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膠袋的下半生〉 	
──每年 180 億個塑膠袋，被丟棄後，是怎麼進到焚化爐的？ 	

記者／黃逸薰	

	
民眾將廢棄塑膠袋扔進一般垃圾清潔車。攝影／黃逸薰	

	

	
  時間是清晨六點四十。一群志工趁天才剛亮，駛車前往五分埔成衣商圈，在

店家外的垃圾堆，將大量用於包裝衣物的棄置 PP 塑膠袋，一一集中進行回收。

這群志願者，是從三重、蘆洲等地動員來的慈濟環保志工。自 2012 年 4 月起，

開始進行跨市區的回收行動。	
  從永吉路的第一站出發，三重志工們沿著永吉路、松山路、松隆路及中坡北

路，以順時針方向，在五個定點回收塑膠袋。到了 後一站五分埔公園時，已經

接近晚上十點。此時，經過成衣商圈和熱鬧的傳統市場，已經收集到一大批堆得

像山的半透明白色塑膠袋。	

  日前，一篇報導指出：在台灣由於資源回收物價格來到低點，許多回收

物因此全進了焚化爐，在網路上引起大量轉載。許多民眾相當失望，表示：「平

常努力回收都是做假的」。	
  今年減塑政策擴大實施，手搖杯、麵包店禁止免費提供塑膠袋，然而，

台灣人一年卻要用掉 180 億個塑膠袋。塑膠袋作為理應進行回收的一般回收

物，被丟棄後，究竟是如何「走錯路」， 後落入和一般垃圾一樣被焚燒的命

運？	

	



  載到慈濟三重環保教育站，這些志工低頭將塑膠袋進行分類。將複合的部份

拆開，將不要的部份剪去，並將同種類的塑膠袋集中堆放。長時間、耐心的繁瑣

工作，他們卻不以為苦。或許是知道塑膠袋這種隨處可見的東西，即使是回收業

者或拾荒者，也不見得願意收。價格低廉的塑膠袋取得方便、生產量極為龐大。

在台灣，一年總共使用掉 180 億個塑膠袋，是歐盟的整整四倍。	

  這些志工，或許就是知道總要有人一肩扛起，每日重複地、執拗地將塑膠袋

整理、拆解、清洗，就是要讓看似永遠不可能消耗完的塑膠袋垃圾，「有地方去」。		

	
◎ 

  2017 年 5 月上旬，由兩個年輕人發起的「好日子 agooday」團隊，在群眾

募資網站將一款具備十來種顏色的環保食物袋上架。他們或許沒想到，募資專案

一上線，一天內便有超過千人贊助。一週集資飆破 800 萬台幣。在募資期限結

束時，以 2400 萬的驚人數目收尾。是原先預計達標金額的整整五倍。	
  到了 2017 年底，號稱可折疊、可替代手搖飲料杯的「嘖嘖杯」上線。雖後

續因與合作廠商發生爭議撤案。在募資期間，仍達到了 6000 萬這個前所未有的

數字。	
  這些行動，貌似標記著環保意識的抬頭。然而，並不是憑空便能獲得這樣的

成果。近年來，海洋廢棄物的議題開始引起廣泛關注。而海龜容易誤食的垃圾，

有高達九成是塑膠廢棄物。根據過去淨灘統計的資料，塑膠袋又居十多年來撿拾

海洋廢棄物的冠軍。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專案執行陳姿蓉，小名大毛。多年來追蹤海洋廢棄物的

成因，試圖找出對策。2007 年，大毛起先負責的工作，是澎湖縣政府委託辦理、

東嶼島的生態旅遊計畫。當時她便留意到，居民生活週遭不時充斥從各地而來的

海洋垃圾。之後一年接著一年，從珊瑚礁總體檢、台南七股護沙、到 2012 年的

海洋及海岸巡守計畫，她在各別計畫執行和找尋答案的過程，將一個又一個的點，

逐漸連成面。	

  破敗的海岸線和失控的海洋廢棄物， 終都拉回一個重要的成因：人為垃圾。

透過海洋廢棄物監測的統計數據，他們進一步根據總量進行用途分析。 後發現，

飲食相關的垃圾佔了總量的 74%。留著俐落短髮，爽朗的大女孩大毛收起笑容：

「我 後發現八成的廢棄物，都是從陸地來的。因此才從海邊，慢慢走回陸地。」	
  走回陸地，為的是追求更根本性的解決之道。2014 年起，她投入政策倡議

的工作，並且以廢棄物中佔絕大宗的塑膠袋和免洗餐具，為減量提倡的主力。她

清楚現代人的仰賴這些一次性垃圾的習性：在台灣，塑膠袋取得極為容易，壽命

卻千年不滅。	
  除了難以消滅，更為驚人的是，台灣人一年用掉的 180 億個塑膠袋，在現



行規範中，屬一般回收物。理應要進到回收體系進行再利用，實際上，卻總是「走

錯路」，直接進到焚化爐內。走錯路的塑膠袋有多少？記者根據一份環保署的報

告自行推估，一人平均一天製造 4.19 個購物用塑膠袋。加總起來，在台灣的你、

我，每一人一年平均將五公斤的塑膠袋丟棄。	
  五公斤有多重？大致是一個西瓜、100 顆雞蛋，或是便利商店中，兩罐特大

型瓶裝水的重量。你能想像，一年中你所使用的塑膠袋，加總起來是這等重量嗎？	
  而這一人一年五公斤的塑膠袋，卻不是被有效地回收，而是被直接丟入焚化

爐焚燒。這也就指向更深層的問題——追本溯源，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塑膠袋，

在我們隨手丟棄後究竟去了哪裡？又是怎麼被處理的？	

		
◎	
  根據目前環保署公告，塑膠袋屬於一般資源回收物。原則上流程多是民眾將

塑膠袋交給地方清潔隊。清潔隊員收集後，送去給回收廠。回收廠累積到一定數

量，交由合作業者進行後續的再利用工程。	

  塑膠袋也並非每種都可進行回收。目前可供回收的具有兩種特性：一是要求

乾淨、未沾有油污的塑膠袋才可回收。其次，不能是複合材質。如內裝含鋁成分

的餅乾袋，或密封食物的夾鏈袋，便無法回收。	

  現任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台灣知名的「垃圾政策專家」謝和霖指出，業者

在意的是塑膠袋經處理後的再生粒料料源，是否為同一材質。「塑膠袋實在太多

種了，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光學和力學性質。」若是同一種材質，業者處理的過

程阻力較低，製成的再生粒料等級也更高，令下游應用廠商更有意願收購。	
  然而，要將同一種材質的塑膠袋集中處理，在技術層次就碰到困難。謝和霖

坦言，目前大量的可回收塑膠袋送到再處理廠後，不像是瓶罐類早已發展出可透

過重量、紅外線偵測等，利用機器進行分選。目前塑膠袋仍需透過人工進行篩選：

剔除掉沾有髒污的、不完整的，或者是複合材質的，留下可用的單一材質。過程

繁瑣，又需耗費大量勞力。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台灣的「垃圾政策專家」謝和霖。攝影／黃逸薰	

		
  那麼，是否有相對應的解決之道？過去環團曾經試圖和公部門協調，直陳可

否能從生產端開始規範起。若有更詳盡的回收物分類，以及統一的標示，民眾只

要看廢棄物上的標示，就能將垃圾區分得更細，使後續處理過程更容易。「不只

是塑膠袋，所有的垃圾都一樣」。謝和霖笑了笑，「但是我們去陳情過後，公家機

關回應『有公告才需標示』，屬於《商品標示法》的範疇。而中央主管機關是經

濟部。於是我們和經濟部商業司反映，他們又回應，沒有相對應的規範去令業者

標示，同時，他們認為消費者根本不會在意。」	
  抱持著同樣的看法，現主管全國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業務的機關、環保署廢

棄物管理處第二科的技士盧秀卿，給了一個大大的苦笑。她坦白，作為行政主管

機關，目前遇到 大的困難，仍是在於普羅大眾。「即使這個東西被認定為回收

物，但是民眾可能不會主動去辨識塑膠袋的形態和種類。這些細碎的工作，對一

般民眾來說很難。大家都是在求一個方便。」，她說。舉例來說，一種可能的情

況是，今天有人吃完一個便當，整個包含廚餘、紙盒、塑膠袋包一包，直接丟到

垃圾桶，就不管了。「雖然有稽查人員這樣的設置，但是兩個稽查人員對上一百

多個民眾，要怎麼管？」	

	



	
民眾時常將垃圾不分類，任意包裹後丟棄。攝影／黃逸薰	

		
◎	
  除了標示不清，以及民眾貪圖方便外，塑膠袋進行回收成效不彰，還有一個

更根本的問題：追根究底，這是一項無利可圖的事業。	
  號稱「台灣回收界的重要靈魂人物」，也在公司旗下設立 zero	zero 城市環保

電、積極推動社區回收的大豐環保科技，就表示目前並不提供塑膠袋回收的服務。

為什麼不收塑膠袋？「因為量大，而且價格很低。」，不願具名的大豐科技專員

在電話中無奈陳述，「廢塑膠現在也很少收了，價格非常浮動而且偏低。對廠商

來說，去做新的就好了。再利用的技術也不好，所以政府才要推源頭減量嘛。」	
  廢棄物管理處的盧技士也直言：塑膠袋是一個有價物，價格受到原物料影響。

她説，「那當國際石油價格高的時候，業者可能就會尋找便宜的再生料。當原物

料價格低的時候，就會寧願去選擇使用全新的材料製造。」到了再利用的階段，

是受到市場波動影響。		
  塑膠袋回收價格波動，但是一向偏低。慈濟環保志工林少卿就曾經表示，即

便乾淨塑膠袋一斤能賣到十元以上，但有時耗費大量時間和人力整理了上千個稱

重變賣，卻賺不到兩百塊。甚至有業者就表明，就算蒐集了一大堆塑膠袋，賣出

的收益卻不及人力、運輸的成本。 後只好在網路上張貼：「只要能夠整車載走

就好了」。	
  這些無法有效變現的塑膠袋，就因此「滯銷」。而民眾又多貪圖方便，直接

將塑膠袋用過即丟。	



	

	
在台灣，走錯路的垃圾有多少？各縣市之間，一般垃圾中塑膠袋的人均重量（公

斤／年）。資料來源：根據環保署垃圾採樣推估，數據為 2014年之數值。資料

彙整／謝達文。	

		
  一年裡面，不知不覺被混到一般垃圾， 後走上被焚燒之路的塑膠袋究竟有

多少？根據一份環保署公佈的廢棄物採樣報告提供的數據，記者進行初步的綜合

推估，在 2015 年，光是購物用塑膠袋，一年內全國就有 113,686 公噸被混入一

般垃圾中焚燒，還不包含其他種類的塑膠袋。若以四兩的紅白塑膠袋（每個 3.27

公克）換算下來，我們每個人一天平均丟掉 4.19 個購物用塑膠袋。	
  塑膠袋輕如鴻毛，累積起來，一人一年將驚人的五公斤丟入一般垃圾中。這

些塑膠袋，不是進到應該去的回收體系，而是走上歧路——混進一般廢棄物，

終進入焚化爐內。	

		
◎	
  新北市環保局在去年發佈一份報告，對新北市進入焚化廠之廢棄物的組成進

行物理分析。新北市目前有新店、樹林及八里三座大型垃圾焚化廠，每年處理廢

棄物量達 90 萬公噸。這份報告中，便相當清楚地陳述：「焚化廠之可燃廢棄物分

析，以紙類及塑膠類為主，其中紙類與塑膠類雖屬於資源回收項目，除有不具回

收價值或難以區隔外，仍有待加強資源回收以減少進廠數量。」	
  進了焚化廠的廢棄物來源複雜，性質各異。但塑膠垃圾，可說是裡頭找麻煩

的老大。	
  現於大葉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擔任教授的吳照雄，曾在政府機關任職，也是廢

棄物熱處理技術以及資源回收專家。他提到，目前的資源回收政策，將垃圾分成

十一大類，其中七大類屬不可燃、四大類屬可燃。不可燃通常在回收體系已經分

類完善，而可燃垃圾包含塑膠、皮革、紙類、落葉等等共有七大類。這些可燃垃

圾，一但沒有落實回收，進到焚化爐，就會使熱值提高。	



  在正常情況下，焚化爐的熱值設置是 1500 卡。然而一旦焚燒較多塑膠，整

體熱質會提高至每公斤 2000 至 3000 卡，不僅會減少焚化爐能，也會降低整體

垃圾處理量——這意味著，越多塑膠不小心進到焚化爐，就令整體焚化爐處理垃

圾的效率越差。	
  而新北市環保局的工作報告結果也提到：塑膠使用上並無明顯減少，垃圾費

隨袋徵收後，民眾卻仍將原使用之塑膠袋放入專用袋內，普遍造成「袋中袋」之

情形。	
  焚燒過程，混入塑膠除了讓垃圾處理量減少，吳照雄解釋，燃燒塑膠的過程

中前段也會產生鹵素，造成熱腐蝕。	
  焚化爐燃燒廢棄物後，會固定產生 15%的焚化爐底渣。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副教授，同時是台南社大環境小組召集人的黃煥彰憤慨地說，「之前去再

處理廠看過，其實很多電池、塑膠（碎片）、各種金屬製品都在底渣裡面。很可

怕。」	
  目前台灣對於焚化爐燃燒的副產品，也就是焚化爐底渣的規範仍有許多漏洞。

常有不肖業者將含有重金屬的底渣隨意傾倒在養殖魚塭、農田等地。底渣中含有

的電池、金屬製品等仍有一定重量。但未燃燒完全的塑膠碎片重量輕，黃煥彰説，

「可能風揚起了，塑膠碎片就飛到養殖魚塭裡去。 後給我們吃下肚。」	

	

	
台南市安南區魚塭旁任意堆置、含有大量重金屬和戴奧辛成份的焚化爐底渣。圖

中中心處白色碎片，即為未燃燒完全的塑膠碎片。攝影／黃逸薰	

		



◎	
  若是回到根本的源頭，是否能找到方法有效控制每年製造塑膠袋的數量，從

生產端控管？曾經實地走訪、針對製造廠商進行研究的謝和霖坦言：「很困難」。	
  由於臺灣過去家庭即工廠的政策主導，目前許多製造塑膠袋的業者，是過去

所謂的「地下工廠」。由於塑膠袋生產的技術門檻低，謝和霖接著說：「常常是這

樣，買一台機器幾百萬，放在家裡，二十四小時就開始不間斷做塑膠袋了。」這

些地下工廠目前究竟有多少家，政府沒有把握，也難以清查。	
  一旦對塑膠袋製造廠商收取費用，恐怕會造成劣幣逐良幣。有登記且符合製

造規範的合法廠商被課費，反映在成本上，必然要漲價。屆時，反而無法和這些

在暗處的地下工廠競爭， 終被逐出市場。	
  環保署中掌握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的技士盧秀卿提到：台灣是塑膠大國，如

果要進行課費，會面臨到的困難是收到的錢和行政成本可以差到將近十倍。不可

能透過這樣的行政人力去進行徵收，也不太可能轉嫁到製造業。	
  針對生產端進行課費不可行，是否有其他解方？曾在公部門服務的謝和霖反

覆強調，「政府一定要掌握適當的財務工具。」那麼減少塑膠袋的產量這筆帳，

要對誰收取費用？他笑了笑，提出一個大膽的構想：向販售業者課費。「販售業

者就在那邊，好好的不會跑掉。若是對販售業者收取費用，自然會和廠商反映，

終引導販售店家改變原先所習以為常提供的服務。」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專員、身兼《海洋廢棄物治理平台》的成員大毛也提到，

過去環資中心在 2016 年曾經做過民調，調查民眾一個塑膠提袋收費多少，會認

真考慮不要拿？結果是有 36%的民眾選擇 5 元，36%的民眾選擇 10 元或超過十

元。距離目前收取的 1 元，仍有相當大的落差。	
  歸根究底，課費只是其中一個抑制使用的手段。台灣一年所使用的 180 億

個塑膠袋，該怎麼辦？無論是政府機關、環境團體、學者、致力於回收廢棄物，

或撿拾海洋廢棄物的志工，異同同聲，指向問題的核心：垃圾減量。 終，仍是

回到製造的垃圾的源頭——消費者身上。	

		
◎	
  位於日本四國德島縣中部的上勝町，是國際上 知名的案例之一。這個人口

只有 1700 的小鄉村，過去擁有多個中小型垃圾焚化廠。九零年代，戴奧辛排放

名列前茅的日本政府下定決心帶頭，要減少空氣污染。自 2003 年起，上勝町成

為第一個加入了零廢棄計畫（zero	waste）的小鎮。此後，他們將回收垃圾分成

34 種，目前回收率高達八成。	
  村內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老人，即使一開始不習慣，之後卻倒吃甘蔗。將環

境顧好，令高齡人口得以安居以外，如今，他們是日本國內餐飲裝飾用葉子 大



的輸出地，佔有七成。	
  台灣能怎麼做？「垃圾專家」謝和霖指出，端看我們有多認真看待生活中這

些一次性廢棄物。他說：「塑膠袋被發明到現在的歷史真的很短，但是如今我們

都視為理所當然。也忘了塑膠袋其實並不是民生必需品。」他也提到，過去的人

上菜市場買菜，物品用姑婆芋的葉子或芭蕉葉包裹，肉類以麻繩綑綁。	

  過去，台灣是塑化王國。兩個號稱可替代傳統一次性廢棄物的商品上線，便

達到過去難以企及的銷售業績。在外帶和小吃文化盛行的台灣生活，確實越來越

多人開始重視環境。	

  成立即將滿三年的 facebook 社團「不塑之客」，在社團簡介中，明快地寫著：

「加入這個社團，就是宣示：『我從此不用塑膠袋！』歡迎大家在這裡分享取代

塑膠袋的方法，一起為這個世界停止使用塑膠努力！」至今社團有 12 萬人，以

每天發佈上百則貼文的頻率，分享在日常生活中的減塑行動。在貼文底下，更有

不乏專門術語的積極討論，為的就是在生活中杜絕塑膠袋和塑化用品，在生活中

實踐低污染及零廢棄；海湧工作室的副執行長、海洋生態暨保育研究室研究員郭

芙，也是在一次又一次撿拾大量擱置在海岸邊的塑膠廢棄物中，進而發覺問題的

根源終究是垃圾減量。	
  「不塑之客」社團中，每天都有上百人活躍於發佈自己如何達成減塑生活。

塑膠袋使用方便，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卻難以從手上這個即將被丟棄的袋子想

像。	
  減塑生活還能怎麼做？謝和霖露出理想主義者的笑容，説：「台灣有兩千三

百萬雙手，每個人使用一次性廢棄物之前多想一點，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年下來，

就能減少多少垃圾？」	
  一個塑膠袋，帶出一整個系統的問題。從明白現狀開始，才醞釀成即刻改變

的可能。將個人生活中的每個選擇，連結到更大的歷史和群體，為現在和未來、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個居住者多想一點，或許才是一切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