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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時代下的青年行動

人類約在 年前，創造出前所未見的物質：

塑膠 二次大戰後石化業蓬勃發展，

大量生產與價格低廉的塑膠製品從此取代天然物

品 塑膠與生活越來越緊密：舉凡日常用品 食

品保鮮 醫療與研究 工業製造 太空發展等都

有塑膠的足跡 在快速 便利的特色背後，無法

被生物 解意味著它被使用過後就變成了 萬年

垃圾 如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促進工商業發

展的塑膠同時化身為新一代的生態環境殺手

塑膠汙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環境議題之一，

它影響的層面不只在陸地上，就連遠在人類無法

抵達的深海中，也 發現塑膠垃圾 大量的塑膠

產品使用過後，除了回收 焚燒 掩埋外，剩下

的就逃到環境中 平常隨手丟棄的塑膠袋或吸

管，可能會進入下水道 經由河川，最後進入海

洋，海洋成為最大的儲 場 在全球 用過即丟

風潮的背後，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與定義海洋 塑

膠與人類的關係 荒野理事長賴榮孝表示：

世紀是翻轉的世紀，從個人 企業 政府都應翻

轉心態，跨越領域參與生態保護 現代青年們更

須學習思考，期 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海洋生態

環境

文／吳純綺 荒野保護協會海洋專員 、圖／荒野保護協會

自 8年世界地球日起，荒野開始籌辦淨

灘行動及進行海洋廢棄物監測，六年來的數據

析顯示：塑膠垃圾比例超過海灘廢棄物數量的八

成，而海灘垃圾並未因淨灘行動而逐年減少，因

為淨灘不是終點，只有從 源頭減量 才是最根

本的解決之道 海洋減塑青年行動 是

台灣第一個以海洋塑膠污染為主題的青年論壇，

不只邀請國內外海洋行動者 享交流自身經驗，

也號召青年學子運用創意來發想 減塑行動

年 8月 日至 日，荒野與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 阿拉善 基金會，於海生館展開為

期三天的青年論壇，在恆春半島直接向民眾推廣

減塑生活

第一天首先邀請來自紐約的華裔藝術家 	

	 享在橫越太平洋航行後的心得： 海

洋需要全人類的關注，當我們撈起一湯匙的海水

便可發現百萬個微小浮游生物，目前人類對 家

的概念僅止於陸地，期 能將愛的力量擴大到海

洋 她引用了塞內加爾環保人士 	

的名言： 最終，我們還是保留我們所愛的，愛

我們所懂得，以及 經被教導過的那些 鼓

大家認識目前大海與人類所面臨到的塑膠危機

台灣第一位響應國際淨

灘日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

會董事張泰迪， 享十四

年來所見到的台灣塑膠問

題： 根 據 統 計， 台 灣 一

年 使 用 , , ,

一百六十億 個塑膠袋，

, , 十 五 億

個 飲 料 杯 , ,

四十五億 個寶特瓶，這些

數 讓所有人驚覺：塑膠在生活中出現的頻率超

乎想像 他從三方面提出解決的方法： 個人：

從生活中減少塑膠足跡； 政府：制定相關政

策與規範 例：規範 商品不使用保麗龍包裝

材 ； 企業：使用可循環的產製流程 y 	

其實台灣塑膠垃圾不只影響自 的海岸線

景觀，更會飄洋過海遷移到其他國家 日本鹿兒

島大學教授 	 析海邊撿拾到的

打火機，並研究這些打火機從各地流出的比率

他在夏威夷 中途島的旅程中發現，許多打火機

來自東亞，而部 寶特瓶則來自台灣 大量的塑

膠垃圾嚴重地影響信天翁生態，高比例誤食塑膠

而亡的信天翁是人類破壞生態環境最活生生的例

子

或許有人會問： 那我們不如就改用可 解

的塑膠？ 如 ， 有技術人員宣稱發明出可

解的塑膠，經過長時間會逐漸 解消失 但， 看

不見不代表它不 在 ，荒野海洋專員胡 申，

享他參與韓國海洋廢棄物研討會後的心得： 塑

膠經過光照或物理作用後會裂解成無數的微粒，

因肉眼看不見就像是被 解 但它的本質仍然是

塑膠，這些細小微粒散逸在海水中，被浮游生物

吸食後卻無法被消化，只會經過食物鏈最後回到

人類的腸胃裡 這些穩定性高 堅韌又不易被

腐蝕的塑膠，或許會讓未來的考古學家對我們現

在的年代定義為： 塑膠時代

你知道，用來抹在臉上的磨砂膏，可能

是塑膠嗎？ 來自香港非營利組織無塑海洋的

y	 指出，日常生活中不只是塑膠袋或

是飲料杯這種常見的大型產品，細小如磨砂膏

的顆粒也都是塑膠產品，但是沒有任何廠商能夠

保證這些塑膠微粒 不會對環境造

成影響 目前，科學家 經知道塑膠微粒能夠

細小到進入人體的神經系統，雖然尚無研究顯

示這對人體會造成什麼傷害，但從塑膠的另一

個特性 吸收與釋放相容物質 來看，我們不

能輕視它的親密好友──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 	 	 ， 簡 稱

所帶來的影響，惡名昭彰的塑化

劑便是 的一員 而塑膠顆粒如一塊

海綿，不斷吸收環境中的 ，一旦進

入生物體內，會因為濃度差異關係而釋放

出來

經過一堂堂震撼教育課程後，每個人

都對塑膠污染有深刻的認識，不禁去想：

身為消費者的我們，該如何去改變現況

呢？ 香港環境藝術家 	 致力於

 鎚頭鯊組在後灣海灘設立攤位，讓遊客了解塑膠袋的危害

 水母組拍攝創意短片，邀請大家一起

對塑膠袋說不

 獅子魚組練習如何向民眾宣導垃圾對寄居蟹的影響



Vol.269

6

Vol.269

7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海膽組向恆春當地店家宣導減量塑膠袋，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小丑魚組透過解說，喊出 我願意支持減塑行動 、 我願
意減少塑膠使用量 拍成短片上網傳播

 海龜組與民眾直接溝通，致力於宣導塑膠吸管的替代方案

 海豚組邀請民眾挑戰整天只用一個塑膠袋活動

 活動結束後，正是實踐減塑生活的開始

提昇公眾的環境意識，她運用海洋廢棄物創作出

美麗的藝術品，她說： 垃圾經過創作後，並沒

改變它的本質，但是大眾對它的感受卻截然不同

了 我期望透過漂亮的裝置藝術，讓人們重新檢

視垃圾的意義，更珍惜使用身邊的東西，減少製

造塑膠垃圾 來自美國的無塑生活發起者 	

y 就回應如何從生活中做環保： 使用塑膠的

代品； 自 動手做； 購賣在地生產的食物

少用塑膠容器與一次性餐具，增加使用環保袋

環保餐具與容器的頻率，改變我們的 用過即丟

習慣

運用消費者的力量，也能影響政府與企

業 台南社區大學環境小組晁瑞光 享自身遊

說政府的經驗，他在台南建立起海灘廢棄物監

測，長期與政府溝通，使台南 政府 8年開

始思考禁用保麗龍的可行性 年起，一次

用外帶飲料杯源頭減量即回收獎 金實施方法更

是政府跨出減量塑膠的起步 除此之外，來自智

利北方天主教大學的海洋生物教授 	 舉

延伸閱讀：cleanoceanyouthmovement.blogspot.tw 活動詳細記錄與學員回饋

出成功案例，在他與研究團隊公 長期的海洋廢

棄物資料之後，發現智利沙灘上的垃圾大部 都

是來自遊客，於是智利政府開始立法，針對海岸

丟棄垃圾行為實施罰款，設法讓沙灘保持乾淨！

享課程結束後，對海洋塑膠污染不再陌生

的 位青年學子，利用不到一天的討論時間，

成七組擬定出具體的減塑行動 他們鼓起勇氣

走上恆春鎮 墾丁大街與後灣沙灘，將海洋污染

問題透過創意發想的方式呈現：與上百位國內外

遊客聯署 拒絕塑膠超量使用 協議；向當地飲

料店 刨冰店 雜貨店 商家宣導塑膠減量觀念，

並張貼 不主動提供塑膠袋 手繪海報

海膽組宣導減用塑膠袋，在行動時被宣導

的攤位反過頭來檢視團員是否使用塑膠袋 他們

發現一般人在攤販問說 要不要塑膠袋 ，會無

意識習慣性地說 好啊！ 另外，小組休息吃

冰時，不自覺地拿了店家提供的塑膠湯匙 對一

般人來說，要避免塑膠使用的確是要克服 慣性

行為 ！環保餐具雖 於台灣推廣多年，但青年

實際詢問調查發現，多數民眾依然沒有使用的

習慣，青年也呼籲民眾拒絕使用 一

次性消耗品 海豚組行動中，發現

小飾品服飾的店家較願意支持減用塑

膠 另外許多人因不了解垃圾與海洋

生物的關連性，因此無意識地大量使

用塑膠製品 他們表示一開始行動時

會害羞卻步，但保持行動熱忱及展露

親 ，最終能融化大家 相信持續行

動會產生改變，願意減用塑膠袋的廠

商會像雪球般越滾越大

獅子魚組實際訪查民眾三個問題： 你 經

在海灘丟過垃圾嗎？ 知道垃圾會影響寄居蟹的

生態嗎？ 你願意參與淨灘活動嗎？問卷 析

發現：九成民眾都願意參與淨灘活動！透過模

仿寄居蟹跳了一段 塑膠舞 與陌生人共

舞，用創意方式讓大眾了解海洋問題 水母組

透過創意的發想，發揮攝影專長，製作 鐘

創意短片，將 塑膠減量，地球發亮 觀念透

過網路媒體 享給朋友，不到一天的時間 影

響上百位民眾，引起後續的回應與討論 設計

對白中，鯊魚說： 如果你亂丟垃圾，我就要代

寄居蟹來懲罰你！ 垃圾說： 不要丟下我！

鎚頭鯊組在沙灘上設立創意攤位，主動出

擊訪問民眾發現：自備餐具的家庭相當少 而海

龜組向遊客宣導少用塑膠吸管的概念，提供竹吸

管 鋼吸管 玻璃吸管讓遊客知道有這些 代性

選擇 最後，他們沿路撿拾吸管，重新編織成手

環，讓廢物重生 小丑魚組上街頭詢問民眾 你

一天用了多少塑膠袋？ 透過解說塑膠袋對海洋

的影響，再詢問 你覺得該如何才能減少塑膠袋

使用呢？ 最終邀請民眾說 我願意支持減塑行

動 我願意減少塑膠使用量 ，並拍成短片

上網傳播

在走入人群實際行動過後，原卻步害羞的

青年們不僅克服對陌生人宣導的不自在，更實踐

行動，帶來改變 的力量，具體行動的展現遠

比口說大道理更能打動人心！儘管有少數人會潑

冷水表示做不到或是自 渺小的力量不能造成影

響，但有更多的人在經過宣導後，表示支持與贊

同願意響應減量塑膠的行動 荒野透過

海洋減塑青年行動 ，激起的不只是 位青年

學子對保護環境的熱忱，也期待散播出這些一顆

顆希望的種子，讓 減塑觀念 未來在各地的生

活 校園 社區與政府遍地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