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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籍由個人垃圾記錄及心得報告，檢驗新生代關於垃圾問題的觀念

與行為，附帶討論消費文化與垃圾生產的關係。試驗對象為靜宜大學 68人，於

1993年 10月～12月間施行。結果顯示，由於學生係外食族，產出的垃圾以餐

具（保利龍盤、碗、餐盒、竹筷等）為最多；分析其消費及垃圾生產的心態，

大致可分為三型，即：積極型，約佔 21﹪，特徵為具備行動力的環境關懷者；

中間型，數量最多，達 57﹪，其可意識到環境間題，但行動力較低；消極型，

亦約 21﹪，對環境問題認識極低，屬不知不覺型。 

據此可知新生代的環保意識仍甚低落，反映國人環保行動的落實遙遙無期；

此外，一些數據及討論亦在文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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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處於今日所謂「科技發達」的年代，人類的生活遠比過去方便，

「方便」使人不懂得珍惜，「方便」以致於形成大量的浪費。過度的浪

費造成今天垃圾激增的問題，形成人類每天疲於應付的怪獸，且無法自

拔。 

為實際了解一個人一天所產生的垃圾數量、種類，台灣生態研究中

心特地對靜宜大學的 68 名學生（代表新生代）實施測試，根據測試結

果，統計、分析如後，從而提出垃圾減量的建議及現代人的劣質消費文

化之探討。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測試對象： 

以靜宜一班 68 名學生為對象，回收 56 份有效報告，回收率佔

82%。 

測試內容： 

參與者採自我登錄，連續三天自每天醒來以至夜間入睡，所產生的

任何垃圾分類計量之；後三天則在使用任何物品時，加上一項「思

考」，能否降低或免除製造該項垃圾，第七天則作檢，撰寫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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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每份報告記錄的垃圾加以分類統計，製成表格並以心得報告分析

參與者的類型。 

三、結果與討論 

(一) 垃圾種類與數量統計 

根據有效報告 56 份，推佔靜宜大學學生日常生活垃圾製造種類及數

量，如表 1。 

表 1 靜宜大學學生日常生活產生之垃圾種類與數量 

（未採行垃圾減量，統計 3～6 天之平均值） 

垃圾類別用量 

每人每

天平均

用量 

每年每

人用量 

全校學生

一日平均

用量 

全校學生

一年用量 

(估計值) 

備考 

紙張(文化用紙)(張) 6.27 2,300 61,000 2,230 萬 

靜宜大學日、夜

間部學生總數以

9,714 人計算。

紙張類別繁多，

以張概括 

塑膠杯、盤、湯匙 

(個) 
1.12 410 11,000 410 萬  

竹筷 (雙) 1.43 550 14,000 520 萬 包含外裝塑膠套 

保利龍 (個) 1.19 450 12,000 440 萬 
包括保利龍碗、

盤、餐盒 

各類塑膠袋 (個) 2.09 800 21,000 800 萬 

每天取用新的塑

膠袋(非重覆使

用) 

衛生(個人)用紙 

(張) 
21.04 8,000 211,000 300 萬 

每包以 300 張計

算 

水 (公升) 133.01 50,000 130 萬 
50 萬噸(5

億公升) 

實際用水量應比

此數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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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垃圾減量建議 

依據學生報告，整理試驗中可減量的垃圾。 

經由試驗后，可以減量的垃圾及方法，大致有四大類：（依據生活

行為劃分者） 

1. 外食所產生的塑膠碗、杯、湯匙、竹筷、保利龍、塑膠袋等等；

減量方法：(1).自備餐具；(2).恢復可沖洗反覆使用餐具。 

2. 購物所產生的垃圾，如保利龍、塑膠袋、保鮮膜等包裝物質；減

量方法：(1).自備購物袋；(2).塑膠袋可重覆使用 拒買過度包裝

產品。 

3. 生活中因清潔、衛生所產生的衛生紙類及水的使用；減量方法：

(1).購買 2：3、1：2 比例的衛生紙或減量使用；(2).使用手帕、

抹布等可反覆使用的物品；(3).水用量的減半並不會影響生活。 

4. 文具用紙、用品等使用；減量方法：(1).影印多採雙面；(2).廢紙

利用；(3).拒收廣告 DM；(4).拒買多垃圾量文具；(5).鼓吹 4R 產

品。 

然而，有些垃圾難以歸類或計量，討論如下。 

1. 攜帶式、非攜帶式隱形眼鏡藥水容器（塑膠）：隱形眼鏡非必需

品，其所需藥水容器無重覆使用，更甚者有「攜帶型」的藥水，

更增垃圾量。 

2. 醫療器材：一人一套可丟棄的醫療器具，善后的理處，不得當則

會造成重大的污染。 

3. 化學成分洗滌用品：大部分會導致河川污染、湖泊優氧化等問

題。 

4. 修正液。 

5. 電器消耗材，例如耳機等。 

(三) 學生的環保態度類型分析 

本調查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瞭解學生的環保態度，用以評估十多年

環保文宣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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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自我檢測有效報告 56 份分析，靜宜大學學生的環保態度可分為

三大類，即：積極型（12 人，約佔 21 %）、中間型或一般型（32 人，約

佔 57 %）、消極型不為所動型（12 人，約佔 21 %）。 

1. 積極型：對於環保問題感受強烈，是身體力行環保行動的積極分

子。 

2. 中間型（一般型）：對於環保問題的感受程度較低，但在本試驗

中猛然察覺自己也是「污染源」，然而自我約束力偏低，試驗結

束後，有回復原來生活型態的傾向。 

3. 消極型（不為所動型）：自認所產生的垃圾皆是「必需品」、

「無可避免」，甚至認為人類科技發達，一定有辦法處理龐大的

垃圾量，一切都交由科學家去處理即可。 

由此項分析結果得知，對於日常生活環保積極實踐者佔 21 %，不積

極者甚至認知錯誤者竟高達 78 %，可見國內的環保教育，仍有一大段漫

長的路要走，環保意識亦有待喚醒。 

(四) 垃圾問題與消費行為之探討 

此次之測試結果反映現代生活對環保的實踐態度仍然甚為低落，究

竟此一垃圾問題與消費行為有無相關呢？在此略加探討。 

陳玉峰（1992），研究都市化過程中，影響垃圾大量增長的因素，

除了人口增加的必然滋長外，消費方式的改變則是平均每人產生垃圾量

提高的主因。因此本研究認為助長垃圾量的消費方式、行為或趨勢，大

致有下列各項： 

1. 過度包裝與外表化傾向，這傾向的極致殆可以日本的食品包裝為

代表。 

2. 方便或不負責原則。這正是現代劣質消費文化的最大特徵，或 

可謂之「中心德目」，也就是用過即丟，自生產者到消費者皆

然。 

3. 商業、服務業、白領階級、學生族等人口比例之增加，也就是三

級產業結構的人口比例增加，則垃圾量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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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衛生與外在經濟因素。除了石化業產品的污染性本質之外，因應

所謂衛生等個人生理免污染，卻造成環境大污染；同時，餐飲業

最經濟的餐具即保利龍（免洗類），因而產生外在（表）的經

濟，卻教環境付出龐大的內在不經濟現象。 

5. 觀念及科技無止境發展的神話作祟。由這次的調查即可發現，仍

有 20 %以上的人認定科技至上、人定勝天，對環境問題的認 

知相當貧乏；再則，消費者行為有若「搶食」模式，抱持著「先

用先贏」的態度，造成資源浪費與垃圾量之激增，這方面可能是

過往貧窮文化的遺毒。 

在長久而強烈的破壞之后，卻布驥謀得簡單而迅速的解決─舉手之勞

作環保─方便而快速的環保，註定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消費心態不變，

如何談環保。 

由於本測試在實施前，並無對垃圾種類實行規格化及計量規定，導

致每份報告的數據，難以有效化約，故而數據僅供參考，但其消費及垃

圾生產的心態卻是明顯而有意義的反映。 

四、結論 

1. 由於學生大部分為外食族，故產生的垃圾種類亦此為大宗。平均每

人每天用保利龍 1.19 個、塑膠袋 2.09 個、竹筷 1.43 雙、塑膠杯、

盤、湯匙 1.12 個，其他尚有紙張（文化用紙）6.27 張、衛生用紙

21.04 張、水 133.01 公升。 

2. 針對學生的垃圾產量作出減量的建議，以期使垃圾產生數量減至最

低，並減少不必要之浪費，此項結果可作學生之環保宣導參考。 

3. 依學生的環保態度分為三大類型：(1).積極型：對環保問題感受強

烈，積極實踐環保者；(2).中間型：對環保問題感受較低，實踐能力

較低者；(3).消極型：對環保問題認知錯誤，認為科學家方為解決環

保問題之「專家」。大致為常態分布模式。 

4. 探討垃圾問題與消費行為之間的關係，認為由於人口快速增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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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過度包裝、劣質消費文化、產業結構變化、衛生與外在經濟因

素、科技至上的神話等等因素，皆是造成今日垃圾問題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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