，也都考驗與鍛煉著團隊合作的能力。
「希望有更多不同專長、不同背景的人，打破單一的視角，
為循環經濟開拓更多元的面向。」他說。

從個人到社群，你我也能成為永續變革的力量

今年十月份，全校師生的信箱都收到一份清華永續年報，團
隊成員也從中感受到校方對於永續的重視。「學校已經跨出
第一步，也期待之後可以持續努力，在學生日常生活的面向
做出更多改變。」例如校內自備環保餐具尚未成為主流。因
此，有厚德書院學生發想「好唄好杯」飲料杯租借方案，計
劃在校內建立飲料杯租賃—回收—清潔—重複使用的循環路
徑，目前雖尚在策劃階段，希望未來將循環經濟的理念轉化
為切實可行的行動。

黃川指出，清大校內不少學生投入環保相關專案，不過受限
於專案傳承、生涯選擇等等因素，持續超過一年的專案較為
少見，這說明許多學生都能夠察覺到身邊的環境問題，也滿
懷熱情與創意，將自己的構想積極付諸實踐，但「許多學生
之所以走不下去，會不會是因為他們缺乏資源，缺少協助，
背後沒有一個支持系統？」也因此，打造一個穩定的循環經
濟社群，讓學生在實施專案之前，有交流想法、共享資源、
共同學習的機會，是循環經濟粥成立以來的重要目標。

多數人從小就不斷被灌輸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的觀念，新聞
版面上全球暖化、空氣污染、物種瀕危等駭人圖景也比比皆
是，但作為渺小的個體，我們往往只能在自帶環保餐具、做好
垃圾分類等小事上做出一些微薄的努力，也許體制上的問題難
以在短時間內撼動，但以學生角度出發自主尋找資源、搭建
團隊，追求「經濟發展與環境效益」之間的平衡，或許還是
一個理想化的願景。而循環經濟粥團隊正在努力將之付諸實
踐，從興趣培育導向知識積累，再進一步孵化切實可行的專
案，願能將熱情與理想，真正轉化為推動永續變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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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循經粥成員在載物書院開會。

第二屆循經粥跨校永續組織交流

循著石磚堆砌出的步道緩緩向內，映入眼簾是一間小矮
房，矮房有一片直落地的落地窗，太陽成了最自然的室內
光，如瀑布向室內毫無保留的傾倒；周遭的樹林與之相應和，
在這座校園中隔離了喧囂與煩惱。

隱身在宿舍群之中的小天地

位於禮齋附近的齋丘，周圍有兩棟建築，分別是 T-house
與 BTB+空間。很難想像這裡曾經僅是荒廢的、被遺落在
死角的水塔機房，如今，透過師生協力，因而延展出了新的
生命，成為許多學生聚會、舉辦活動的理想地點。偶爾坐在
附近的樹屋歇息，便能體會陽光、風與大地的盛情饗宴。

周圍的樹叢將建築層層環抱，無目的地漫遊一圈，映入眼簾
的是建築、花、草、樹。這些「樹木」、「草叢」都有一個名字，
但我們卻不見得認識。此時，一個從清大校園長出來的組
織，正努力喚醒大眾對這些生長於台灣的原生植物的關懷。

從大地上長出對自然的關懷

書院的佳玫老師，是臺灣原生植物推廣小組的協助者。本身主
修藝術創作的她怎麼會投入到原生植物的關懷，並且帶著學生
走向原生植物推廣？「其實我是住在山上，這十幾年來在山
上蓋房子，把建造家園當作是自己的創作。藝術不只是做一
個作品，生活就是藝術。」住在竹東山上的她，在工作繁忙之
餘，看看溪水聽流水聲，就會有充電的感覺。

因此，老師將生活視為藝術創作，營造好的生活環境，比如種
植可食地景，或是以基地原有的材料動手裝飾家園，讓自然
進入家屋，讓生活成為藝術。隨後，她意識到儘管住在自然
環境中，卻對周遭動植物一無所知，因而下決心開始認識
樹，並且照顧它們，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

而對於原生植物推廣小組的助教來說，又是在什麼機緣而加
入推廣的行列呢？我們採訪了今年就讀電機系大二的張智
鈞，他和我們分享自己是在學測結束後才慢慢培養出對園藝
的興趣。智鈞提及：「以前很喜歡園藝植物，可能會去逛逛
花市，然後去看那些品種很漂亮的植物，可是我卻很少有機
會去接觸原生植物。假如我去爬山，那我可能甚麼都認不出
來，因為山上長的那些都不是園藝種，它們是台灣原生植
物。」智鈞因此覺得可惜，於是想透過推廣小組，帶著同學
們一起接觸更多知識。

培育關懷生態的種子

稍微有別於往常學生的角色，接下推廣的責任後，從課綱如
何研擬、如何撰寫企劃書都是新的挑戰。除了參考相關資
料，智鈞與另外一位助教也和佳玫老師密切討論。老師也引
介了適合的導師，像是這學期邀請到台灣原生植物推廣協會

的陳世揚老師，以老師本身跨足植物、蝴蝶和鳥類等田野研
究的經驗，介紹了許多常見的原生植物種，世揚老師甚至分
享了自己曾經被蜜蜂蜇，幸好以姑婆芋汁液緊急解毒的故
事，讓學生驚呼：原來有毒植物並不可怕，萬物都有其優點。

另外，佳玫老師也幫忙接洽清華蝴蝶園的解說志工謝瑞珍老
師，帶學生至清大的蝴蝶園參訪，因而讓我們注意到以往不
曾注意的樹葉上，有著一點一點的蝴蝶蟲卵，學生也對台灣
蝴蝶、蝴蝶食物來源有了更多了解，甚至見證到雄蝶求偶的
珍貴畫面、螞蟻和蝴蝶幼蟲弱肉強食的生態場景。從生活環
境出發，帶學員自日常中學習觀察。之後計畫去竹北的百源
植物園參訪，藉由參訪不同生態環境，激發學生對環境規劃
的構想，並且改變學生觀念，領悟植栽造景的選擇不只有園
藝植物，以在地植物種植便是更友善自然的做法。

除了聽講座、走讀關懷，讓學生成為「實踐者」，學生將動
手育苗，將扦插與播種等不同育苗技巧應用到實際狀況中，
以原生植物美化齋丘環境。不僅以行動帶學生構思環境建設
如何結合在地資源，更讓學生理解保護原生種的重要性，讓
學成為一個個傳遞永續觀念的「種子」，並在各地發酵。

能量向外擴散，成為共學社群

能夠讓學生帶著學生一起成長，其實背後有一套系統作為
支持。佳玫老師和我們分享，書院針對學生的求知慾，都
會幫忙引介資源，或是舉辦相關活動，「透過書院的能量
向外擴散，讓周遭成為共學的社群，形成社區。」；對於
永續議題與相關活動，書院皆很鼓勵與支持學生參與。比
如上學期的原生植物應用工作坊，便是帶學生一同調查齋
丘附近樹種，並且修枝疏伐、開墾步道，並且為植物製作

從樹林中長出的永續團體  
─臺灣原生植物推廣小組 文 / 鄭羽芳 

位於禮齋附近經過師生協力整頓後的齋丘，過去曾是停用已久的水塔機房

清華蝴蝶園的解說志工瑞珍，帶著學生至清大蝴蝶園觀察動植物

循環經濟粥循環粥 Circular Pot好杯



掛牌，方便大家辨識。製作掛牌的過程中，甚至發現保
育類黃裳鳳蝶的唯一食物來源—馬兜鈴，因而讓學生理
解，推廣台灣原生植物不僅僅只是為了增加大眾的認識，
更與保育活動密切相關。書院同時也支持學生找尋與自己
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創辦小組，並提供經費供給學生深入
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

未來：讓關懷在各地生根

智均提及，育苗的活動會與原生植物協會持續合作至明年
底，希望藉由清大提供育苗場地、協會提供技術與種子此一
合作模式，將齋丘附近開闢成原生植物能夠盡情伸展的空
間，未來預計與協會將育苗成果對分，一半留在清大，另一
半則分送給周遭許多學校，讓清大成為一個推廣原生植物的
核心，並且擴散至周遭，串聯成環境永續的社群。

佳玫老師則提到，清大齋丘附近有原生植物馬兜鈴，蝴蝶園
則有保育類黃裳鳳蝶，因此提議在蝴蝶園與齋丘之間開闢一

為什麼要歸零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活動產生了大量溫室氣體，導
致地球暖化升溫，時至今日全球暖化議題對於我們而言已是
老生常談。早在 2004年就有《明天過後》為我們預言了因
氣候異常下了三天三夜大雨的曼哈頓，主角一群人被洪水困
在紐約市圖書館中動彈不得，地球即將在風暴過後進入新的
冰河時期。自那時起，我們或多或少都曾想像未來的地球遭
遇電影中因極端氣候帶來的毀滅性災難。

根據今年 IPCC發布的最新一期，長達 3500頁的第六次特
別報告 (AR6)指出，全球均溫最快將在 2030年就會上升超
過攝氏 1.5℃。而無論在哪種情境之下，即使在最低的碳排
放量下，全球均溫也會在本世紀中達到 1.6°C的升溫。一
旦突破了 1.5℃的升溫門檻，未來各國的極端天氣事件將

2050年前使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低於 2°C的目標相去不遠。

「碳中和」 因而成為了近年各國政府及企業在氣候行動上的
基本共識，意指當一家企業、組織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量與其
所清除的二氧化碳達到平衡，則達成了碳中和。到目前為
止，全球已經有超過 50個國家宣布將在本世紀中葉達到碳
中和的目標，瑞典設定在 2045年，芬蘭甚至期望在 2035
年就能達成。2020年，微軟更率先宣布不僅達到碳中和，更
將在 2030年實現「負碳排」的目標，並且預計將在 2050
年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來在環境中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如何歸零？

在比爾・蓋茲出版《如何避免氣候災難》一書中，提到當
前全球每年的碳排放量約為 510 億噸，而若要避免極端氣
候災難，這個數字需要被降為 0，未來才有可能延續人類文
明。因此，在本書首兩節他即談到為甚麼要歸零？（Why 
Zero？）以及歸零為何困難？（Why so hard？）

IPCC-AR6的調查報告指出，在 21世紀末前，我們仍然有
機會將升溫控制在 1.5℃以內，不過首先最需仰賴的是能
源使用的徹底轉型。而無論是對企業或組織而言，減碳如此
挑戰首先是因為面對能源轉型的成本，能源轉型需要長期的
資源投入，卻往往伴隨著極大失敗風險。若政府無法在過程
中提供相應支持，例如：投入支持創新技術研發、增加相關
基礎設施建設，在推動技術同時打開市場，並對內制定政策
保護，則很難在市場中創造有效競爭。另一方面，改善舊有
的能源系統十分仰賴創新的技術，而目前尚無一個最佳的能
源使用選項，從核能、水力發電、風力發電等各有利弊，以
至於減碳願景與實際行動似乎很難兩全。

而如此是否代表降緩全球升溫已經沒有希望？在全球貿易
面，作為全球第一個的歐盟碳市場自 2005年就開始啟動碳
交易，如今更積極進行改革並推出擴容計畫，期望透過市場
機制以實際手段促使各國及企業積極節能減碳，在 2050年
前實現碳中和目標。

「碳交易」的運作方式是將碳排放量作為商品，遵循政府設定
的總量與分配規則，讓企業依照所獲取的配額，根據自身排
碳情況在碳排放權交易系統購買或出售多於配額。根據路透
社報導指出，至 2020年全球碳交易活動已超過 2千億美元，
目前共有 30個國家 1萬 2千多的企業參與其中。當越來越多
國家開始投入市場響應，全球供應鏈面對「碳交易」、「碳
邊境税」兩種體制也將帶來一波重新調整，以外貿出口為導
向的台灣在近年間勢必也將加入低碳化、淨零的行列。

而在個人行動上，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個行動都有減碳
可能，都能夠從食衣住行育樂中做起，例如：在飲食方面，
儘量單純化減少食用加工食品、注意食物里程，優先選擇當
地食物、不購買過度包裝的商品，使用可重複使用的容器、

環保袋等。除了規劃有效可行的消費行動外，在居家環境
中，照明與空調往往佔了最大的碳排放量，可以從更換節能
燈泡、變頻冷氣做起，裝上省水水龍頭、隨時關上電器也都
是減少個人碳排的微小行動，在日常生活中達成個人行動的
「碳中和」，也許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從校園出發的實踐

今年十月，清華大學也出版了 2021年度清華永續發展年
報，公布了學校在永續上各目標的實踐進程與成果。其中校
方也持續致力在校園中營造低碳環境，在建築面，學校在近
二十年已經完成了九棟獲得標章認證的綠建築，其中創新育
成大樓更被評定為鑽石級綠建築；李存敏館則是作為發展太
陽能、氫能、核能等低碳能源的研究學習環境，目前校園內
也有六棟綠建築正在興建中。

另一方面，學校也從校內中各類能源使用著手，根據年報調
查統計校內能源密集的建築空間佔了 48%，近年來學校陸
續進行了空調、照明系統的汰換更新，就照明系統觀之，全
校合計汰換的老舊燈具，每年節能效益可以達到 300萬度以
上。另外，也從校內各項設備的能源使用上著手改善，加入
智慧化設計。例如：校園路燈智慧化、熱汞系統、太陽能光
電發電系統以及盤管式除冰系統等。

在節能制度上，學校也針對教學單位訂定了年度節電目
標、電度回饋等機制，讓各系館能夠依照用電習慣訂定每月
用電量，從校園日常中落實節能。而在校園交通方面，學校
也與新竹市政府合作設立了 4個 Youbike站，提倡師生們
能夠多使用腳踏車代步，另外也有由學生發起的 T-Bike校
園愛心單車計畫，透過回收、修理校內的廢棄腳踏車，達到
校園內腳踏車的永續循環再利用。

目前教育館頂樓也將打造成綠屋頂，除了將復育台灣原生種
植物外，也想邀請學生透過課程一起加入種植無毒農作物
的行列，作為推廣食農教育的場地。另一方面也有厚德書院
的學生們正在籌備校園環保杯使用提案，一起加入行動者行
列，在校園內建立起個人的減碳足跡。

2004年，《明天過後》為我們預言了一個因為氣候變遷而
走向毀滅的地球，然而它同時也是全球第一部完全達成「碳
中和」的電影。在拍攝結束後劇組於加州和不丹兩地，種植
了能夠抵消這部電影所製造的二氧化碳總量的森林。從全球
各國到個人的減碳行動，有時看似無法立即收穫成效，其累
積效應卻有可能正一點一滴減緩氣候變遷，如 IPCC前副主
席巴瑞特（Ko Barrett)所說：「從科
學的角度來看，每降溫 1°C，甚至小
至 0.5°C或 0.1°C 的改變幅度，都對
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至關重要。」

段廊道，能夠讓蝴蝶經由廊道來到齋丘覓食，如此便能擴大
黃裳鳳蝶棲地範圍，並且讓學生走出宿舍，就能看到翩翩起
舞的蝴蝶。「不是要把所有地方都變成公園，應該也要保留
原始風貌。」佳玫老師期望環境的規劃，能夠不單單僅是種
植園藝植物，或添加入各式繽紛的物種花卉，而是能夠了解
當地環境適合的物種，以在地的物種作為培育主軸，讓自然
環境在最原始的狀態，呈現出樸實的美。

除此之外，齋丘未來將會舉辦麵包窯建置與相關等等活
動，讓學生體驗在戶外廚房窯烤麵包，過程中除了柴薪可
以取用整理齋丘時所砍伐的枯枝，辦理活動剩餘的廚餘菜皆
能作為堆肥，讓學生不僅僅是體驗麵包窯，更能在過程中慢
慢指導學生學習以循環永續的態度生活。

永續不只是口號，實踐也沒有想像中困難，單純一顆善待自然的
心，便能夠體察生活中的自然之美。下次不妨對周遭的動植物
多一些好奇，說不定驚喜便藏在以往不曾駐足凝視的角落裡。

出現的更加頻繁，並且伴隨嚴重災情。讓我們最有感的也許
是今年初台灣歷經了 1947年以來最嚴重的百年大旱，氣候
異常使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增強，導致全台各地大規模的
乾旱。在未來也許限水、停耕、歇業都將成為我們的日常。

而氣候問題是否真的已經無法逆轉？ 2015年，聯合國發布
「永續性發展目標」(SDGs)作為 2030年經濟發展、社會責
任與環境保護的永續指導原則，自這一年起，巴黎協定也
推動著各國的氣候行動，嘗試訂立各種項目確保各國政府在
2050年都能實現從「碳中和」(Carbon Neutral)走向「淨零」
(Net Zero)再到達「負碳排」(Carbon Negative)的行動目標。

根據氣候行動追蹤機構 (Climate Action Tracker, CAT)計算，
若至 2050年世界各國都能實現淨零排放承諾，則全球平均升
溫會上升 2.1°C，與 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 (Paris Agreement)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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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綠色復甦，全球都在談的「碳中和」議題 文 / 編輯部 

報名第二次育苗實作

齋丘大家一起鋸木、疏林，在齋丘附近開闢出一條路。 原生植物協會志工群在課程中教導認識原生植物，
學生動手扦插、調配育苗土。

清華大學永續發展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