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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了瞭解全省大專院校目前垃圾資源化的實際推動情形及學生對此觀念的認知、態度、與
行為，以提供環保單位及各大專院校推動環保工作之參考乃進行此調查。研究資料以問卷郵寄方
式收集，針對全省各大專院校行政單位全面發出問卷，調查各校垃圾分類及資源回收工作的執行
情形；並以分層比例集束抽樣法抽樣大專院校班級。共 35 個班級，1360 位學生寄回問卷，問卷
回率達 87.5％。其中有 54.1％學校有進行資源回收與垃圾分類工作，但只有 28.7％學生家中有
進行資源回收與垃圾分類工作。同學對於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益處之認知、分類與回收方法之認
知、相關法令之認知三部份問題答錯或不清楚的比率分別為 18.6％，20.9％及 32.5％。有關對
於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態度，本研究共列出 11 個問題，同學們對這些問題分別有 66.2％至 90.9
％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 分別只有 42.5％、29.6％學生表示自己在學校或家裡時常會配合垃圾
分類與資源回收工作。而尚未養成分類與回收習慣的原因，35.9％同學覺得麻煩，4.2％覺得很
髒，24.2％不知道如何做分類，57.9％不知道將資源垃圾送至何處，6.0％覺得沒有收益，不願
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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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了維護人類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均致力於推動環境保護工作；而由於地球資源有限，但人
類社會活動日趨複雜，廢棄物產量日增，因此，垃圾減量及垃圾資源化等預防性的環保政策尤其
重要。
環保署自七十六年成立以來積極推動各項公害的防治與教育政策。大約自民國八十年開始在社
區與校園內提倡實施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工作。此項資源再利用政策在各中小學配合實施較為普
遍與成功。然而，大專院校及其學生自主性較強，若校方不重視環保教育，則學生們在中小學階
段養成的環保行為未被持續或增強，日後步入社會願意「舉手之勞作環保」的人將大為減少。因
此，大專院校環保教育生活之實踐必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調查全省大專院校目前垃圾資源化的實際推動情形及學生對此觀念的認知、態度、與
行為指數，以提供環保單位及各大專院校推動環保工作之參考。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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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料收集方法：
本研究設計問卷，以問卷郵寄調查方式收集研究資料。
1. 針對全省各大專院校行政單位（衛生保健組或總務處）全面發出問卷，

調查各校垃

圾分類及資源回收工作的執行情形。
2. 抽樣大專院校班級，調查有關垃圾資源化的知識、態度與行為問題。此部份採用分層比
例集束抽樣法選取樣本。首先依據教育部統計處出版的八十六學年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概況統計，將學生分為文理、藝文傳播、法商管、理工、農林漁牧、醫藥衛生、建築運
輸及體育等八個類別，再依各類別學生人數占總數比例，以班級為單位，利用簡單隨機
抽樣法於各類別依次抽出 6、3、8、16、1、4、1、1 個班級當成樣本班級，樣本班級的
全部同學為本研究所選取之樣本。
二. 資料分析
本研究以 SPSS/PC+統計程式庫進行資料分析。利用該程式庫之頻率分布、X2 檢定、相關檢
定來分析資料。

研究結果
依分層集束抽樣法共抽出全省大專院校 40 個樣本班級。經二次郵寄問卷後共 35 個班級，1360
位學生寄回問卷，問卷回收率達 87.5％。回收樣本中，男性學生占 43.2％，女性占 55.1％（1.7
％未回答），其中有 54.1％學校有進行資源回收與垃圾分類工作，但只有 28.7％學生家中有進
行資源回收與垃圾分類工作。學生年齡分布最大值為 29 歲，最小值為 16 歲。公立學校占 40％，
私立學校占 60％。八個類別之問卷回收率，文理類達 83.3％，藝文傳播類為 66.7％、法商管類
為 100％，理工類為 87.5％，農林漁牧類為 100％，醫藥衛生類為 75％，建築運輸類為 100％，
體育類為 100％（八類別分別回收 154、98、328、553、20、136、42、29 位學生）。
本研究將有關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的認知問題歸類為三方面：
1、對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益處之認知；2、對分類與回收方法之認知；3、對相關法令之認
知。
第一部份共五個題目：1. 資源回收對酸雨的產生、地球溫室效應的惡化、臭氧層的破洞、
熱帶雨林消失等地球災難都有減緩的幫助；2. 在日常垃圾中約有一半以上可再生利用的資源物
質因為沒有回收而送進焚化爐或掩埋場，十分可惜；3. 資源回收不僅可節省一大半的垃圾處理
費用，全國的垃圾場、焚化爐也會因為垃圾減少而延長壽命；4. 鋁箔包中紙的成份占有七成，
很適合焚化處理，分類集中燃燒後的熱量可節省石油之消耗。若未回收而以掩埋法處理將浪費掩
埋場空間；5. 用回收的廢玻璃來生產新玻璃比以原料直接生產可減少許多的空氣污染與水污
染。第二部份共有 11 個問題：1. 資源垃圾回收後一般再利用的方式都是打碎或溶解後作原料；
2. 若是在打碎或溶解前的分類不確實，製造出來的再生原料會含雜質而使此原料成為低級品或
毫無價值；3. 回收空瓶罐應事先沖洗乾淨，以免腐敗發臭，否則不僅儲存、運輸時會污染環境
且增加回收之成本；4. 踩扁的鋁罐或塑膠瓶可減少體積、節省運輸成本；5. 塑膠瓶之瓶蓋若為
金屬蓋，應併入金屬類回收；6. 報紙、雜誌、電腦紙、影印紙、印刷物、厚紙板應分類疊放；
7. 玻璃瓶回收時應將之裝好並註明玻璃瓶，以免因破碎而割傷人；8. 保麗龍容器亦可交至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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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超商所設立的資源回收站；9. 廢電池可交至各地超商、全國電子專賣店及中油加油站等回收
點；10. 沙發、彈簧床等大型家俱可打電話給各地清潔隊詢問處理方式；11. 四機一體（即電視、
冰箱、洗衣機、冷氣機及電腦）可聯絡環保基金會來回收。第三部份共 12 問題：1. 自 87 年 10
月起全省各鄰里每週至少應選定一天為資源回收日；2. 紙類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物質；
3. 金屬類（鐵、鋁罐）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物質；4. 塑膠類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
物質；5. 廢鋁箔包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物質；6. 廢家電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物質；
7. 廢資訊物品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物質；8. 廢電池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物質；9.
廢輪胎是目前政府已公告的應回收物質；10. 資源回收標誌之認識；11. 自 87 年 10 月起環保署
強制要求各地方環保機關每週應選定一天為資源回收日，以資源回收車收集社區資源物質；12.
資源回收四合一計劃是結合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基金會的力量使回收管道暢
通，減少垃圾量。
同學們對三部份認知問題答錯或不清楚的比率分別為 18.6％，20.9％及 32.5％。
有關對於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態度，本研究共列出 11 個問題：1. 垃圾具有髒臭的特性、人人
都討厭它。但解決垃圾問題的方法其實不難，不外是「少製造」、「多回收」；2. 我願意在日
常生活中減少製造垃圾，例如：不用免洗餐具（自己準備便當盒）、少用塑膠帶、不買一次就丟
的產品；3. 我願意多作資源回收，堪用的物品寧可送人，也不丟入垃圾堆；4. 我願意多花些心
思將廢物、舊物多作利用；5. 我認為建立廢紙回收制度可以拯救數百萬公頃的森林，有助森林
保育；6. 我願意儘量不使用不能回收或過度包裝的產品；7. 我認為社會推動資源回收工作可以
淨化人的心靈養成愛物惜物的觀念；8. 我認為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工作是一件舉手之勞的事；
9. 我願意由自身作起環境保護，不小看各人的力量；10. 我願意隨時把握機會把自己的信念告
訴他人，為世界美好的明天盡一份心力；11. 資源回收日的設立可幫助環保工作的推動。同學們
對這些問題分別有 90％、70.2％、74.1％、62.6％、90.9％、76.8％、84.0％、86.5％、81.2
％、66.2％、80.7％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
分別只有 42.5％、29.6％學生表示自己在學校或家裡時常會配合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工作。
而尚未養成分類與回收習慣的原因，35.9％同學覺得麻煩，4.2％覺得很髒，24.2％不知道如
何做分類，57.9％不知道將資源垃圾送至何處，6.0％覺得沒有收益，不願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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