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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主辦事業單位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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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A1 

 

一、請問您可否從政府的立場，就限用塑膠袋政策所處的大環境（例如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等因素），作一簡單的描述？它們對限塑政策的實施有何影響？若不實施限塑政策，所帶

來的衝擊會是什麼？若實施限塑政策所帶來的益處又是什麼？ 

 

  其實環保署在訂定該政策時，所依據的是所欲達到的環保的目標，而該目標就是如何去「垃

圾減量」，也就是如何去減少垃圾的發生，像是在做回收，就是已經用過的東西去回收回來，但

該政策的推出就是希望達到連用都不要去用，去減少它的使用，所以基本上我們原來的考慮是從

原本一般民眾生活的習慣裡面，我們覺得那裡面可以減少垃圾發生的地方去減少。 

  當然如果是從數量上來看的話，它減少的量一年可能是一兩萬噸左右，但我們可以從一些民

眾行為上的改變，去看看整個政策的影響，我們管制是六個行業，前五個行業和公部門基本上大

概都是算比較沒有爭議的，也就是可以達到政策的目的，舉例來說，大家以前去大潤發，當然很

少人會自備環保袋去，或像是去好事多，我可能會自己帶袋子，因為它不提供袋子的，而社會上

像大潤發這樣的場所是比較多的，但這個政策實施後，民眾是要付費的，不管如何，自備購物袋

的民眾是增加的，另外一點是說，有時我們去買菜，像菜市場當然沒有受到我們的規範，但因為

受到該政策的影響，進而影響到生活習慣的民眾還是有，就是上菜市場買菜，他們會自備環保袋，

我想這是這個政策比較成功的地方，當然就是說，我們有六個行業，這第六個行業是小吃店，而

我們中國的飲食習慣，大概都是湯湯水水的，不像西方的食物，都是速度店比較多，食物都是乾

乾的，或是沒有那麼多的油或水份，自然而然，那樣的食物在攜帶上當然就不需要用到塑膠袋，

而在我國就不同，所以在這部分就比較難去避免說要有個塑膠袋的使用，所以在第六個行業上的

推行是比較有爭議的，所以大家減少的數量也比較少。 

  關於限塑政策實施至今之效益，我們用兩個方式去評估，一個是生活習慣的改變，就是說，

自備購物袋的比例，我們在實施前後做了幾次的民調，而自備購物袋的比例也提高蠻多的，另外

就是說使用的場所，它自己使用上數量的減少，這是另一個評估的指標，第三個就是說整個垃圾

的量，就是從使用場所去推估它少用了多少的數量，我可能去推估一年可能的垃圾發生量減少了

多少，那所謂的第二個指標就是，它是以整個使用前後的比例來看，第三個指標是以整個量來看，

原本一年的垃圾發生量是六、七百萬噸，因為這個政策的推行，所減少的量大概是幾萬噸，雖然

看起來的效果好像並不是太大，但它最大的效果可能是一個生活習慣的改變。 

 

二、請問政府在規劃與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是否曾將標的團體（塑膠業者）、利害關

係人（如民眾）的意見與價值納入考量的範圍之中？ 

 

  這個有，就是說我們在開會之前，有找公會，也就是生產業者，而生產業者就包括各個材質

的，這都有請他們來參加座談會、公聽會。這其中關於塑膠業者的意見，可能我們無法完全按照

他們的意見、想法來做，所以後來會有比較對立的情形。 

  另外也找了環保團體，也找了其他的主管機關，譬如說工業局、衛生署、勞委會，另外還有

地方的環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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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的部分，我們大概都是以消費者團體和環保團體來代表，像消基會就是表達民眾的想

法，其中並未和民眾做直接的接觸，是因為對象太多了，無法周全。 

 

三、請問政府在規劃及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與民間團體的互動情形為何？面對各界

之反對聲浪時，是否（如對餐飲業、民眾和塑膠業者）有足夠的誘因將阻力降至最低？若

以行銷的角度來看，其是否有其他的策略加以補強？ 

 

  民間團體的互動來說，其實可以講說是受影響的對象，譬如說是受影響的業者、餐飲業者、

以及民眾，像以上游的製造業者來說，政府有幾個補助的輔導措施，一個就是說幫助受影響的對

象轉業、就業，工業局有提供輔導的計畫，而當轉業需要一些資金，也有貸款利息補貼的計畫。 

  而在賣場這方面，政府有提供補助金讓他們製作環保袋，提供給消費者，賣場可以來申請資

金，像餐飲業者，若其想改用可重複清洗餐具的話，可以向政府申請可重複清洗餐具的設備。環

保袋的使用主要是想減少對民眾的衝擊，環保袋補助計畫就是給賣場資金，賣場必須作一些袋

子，再送給民眾或消費到一定金額再送給民眾，而在政策的法令規定中，有考慮到所謂的替代方

案，也就是使用其他的材質，譬如說你可以用紙袋或是厚度在 0.06 公釐以上的塑膠袋，這是考

慮到當時若民眾需要一些替代方案時，可以加以因應，才不會因為忘了帶袋子而發生窘境。 

  關於行銷方面，除了座談會、公聽會、廣告等方面，還有就是辦活動，像是透過教育體系，

也就是邀請國中、國小的老師代表，和他們說明這個政策，讓他們回去宣導給學生知道。另外透

過地方環保局舉辦一些說明會，讓地方民眾也知道這個政策，或是我們也補助民間團體，讓他在

辦活動時，能將限塑政策的觀念融入。 

 

四、請問您，是否有專人或專責小組負責規劃限用塑膠袋政策的行銷？其人力的配置如何？資

源的運用如何？又政府對限用塑膠袋政策的行銷是否提撥足夠的預算？ 

 

  有。在規劃該政策時，我們整個署內有一個小組，定期開會，並由署長（前署長郝龍斌先生）

當召集人，各個單位組成小組討論，大約十個人左右，是署裡的裡編小組，這是屬於政策幕僚的

部分，而在整個政策的推動部分，全署是有一個總動員計畫，這就是說每個縣市，我們都要派人

去輔導，看看每個縣市推動的情形，推動情形包括說業者知不知道，知不知道管制的規定，或是

看看地方有沒有籌辦一些活動行銷該政策等等。也就是說，在整個政策的決定面有一個核心的機

制，在推動面則是以全署總動員。 

 

五、請問您認為政府在「限用塑膠袋政策」的推行上，是否具有行銷的概念？理由為何？又您

認為限用塑膠袋政策的行銷應如何進行？著重的要點為何？ 

 

  這個政策在我們這邊大概都是講宣導，而宣導就是所謂的一個行銷，主要是應該先讓我們的

關係人知道這個規定，所以我們在實施之前，我們辦了很多活動，我們也強調到戶宣導，也就是

針對管制對象到戶宣導，其實它可以分幾種對象來看，也就是說假如我是個生產業者，那我們就

用舉行公聽會的方式，讓他們知道這個政策，以及其受影響的程度，另外就是說管制的場所，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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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說餐飲業、超級市場、量販店、甚至是所謂的政府機關等，我們都是用一個到戶宣導的方式，

第三種就是一般的民眾，因為民眾會去買東西，他們會受到影響，那個部分可能就是要靠大眾媒

體的宣導，當然這都是在政策實施前，而在政策開始實施之後，我想全國各地區都知道這個政策，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海報，大概到各鄉鎮市去都可以看到這張海報張貼在各處。總而言之，

我認為最重要的要點就是在於必須先讓關係人知道政策的可能規定。 

 

六、請問您個人認為，此政策有無達到原本所要追求之目的（源頭減量、改變民眾消費習慣）？

其達成程度為何？ 

 

  我覺得這個政策比較需要檢討的地方就是小吃店的部分，那方面的生活習慣可能比較沒有那

麼容易去改變，也就是比較難讓民眾自備購物袋，當初政策所欲達到的目的就是希望六大行業都

能不要使用塑膠袋，若要使用，則必須使用厚度在 0.06 公釐以上的塑膠袋，這樣的作法是希望

大家就算使用塑膠袋也能重複使用，所以在小吃店這個部分是比較需要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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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A2 

 

一、請問您，當初提出限用塑膠袋政策時，受到何種內外在因素影響？可否請您就限用塑膠袋

政策所處的大環境（例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作一簡單的描述？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我們要減少污染，減少污染全部靠政府來做，或是全部靠公權力來做，其

實是不夠的，你真正要做到的就是全民要有環保的意識，所以很多人都在說塑膠袋限制使用這個

政策，你一直在算減少了多少萬年垃圾，然後成效在哪裡這樣算，其實垃圾的減量或是塑膠袋的

減量只是次要的目的，主要目的是環保教育，那個時候我們想的是推一個政策，然後讓每一個人

你一定必須要和這個政策有關聯，當然一般來講，環保和經濟的不一樣就是環保一定會造成不方

便，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推一個政策讓民眾有一點點的不方便，可是這個不方便還在你可以容忍的

範圍之內，因為這個樣，你會知道，環保是需要作一些犧牲、作一些讓步，同時你在這不方便中

間，你才會想到說環境保護的重要，那最後假如說這個政策推動成功，我們還可以推下一步，所

以這個政策最重要、最重要是說，不是在塑膠袋的減量、或是垃圾的減量、或是污染的防治，而

是環保教育。我們希望每一個人，真正不是每天在叫環保，或是講說我支持環保，我們是用行動

來做，所以環保基本上講起來就是一個生活的革命，那你如果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環保的意識，然

後把環保的意識都化成環保的行動，你環保才做得下來啊，環境保護才做得下來，所以我們那時

候做得是這部分。其實最重要，塑膠袋政策，我們在每個地方推，你每個人你去買東西，你就會

不方便，不給你塑膠袋，你必須要帶一個環保袋，那這個當然不方便，不方便的過程中間，如果

說民眾還能夠容忍，這就表示我們國家的環保意識，可以化成行動，那如果這一步可以做到，我

們馬上就會想說這一步推下來，民眾可以接受，我們下一步再做什麼，是這樣子的。 

 

那因為這個政策牽涉到塑膠業者的利益，如果限用之後影響到他們的生計，兩相權衡之下，還

是要選擇環保？ 

 

那個當然是我們當初有估過，我們估過整個塑膠袋限制使用政策推動下來，那時大概四十億

吧，影響到的層面，其實不像外界說的幾千億什麼，沒有，大概只有四十億左右，那我們塑膠袋

的減量算下來，大概最後影響不到二十億（金額），當然二十億對這些人還是個影響，對不對，

你如果這樣做下來以後，他的生活就出問題啊，所以我們那個時候，一方面跟他們協商，就是你

這個工廠，如果你是做塑膠袋的，你能不能做哪一類的塑膠袋，然後這個樣讓你的工廠營運下去，

那假如說你現在只能做那種所謂的背心袋，你的機器不能做比較厚的袋子的時候，那我們是不是

幫你轉做別的工業，或者我們請經濟部工業局協助你做別的，然後還有你這工廠的工人，我們怎

麼樣來安置你，其實那些都有，可是當然，對這二十億來講，對這個影響的工廠來講，那絕對他

們是很痛的，那沒有辦法，我們這個政策推動下去，我們只能把它所謂的損害降到最低，我沒有

辦法保證你絕對沒有損失，你當然會有損失，所以後來我們把袋子變成是厚的袋子，你可以用付

費的方式取得，就是因為他們原來做背心袋的機器，他可以做得最厚的極限是那個，而剛好那個

極限，成本又差不多是一塊左右，所以他不可能送，那這樣我們就是一塊錢一個袋子你去賣，你

不要看這一塊錢，一般民眾很多人是不要的，那這個方式你就讓這個政策更容易推，同時也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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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利益，那當然這中間，我所謂的顧到是讓你能夠生存下去，可是並不是生存得很好，所以

一般當你踩到他人的利益的時候，他當然會反對，所以後來很多的抗爭就出來了。 

 

塑膠袋的一塊錢，是否有圖利商家之嫌？ 

 

  我剛說過，成本大概就是一塊錢，大概是七毛到八毛，所以沒有圖利的問題，可是如果說今

天商家不要賣一塊，我要賣兩塊、五塊，我們沒有意見，我不在乎圖利這個商家，我們當初算這

一塊是差不多合成本的，可是你賣二塊、五塊，你說一般消費者會不會要？不會要嘛，甚至就是

說你逼得不得已，你買了一個，你下次一定記得環保，要帶環保袋，所以對我們來說，基本上，

我們這個政策的出發點，是要讓民眾隨時記得要帶環保袋，儘量少用塑膠袋，所以後來有人又講

說，有些麵包店你規定他可以用塑膠袋，結果他不給塑膠袋或是他要賣塑膠袋，從我們環保署，

我們在做這件政策的立場上，他要賣，他商家本來就可以賣啊，我沒有圖利他，可是這個事情，

如果他賣得比較貴，消費者願意買，他每次願意花，那我們可以接受，可是我們得到的經驗，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消費者不會願意買，那我們達到我們政策的目的。 

 

二、如果當初不實施限塑政策，可能帶來的衝擊就是環境的污染？還是其他的衝擊？ 

 

  剛才我講過，不是，我們最重要，我們覺得你要把環境保護做好，你每天解決環境污染的問

題，你永遠做不完，因為污染一直在發生嘛，你現在必須要教育民眾，讓他不污染環境，從源頭

上你來把這個事情解決掉，你才有可能污染越來越少，所以我們做塑膠袋限制使用政策，你可以

看到，我們後來做得規模非常大，你幾乎沒有一個人不會碰到這個政策，你買東西一定有，你到

7－11，他就是不給你袋子，到今天他還不給嘛，所以我們這個政策最主要是教育所有民眾，從

生活中間你要知道你要節約資源，然後你要來儘量減少污染，同時你要讓民眾知道說，你真正在

做環保的時候，絕對會有一點不方便，可是你這一點點的不方便，對環境就有很大的助益。所以

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環保的教育，就是你問民眾他支不支持環保，他都說我很支持環保，

但當有一些垃圾掩埋場或是焚化爐在你家附近，你一定會抗爭，為什麼？環保意識很強，可是我

們有環保的意識，但有沒有環保的知識和常識呢？不見得有，我們希望的是，你不要只有環保的

意識，你要有環保的知識和常識，甚至把你的知識、常識、意識化成行動，從生活中間做環保，

這是最重要的目的。 

 

三、當初和標的團體是如何進行互動，因為他們的反彈還是很大，不曉得採取何種方式？ 

 

  我們就一直和他們協商，原則上就是不影響我政策執行的前提之下，我們儘量和他配合，所

以最明顯的幾個例子，譬如說第一個，他們覺得你如果說塑膠袋全部不能使用，他們就沒有辦法

生存，所以我們後來限制只有六個大的區域場所來使用塑膠袋限制使用政策，一般像攤販我們不

限，還有一般像我們的零售商這種也不限，我們主要是以連鎖店和餐飲業為主，這就是和他們商

量，還有我們算完塑膠袋減量，全部做好才減量百分之四十，所以還有百分之六十還是要用，那

這部分就先給他們留一個生路，另外還有就是，我們把塑膠袋的厚度跟他們協商結果變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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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他還能做，對做塑膠袋的業者也讓他們能夠生存，再來就是我們輔導他們轉業，譬如說你覺得

現在這樣你沒有辦法做下去，那我們和工業局來協助輔導你轉業，尤其像他們那時候，很多最主

要的抗爭不是業者，而是工人，那另外還有很多塑膠袋的業者，不是像我們想的是一個大工廠、

很多人，不是，就是在家裡，一個小塑膠袋的吹模機器，它的塑膠粒進去，吹出來就是塑膠袋，

所以對這種家庭暨工廠，我們就輔導他們轉業，我們那時輔導了非常多家庭暨工廠的轉業，你這

個樣減少就不影響他們的生計，也不影響他的生活，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做得其實非常好，這也是

為什麼我們為什麼後來能克服阻力。 

 

不曉得是否給他們足夠的緩衝期？ 

 

  那時候的緩衝期通通是和他們商量的，商量和公會商量，和公會商量好後，他們同意說這樣

的時間點可以，所以基本上我們給他們的緩衝期差不多是兩年，因為我們從宣布政策到第一階段

實施差不多就一年，那第一階段實施是對政府機構實施，整個的衝擊只有百分之三，就是說我們

在公家單位不能用塑膠袋，公營的福利社或是醫院這些，那很少，只有百分之三，那個又是半年，

所以已經一年半了，第二階段開始實施就是對所有的連鎖店、超商、百貨公司這些在做，第二階

段的時候，我們後面又延了一個多月，所以基本上差不多兩年的緩衝期。 

 

據塑膠業者表示，是否政策是在二讀之後才通知他們，讓他們措手不及？ 

 

  沒有，沒有這回事，那是業者他們不願意接受這個，可是事實上，你如果到環保署去找，我

們最早開始宣布這個政策，甚至從報紙中可以找到，大概我當環保署長沒有多久就宣布了，宣布

要做這個事情，然後我們再和他們溝通，我們跟業者開了二十幾次會，面對面的溝通二十幾次，

幾乎所有抗爭業者最後通通在我們這都談過很多次，甚至他們都覺得沒問題，可是我覺得基本上

這個政策，就是當你和業者談，你已經知道他的底線，甚至你覺得配合他做沒有問題以後，並不

表示他要接受，他當然希望你不要做，所以就是對他來講，他只要有辦法讓你不做，他還是談了

底線，他照樣去做，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你一個決策者的決心了，你如果說你覺得這個事情該做，

而且你覺得你所有想到的你都想到了，你就必須要堅持下去。 

 

四、不曉得除了轉業、輔導等，是否還有其他誘因讓他們儘量接受這個政策？ 

 

  我們有貸款，同時輔導他們轉業，甚至就是我們貸款幫他們買機器來做適合我們規定的這些

塑膠器材，基本上我們不是所有的塑膠都反對，譬如說餐飲業者，我不是所有都反對，不是所有

的你都不能用啊，而是某一個厚度以上，你可以重覆使用我們就接受啊，他們那時也和我們談了，

然後做出可以重覆使用的餐具，那這些以外，譬如說我們還有餐飲業者，如果說你今天為了鼓勵

大家盡量自己準備餐具或者盡量重覆使用，如果你帶這些餐具或是杯子到一個餐飲業者去買東

西，我們環保署補助給你錢，譬如說尤其在學校附近，小朋友每天去買吃的喝的，你是自己帶杯

子或是帶便當去裝的話，有五元的減價，那這五元哪來的，是只要你任何一個在學校附近的店家，

你宣布你願意配合我們做這件事情的話，我們會在店家那邊貼一個五元減價或是多少元減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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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標示，很清楚在那裡，然後我們會抽查，我們原則上抽查四次到五次，如果你真的這樣做，我

們到年底，我忘了到底給多少錢，給兩萬還是四萬元，絕對比你減價還划得來，所以那部分也在

做推廣。 

 

我們台灣過去有過一個經濟的奇蹟，因為我們當初是亞洲四小龍之一，那再來我們有民主的

奇蹟，我們在不流血的情況下，經過選舉完成了政黨的輪替，其實這在世界各國很少，那我們當

初在環保署做，我們是希望台灣變成世界的環保奇蹟，就是我們用一個環保教育的方式喚醒大家

的環保意識，讓大家來做環保，然後把台灣的環境保護做好，所以我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是教

育每一個民眾，當然，目的有很多，目的之一是達到垃圾減量，污染減量的目的，大家想的都是

這個，可是我要每一個人都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你慢慢會認同這件事，認同你就會願意來配合，

當你願意配合的時候，我們環保署很多事情都可以做了，所以其實我們當初最後，我們希望能夠

做到的是，當大家都支持，當大家都配合的時候，我們希望就是將來我們全台灣各個地方，我們

的垃圾可以盡可能將它變成再利用資源，可以回收再利用，甚至將來變成零垃圾的目的。當然現

在這個還沒到那個氣候啦，可是事實上你從台北市看就知道很多地方已經做啦，譬如現在廚餘回

收，垃圾費隨袋徵收，這些其實都是一步一步做，這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做這些

事情時要民眾支持、民眾配合啊，可是民眾支持、民眾配合並不是這麼容易的一件事情，所以你

要讓他有環保的意識，同時要有知識、常識，同時要讓他願意來做，我們願意做的第一步就是塑

膠袋限制使用。 

 

五、不曉得為什麼要選擇限制使用塑膠袋，就是因為它最常被用到嗎？ 

 

最常會用到，還有就是說這個事情做下來的時候，你雖然有一點點的麻煩，可是還是在可以

容忍的範圍之內。 

 

不過紙袋也蠻常被用到的啊？ 

 

喔，當然還有因為我們塑膠袋的使用過量，我們台灣平均每人每天用兩個半的塑膠袋，我們

是世界最高的，說不定你覺得不見得、沒有，你想想看，你媽媽去買一次菜，拎多少個塑膠袋回

來，我們算過，平均一個人一天用兩個半，我們塑膠袋限制使用政策的目標就是希望減掉一個（平

均用量），也就是每人平均一天用一個半的塑膠袋就好，可是紙袋沒有這個問題，沒有使用過量

的問題，另外還有就是，紙袋和塑膠袋不一樣，塑膠袋丟到哪裡，因為它不會分解，將是永遠的

污染環境，紙的話，它還會腐爛、分解，甚至紙袋它還可以回收再利用，但塑膠袋的回收利用價

值很低，這些都是原因。 

 

六、當初設定該政策時，因為是全國性的政策，不曉得有沒有要全國各地達到一個什麼樣的績

效，或是要怎麼看到環保教育的目的在民眾身上是否成功？ 

 

其實這個政策當初是這樣，我們一開始，政策在做的時候，政策一定要可行才是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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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說一開始做，我們知不知道可行？我們覺得「應該可行」，可是有沒有把握？我們沒有把握，

所以我們一開始做這個政策，我們是先試辦，試辦我們用的是高雄市，叫高雄市先做三個月，我

們試了一下，發覺限制塑膠袋，一開始民眾會很難過、會反彈、很不高興，大概一個月左右，他

就習慣，他就接受了，餐具限制也是一樣，一開始很不高興，可是那種不平、那種抗爭或是不配

合，大概就是一個月左右，可是之後很明顯地看到，政策的績效很好，塑膠袋減量了，民眾帶環

保袋的增多了，而且你可以看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我們做這個政策時隨時在做民調，

因為雖然可以看到很多的業者在抗爭，可是業者抗爭，最多的時候是三萬多人，可是這個政策最

主要要面對的是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所以你要用民調知道說，到底真正反對這個政策的人數是

多少，支持這個政策的人數又是多少，我們這個政策始終支持度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我敢做，

如果支持度百分之五十以下，那抗爭絕對不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我們做的民調不只是環保署做的民調，還有民意調查機構，甚至是電視台都做民調，從來沒

有低過百分之七十，這表示說，民眾其實有環保的意識，也願意配合，雖然你有一點點的不方便，

可是這個不方便可以容忍，可是我們做這個政策不是辦公室裡規定好之後就完了，我們規定好的

每一項，我們一定有環保署的同仁自己去試著做，譬如說我今天到 7－11，規定說全部不能用塑

膠袋，你去你辦得到辦不到？辦不到，譬如說我去買個關東煮、去買個茶葉蛋，你不給我塑膠袋，

我怎麼辦？所以我們做完之後，我們知道，如果你今天要買需直接包裝的食物，你不給塑膠袋，

它不能用紙袋啊，所以我們把這部分就排除了，很多這類的規定，你可以看到是密密麻麻的，非

常細，大家會覺得說，這規定怎麼搞的，這麼細，可是細沒有關係，我不是要消費者知道，你不

需要知道哪些東西可以用塑膠袋，哪些東西不可以用塑膠袋，因為只要業者知道就好了，業者他

如果不配合，我罰他，所以業者就知道，如果說我今天買一個便當，便當如果是裝好的，我就不

能給你袋子，如果給你一個袋子，我要收你一塊錢，可是如果你直接把飯裝到塑膠袋裡可不可以？

可以，這不要錢，業者清楚就好，所以我們真正這個政策在做的時候，一方面，我們自己實際去

做，讓民眾很不方便的地方，我們就儘量把它踢掉，然後在民眾可以接受的情況下，我們再來試

辦，試辦如果覺得可行，就全面做，高雄市試了第一次沒有問題，我們再來採二階段，先政府機

構做，其實在試辦和政策機構做的時候，這中間就發生很多問題，就是說我們不可能所有事情都

考慮到，那當問題浮現出來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小組，專門針對所有的問題來做一個討論，想出

可以解決的方案，然後在真正全面辦的時候就不會有問題，所以我們真正全面辦的時候，沒有任

何爭議和問題，可是你要曉得這個沒有爭議和沒有問題是花了多大的心血，我們當初第一階段，

政府機構不多，可是當第二階段全面開始實施，包括所有有店面的餐飲業者，通通要適用的時候，

一共有七萬多家，我們要讓七萬多家，每一家都清清楚楚知道，我們這些（限制）哪些可以、哪

些不行，那是很費功夫的一件事情，我們那時是把環保署所有的人力分到全台灣的各個縣市，我

要求他們到每一家宣導到戶三次，就是每一家你都要去，第一次告訴他怎麼做，然後看他有什麼

問題，然後你把他解釋清楚，然後過一陣子再去，而且我通通有記錄，這是為什麼到我們真正在

做的時候，沒有人不知道塑膠袋限制使用政策，甚至店家的問題也不多，而且真正開始實施時，

我們沒有一開始就開罰單，一開始就是我們去查，先看他有什麼問題，或是他沒有按照規定，是

不是情有可原，然後開的罰單還是警告單，叫你改善，罰款太高是原因之一，另外這個政策也不

是以罰他為目的，是以他配合為目的，以教育民眾為目的。 

而以高雄市為試辦單位是高雄市向我們表達，他們願意第一個先做，所以我們就請他們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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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所以那件事情我們和高雄市合作配合的非常好，所以他們每一個步驟都比其他縣市早三個月

先做。 

那時很多業者、團體攻擊我們，是用垃圾減量這塊，就是說今天我們減量根本連百分之一都

減不到，你花了這麼多功夫，浪費這麼多人力，做這些沒有意義的事情，其實不是這樣的，（我

們要源頭減量，是塑膠類的垃圾源頭減量，但塑膠類的垃圾在全部垃圾的百分之一都不到，所以

以總體垃圾是否減量來看會產生很多誤導。）第一個，這類的垃圾很多是不會分解的，它污染環

境是永久的，甚至很多地方溝渠被堵塞，河道被堵塞，就是塑膠袋包了一堆垃圾，然後堵在那裡

的，所以污染環境它是非常嚴重，它和紙和其他的東西不一樣。另外，塑膠燒的時候會產生戴奧

辛，這是很毒的一個垃圾。再來，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們使用過量，我剛講過，（平均每人）

一天用兩個半。這三個加起來本來就該做，還有更重要的是，我們不是在減量上著手，我們在教

育民眾著手。 

 

當初是否還有設定其他目標，譬如說這一階段限塑膠，下一階段可能是限其他材質的東西？ 

 

  我們有，當初就是塑膠袋限制使用第一階段在政府公部門做，第二階段我們是在六大領域

做，做完之後，第三階段其實不是全面的禁用塑膠袋，我們那時候，最起碼的構想是，我們那時

應該要做的是，還有很多像 7－11用的塑膠餐盒這些，要做那方面的減量，我相信現在環保署也

在規劃做這個，因為這部分很好做。那再來就是紙類說不定我們要來檢討，可是這些都不是最重

要的，這些都只是教育民眾的過程，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儘量把資源回收再利用，儘量少丟垃

圾，少製造垃圾，這是我們的目的，那這個真正做到後來就是，各縣市的垃圾通通要計量收費，

就是對家庭來講要計量收費，就像台北做的一樣，就是像垃圾費隨袋徵收這樣，那個才真正能達

到減量的目的，所以塑膠袋限制使用政策我們也不限垃圾費隨袋徵收的垃圾袋，我們只在我們規

定的幾個領域裡面限制使用，譬如說你到 7－11，你可以要袋子啊，就是一塊錢，現在還是一樣。 

 

七、不曉得你認為這政策實施到現在，教育民眾的目的達到了嗎？ 

 

  教育民眾我覺得達到了，我覺得教育民眾、改變民眾絕對達到了，你到今天為止，其實可以

看到，你一般家庭裡面塑膠袋減少很多，第一個你拿不到，第二個要花錢啊，另外就是其實你到

很多地方，尤其你到超商去買東西，你一定會帶環保袋啊，或者帶個菜籃去，你不可能就空手去，

尤其我昨天（2005/3/13）還到家樂福去，我看到大部分的人還是用環保袋啊，因為那個地方它

不給你塑膠袋，那若講到小店面就沒有辦法，其實當初執法要貫徹，就是你要長時間的做，那像

小店面是比較難，那這部分我們後來就是做了六個月之後，我們發現這部分其實執行績效最差，

那時候配合率只有到七成，那是很差的，其他的都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那這部分有一個問題

在就是罰款太高，我們開不下這個罰單，一次六萬塊，那最近修法過了，其實真正這部分可以貫

徹，我知道還沒看到成效，不過其實若貫徹，這部分是做得到的。 

 

八、當初全環保署的人分配到各縣市去，工作量是否會負荷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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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是全署每個人都做這個工作，就是每一個處室裡有一批人專門負責這個事情，譬如說有些

人的工作平常就是要到各縣市和地方溝通協調，那就同時附帶這個任務，請你同時做這件事，而

且不只是全環保署的人，各地方環保局的人也配合著在做，甚至有很多環保團體也配合並幫我們

在做。 

 

民調的可信度？ 

 

  你從來沒被民調問過，不表示沒有在做民調，我們環保署的民調是自己做抽樣，那個是我們

做參考的（用電話抽樣），可是我們從來不把我們自己的民調作為依據，因為這個政策你不能騙

自己，如果你民調出來，告訴人家說支持度百分之七十，實際上的民調出來卻是百分之三四十，

那你一定死，所以 TVBS 針對這政策做了很多次民調，中天、行政院也做過民調，民調的數據都

和我們的差不多，假如說所有的團體做出來的結果都是這個樣，那表示做這個事情應該沒有問

題，我為什麼敢貫徹這個政策，最主要就是民意支持我們這樣做。 

 

當初我們最自豪的一點就是，一般民眾會提出的問題，或是業者會提出的問題，或者業者會

採取什麼抗爭，我們沒有一件沒想到，所以最後我們的計畫方案很厚，包括到時有人萬一到環保

署丟雞蛋應該要怎麼辦，我們都有，這從頭到尾我們都有想，所以為什麼後來環保署的向心力很

強，有任何一個狀況來，有那麼多人遊行示威我們不緊張，我們通通討論過了，而且我們把這些

都想清楚了。 

台灣是一個環保意識很強的地方，任何一件和環境污染有關的事出來，民眾都會跳出來，有

很大的聲音，可是這些民眾有沒有想過，你自己有沒有對台灣的環境盡一分力量，可能沒有，所

以這個政策最重要，你會覺得不方便，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是要你知道說，這一點點的

不方便，讓你知道環保是要付代價的，同時這一點點的不方便對環境會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幫助，

甚至我們的青山綠水就是靠你這一點點不方便來的。 

我們這個政策在推動期間，比較滿意的一點就是我們沒有花太多錢，然後就把這個政策推起

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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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A3 

 

有關本問卷回答部分，謹代表個人立場，不代表個人所屬單位立場，特此敘明。 

 

一、曾有人批評限用塑膠袋政策的執行成效不彰，請問您在執行政策的過程中所抱持的心態為

何？是否有所顧慮？理由為何？ 

 

我個人在執行限塑政策稽查時，除依其稽查標準作業程序辦理，並同時對民眾宣導政策外，

遇有違反限用規定者，仍依法辦理。此外，在執行過程中會顧慮到的是攤販等業別未被列管，在

政策執行時易造成民眾的反彈。 

 

二、請問您，該政策之推行是否加重您的業務？若是，您會給予政策何種建議？又您個人是否

認同該項政策？ 

 

我認同該項政策，另就執行家數比例來說，是不會增加我個人的工作量；針對該項政策，我

會建議限塑政策應不分業別、厚度全面管制，方可達到政策目的。 

 

三、請問您個人認為，此政策有無達到原本所要追求之目的（環保教育）？其達成程度為何？ 

 

我個人認為限塑政策就環保教育面來看，對於民眾能了解購物時應使用可重複使用之購物

袋，可見該政策仍有達到一定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