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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跨域漂移等特性，相關的區域性國際組織

也提出具體的工作計畫與目標，如東北大西洋各

國組成的 A 委員會所提出 海洋廢棄物區

域行動方案 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 下的 良

好環境狀態 年聯合國更將海洋廢棄物

編入 年永續發展議程 	A 	 	

	 內，關於生產 消費

與海洋永續發展的條目之中，並由 U 下的全

球海洋垃圾夥伴協議 G 發佈調查報告與

政策指引

二 臺灣的海洋廢棄物 現況 析與相關研究

以地裡環境而論，臺灣位於亞洲東南緣 北

太平洋西側之島嶼，本島海岸線長度約 公

里，東部外海即為世界第二大洋流黑潮之流域

北岸與西岸冬季常受低溫的中國沿岸流輸送 西

南側夏季則受溫暖的南海海流與黑潮支流影響，

此外更有澎湖群島 金門群島 馬祖列島等大小

島嶼 個 因此臺灣海岸周邊水域內除了內部

前言

一 海洋廢棄物——日漸升溫的國際議題

海
洋廢棄物 	 被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 U 定義為 遭人為處置 丟

棄 或遺棄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的任何持久性

人造或加工的固體 ，為近年全球關注之重大海

洋保育議題，其中又以進入自然環境後不斷破

碎，但生物 解緩 的海洋塑膠廢棄物 	

	 影響最為深遠 全球每年約有

萬噸塑膠進入海洋，對人類而言不僅是道德上的

負面觀感，也造成社會 經濟與生態各層面實質

的重大損失，其中生態衝擊方面又對特定海洋生

物類群 海龜 海鳥與海洋哺乳類 的生 威脅

最為嚴重 而國際上針對海洋廢棄物解決對策由

年國際海洋廢棄物會議 I 對陸地

海洋來源廢棄物的減量與移除策略，逐漸發展為

改善廢棄物管理系統 建構塑膠產業的封閉循環

體制等更高位的討論 而基於海洋資源共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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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你丟我撿，
臺灣潔淨海洋的機會與挑戰

陸源性的廢棄物，更有航運 漁業行為產生的海

洋來源與其他國家漂流至此的廢棄物

就民生層面觀察，臺灣人口 萬，

% 住於中央山脈以西，並集中在 個直轄

% ，近 年隨著工業化 都 化與服務

產業的發展，驅動更方便即時的消費 場 例如

臺灣連鎖便利商店數量超過 萬家 餐飲攤販

千多家 飲料店總數 萬 千多家 蓬勃發展的

零售通路與餐飲服務業，讓多數 民在一日任何

時段均能迅速獲得各式飲食服務與民生消費 若

轉換視角，臺灣每年約產出 億個塑膠袋

億支寶特瓶 億個飲料杯與 萬噸免洗餐具，

均為用後即廢棄之一次性用具 由於成本低廉

廣泛使用與 妥善處理，讓此類物品被使用後容

易由現有回收 焚化與掩埋的廢棄物管理機制逸

出而進入戶外環境，一旦隨降雨循下水道 河川

進入海域水體 或因海浪潮汐擱淺於海岸，即涉

及臺灣海洋廢棄物的議題範疇

臺灣海洋廢棄物過往的相關學術研究包含高

雄 旗津區 新北 北海岸等地區性的海岸廢棄

物短期監測；或針對牡蠣養殖之廢棄保麗龍浮球

與沿近海小型漁船於海上產生之廢棄物提出管理

方案；近日則有首篇以更微觀角度調查北海岸與

基隆等海岸微塑膠 的研究被發表

本文將以民間團體執行海岸廢棄物監測之數

據 析為出發，嘗試釐清臺灣海洋廢棄物的可能

來源 利益相關之產業 消費族群與主管機關，

提供源頭減量之合作方案 同時為各縣 現 海

岸廢棄物的減量與清除提供建言

民間海洋廢棄物監測成果與來源分析

一 監測方法 數據之應用與其限制

臺灣民間系統性紀錄海洋廢棄物數據應源自

於 年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赴夏威夷參加國

際海洋廢棄物研討會 I ，回國後引進美

國海洋保育團體 	 發起之國際

淨灘行動紀錄表 I 	 	 	

	 ，陸續獲得高雄 教師會生態教育中

心 舟遊天下獨木舟俱樂部 台南 社區大學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荒野

保護協會等單位響應，透過志工淨灘活動時，紀

錄各項廢棄物之數量，以及參與人數 海岸長度

廢棄物總重等量化資訊 為了降低操作困難度

鼓 民眾自行下載使用，使用之紀錄表格經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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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5 臺灣民間海洋廢棄物監測，數量排名前 大之廢棄物與其數量，
以及佔整理數據之比例。

圖2．2015臺灣民間海洋廢棄物監測，依各廢棄物項目之 主要材質 與 用途 分，
在數量上之比例。

表 1．四次微塑膠密度調查之結果，以底線標示各分類的最高值。

次改版，監測之廢棄物項目由 多項簡化為現

行之 項 操作場域則以海岸為主，少數為濕

地 河川與水下 至 已累積逾

筆數據 總參與人數超過 萬人，於 公里長

的海岸線上清理超過 噸的廢棄物

由於主要操作者為一般民眾 環保志工 學

生與家庭，而非專業研究人員，因此無法滿足固

定時間 固定位置 固定抽樣面積與固定採樣人

數等統計學上的基本需求，故難以將廢棄物重量

或數量數據標準化後進行不同年度與地點之間的

比較 但以 公民科學家 與 環境教育 的角

度應用，此數據每年已被繪製成 海洋廢棄物數

量前十大排行榜 或 不同材質與用途廢棄物之

數量比例 等資訊圖表 動畫或學校教材，為臺

灣環境教育者廣泛使用 在現場的操作過程中，

淨灘者也能快速從雜亂無章的垃圾裡，得知該海

岸的廢棄物組成，並體會海洋汙染與自身消費／

丟棄行為的關聯性

二 年度監測數據 析

年整年度 縣 座沙灘 筆

淨灘監測數據顯示，數量上之前十大項廢棄物佔

整體有紀錄之廢棄物的 % 其中除了第二

名漁業浮球與第十之名菸蒂，其餘 項均與飲食

與民生消費行為直接 如第四名之吸管 或間接

如第三名之塑膠提袋 相關 圖 若以各

項目之主要使用材質區 ，可發現臺灣海洋廢棄

物在材質與數量上主要為塑膠 % 玻璃

% 金屬 % 與紙類 % 以

各項廢棄物之用途 ，則 %之廢棄物與飲

食行為相關 別是 %之飲料容器與吸管以

及 %之食品餐具與容器 ，其次依序為漁業

% 抽菸 % 與其他用途 %

圖

三 微塑膠密度調查

上述之海洋廢棄物監測的目標物尺寸

設定為直徑大於 ，學界稱為大型塑膠

，而直徑 於 之塑

膠通常被稱為中型塑膠 ，更

細小則稱為微塑膠 或奈米塑膠

為進一步瞭解更小尺寸區間內

的塑膠海洋廢棄物的密度與組成，荒野保護協會

於 年間嘗試執行四次 微塑膠密度

調查 ，密度最高的一筆數據顯示每平方公尺

深度五公 的範圍中，有高達 個

公克 直徑 於 之塑膠 數量上以保麗

龍等發泡材質較多，與歷年海洋廢棄物監測數據

中高 不下的漁業或養殖業浮球 發泡材質製作

為主 吻合；重量上則以硬質之塑膠碎片佔比最

高 值得注意的是，四次採樣均有採獲工業原料

之塑膠原料顆粒 	 ，數量上之比例

於 %之間 表 ，顯示臺灣海岸亦受

到初級微塑膠 	 汙染

四 外來海漂瓶罐調查

為釐清海岸上外國來源之海漂廢棄物與本地

來源廢棄物之間的比例，荒野於 至

年間執行兩次外來海漂瓶罐調查 借助臺灣特有

之資源回收標示規範，區隔國內製造 國內合法

進口 均應標示四合一回收標誌 與異國海漂 無

四合一回收標誌 之瓶罐，並利用商品條碼 產

地標示與 刷文 判斷可能之來源國 年

月於新北 國聖埔沙灘執行之調查共收集臺灣在

內九個國家 共 個瓶罐，其中五成為本地來

源，而中國大陸為最主要的外部來源 % ，

其餘東亞各國亦與臺灣有地緣關係 若細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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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海漂瓶罐之種類，可發現少數鋁箔包 %

與鐵鋁罐 % 	仍留有塑膠蓋確保漂浮性 ，此

類容器與保有瓶蓋之玻璃瓶或塑膠瓶相比不耐長

時間於海中漂浮，暗示其來源可能為船舶海拋 圖

五 可能來源 析

藉由以上不同調查方式獲得之海洋廢棄物

類資料，加上臺灣相關產業型態 民生消費習

廢棄物處理方式與地理位置等綜合資訊，可得知

臺灣的海洋廢棄物主要有陸地來源 海洋來源與

異國海漂三大來源，而各種廢棄物又依輸送途

徑 特定產業或區域而 歧，有近 種可能來

源 若配合全臺各地廢棄物監測量化數據，可以

初步估計一般廢棄物佔整體海洋廢棄物數量上的

八成，海洋來源中的捕撈漁業與海上養殖則佔剩

餘之兩成 而異國海漂 事業廢棄物棄置與掩埋

場逸散等來源因為採樣次數太少而不具 表性，

但依據淨灘現場之經驗，可能僅在特定縣 區域

或季節所佔比例較高，例如北海岸在冬季常漂來

中國大陸 日本與韓國來源之廢棄物，少數靠近

特定掩埋場的淨灘則可能撿到製造日期 年以

上的廢棄物

整體而言，臺灣海洋廢棄的來源複雜，約

有八成為降雨逕流匯聚人類生活環境中逸散的

海洋廢棄物相關事務 環保署內對應的權責單位 相關法規

廢棄物管理與減量 廢棄物管理處 廢棄物清理法

提高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相關基金管理辦法

下水道 / 河川 / 海底的廢棄物 水質保護處 海洋污染防治法 / 水污染防治法

海岸環境整潔 淨灘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廢棄物清理法 / 海岸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預防性宣導減少丟棄行為 綜合計畫處 環境教育法

取締違法事件 環境督察總隊

表 ．涉及海洋廢棄物議題之環保署權責機關與相關法規對照

圖 ． 年 9月 日於新北市金山進行之外來海漂瓶罐調查，顯示不同國籍 左 與

中國來源瓶罐容器 右 之數量比例。

圖 ．臺灣海洋廢棄物來源分析

一般廢棄物，其餘兩成為漁撈與養殖行為產生

之事業廢棄物 但由於每件廢棄物出現在海岸

時，已經歷若干時間與水體輸送，幾乎完全無法

追查最初拋棄 遺失或丟棄 	 	 	

的汙染行為人，因此具有非點源汙染

	 	 的特性

六 利益相關者與政府權責機關 析

一 一般廢棄物

雖然難以直接取締造與裁罰，但藉由以上資

訊，可以逐步往源頭釐清臺灣海洋廢棄物之利益

相關者，就佔比八成的一般廢棄物而言，可 別

從 產業 消費者與政府部門 三面向 入 相

關產業包含塑膠包裝材料製造業 消費性包裝商

品製造業與其零售通路 提供外帶飲食服務之餐

飲業與塑膠包裝回收業 就消費族群而言，相較

於習 以原始食材自行料理的民眾，此議題與三

餐外帶或外食 手搖飲料與包裝食品的愛用者與

其處理廢棄物之個人衛生習 高度相關 就廢棄

物管理面而言，中央環保主管機關行政院環保署

曾公 陸源污染造成海洋垃圾之因應對策 ，

整理中央與地方權責機關並提出多項改善方向

參考此份資料並就環保署內部權責 析，相關業

務可能 散於六個不同處室 表 若跳脫廢

棄物管理的侷限，相關地域與產業更可將議題延

伸至主管河川與下水道之經濟部水利署 主管塑

膠產業的經濟部工業局 主管食品包裝材質的衛

生福利部與對外交涉之陸委會與外交部

二 事業廢棄物

就佔比約兩成的漁撈與養殖廢棄物而言，

利益相關者主要為特定漁撈產業 如刺網 與水

產養殖業 如浮棚式牡蠣養殖 以及生產 進口

或販售相關器具的企業，而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則為廢棄物清理法定義下之中央事業目的主管機

關，有責任制定與執行漁業相關事業廢棄物的管

理措施 而受廢棄漁具威脅最大的物種往往同時

也是瀕 的海洋生物 如鯨豚與海龜 ，則涉及

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其主管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展望與建議

臺灣的海洋廢棄物來源近 種，但主要為

廢棄物錯誤處置後，因降雨逕流造成之非點源汙

染，故不適用一般封阻汙染源的治理模式，應以

持續性的源頭減量為目標，啟動產業 民間 政

府三方利益相關者的對話與跨領域合作

一 改良包裝商品設計

荒野保護協會與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

中心 臺灣好基金會於 年舉辦 第一 潔

淨海洋產業博覽會 ，除了展出 間企業的

項友善海洋商品，會中也對企業與消費者提出四

項 友善海洋設計原則 ： 減少塑膠用量 促

進回收循環 使用生物可 解材質 潔淨

水質與零廢棄 臺灣具有完整的塑膠產業鏈與研

發創新技術，如果能刺激相關產業由現有環保

節能 有機或健康的綠色消費 場中，開闢出新

的友善海洋藍色商機，不僅能減低臺灣包裝商品

消費 場對海洋的汙染，對個別企業而言，此類

商品在國際綠色貿易 場上也將具有優異的競爭

力 可參見荒野快報第 期

二 創造塑膠循環經濟

臺灣因為政府推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制度多

年，民眾普遍有惜福愛物 資源回收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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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hu 老師講解布農族頭背帶製作方法。

業界也發展出不同材質的回收處理產業鏈 但海

洋廢棄物主要材質： 塑膠 在廢棄後是否被回

收的關鍵往往不是政策 民眾配合或技術，而是

受石油價格波動與 場供需影響的回收利潤 一

般而言，高價值的材質 如鐵鋁罐 逸散在環境

與海洋中的機會較低，而全球每年生產 億噸塑

膠， %是包裝材料，其中僅有約 %回收造

粒後再製成同級或降級的產品，遠低於紙 %

與金屬 % 的回收率 但若消費者認同

回收塑膠與再生紙有相似的環保價值，願意優先

購買採用回收塑膠製成的產品，搭配 消費後塑

膠之再生料驗證 相關認證與標示規範，除了能

提高回收塑膠的價值 健全塑膠的循環體系 降

低塑膠於環境中逸散的機會，更減少開採石油提

煉新塑膠

另一個促進塑膠循環的方式是提供消費者道

德感之外的回收誘因，來降低商品被消費後可能

產生的錯誤處置或丟棄行為 近日由看守臺灣協

會規劃與倡議的 回收W 	 便是希望透過

政府建立的資訊系統，配合對製造業 回收業與

消費者均有誘因的回收獎 機制，突破目前 	低

價資源物	=	低回收率的瓶頸，減少廢棄物入海汙

染

三 融合廢棄物與海洋保育的環境教育

不要亂丟垃圾！ 彷彿是國小整潔教育的

口號，但卻是整體海洋廢棄物議題中每位消費者

應承擔的基本責任 減量 重複使用與回收

也是陳舊的教條，但隨著消費性商品與飲食產業

的成長，人類處理廢棄物的技術卻沒有重大突

破，民眾對於廢棄物仍應維持傳統且正確的

觀念 塑膠足跡 	 與 零

廢棄 	 則因全球塑膠汙染與廢棄

物過量，日漸受到環境教育者的重視 以上議題

只談廢棄物或許沉重乏味，但潔淨海洋的教育意

象卻可以為環境教育或海洋教育課程注入新的

能量與活力，例如利用故事繪本與動畫 A 	 	

W 	 	 	 宣導丟棄行為與海洋的直接

關聯；帶領學童在社區水溝蓋彩繪 通往大海

與可愛海洋生物的標語；或是玩一場刺激的密室

解謎 一場淨灘更可以不只是撿垃圾，而是規劃

成一場富有環境教育意義的體驗課程，並延伸到

盤點個人垃圾足跡或討論辦公室減塑方案等具體

行動

四 建立漁業廢棄物回收系統

由於海上取締違法棄置的執法能量比陸地更

為薄弱，減少此類廢棄物的核心應在於漁民是否

能取得便利或具有誘因的管道交付廢棄物 環保

署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條指定沿近海漁業與

海上養殖業為指定事業，商請漁業署依據廢棄物

清理法第 條	，公告 漁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 ，並協調地方漁政機關 海巡署安檢

哨所與合法之資源回收或廢棄物處理業者，於各

港口提供便捷的事業廢棄物收受設施，輔導漁民

養成回收漁具之習 針對 險性高 棄置後即

無法清除且數量足以汙染環境之特定漁具，可再

認定為 有害事業廢棄物 同時可參考歐盟數

國與韓國做法，獎 漁民出海作業時協助收集所

見之廢棄物帶回港口棄置，共同成為海洋環境的

守護者

五 設置海洋廢棄物專案辦公室

海洋廢棄物追本溯源，可從海岸 河川

街道等環境一路上溯至包裝商品產業之設計與製

造 消費者之使用習 與丟棄行為 以及廢棄後

之回收 焚化與掩埋等政策 面對來源如此複雜

之非點源汙染，應由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環保署

或 來升格之環境資源部 或海洋保育主管機關

規劃中的行政院海洋委員會與其下轄之海洋保

育署 設置 海洋廢棄物專案辦公室 並充 授

予跨部門協調權限，使其能匯聚產 官 學 民

攜手守護海洋的各方資源與能量，以 源頭減量

與 有效清除 兩個面向，從廢棄源頭與海岸

端上下夾擊，方能創造實質的改善

六 科學調查 政策發展與計畫性清除

面對海岸已 在且不斷蓄積的廢棄物，目前

民間能量僅停留在都 周邊招募志工淨灘，或監

測少數海岸之大型廢棄物，無法取得河川 海面

水體 海底與偏鄉離島的大型海洋廢棄物與微塑

膠汙染情形，更不能掌握此議題對於觀光 航運

漁業 水產品食用安全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等重要

領域的衝擊 上述專案辦公室應與海洋學術單位

合作，透過科學調查釐清各縣 汙染之來源

組成與影響 面對廢棄物跨域輸送 跨管轄

權 跨縣 等問題 ，應促成跨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協調會議，釐清責

任與 工 而處理跨國海漂垃圾的問題時，更需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善盡地球公民責任

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已公 海岸

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認定清除海洋廢棄物為各

海岸管理機關之重要責任，並推動民間社團長期

認養海岸，確保民眾淨灘時能獲得地方清潔隊的

無償清運協助，已獲得濱海社區與善心企業廣泛

響應；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更推出 我愛淨灘線上申請預約系統 ，

提供民眾自主辦理小型與單日淨灘活動時，便捷

的行政窗口與完善的器材支援

以上均是政府與民間攜手打擊海洋廢棄物的

良好示範，但志工團體往往無法在高汙染區域執

行有效的移除任務，相關海岸管理機關 如國家

風景區或國家公園 也無法依循法定程序及穩定

的經費來源聘僱專業人士執行常態之清除計畫

因此上述專案辦公室可參考農委會林務局針對有

價林木公 之 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

項 與 漂流木處理作業手冊 環保署水質保

護處公 之 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技術

指引及技術手冊 以及美國 日本多年之實務

經驗，制定 河川 濕地 海岸固體廢棄物最佳

管理技術指引 或 海洋廢棄物清除作業手冊 ，

如此民間環保團體 環境顧問事業與合法廢棄物

清理業者將可從專業的角度，協助政府之淨灘規

劃與清除業務 許多外島與離島地方政府利用

民繳納的垃圾處理費並不足以清理外來海漂垃

圾，應透過海洋汙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與廢

棄物清理法的修法，以非點源汙染的觀點增列海

洋廢棄物的治理篇章，再由廢棄物處理 資源回

收與水污染防治相關基金提撥經費，優先補助高

汙染區域 如離島或河口 之地方政府 海岸管

理機關與海岸認養團體執行有目標的海岸廢棄物

清除 運送與處理計畫

結語

海洋廢棄物已實質侵入臺灣水域環境，破壞

各地海岸環境品質，不僅在道德觀感與視覺上造

成民眾不適，更威脅特定海洋生物的生 ，但對

我國觀光 航運 漁業 水產品食用安全與海洋

生態平衡等重要領域的衝擊仍是 知 臺灣四面

為海環繞，潔淨大海應為每位國人引頸之 唯

此議題涉及產業利益 民生消費與政策執法三個

廣泛面向，需長遠規劃與謹慎操作，僅是利益相

關者間的相互指責對現況將無助益

期許全體國民因親海 愛海而產生海洋子

民的認同感與自我價值，藉由 產業創新 公民

守護 政策改革 三方之社會力量，共同減少廢

棄物進入大海，留給子孫可以赤腳奔跑的潔白沙

灘，以及魚群自在優游的透澈藍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