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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級《環保》  
網路購物環保嗎？  

作者：王冠孺 

一、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1. 學習挑選及購買環保產品 
2. 學習認識北極熊跟他的棲息環境。 
 
二、 對話 Dialogue  
冠昌：大中，你有快遞。 
大中：這麼快就來了，我昨天才在網路上採購聖誕節的禮品，今天

就送到了。 
冠昌：你買了些什麼，怎麼會這麼大一箱？ 
大中：我買一條圍巾和一件外套，你也來看看吧。 
冠昌：箱子裡怎麼只有外套，沒有圍巾啊？ 
大中：圍巾還要再過幾天才會到貨。你看這件外套，是不是很好

看？ 
冠昌：很好看！穿起來非常適合你，正好可以搭配你的褲子。 
大中：那我把標籤剪下來，就可以穿了。 
冠昌：但你應該先把那些包裝衣服的袋子整理好吧！ 
大中：謝謝你提醒我，不過這也包太多層了吧！ 
冠昌：是阿，為了方便運送以及避免在過程遭受損壞，外套有兩個

塑膠袋、還有一個大箱子。 
大中：你說得也很有道理。 
冠昌：網路購物確實非常方便，但從環保的角度來說，對環境是十

分不友善的，所以我基本上不在網路上買東西。 
大中：我也是因為在打折才買的，比去百貨公司買還來的划算得

多。不然我大多也是都是在商店裡買的。 
冠昌：更何況圍巾還沒有來，這樣還會有更多的塑膠袋和箱子，間

接製造了更多垃圾。 
大中：其實我可以再等幾天沒關係的，我並不急。 
冠昌：是阿，我上次去買衣服，那間店把塑膠袋換成紙袋，而且下

次如果帶著紙袋去消費，還會有額外的折扣。 



教材模板 

大中：那我們下次再一起去逛逛吧！ 
 
三、 生詞一 Vocabulary 1 
本課人物 People in the Dialogue 

編號 人名 漢語拼音 注音  

1. 林大中 
Lín 
Dàzhōng 

ㄌㄧㄣˊ 

ㄉㄚˋ 

ㄓㄨㄥ 

臺灣的大學生 

2. 陳冠昌 
Chén 
Guànchāng 

ㄔㄣˊ 

ㄍㄨㄢˋ 

ㄔㄤ 

臺灣的大學生 

 
詞語 Vocabulary 

編號 生詞 漢語拼音 注音 詞類 英譯 

3. 快遞 kuàidì 
ㄎㄨㄞˋ 

ㄉㄧˋ 
名詞 express delivery 

4. 採購 cǎigòu 
ㄘㄞˇ 

ㄍㄡˋ 
及物動詞 to purchase 

5. 禮品 lǐpǐn 
ㄌㄧˇ 

ㄆㄧㄣˇ 
名詞 gift 

6. 圍巾 wéijīn 
ㄨㄟˊ 

ㄐㄧㄣ 
名詞 scarf 

7. 搭配 dāpèi 
ㄉㄚ 

ㄆㄟˋ 
及物動詞 to match with 

8. 標籤 biāoqiān 
ㄅㄧㄠ 

ㄑㄧㄢ 
名詞 label 

9. 包裝 bāozhuāng 
ㄅㄠ 

ㄓㄨㄤ 
及物動詞 to package 

10. 運送 yùnsòng 
ㄩㄣˋ 

ㄙㄨㄥˋ 
及物動詞 to transport 

11. 以及 yǐjí 
ㄧˇ 

ㄐㄧˊ 
連接詞 an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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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過程 guòchéng 
ㄍㄨㄛˋ 

ㄔㄥˊ 
名詞 process 

13. 遭受 zāoshòu 
ㄗㄠ 

ㄕㄡˋ 
及物動詞 to suffer 

14. 損壞 sǔnhuài 
ㄙㄨㄣˇ 

ㄏㄨㄞˋ 
及物動詞 to damage 

15. 確實 quèshí 
ㄑㄩㄝˋ 

ㄕˊ 
副詞 indeed 

16. 角度 jiǎodù 
ㄐㄧㄠˇ 

ㄉㄨˋ 
名詞 angle, perspective 

17. 友善 yǒushàn 
一ㄡˇ 

ㄕㄢˋ 
形容詞 friendly 

18. 划算 huásuàn 
ㄏㄨㄚˊ 

ㄙㄨㄢˋ 
形容詞 worthwhile 

19. 間接 jiànjiē 
ㄐㄧㄢˋ 

ㄐㄧㄝ 
形容詞 indirectly 

20. 消費 xiāofèi 
ㄒㄧㄠ 

ㄈㄟˋ 
不及物動詞 to consume 

21. 額外 éwài 
ㄜˊ 

ㄨㄞˋ 
形容詞 extra 

 
 
四、 短文 Reading 

北極熊的生存危機 
  北極熊是北極圈中最大的肉食動物。由於環境汙染和全球暖化，

目前北極熊正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危機。 

  對北極熊來說，挖採石油是能源開發的產業中最致命的威脅，稍

不謹慎石油就會汙染海面。北極熊是非常注重乾淨的動物，一旦身上

的毛髮沾到，就會用舌頭清理，很容易就把石油吃進肚子裡，傷害了

器官，最後北極熊中毒死亡。 

  近年來，隨著全球暖化日益嚴重，使得北極圈的浮冰減少，因此

北極熊需要游更長的距離尋找食物，即使北極熊是游泳好手，仍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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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體力不足而無法順利游到另一塊浮冰上。同時因為食物來源減少，

讓北極熊營養不良，許多科學家擔憂，假使全球暖化的現象持續下去，

北極熊的生活環境將會變得越來越艱難。 

 

五、 生詞二 Vocabulary 2 
詞語 Vocabulary 

編號 生詞 漢語拼音 注音 詞類 英譯 

1. 北極熊 běijíxióng 
ㄅㄟˇ 

ㄐㄧˊ 

ㄒㄩㄥˊ 
詞組 polar bear 

2. 北極圈 běijíquān 
ㄅㄟˇ 

ㄐㄧˊ 

ㄑㄩㄢ 
詞組 Arctic Circle 

3. 暖化 nuǎnhuà 
ㄋㄨㄢˇ 

ㄏㄨㄚˋ 
形容詞 (global) warming 

4. 面臨 miànlín 
ㄇㄧㄢˋ 

ㄌㄧㄣˊ 
及物動詞 to face 

5. 巨大 jùdà 
ㄐㄩˋ 

ㄉㄚˋ 
形容詞 giant 

6. 生存 shēngcún 
ㄕㄥ 

ㄘㄨㄣˊ 
不及物動詞 to survive 

7. 石油 shíyóu 
ㄕˊ 

ㄧㄡˊ 
名詞 petroleum, oil  

8. 能源 néngyuán 
ㄋㄥˊ 

ㄩㄢˊ 
名詞 energy 

9. 開發 kāifā 
ㄎㄞ 

ㄈㄚ 
及物動詞 to develop 

10. 產業 chǎnyè 
ㄔㄢˇ 

ㄧㄝˋ 
名詞 industry 

11. 致命 zhìmìng 
ㄓˋ 

ㄇㄧㄥˋ 
形容詞 fatal 

12. 威脅 wēixié ㄨㄟ 名詞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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ㄒㄧㄝˊ 

13. 稍 shāo ㄕㄠ 副詞 a little 

14. 謹慎 jǐnshèn 
ㄐㄧㄣˇ 

ㄕㄣˋ 
形容詞 cautious 

15. 注重 zhùzhòng 
ㄓㄨˋ 

ㄓㄨㄥˋ 
及物動詞 to care 

16. 一旦 yídàn 
ㄧˊ 

ㄉㄢˋ 
連接詞 once 

17. 毛髮 máofǎ 
ㄇㄠˊ 

ㄈㄚˇ 
名詞 hair 

18. 舌頭 shétou 
ㄕㄜˊ 

˙ㄊㄡ 
名詞 tongue 

19. 清理 qīnglǐ 
ㄑㄧㄥ 

ㄌㄧˇ 
及物動詞 to clean 

20. 器官 qìguān 
ㄑㄧˋ 

ㄍㄨㄢ 
名詞 organ 

21. 使 shǐ ㄕˇ 動詞 to make 

22. 中毒 zhòngdú 
ㄓㄨㄥˋ 

ㄉㄨˊ 
不及物動詞 to be poisoned 

23. 隨著 suízhe 
ㄙㄨㄟˊ 

˙ㄓㄜ 
介系詞 along with 

24. 日益 rìyì 
ㄖˋ 

ㄧˋ 
副詞 increasingly 

25. 浮 fú ㄈㄨˊ 不及物動詞 to float 

26. 尋找 xúnzhǎo 
ㄒㄩㄣˊ 

ㄓㄠˇ 
及物動詞 to look for 

27. 即使 jíshǐ 
ㄐㄧˊ 

ㄕˇ 
連接詞 even if 

28. 好手 hǎoshǒu 
ㄏㄠˇ 

ㄕㄡˇ 
名詞 master, skilled person 

29. 仍舊 réngjiù 
ㄖㄥˊ 

ㄐㄧㄡˋ 
副詞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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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無法 wúfǎ 
ㄨˊ 

ㄈㄚˇ 
副詞 unable to 

31. 而 ér ㄦˊ 連接詞 also 

32. 營養 yíngyǎng 
ㄧㄥˊ 

ㄧㄤˇ 
名詞 nutrition 

33. 擔憂 dānyōu 
ㄉㄢ 

ㄧㄡ 
及物動詞 to concern 

34. 假使 jiǎshǐ 
ㄐㄧㄚˇ 

ㄕˇ 
連接詞 if 

35. 艱難 jiānnán 
ㄐㄧㄢ 

ㄋㄢˊ 
形容詞 hard, difficult 

 
 
六、 語法點 Grammar 
 語法點 1：以及 
語法點架構：常見句型為「A、B、C 以及 D」。 
 
語法點說明：用來連接超過兩個詞或詞組。 
 
例句 1 我把旅行中遇到的人、有趣的事以及看到的美景說給大家

聽。 
例句 2 透過觀賞電影、電視劇以及音樂，讓我更了解臺灣的文化。 
例句 3 臺灣的水果享譽全球，像是香蕉、西瓜以及芒果。 
 
練習：請在空格填入正確的連接詞。 
(1) 我___我妹妹都喜歡吃蛋糕。 
(2) 我會記得這裡美好的回憶、遇過的人，____旅行過的地方。 
(3) 今天晚上我準備___室友們一起去吃火鍋。 
練習：請用「以及」造句。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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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點 2：從……的角度來 V 
語法點架構： 
從+N（人、名詞）的角度來+V（常用動詞：看、說、想）+句子。 
 
語法點說明：說明從某個地方、某個人的觀點。 
 
例句 1 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設計商品，不但實用也能增加購買的人 

數。 
例句 2 從臺灣人的角度來說，加拿大是一個很寒冷的國家。 
例句 3 從小孩的角度來看，100 元就是個大數字了。 
 
練習：請完成以下的句子。 
(1) 外國人／看，中文是個很難學的語言。 

＿＿＿＿＿＿＿＿＿＿＿＿＿＿＿＿＿ 
(2) 人類／說，一百年是很長的時間。 

＿＿＿＿＿＿＿＿＿＿＿＿＿＿＿＿ 
(3) 經營者／思考，獲利永遠是最重要的。 

＿＿＿＿＿＿＿＿＿＿＿＿＿＿＿＿＿＿ 
(4) 從我的角度來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點 3：基本上 
語法點架構：基本上+句子。 
         N+基本上+都……。 
 
語法點說明：用來指某物或某件事最主要的特徵或組成。 
 
例句 1 基本上，這些軟體都是免費的，如果想要有更多功能才需要

付錢。 

例句 2 我每個禮拜基本上都會去運動兩次。 

例句 3 這裡的房子很貴，基本上都好幾千萬才買得起。 
 
練習：請在適當的位置加入「基本上」 
(1) 我很喜歡這家餐廳，所有的菜我都吃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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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冬天不會下雪。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學習一種語言需要花很多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除了大衣以外，這家店的衣服都不會超過 2000 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只要有唸書，這次的考試不太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點 4：更何況 
語法點架構：句子+更何況+句子（後句與前句有關聯）。 
 
語法點說明：更進一步來說。 
 
例句 1 比賽前一定會緊張，更何況是第一次參加比賽的選手。 
例句 2 這條山路天氣好的時候就很難走了，更何況天氣不好的時

候。 
例句 3 這種水果本來就不便宜了，更何況現在不是產季。 
 
練習：請將「更何況」填入正確的位置 
（ ）(1)_(A)_我本來就不喜歡吃甜食了，_(B)_這個蛋糕這麼甜

_(C)_。 
（ ）(2)今天早上已經 32 度了_(A)_，_(B)_現在還是中午，_(C)_外

面一定熱死了。 
（ ）(3)_(A)_這本英文小說對_(B)_美國人來說都非常難讀了，

_(C)_是外國人。 
 
練習：造句 
(4) 珠寶／貴／有名的設計師／設計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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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點 5：一旦 
語法點架構：A+一旦+發生的事+後果。 
 
語法點說明：有一天，表示假設的語氣。 
 
例句 1：環境一旦破壞了，就很難再恢復。 
例句 2：如果不保持樓梯淨空，一旦發生火災，就會阻礙逃生。 
例句 3：壞習慣一旦養成，就很難改掉。 
 
練習：完成句子 
(1) 如果不早點睡，你／遲到了／進不了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錯過／這個機會／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再遇到。 

＿＿＿＿＿＿＿＿＿＿＿＿＿＿＿＿＿＿＿＿＿＿＿＿＿＿＿ 
(3) ……，一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一旦……，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點 6：隨著 
語法點架構： 
1.隨著+一段時間+，句子。 
2. N1+隨著+N2+動作。 
 
語法點說明：跟著，後面可以接一段時間或一個連續的動作。 
 
例句 1：隨著時代的改變，許多價值觀開始受到挑戰。 
例句 2：隨著天氣漸漸變冷，代表冬天來了。 
例句 3：他隨著溫柔的音樂漸漸地睡著了。 
 
練習：填入正確的位置 
(1) _____年紀越來越大，_____我也越來越少認識新的朋友。 
(2) _____班上同學們_______老師_____一起念課文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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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完成句子 
(3) 科技進步／交通工具／速度／快 

＿＿＿＿＿＿＿＿＿＿＿＿＿＿＿＿＿＿ 
(4) 我／音樂／跳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活動一 Activity 1：垃圾分類 
說說看，這些東西應該丟在哪裡？ 

 
 
 
八、 活動二 Activity 2：把北極熊的家變大吧！ 
道具：紙片、小公仔 
活動流程： 
1.每個人都分到一個小公仔和一張小紙片。 
2.舉手搶答一個自己可以做到的節能減碳小事，回答正確者可以得

到一張紙片。 
3.遊戲結束時，獲得最多紙片的人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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