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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海洋的環境污染，大眾對環保議題的重視程度逐漸增高，污染也破壞了原有的

生態和環境，經環保署統計一次用塑膠吸管為海洋常見的廢棄物，一次用塑膠吸管在我

們的環境中是很難被分解的，再經由食物鏈，將會衍生更多的污染問題，為了不讓環境

再有更多的危害，政府開始推動了不塑政策，而禁用一次用的塑膠吸管，是這個政策的

實施重點，也就是全民要使用重複用且環保的吸管，這個政策在今年的七月開始實施，

對此我們想探討環保吸管是否因為政策的實施而提升使用率。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的背景和目的。 

（二） 探討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實施前後成效。 

（三） 探討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實施後環保吸管的 SWOT 分析。 

（四） 分析出一次用吸管和環保吸管帶來的利與弊。 

（五） 探討如何提高環保吸管使用率 

（六） 其他國家的實施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現況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藉由網路及書籍蒐集各國家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的相關資料、環

保吸管與塑膠吸管的差異、環保吸管的益處、我國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的

資料、關於環保議題的小論文等相關文獻。 

 

（二） 量化研究：透過網路問卷的調查蒐集各個縣市與職業對於環保吸管的使用提升

率。本次研究以政策實施前與實施後的成效來做比較，再以數據統計軟體分析

收回的問卷資料來做為參考資料。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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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 我國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 

 

我國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規定公家機關、公私立學校、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

連鎖速食店等 4 大類，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供內食餐飲之消費者使用，並自 2019

年 7 月 1 日生效。環保署針對取得環保標章生物可分解塑膠材質或紙類、木片等植物纖

維材質塑膠含量低於 10％製成之吸管，或工廠出廠已附有吸管之商品，且公開陳列供選

購者，暫不限制使用。 

 

在這項議題的最後建議，立法院法制局提出政府應鼓勵業者研發新替代材質的吸管，

去取代舊有的塑膠吸管，並加強宣導、教育民眾應有「除非必要，否則不用吸管」觀念，

若民眾有需要，也應培養出重複利用習慣，或者使用可自然分解材質，才能真正達到環

保的功效。 

 

(二) 因政策實施各場所的改變 

 

在 7 月 1 日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實施前，各個被限制類型部門和品牌有哪些因

應方法和改變呢？連鎖速食店全面改用紙吸管和封口直接喝的方法，以此來減少塑膠吸

管的使用量，而學校方面也開始推廣環保吸管的使用，百貨公司則是開始受法令限制，

去執行這個政策。 

 

麥當勞從 108 年 4 月中起逐步改用口杯蓋，經過資料統計有九成消費者買單，肯德

基也從 6/11 起改為撕開封膜直接飲用，兩大速食業者無論內用或外帶都不再主動提供吸

管，萬一民眾有特別需求會提供紙吸管給消費者。新光三越從 6 月中起全台 15 家百貨

內不得出現一次用塑膠吸管，無論內用外帶，全台 15 家分店內塑膠吸管全面停用，替

代方案以紙吸管為主，由百貨公司主動提供，部分連鎖品牌其公司有規範使用 PLA 等

材質的吸管，也對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加以執行。 

 

(三) 環保吸管帶來的益處 

 

塑膠吸管給人們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但對於環境也造成影響，環保吸管不像塑膠吸

管一樣隨手可得，但環保吸管對於環境的維護有一定的功效，尤其是使塑膠吸管的使用

大量減少，環保吸管在使用方面提供了很多種類，讓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想使用的材質，

且環保吸管可以使用的時間很長，不用像塑膠吸管使用一次就丟棄，也在提倡的過程中，

為環保吸管帶來了另一種商機，也藉由這個政策，讓大家知道了環保吸管帶來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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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塑膠吸管與環保吸管的差異 

 

塑膠吸管和環保吸管最大的差異莫過於在重複使用性和環保性這兩個問題，塑膠吸

管屬於一次用塑膠吸管，我國平均一天使用約 800 萬根塑膠吸管，造成的垃圾量是極大

的，使用環保吸管可以減少使用塑膠吸管的量，進而維護到自然環境和環保的議題，且

環保吸管具有回收的特質，相比之下，塑膠吸管則會造成大量垃圾，而且並不環保，環

保吸管可以重複使用，並對於環境保護上是有一定的功效。  

 

(五) 其他國家實施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的現況 

 

在其他國家也有許多已用行動落實，包括歐盟、英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萬

那杜等，對於其他國家我們做了以下的時間軸。 

 

圖（二）其他國家實施政策的時間軸 

 

二、環保吸管的 SWOT 分析 

 

S1 材質種類多樣 

S2 有益環保 

S3 可重複使用 

 W1 單價較高 

W2 不易清洗 

W3 製作成本較高 

   

 

O1 禁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實施 

O2 環保意識提升 

O3 教育機構加強宣導 

O4 討論度高，較有曝光度 

  

T1 塑膠吸管較廣泛使用 

T2 不受商家歡迎 

T3 較有爭議用 

T4 消費者的需求較小 

表（一）環保吸管的 SWOT 分析 

S W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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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卷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次研究採 Google 網路問卷來做調查，總共收到 497 份，經篩選後得到 485 份有效問

卷，12 份無效問卷，在問卷內容方面針對環保吸管政策上路前後的差異、環保吸管的問題

和有關我國「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推廣的方式，加以深入了解環保吸管如何擴大環

保吸管在市場上佔有的市佔率和順帶提升大眾對環境保護的概念，本次問卷分析結果如

下： 

 

  

圖（三）政策上路"前"，是否使用環保吸管？ 

由圖（三）得知，發現未使用環保吸管

的人，占了 65.3%，可以發現政策上路

前使用環保吸管的人數較少，為了更加

了解政策前後成效是否有提升，我們更

加深入探討。 

 

 

圖（四）在政策上路"後"，是否使用環保吸管？ 

由圖（四）得知，政策上路後使用環

保吸管的，占了 52.3%，由圖（四）

與圖（三）比較可得知使用環保吸管

的人，上升 17.6%，由此可知政策上

路後環保吸管的使用率逐漸提升。 

 

 

圖（五）你會使用環保吸管的原因是什麼？ 

由圖（五）可知，使用環保吸管的原

因，大多數是為了保護環境與生態，

而有因應政策而實施的，佔了 28.8%，

由此可知政策的實施有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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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你使用環保吸管後，發現的問題是什麼？  

由圖（六）可知，在使用環保吸管後，

發現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忘記攜帶佔了

44.0%，而不方便清洗也是一個很大的

問題佔了 42.0%，由此可知 

 

圖（七）政策上路"前"，你使用環保吸管的使用率? 

由圖（七）可知，不常使用環保吸管

的人，占了 34.6%，幾乎不使用的人，

占了 29.2%，所以大部分的人在政策

實施前使用環保吸管的頻率較低。 

 

 

圖（八）政策上路"後"，你使用環保吸管的使用率? 

由圖（八）可知，發現使用環保吸管

的人頻率有大幅的提升，經常使用環

保吸管的人，占了 50.7%，幾乎都使

用環保吸管的人，占了 15.8%，代表

這個政策是有效的。 

 

 

圖（九）你覺得使用環保吸管對環境有什麼幫助？ 

由圖（九）可知，使用環保吸管最大

的幫助是減少垃圾量，而減少製造塑

膠也佔了 26.1%，維護自然環境也佔

了 24.4%，維護生物的生態也佔了

22.3%，這四個幫助的比例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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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若店家提供塑膠吸管，你是否會順勢拿取？ 

由圖（十）可知，若店家主動提供塑膠

吸管的話，有 69.2%的人都還是會順勢

拿取，而 30.8%的人不會順勢拿取，結

論可得知，若店家主動提供塑膠吸管的

話，大多數的人都還是會拿取。 

 

圖（十一）你是否會因為有發放免費的環保吸管而

更加使用? 

由圖（十一）可知，會因為有免費的

環保吸管而去使用的人，佔了 74.0%，

由此可知若提供免費的環保吸管，願

意使用環保吸管的人數會提升。 

 

 

圖（十二）你是否贊同這個政策? 

由圖（十二）可知，贊成這個政策的人

有 89.7%，而反對的只佔了 10.3%，由

此可知，這個政策是受到大部分的人支

持的。 

 

 

圖（十三）你覺得政策有什麼需要改進或實施的地

方？ 

由圖（十三）可知，發送環保吸管的

人，占了 34.8%，輔助店家購買環保

吸管的人，占了 30.2%，由此可知發

送及輔助店家購買占了大部分，如果

要讓政策更進步，可以在這方面做更

多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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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你是否知道「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

策？ 

由圖（十四）可知，雖然「禁用一次

用塑膠吸管」政策已開始實施，但還

是有少數民眾是不知道有這項政策

的。 

 

圖（十五）你從何處得知政策的資訊？ 

由圖（十五）可得知，有 44.3%的人

是藉由傳播媒體而得知，38.1%的人是

藉由政府宣導得知，而在報章雜誌只

佔了 11.3%，家人朋友口中也只佔了

6.2%，所以得知政策的資訊，最有用

的是傳播媒體和政府宣導。 

 

參、結論與建議 

 

環保吸管從一開始的不被重視，到因為一張插有塑膠吸管的海龜圖片，讓人們開始重視

塑膠吸管對環境的問題，因此政府的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的政策，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政策

前及政策後是否有提升成效，根據我們整個研究之後，其他國家在 2018 年就開始對於塑膠吸

管實施管制，我國則在 2019 年七月初開始對環保吸管實施管制，使用環保吸管有帶來益處也

有不方便之處，對於環境有保護的作用，在使用方面清洗也相對麻煩，我們發現政策前有小

部份的民眾已有主動使用環保吸管的觀念，在政策上路後使用環保吸管的人有明顯提升，也

可以發現大多使用環保吸管的原因是為了保護環境與生態，有大約九成的人是支持政府的政

策，表示民眾對這項政策措施都是贊成的，政策的上路是有大幅提升實施成效的，得知這項

政策多是利用傳播媒體跟政府宣導，但還是可發現約有兩成的人是不知道這項政策的，或是

店家若有提供吸管，有七成民眾是會順勢拿取的，也就代表政府應更加強實施的管制及宣導

這項政策，對於政府的政策我們提出了以下建議： 

 

一、強力宣導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政策 

 

（一） 舉辦政策闖關活動 

（二） 設計宣導貼紙並發放 

 圖（十六）設計宣傳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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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放免費環保吸管 

 

（一） 參加政策闖關活動贈送 

（二） 將店家原有的一次用塑膠吸管換發為環保吸管 

 

三、強制管制各店家執行政策 

 

（一） 店家使用環保吸管可申請補助 

（二） 對使用一次用塑膠吸管的店家進行開罰 

 

四、對鋁箔包等本身就附有塑膠吸管實施管制 

 

（一） 改變飲用方式或包裝本身 

（二） 更換成環保吸管材質 

（三） 政府提供產品設計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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