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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組 張青玉組員 

 

本年度新生活動以「SDGs」為主軸，辦理 SDGs 實體及

線上書展，並邀請推行永續發展的行動者們與同學進行分

享，讓大家以書籍、講座不同的方式認識並了解永續發展議

題。另因應疫情的不確定性，將往年需到館挑戰的新生闖關

活動改為線上方式，讓新生們藉由觀看數位課程影片後答

題，快速了解圖書館的資源與利用方式。 

 

活動時程分為兩個階段，110 年 09 月 22 日(三) ~ 110 年

10 月 29 日(五)為館內活動，11 月 01 日(一) ~ 110 年 11 月

19 日(五)則會走出圖書館，將 SDGs 超前部署書展巡迴於校

內展出！ 

 

活動內容分為三大部分： 

一、新鮮人求生包－線上闖關活動 

針對大學新鮮人，特別準備了【新鮮人求生包】數位課程影片與線上闖關活動，觀看圖

書館數位學習室影片，於 google 線上表單答題闖關，經由關卡任務的引導，讓新鮮人們快速

認識圖書館的各項資源服務，並抽取限量 50 份之 7-11 商品卡 100 元。 

  

【新鮮人求生包數位課程影片】 

【「大學生的永續生存指南」主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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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DGs超前部屬－實體/線上書展 

匯集中、英、日語，超過 850 本以上的 SDGs 實體書及電子書，讓讀者對於永續發展指

標的 17 項議題，能有更全面的認識。除實體書籍展示外，更精選 17 本電子書，並整理了 68

項可以具體實踐的行動，以互動式電子看板展出，呈現數位閱讀即掃即借特性以外，同時帶

領讀者熟悉電子載具與電子書的借閱流程。 

讓「永續」與你我零距離 

本次書展除在館內進行展出，我們更走出圖書館，於 10 月 25 日(一)至寵惠堂辦理

一日快閃宣傳活動，11 月份則在外雙溪及城中校區各三處場地進行為期三週的輪展。 

 09/22(三)至 10/29(五)：兩校區圖書館。 

 10/25(一)：寵惠堂一日快閃活動宣傳。 

 11/01(一)至 11/05(五)：綜合大樓舜文廳前／城中一大樓正門。 

 11/08(一)至 11/12(五)：第一教學研究大樓一樓／城中五大樓入口處。 

 11/15(一)至 11/19(五)：第二教學研究大樓一樓／城中游藝廣場。 

 

六大永續亮點報你知 

1. 電子看板：利用電子看板，減少展板相關一次性消耗品。 

2. 書展布置：將前次活動保留下來的展板進行二次加工與再利用。 

3. 行動書車：館內廢棄書車搭配洞洞板重新改造，成為一個充滿溫度的展示空間。 

4. 理念分享：將圖書館不再使用的書後卡及書後袋製成留言卡，回味圖書館日常，分享

永續理念。 

5. 永續手冊：環保紙質月計畫本，設置每週行動挑戰，讓 SDGs 融入生活！ 

6. 抽獎活動：在校教職員生完成指定步驟，即可抽 Pockeat 食物袋、環保植栽盒、原木餐

具組與竹牙刷。 

 

 

 

 

 

 

 

 

 

 

 

 

 

 

【六大永續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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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助攻手－辦理兩場達人線上講座，推廣環境永續教育 

(一)「永續助攻手-雲端共享衣櫃」 

首場講座邀請衣服圖書館創辦人洪于捷小

姐，分享快時尚產業帶來的環境問題，及自身

投入社企的創業經驗，於 9 月 29 日(三) 13 時

至 14 時 30 分線上舉辦。 

「你知道一年有約2億3,000萬件的衣服被

丟進舊衣回收箱嗎？而舊衣回收箱裡的衣服，

每年有65%會被燒掉，25%會由舊衣回收廠出

口到中國與東南亞，只有10%最後會交給慈善

機構」。講座開場，于捷老師即顛覆大部分人對

舊衣回收的想像，原以為回收的衣物，大多可

以獲得再利用，卻不料有6成以上的回收衣竟

是被焚毀的命運。而舊衣不只有回收的問題，

棉花、羊毛等原料生產造成的沙漠化、染料的水資源汙染、成衣業的勞工剝削，及跨國銷售

運送的碳排放等，都帶來巨大的環境成本。 

于捷老師以二手衣交換取代新衣購買的概念，設置實體共享衣櫃、辦理換衣活動，更建

構「衣服圖書館 APP」，讓願意交換二手衣的人，有良好的管道交換，減少廢棄的同時，體現

循環經濟的價值，為快時尚議題找到一個折衷的解方。講座中，于捷老師也向我們分享，一

個計劃是如何從無到有，從定義問題、了解領域現況、訂定短中長期目標，到反覆追蹤檢討

修正，最終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 

「每次消費，都在決定我們未來的社會」，期待透過本次講座，讓更多人認識永續生活議

題，不只二手衣再利用，生活中各方面也能支持永續環境，養成負責任的消費型態。如欲對

SDGs 指標12「負責任消費與生產」有更全面的認識，推薦您閱讀《啟動循環經濟》，一同了

解循環經濟的內涵與實踐方式！另外， 17項指標之館藏與電子書，均可透過

https://www.lib.scu.edu.tw/sdg/SDGs_B.html 綜覽，歡迎借閱。 

 

 

 

【「永續助攻手-雲端共享衣櫃」講座海報】 

【9 月 29 日「永續助攻手 I-雲端共享衣櫃」講座大合照】 

 

【SDGs12 推薦圖書《啟動循環經濟》】 

https://www.lib.scu.edu.tw/sdg/SDGs_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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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助攻手-必修的一堂垃圾課」 

第二場講座邀請環保組織《RE-THINK 重新思

考》講師劉欣維先生，分享海洋垃圾的形成與垃圾的

循環，帶領大家重新認識垃圾分類，於 10 月 13 日

(三)13 時至 14 時 30 分舉辦。 

《RE-THINK 重新思考》組織致力於解決海洋

汙染問題，號召淨灘行動，藉以重繫海島人民與海洋

的連結，目前已超過 3 萬人參與。講座開場，欣維

老師分享在淨灘過程中撿到的各種物品。老師提

到，生活中越常使用的東西，越容易出現在沙灘上，

而隨著洋流的漂移，更有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垃

圾，因此，沙灘是有保鮮期的，海洋垃圾源源不絕，

只有從日常生活的源頭改善，才能有效降低海洋垃

圾。 

台灣推廣垃圾回收已久，但其實仍有 68.3%的

民眾無法正確做到基礎的垃圾分類，一般垃圾中有約 40%的垃圾都可回收再利用。課程中，

老師邀大家一同挑戰垃圾分類小遊戲，考驗同學是否真正了解回收，並分享回收物品的價值，

會受到數量、回收材質的價值、收集成本與處理成本四因素影響。 

本次講座帶大家思考垃圾最後的去處，垃圾丟到垃圾車後就會消失?然而事實上，有 60%

至 70%的垃圾在送往焚化爐前，是先於垃圾掩埋場堆積再排期燒毀，即使送往焚化爐，焚燒

後產生的底渣，依舊是送回掩埋場處理，而多數掩埋場皆建在人煙稀少的海邊，隨著海風一

吹，垃圾又回到大自然。 

多數人以為回收即環保，但錯誤的分類，不僅無法達到回收的目的，更可能造成環境與

回收系統的負擔與浪費，因此，將垃圾正確、精準拆解與清洗乾淨，才能有效減少環境汙染，

另外也可透過減少使用與尋找替代方案，減少地球資源的消耗。同時老師也鼓勵大家少用一

次性餐具及購買瓶裝水、做好資源回收、想清楚再購買、參與淨灘活動等來愛地球。 

海洋環境需要更多人關注，以減少海洋垃圾與增加循環經濟的可能。如欲對 SDGs 指標

14「海洋生態」有更全面的認識，推薦您閱讀《減塑生活》，一同了解海洋生態正面臨的浩劫，

與人類如何與海洋永續共存！另外， SDGs17 項指標之館藏與電子書，均可透過

https://www.lib.scu.edu.tw/sdg/SDGs_B.html 綜覽，歡迎借閱。 

 

【永續助攻手-必修的一堂垃圾課宣傳海報】 

【永續助攻手-必修的一堂垃圾課講座畫面】 

【SDGs17 項指標館藏《啟動循環經濟》】 【SDGs17 項指標館藏《減塑生活》】 

https://www.lib.scu.edu.tw/sdg/SDGs_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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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永續助攻手 II-必修的一堂垃圾課」線上講座大合照】 

 

新鮮人求生包參與人次共計 94 人，獲得活動消息管道依次為「郵件公告」、「圖書館官網

/臉書」及「師長推薦」，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4.52，滿意度前三名為「活動內容可幫助學習利用

圖書館資源」4.61、「未來願意善用圖書館資源充實自我」4.59、「活動內容可幫助瞭解圖書館

提供的服務」4.57。回饋方面，新生認為利用短片可提前了解圖書館的環境及服務，可幫助快

速進入狀況，有抽獎活動也可提升參與意願，另有關於影片的電子人聲聽久較不舒服之建議。 

 

書展參與人數共計 459 人，整體滿意度平均 4.52，獲得活動消息管道以「恰巧路過」66%，

顯著高於其他消息管道，書展滿意度以「滿意活動的文宣設計及宣傳方式」4.55 為最高；「活

動可幫助認識圖書館永續主題電子書館藏」、「滿意主題相關之館藏推薦」、「滿意活動內容整

體規劃」、「未來願意參加圖書館類似活動」則以 4.54 並列為次。由回饋方面也可發現讀者對

於本次書展活動給予極高評價，許多同學藉由本次書展第一次認識 SDGs，並第一次使用電子

書，透過活動的參與，收穫甚多！校內輪展也著實提升了活動的曝光度，讓更多師生同仁更

容易有所接觸。 

 

「雲端共享衣櫃」講座參與人次 79 人，獲得活動消息管道依次為「同儕告知」、「圖書館

官網/臉書」及「東吳 APP」。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4.71，滿意度前三名為「滿意活動進行方式及

時間掌控」4.8、「滿意與談者與主題相關之專業能力及口語表達」4.75、「滿意活動內容深淺

適中容易了解」4.75。同學在回饋裡表示「如果沒有這場講座，我想我永遠不知道，其實舊衣

回收大部分衣服最後都變成無用的垃圾」、「以後在處理舊衣服時，會用其他更好的方式去處

理，盡量不要造成環境的負擔」、「或許可以透過聽講人在自己周圍發起，小範圍的重複利用，

讓越多人了解這樣的概念」。 

 

「必修的一堂垃圾課」講座參與人次 74 人，獲得活動消息管道依次為「同儕告知」、「圖

書館官網/臉書」及「郵件公告」。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4.71，滿意度前三名為「活動內容有助於

正確認識資源回收分類」4.77、「滿意活動進行方式及時間掌控」4.77、「滿意與談者與主題相

關之專業能力及口語表達」4.75。本次講座帶大家思考垃圾最後的去處，多數人以為回收即環

保，但錯誤的分類，不僅無法達到回收的目的，更可能造成環境與回收系統的負擔與浪費，

永續發展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因此能有這領域的專業人士推廣這樣的議題，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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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大校長攜二級主管出席 10 月 25 日

「SDGs 超前部署書展」寵惠堂一日快閃活動】 

【10 月 25 日於寵惠堂舉辦「SDGs 超前部署

書展」一日快閃活動】 

【城中校區輪展】 【外雙溪校區輪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