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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動意識】 

(圖一、引自: 經營理念！以 80％的折扣出售二手衣服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91869 瀏覽時間:2021年 1月 5日)

 近年台灣吹起的快時尚風潮造成很多環境的負擔與衍生很多汙染問

題，許多節目有去街訪台灣人對於衣物的購物習慣，發現很多人在購買衣

物的時候並不是因為自己有迫切的需求，而是出自於認為未來可能會穿到

的心態去購買，畢竟快時尚的「快」就是取代的意思，自然價錢不會高，

人們就會想說算未來沒機會穿到也沒關係，導致時間久了很容易忘了自己

買了甚麼衣服，很多台灣人的衣櫃裡都會有些只穿過一次就塵封衣櫃或是

根本沒拆封的衣物，於是我們就開始討論有甚麼樣的辦法可以去推廣改變

自己對於衣物的觀念。 

    本組由這樣的出發點，想出了「衣服交換」以及「衣物重生」的活

動，想藉由此次期末作業，推廣這樣的理念，以及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91869%20瀏覽時間: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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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討論】 

舊衣回收反釀環境負擔 世界多國關注 

去年國人丟了 7 公噸，超過 2 億件的舊衣服，平均每分鐘丟掉 438

件，別以為舊衣回收心安理得，其實能留下來的衣物只佔少數，品質不錯

的打成衣物磚，綑綁後可以送到非洲孟加拉等國家變賣，剩下來的五成變

成廢棄物，有些衣物可以送往印度分解，多數的衣物只能燒掉，焚燒的費

用也很可觀。   

舊衣成為環境負擔，已是全球現象，中國、日本、韓國、非洲以及越

南，都開始注意二手衣品質，買得快丟得多，這樣的現象有個新名詞，「快

時尚」，快時尚導致材質沒有以前好，因為一件衣服才銅板價，以前一件衣

服都是幾千塊，品質會比較高，現在大家充量，就把質降低，不喜歡就再

買一件，設計與品質不再是主要考量。衝動購物下，買下更多時尚垃圾。 

實際來到舊衣回收的基金會，滿山滿谷成箱寄來的衣服，志工們拆開

後分類，能留下來的也不到五成，即使有跟越南 NGO 組織合作，但現今舊

衣服，很多組織也不收了。     

現在時尚產業，已變成全球僅次於石化業的第二大汙染源，衣料染料

會對環境造成極大負擔，焚燒後產生的廢氣，最終也會被人類吸進肺裡，

期許大家別成為時尚垃圾的幫兇! 

(引自: 舊衣回收反釀環境負擔 世界多國關注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911/201911131981007.html 

瀏覽日期:2021年 1月 5日) 

循環時尚:面對時尚真正的代價，企業、消費者能做些什麼？ 

根據天下雜誌，台灣發展舊衣回收製成再生布料的技術、研發生物可分

解或可被回收再利用的布料，皆是台灣中小型紡織業者未來可選擇轉型的方

向。 

那身為時尚消費者的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有些設計師表示，對消費者而

言，快時尚能維持消費者的基本需求，也是一條讓大眾快速接觸到時尚的途

徑，但消費者會漸漸開始反思、自覺，畢竟消費者如果瞭解許多快時尚的品

牌還是有可能因控管供應鏈不當，銷售超過法定標準含鉛量的衣服、腰帶、

鞋子等，而衣物的染料、化學藥劑可能會影響神經、免疫系統發展，以及促

進肥胖──這是在追求快速的產業下，很容易衍生的問題。 

  那麼消費者就更有機會維護自己的權益。在此同時，消費者也會意識

「慢消費」，加倍愛惜身邊的每一件衣物，轉而追求更有故事內涵、更有環

境及社會使命意義的設計師品牌，讓永續消費成為美好。 

(引自: 【循環時尚】面對時尚真正的代價，企業、消費者能做些什麼？ 

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1/3269/6227 

瀏覽日期:2021 年 1月 5日)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911/201911131981007.html
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1/3269/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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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引自: 舊衣回收反釀環境負擔 世界多國關注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911/201911131981007.html 

瀏覽時間:2021年 1月 5日) 

 

(圖三、引自: 全台舊衣年收 7 萬噸無處可去 舊衣垃圾戰一觸即發  

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210319/JZVCV7NWIFABNH2J3R3MJ2NKI4/

瀏覽時間:2021年 1月 5日) 

▲新聞報導舊衣回收所帶來的問題 

對於個案討論的反思 

 這兩個案提到的快時尚風潮造成了許多汙染與垃圾問題，而作為地球

上的一分子，我們確實不應該繼續助長快時尚帶來的問題，不管是化學染

劑、廠商為了降低成本的童工問題，抑或是舊衣物造成的垃圾汙染，第一

個個案提到了我們可以透過思考自己真正的需求，進而去把消費習慣改變

成「慢時尚」，第二個個案就是透過分析全台灣一整年的舊衣丟棄量去讓我

們意識到舊衣對地球環境真的是很大的負擔，不只是對地球，對我們人類

本身也會有健康上的疑慮。 

 所以透過這些個案，我們這組就決定能不能在清大舉辦一個具有喚起

大家對於舊衣的環保意識又能為舊衣重複利用問題盡一份力的活動，於是

我們就想說現在網路上有很多社團會把家裡沒穿到的衣服拿出來賣，那不

如我們叫大家把家裡沒穿到的衣物拿出來，辦一個舊衣交換市集，活動中

不涉及金錢交易，純粹是以物易物，延長那些舊衣的使用壽命、與增加那

些舊衣的使用價值，我們還把自己的舊衣拿去做環保袋，當作刺激大家來

和我們一起共襄盛舉的誘因，以這樣的目的為出發點之後我們開始構思活

動內容。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911/201911131981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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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設計與執行】 

(圖四、引自:本組自製 拍攝時間:2020年 12月 25日) 

▲上圖為本組在網路宣傳的海報 

(圖五、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月 28日) 

▲舊衣環保袋示意圖 

「衣衣不捨」、衣服交換市集 

如果能以交換二手衣物代替購買新衣，不僅可以省下製造生產衣物的環境成

本，還能讓二手衣服有了新的延續，充分利用剩餘價值，因此本組將在期

末時舉辦衣物交換的活動，活動前會事先在網路各大平台宣傳，吸引許多志

同道合的清交同學一同參與交換衣物的活動。 

 

舊衣製作成環保袋、餐具袋 

利用活動多餘的衣物，以及家中所找到的布料製作而成的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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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入公民科技/公民科學】 

 

(圖六、引自: https://reurl.cc/7ye8jb 瀏覽時間:2021年 1月 5日) 

▲可於各大平台上搜尋「衣服圖書館」即可安裝該應用程式 

(圖七、引自: https://si.taiwan.gov.tw/Home/Org?Fid=497 

瀏覽時間:2021年 1月 5日) 

▲上圖為衣服圖書館的經營模式 

 

  

與「衣服圖書館」的合作 

在衣服圖書館中，賣家賣出的每件衣物，都會轉換成代幣給賣家，用在

平台上兌換衣物，而買家則支付運費（或改約面交）及代幣兌換喜歡的二手

衣。 

代幣來源賣出自己的二手衣與直接購買兩種，衣服圖書館則透過直接以

現金購買衣物的使用者，將衣服圖書館在每筆交易中抽取的代幣變現。 

因此，我們會將活動中外觀還好很完整的衣物、製作成環保袋又太可惜

的布，此時與衣服圖書館合作，將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衣服可以用優惠的

方式促銷，將活動的盈餘捐給相關機構，讓衣服適得其所並發揮最大效益。 

 

https://reurl.cc/7ye8jb
https://si.taiwan.gov.tw/Home/Org?Fid=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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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衣服圖書館、社會創業學生之交流分享會 

1/7 晚上，我們的組別受邀參加社會創業學程之學生舉辦的二手衣物交

流分享會，參與團隊包括衣服圖書館的創辦人、二手衣櫃的團隊成員等，

大家一起分享自身對二手衣物交換的看法以及經驗分享。 

其中，衣服圖書館也是我們組別非常欣賞的團隊，他們分享了自身創辦這

個新創公司的緣由、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甚至於許多行銷策略背後的考

量等等，真的收穫許多。比如他們提到共享衣櫃的概念，現在已經在台大

的宿舍變成一個流傳下來的文化，他們會提供故事小卡，提高大家換衣的

門檻，也讓交換衣物變得有溫度。 

同時，他們也介紹了許多同樣在這個領域努力的團隊，以及他們與其他人

不同的地方，雖然衣服圖書館正在起步，但可以看出他們對這個社會的熱

情，以及未來的發展潛力必定是無可限量的。 

同時，我們也與他們分享我們將二手衣物製成環保袋的經驗，他們的回應

十分正向，甚至於未來也有考慮發展這個面向的可能，讓我們雙方彼此激

盪出更多想法。 

另外，二手衣物其實也與性別有關，經過統計，發現男生和女生的穿

衣及購衣習慣具有相當大的差別，通常一般男生在穿衣服時若是沒有特殊

需求，僅會覺得「能穿就好」，不會特別搭配，衣櫃裡也只放著足夠一個禮

拜穿的衣服，沒有太多花樣；但是女生就很不一樣了，大多數女生的衣櫃

總是放滿了許多不同種類的衣服，不同的花色、圖案，足以組成數十種搭

配。 

在購衣方面，很多男生不怎麼自己購衣，不過這大多是因為男生有較

少學習如何穿搭的機會，相信許多年輕男性的衣服都是由家中的女性挑選

的，而男生到了一定的年紀會開始重視自己的穿著（大約 30歲），這也是

「穿搭顧問」興起的原因之一；而女生理所當然的，許多衣服都由自己挑

選，有時甚至會有「衝動購物」的舉動，買了過多的衣服並囤於衣櫃，根

據衣服圖書館創辦人的經驗，當初執行共享衣櫃時，總是有人拿了一大袋

的衣服去交換，部分衣服甚至連吊牌都還在，這是件讓人十分心痛的事。

男生與女生對於「穿衣服」這件事的觀念差異巨大，這便是衣服圖書館目

前僅服務女性的原因之一。 

要創業這件事一直都不容易，但他們卻能將自身的理念貫徹實現，為

了二手衣文化如此奮鬥，是非常值得學習與觀摩的地方。因為有了這次的

交流分享會，我們也提出了想要與衣服圖書館合作的高度意願，因此未來

清大說不定也會設置共享衣櫃，讓二手衣物交換的文化能夠被傳遞到全台

各地，讓學生更重視永續發展及環保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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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1年 1月 7日)  

(圖九、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1年 1月 7日) 

(圖十、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1年 1月 7日) 



10910GEC 120202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期末小組報告 

 

                                                                第 9 頁，共 14 頁 

【五、融入 SDGs概念】 

(左圖十一、引自: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瀏覽時間:2021 年 1月 5日) 

(右圖十二、引自: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瀏覽時間:2021 年 1月 5日) 

▲本活動所著重的 SDGs概念 

【六、成果討論】 

此次的行動設計，探討「舊衣重生、再利用」的方法。在製衣過程中，

工廠通常會排放大量的染劑，後續會汙染水資源，因此增加衣服的使用價值

可以達到環境保護的功效，此外，這樣新穎的觀念可以促進社會進步，讓人

們思考除了一般捐衣管道之外的可能性，同時經濟也能獲得成長，探討的面

向很廣，主要著重在 SDGs 連結中的目標 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以

及目標 15「保育及維護生態領地」，讓二手衣物能最大化的利用與生產，使

得舊衣經濟學生生不息! 

 

 

交換衣物的活動能傳承、延續 

舉辦活動之前，我們就有在清交學生的交流版上搜尋，幸運的是，找到

「去年」也舉辦舊衣交換活動的貼文，甚至還連絡到了主持人，也向他請教許

多問題，相當榮幸本組可以擔任本屆延續優良文化的參與者，如果每一屆都有

熱血的人舉辦衣物交換的活動，那麼久而久之該活動將會廣為流傳，也達到本

組的初衷。 

提倡攜帶環保袋的習慣 

本組衣物製作的環保袋分送給來攤位參與的同學，希望能透過這小小的善

意，使得該同學能感受到我們對於環保的執著，便將這份心散播到他的周圍親

友，這樣不但能有效利用衣服的剩餘價值，也能多拉一個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流通 50件衣物 

這項活動雖然規模不大，卻起了拋磚引玉的效果，在工程一館的中庭宣

傳，有部分的同學願意留步，活動中流通了大約 50 件的衣物，雖略少原先預

期，但仍有成就感!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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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花絮】 

(左上圖十三、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 月 28 日) 

(右上圖十四、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 月 28 日) 

(左下圖十五、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 月 28 日) 

(右下圖十六、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 月 28 日) 

▲許多來參加的同學最後都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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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十七、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月 25日) 

(右圖十八、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月 25日) 

▲本組利用多餘的布料縫製而成的袋子 

(圖十九、引自:本組拍攝 拍攝時間:2020年 12月 28 日) 

▲活動當天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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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反思與建議】 

徐廷安 

賴珈霈 

林以琳 

鄒  旭 

經過這一學期的課程，我才深刻體會到舊衣服所造成的環境汙染以及資

源浪費有多嚴重，尤其是現代人對於衣服的消費量相當龐大，背後所衍生的

問題是日益嚴重且值得我們反思的，在足夠的資料蒐集之後，相當開心有這

個機會可以改變這樣的風氣，哪怕只是一點點的成果，都足以讓我感到成

就，當然永續發展是最重要的議題，修畢這堂課後我將會刻骨銘心，也感謝

老師提供這樣的機會讓我學習，謝謝所有一同為地球努力的師長及同學。 

我覺得這次舉辦衣衣不捨活動最困難的是召集大家來，我是負責網路宣

傳以及文案的，雖然看似有些許迴響，但實際到場的人數其實寥寥可數。我

想是因為我們只是丟出一個活動，並沒有累積到足夠的聲量，所以我認為這

樣的活動還是要長期舉辦下來才會有顯著的效果，也應證了老師所說的要找

到能夠傳承我們理念的人，舉辦這次活動對我受用無窮，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舉辦類似的活動。 

經過了這次衣衣不捨的活動，讓衣服有了新的延續價值，使衣服不再被

浪費也很環保，也讓我更意識到舊物再利用的性質，這次活動也學習了創造

舊物再新生的機會、也能落實環保行動及養成節儉的美德。我負責畫海報的

部分，才發現一個活動需要這麼多人一起籌劃以及討論細節才能辦好這次活

動，謝謝這次有這麼棒的組員一起完成也謝謝老師給我們的建議。 

這次舉辦舊衣交換的活動特別印象深刻，以往總是認為舊衣只能回收，

但經過研究後才知道回收不一定好，想要讓舊衣發揮最大價值果然還是用交

換的。與來訪的同學們交流後，我發現大家也跟我一樣認為舊衣就該回收。

然而，多數來訪的同學只是因為好奇，這讓我思考一件事：這項活動真的適

合大學生嗎？大學生們多半離鄉背井，帶來的衣服也多是自己平常會穿的衣

服，一般來說不會有人特地為了參加活動大老遠跑回家拿舊衣，故活動對象

必須重新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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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逸 

吳雨森 

賴沛甯 

經過這學期的活動、知識收集等等，對快時尚產業及其背後黑暗面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因為需要舉辦衣衣不捨活動，自己花了不少時間趁機整理衣櫃，

才發現原來自己平時有這麼多買了卻不會穿的衣服，意識到自己也是不知不

覺深受快時尚產業控制的一份子，剛好藉由這門課給予自身反思的機會。 

    在這次衣衣不捨的活動中，我負責將二手衣服再製成環保袋的部分，我

們總共製作了十個杯袋與十個環保袋，分別分送給特地前來參加活動的同學

們。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宣傳文章沒有達到太大的成效，所以換出的衣服

其實沒有那麼多。但在宣傳的過程中，也有聯繫上去年同樣修這門課、發展

同樣主題的同學，願意將他們當時所製作的環保袋給我們，也算是另類傳承

了這個議題，我認為還蠻有意義的。 

    未來，如果還要繼續發展這個計畫的話，我認為可以多跟成熟的類似團

體互動，如這次有機會交流的新創公司「衣服圖書館」，可能藉由共同聯名

或合作等方式，並且與他們討論出更多可以發展的可能性。 

這是我第一次舉辦這種活動，算是蠻新鮮的體驗，我在這次的行動期中考中

是負責活動接待、場地布置、簡報製作、活動照片拍攝，所有的組員都相當

努力，大家都很盡力的希望活動能成功，活動當天雖然沒有到很多人，但已

經比預期的還要多，我們也達成了當初期中報告時所設立的預期成果，這讓

我們覺得相當有成就感，除了這個活動外，我們在網路宣傳時，還受到了新

創公司「衣物圖書館」的邀請，去參加他們在清大辦的聚會，算是意料之

外，卻令我們十分興奮的事，我們的活動接續著上屆做環保袋的組別，也希

望下一屆可以有跟我們差不多的人，繼續接手這樣的活動，並越做越大。 

我覺得以「衣衣不捨」為主題，剛開始大家都覺得這是一項可以做為長期推

動的活動，但從蒐集資料中發現，許多人也也做過類似的活動，但都一些原

因導致這項有意義的活動被迫中止，我們以他們失敗的例子去看看有哪些地

方是可以做出調整讓它能被民眾可以持續的與我們有所互動，經過老師的建

議，用二手交換衣物的方式，試試看是否能讓大家更能參與我們。當我想收

集二手衣物，發現同學因為幾乎都是住宿，因此所帶的衣物都是會穿到的，

並不會帶不會穿的衣服放在衣櫥中，從這可以發現，我們舉辦的地點是否適

合放在校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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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作分配】 

姓名 負責內容 

吳雨森 活動總負責人、簡報製作、照片拍攝 

賴珈霈 網路宣傳、文案處理、活動擺設 

鄒  旭 會場布置、活動接待 

楊子逸 美化簡報、海報製作、環保袋製作 

徐廷安 資料蒐集、撰寫期末報告 

林以琳 蒐集素材、書寫海報 

賴沛甯 參與相關議題活動、上台報告 

【十、參考資料】 

(1) 社氣流，循環時尚:面對時尚真正的代價，企業、消費者能做些什麼？，

2019/04/19， 

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1/3269/6227 

(2) 華視新聞網，舊衣回收反釀環境負擔 世界多國關注， 

2019/11/13，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911/201911131981007.html 

(3) 衣物圖書館，https://reurl.cc/7ye8jb 

(4) 衣物圖書館經營模式，https://si.taiwan.gov.tw/Home/Org?Fid=497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911/201911131981007.html
https://reurl.cc/7ye8jb
https://si.taiwan.gov.tw/Home/Org?Fid=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