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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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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2008的報告



畜牧業碳排量
佔全球

18%



Ｑ2 生產1公斤的牛肉
需要幾公升的水？

請回答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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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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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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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608



每種食物的生產多少都會耗費到水資源，
以生產一公斤的牛肉為例，
從飼料穀類與牧草的種植、牛隻養育、宰殺到烹調，耗費的
水量就超過 15, 000 公升的水。

15,145 790 237 3,266 1,608

香蕉 萵苣牛肉 麵包雞蛋



Ｑ3 全世界吃素人口比例
最高的是哪個國家？

1 臺灣 2 英國 3 印度 4 荷蘭 5 德國

請回答



Ｑ3 全世界吃素人口比例
最高的是哪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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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38%12% 9%17%



圖片選自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0224

印度吃素比例
佔總人口

38%



from https://www.suiis.com/news/article/1394



from https://www.neptune-it.com/wisdom-vegetarianism/39



Ｑ4 下列哪位名人是蔬食者？

1 王菲
2 瓦昆
菲尼克斯

3 劉德華
4 李奧
那多

5 娜塔麗
波曼

6 張學友 7 王力宏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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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是





(1) 為什麼要吃素？

(2) 為什麼要鼓勵大家吃素?

(3) 可以怎麼推動？



(1) 為什麼要吃素？

請回答



1. 英國很多人吃素

2. 吃素很環保

3. 吃素很健康

4. 不傷害動物減少動物被集體屠殺

5. 愛護生命也等於保護了自己的生命

(1) 為什麼要吃素？



(2) 為什麼要鼓勵大家吃素 ?
老師的期許

現在的科學家也已經在明確的提出，因為肉食的習慣，會給人類帶來太多

的災難，森林消失、地球暖化、海水上漲、土地淹沒、病毒變異、極端氣

候，還有蟲害盛行、大火肆虐、所有這些大型的災難絕對會影響我們人類

的生存，這都是和人類殺生的業緊緊相連，甚至可以說在解決這個迫在眉

睫的世界型的災難裡面，斷絕肉食已經成為大家所公認的積極方案。

人類必須開始行動開始，開始改變自己，開始保護其他弱小的生命，乃至

他們的生存空間，戒掉吃肉的習慣。



(3) 可以怎麼推動？

先看看福青(特蔬任務)大專青年的回饋及

他們分享的蔬食照















一群人一起努力，對肉食的

斷捨離，也沒有那麼困難吧。

常常還會有意外收穫喔！



我們研討班也來做個約定吧 !



福智大願行蔬食A計畫

• 推動研討班蔬食共業計劃

• 響應「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齋戒祈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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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的蔬食推動計畫
—對班幹部的理念教育

◆老師開示補課：

3/14「慈心理念、素食行動」

◆各區自行運作，兩週內完成

◆已規劃兩次課程：

3/21 & 4/25的分區班長班上課

◆慈心講師 & 慈心理念團隊帶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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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_蔬食「心」視界（一）：

飲食與健康 & 飲食與生命

◆下週起，本課程於研討班宣導

◆提供班幹部教案帶動

◆4/25_蔬食「心」視界（二）：

飲食與環境 & 共業網

◆課程強調共業網，及下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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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的蔬食推動計畫
—對班幹部的理念教育



◆蔬食「心」視界（一）：飲食與健康

◆提供班幹部3/21課程教材

◆講師上課影片、引用影片及連結，和帶動課程的教案等。

◆三份教案：

◆1.完整版、2.精簡版、3.初階版(建議一輪班帶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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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的蔬食推動計畫—對學員的蔬食教育



◆蔬食「心」視界（一），課程所引述之影片提供：

◆茹素的力量 The Game Changer (引用兩小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67wHAxb8

◆艾娃的故事：蛋雞的一生 | Ava's Story: My Life as an Egg-Laying H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J8wJVX-I4

◆快樂牛：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46647971033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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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的蔬食推動計畫—對學員的蔬食教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67wHAxb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J8wJVX-I4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46647971033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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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的蔬食推動計畫
—行動方案(一)：研討班班級蔬食A計畫

◆結合「福智大願行 +蔬食A計畫」
◆主推：研討班策發學員共同發願

◆提供表單，發願統計

◆可以加入特殊任務

◆提醒同學每週回報

◆特蔬任務FB

◆網頁設計：
◆提供素食資訊

◆回報數據形象化



蔬食A計畫與特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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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發願：研討班上課一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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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今年)
國曆4月中旬~
農曆3月底起

~國曆2021.2.11
至農曆的除夕

護生、環保
愛地球

1.每年一天茹素
(我生日/地球日…)

1天*3餐 3餐 (換算減碳量)

2.每月初一、十五 2天*3餐*9月 54餐

3.研討班上課一日素 1天*3餐*42週 約計 126餐

4.每天早齋 1餐* 300天 約計 300餐

5.終身素食 3餐*300天(今年) 約計 900餐

6.其他天數 3餐 * O天 - -

※雖然以愛護生命的立場能純素最好，
但是為了方便大家契入，
蛋奶素(無肉) 就可以計算喔。



發願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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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員個別於
福智佛教基金會
LINE企業帳號
線上填寫



•在班級群組中分享好吃的蔬食成果照片

•分享自己DIY的作法及成果

•在班級群組中分享素食心得

•分享自己影響家人朋友同事吃素的經過及心得

•每週一定要回報班長 : 本週共吃了幾餐素食

•班長累計本班素食餐數成果公告於群組(可以指定一位學
員承擔小助理做這件事

※雖然以愛護生命的立場能純素最好，但是為了方便大家
契入，蛋奶素(無肉)就可以計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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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成果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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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的蔬食推動計畫
—行動方案(二)：號召更多人一起蔬食

◆疫情期間各自影響周圍的人

◆鼓勵有在用fb的人，加入特蔬任務fb社群或粉專

◆疫情過後，搭配慈心文教舉辦蔬食推廣活動

◆網頁設計更大眾化：

◆號召社會大眾共襄盛舉

◆介紹好吃的蔬食餐廳

◆結合慈心文教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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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智的蔬食推動計畫
—行動方案時程

◆ 3/21、4/25班長班：素食理念課程

◆ 4/13起，班長於研討班帶動素食理念宣導

◆ 4/13~30止，學員各自線上填寫發願，於蔬食A計畫表單

（請加入福智佛教基金會LINE@ 連署發願）

◆宣導後隔週起，班長可以開始每週線上回報：餐數

(結合「作業」的同一表單上回報）



福智大願行
蔬食A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