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名：2011 年業務工作報告
篇名：董事長的話
作者：陳曼麗/本會董事長
感謝有你，我們不孤單！
民主的痕跡在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的媽媽們身上彰顯，以愛家的心情來
愛這塊土地，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跨越 25 的台灣主婦，每個人的參與不
一樣，長出來的樣貌也不一樣，但是這群環保媽媽的頭上，都有一顆圓圓的球，
載著寬闊的地球願望。
打開進入組織的管道，來參加活動，來拜訪組織，來向環保媽媽打氣，於是
成為一粒粒種子，生根發芽，承諾一起努力，一起攜手合作。每個人都像一張彩
色紙，帶來不同的驚喜，在長長的參與中，結成伙伴。老志工陪伴新志工，站在
既有的基礎上，再往上爬。組織培養女性的能力，看見女性的可能，以前最常聽
到「我什麼都不懂！」漸漸在組織內外學習後，也開始侃侃而談，願意表達自己
的觀點，女人自信心長大了。
經過學習，主婦有一些專業，開始分工，今天你做什麼，我做什麼，總是在
動手執行後，發現樂趣更多。收穫最多的，一定是付出最多的人。有些女性領導
人就從其中產生了。女人很怕出風頭，躲起來比較安全，但來主婦聯盟後，知道
你不表態，別人就替你做決定，命運掌握在別人手中，太危險了！女人從足夠的
高度看事情，學習決斷力。只要有充分的資訊，就可做出正確的判斷。
環境議題從天上到地下，生活其中的大量人群，如果不知保護就會加速破
壞。去年日本天災加上人禍，福島核能電廠災變，造成半徑二十公里居民遷居，
不動產歸零。主婦聯盟加速核災應變能力研發及宣導，喚起社區意識，不要輕忽
災難潛藏的危機。同時，面對美國瘦肉精牛肉入侵台灣、台灣隱匿雞隻高病原禽
流感，種種食物不安全的例子，讓主婦聯盟不得不站出來捍衛食物安全，反對開
放瘦肉精肉品，是我們免於恐懼。一波波議題，使大家快速成長，邀請新生代加
入行列，未來可以長出有力的翅膀，願意飛得更高更遠。
一年又過，感謝很多雙手，一起緊握，互相打氣的微笑，讓我們看到希望。
感謝很多人扶持，讓我們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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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名：2011 年業務工作報告
篇名：議題與行動
[台北總會]
2011 年，本會以「綠生活」、「非核家園」及「綠食育」等主題進行環境倡議行
動與環境教育課程。
1.

2.

3.

綠生活


一次用品減量：連續第 4 年推動一次用品減量計畫，以主題樂園為對象
設計宣導海報及進行訪查問卷調查，並至社區及學校進行宣導。



綠背包旅行趣：從一次用品減量及二手商品概念出發，推動綠背包旅行
理念，並與環保署及旅館業者合作綠行動傳唱計畫及綠背包徵件比賽。

非核家園


反核運動：與環保團體共同策劃並舉辦「我愛台灣，不要核災」
、
「微笑
向陽遠離核災」及「溫羅汀廢核街頭派對」3 場遊行。



政策游說：與立法委員共同關心核四預算審議及能源政策



環境教育：邀請學者專家舉辦「核能安全系列講座」
、舉辦「核災保命
教育種子講師培訓」工作坊，並至新北市學校進行校園防災教育宣導



國際交流：與日本綠色和平組織訪台代表渡邊美智子分享交流反核經
驗，及了解 311 核災後日本情況。

綠食育


蔬菜硝酸鹽減量行動：定期抽測市售葉菜硝酸鹽含量、製作宣導折頁、
召開檢驗結果記者會、舉辦種子講師培訓及社區與學校宣導講座。



蔬果農藥安全：定期抽測市售蔬果農藥殘留量、召開檢驗結果記者會及
社區及學校宣導講座



非基改運動：設立無基改農區、舉辦「基改食品離你有多近」記者會及
「基改科技與食品安全」論壇



種源保育：舉辦 5 梯次農民種源保育教育推廣講習班



親子飲食教育：持續第 4 年舉辦親子飲食體驗營活動，與台灣博物館合
辦 5 場米食體驗營及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5 場食在好玩親子營。

2

[台中分會]
針對生活相關之環保議題進行關注與發聲，定期拜會台中市環保局，瞭解政
策及事務推動情形。
1.

2.

3.

4.

飲食安全


辦理「塑化劑添加物食在不安全~食品添加物的迷思」座談會，邀請學
者與談，深入了解並防範生活中的塑毒。



辦理 2 場市府廣場發聲記者會，要求台中市政府重視校園食材安全。



拜會蔡炳坤副市長，促成立「台中市學校午餐健康促進委員會」，並推
薦本會執行委員張明純參與，持續監督及改善校園營養午餐之品質。



舉辦「圍爐變危爐 火鍋危機知多少」記者會，提升國人對肉品衛生、
蔬果農藥、蔬菜硝酸鹽、食品添加物、電磁波危害等問題之關注度。

推動中部河川願景


辦理 2 場「台中市河川願景交流平台會議」
，針對水質汙染、水利工程、
防洪整治等層面進行提問與意見交流，要求公部門加強資訊透明化，並
於決策時融入「以民為本、生態工法」概念。



會同中部 NGO 團體前往烏日進行「反大度攔河堰抗議行動」



協辦國立台灣大學水利工程試驗所「水環境監測營」活動

保護大肚山生態


揭露大肚山保護區開發華南路工程引發原生生態破壞與水患等問題



與中部 NGO 團體辦理「守護大肚山森林健行」、「金秋環境季」活動。

節能廢核


5.

6.

與中部 NGO 團體合辦「核災反省與祈福晚會」

校園環境教育


弘光科技大學「健康與環保」通識課程，共 6 堂課，276 人次。



大墩社區大學開設「綠色環保生活」課程，三學期共計 24 堂課。

社會環境教育


參與「環保生活低碳台中展」及「搖滾台中音樂節」活動並配合宣導。



舉辦 3 場「台中公園人文與生態導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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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名：2011 年報
篇名：專案成果報告
[台北總會]
1.

疼惜土地守護健康
2011 年勸募活動，共計舉辦 19 場勸募活動、16 場硝酸鹽解說培訓活動、90
場宣導講座、16 批次市售蔬菜硝酸鹽抽驗及 5 批次蔬果農藥殘留抽驗。

2.

2011 核災保命教育計畫





3.

參與 7 場反核記者會及 3 場反核遊行
辦理 7 場國內外專家講座、講師培訓活動及參與 5 場學校核電教育研習
拜訪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及新北市教育局商討校園防災計畫
量測大台北 150 個國人常出入之公共場所室溫，8 成以上冷氣過強。

100 年一次用品減量推動計畫
製作海報及 DM 發函全台 24 家主題樂園，並由本會志工前往訪查，了解一
次用餐具使用情形與減量作法，之後辦理 20 場社區及校園講座。

4.

拒絕基改，守護農業－推動台灣「無基改島」
辦理 10 場 GMO 講座，1 梯次「基改科技與食品安全論壇」
，號召 418 農戶，
共 724.51 公頃農地宣告為無基改農區，並榮獲第三屆學學獎公益行動首獎。

5.

保種護未來－2011 農民保種工作教育推展計畫
於台南、高雄、屏東、宜蘭、台東等地辦理五梯次農民種源保育教育活動，
培訓種子講師共 312 人，並建立農民保種網站平台。

6.

2011 合作社社員環境教育
共辦 24 場「綠活講座」、3 梯「飲食講師培訓」、5 梯「飲食體驗營」、3 梯
「小旅行」
、10 場「綠色設計坊」
、1 梯「地圖工作坊」及 6 梯「組織交流」。

7.

女力綠力－2011 女性綠色經濟論壇
以「生活與創業」及「土地與餐桌」為主題，參與人數共計 120 人。

8.

秀出我的綠背包徵件活動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25 日止，共徵得 153 件作品並選出 50 名獲獎者。

9.

甘特寓言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舉辦一場次甘特寓言種子教師培訓活動，總計 70 人，並成立綠繪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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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分會]
1.

2011 合作社社員環境教育
承辦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中分社系列課程，共計 25 場，612 人次。

2.



食在好玩工作坊：培訓社員成為親子飲食教育種子講師，持續於斗六地
區國小進行綠色飲食宣導課程。



雨水回收講座：促成部分站所落實設置雨水回收裝置



其他：塑膠回收講座、雨水回收講座、在地生態之旅

「女力．綠力」培力工作坊
藉由女性綠色工作者間的對話、分享，提供中部女性在環境議題中可著力發
揮的層面，進行多元思考。

3.

永續環境教育宣導－「樂活新視界」
進行 20 場次宣導講座，共計 1501 人次。

4.

蔬菜硝酸鹽講座
前往中部 20 所國中小進行宣講，共計 698 人次。

5.

台中市環保局「綠色行動～資源回收愛地球」環教宣導計畫
進行 6 場次，共計 419 人次。

6.

甘特寓言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辦理 2 場「聽故事．愛地球」活動，介紹相關環境概念，讓小朋友從輕
鬆聽故事，快樂動手玩中，學習愛護環境，保護地球。



辦理「甘特寓言故事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培訓女性以甘特寓言為教
材，在家庭中進行親職環境教育，或進入中小學校園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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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名：2011 年報
篇名：大事記
1月
 舉辦「健康安全的兔年」年終記者會
3月
 舉辦「舞動綠色森命力－再生衛生紙產業、政策與環境」座談會
 共同舉辦「我愛台灣，不要核災」遊行
 舉辦第二次「中部河川願景交流平台會議」(台中)
 會同中部環保團體拜會台中市政府環保局(台中)
4月
 共同舉辦「2011 年全國 NGOs 環境會議」
 舉辦「 2011 地球日-女性綠色經濟論壇」活動
 共同舉辦「微笑向陽遠離核災－向日葵廢核行動百萬花開」遊行
 共同舉辦「核災反省與祈福晚會」（台中）
 共同舉辦「反大度攔河堰：烏日抗議行動」(台中)
 共同舉辦 2011「愛地球守護大肚山森林健行活動」(台中)
5月
 參加 2011 台北自然生態保育週活動
 舉辦「女力．綠力」培力工作坊（台中）
 舉辦「台中市河川願景」記者會(台中)
6月
 參加「環教上路有我有你~環教法上路」活動
 舉辦「紀。錄～社區公民記者培訓工作坊」
 舉辦第三次「台中市河川願景交流平台會議」(台中)
 共同舉辦「塑化劑添加物食在不安全~食品添加物的迷思座談會」(台中)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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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公共空間 COOL 斃了」記者會
 共同舉辦「劉黎兒返台演講－你所不知道的福島核災真相」活動
 共同舉辦「有毒廢棄物污染記者會」(台中)
 共同拜會台中市政府環保局(台中)
8月
 出席行政院農委會召開蔬菜硝酸鹽含量相關研究計畫初步結果檢討會議
 共同舉辦水環境監測營(台中)
9月
 協辦第二屆台灣白海豚盃路跑賽擺攤宣導活動(台中)
10 月
 舉辦「秀出我的綠背包」頒獎典禮
 共同舉辦 2011「金秋環境季」活動(台中)
11 月
 共舉辦「溫羅汀廢核街頭派對」活動
 舉辦「校園毒午餐! 誰來把關？」記者會（台中）
 舉辦餐桌幸福講座「認識蔬菜隱形殺手~硝酸鹽」（台中）
 舉辦台中公園人文與生態導覽活動（台中）
 舉辦「有毒廢棄物防治污染交流會議」（台中）
12 月
 舉辦「基改科技與食品安全論壇」
 拒絕基改，守護農業計畫榮獲第三屆學學獎「綠色公益行動組」首獎
 舉辦「圍爐變危爐

火鍋危機知多少」記者會（台中）

 舉辦【飲食安全系列講座】蔬果農藥知多少？（台中）
 舉辦兩梯次「甘特寓言種子教師培訓」（台北、台中）
 舉辦綠繪本故事屋「聽故事，愛地球」活動（台中）
 共同舉辦「環境電影院：露天放映活動」（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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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名：2011 年報
篇名：財務報告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201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單位:元
項目

合計

比例

捐款收入

8,506,963

75.60%

專案收入

1,981,528

17.61%

活動收入

32,140

0.28%

其他收入

732,445

6.51%

經費總收入

11,253,076

100.00%

人事費用

3,212,731

40.55%

業務費

563,226

7.11%

行政費

693,931

8.76%

專案支出

1,713,290

21.62%

活動支出

1,739,759

21.96%

經費總支出

7,922,937

100.00%

本期餘絀

3,330,139

本期餘絀說明：
會務結餘：127,924
疼惜土地守護健康(專案結餘，預計 2012 年度執行完畢)：308,387
核災保命飲食無憂(募款，2011/9 啟用，預計 2012 年度執行完畢)：2,89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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