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 

 

適用年級：3-7 年級 

 

技能：討論、合作學習、價值澄清 

 

主要概念： 

1. 人類對海洋的觀念與態度影響海洋的健康 

2. 人類生活的需求與不正確的習慣是造成海

洋廢棄物問題的主要原因 

3. 海洋廢棄物對於海洋的健康造成威脅 

4. 海洋廢棄物對於海中生物的影響也會回歸

到人類身上 

 

 

關鍵字彙：海洋廢棄物 

 

時間：3 節課 120 分鐘 

 

準備材料：瓶中信、空白海報紙、色筆或蠟筆（一

組一份）課程進行所需要準備的材料，諸如：卡

紙、色筆、海報或學習單、道具等 

 

相關聯結： 

我從海上來之洋流篇 

異形入侵之化學污染篇 

 

單元名稱：異形入侵 之 海漂異形 

本單元：江慧儀 

 

摘要 

本單元主要在透過活動從認識海洋廢棄物，以

及海洋廢棄物對海中生物的影響，並引導學生

思考如何改善海洋廢棄物問題。 

 

目標 

1. 認識海洋廢棄物的類型、來源與影響 

2.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改善問題 

3. 引導學生瞭解海洋廢棄物的影響最終還是

會回歸到人類身上 

4. 導學生澄清對海洋的態度與價值觀 

 

 

 

 

 

 

 

 

 

 



背景資料 

海洋廢棄物 — 不只是垃圾問題！ 

海洋廢棄物不只是垃圾問題！海灘垃圾可能包括

源自陸地或海上船隻拋棄之廢棄物，它們或曾在海

域裡漂流，之後，擱淺在我們的海灘上。全球所有

的海域都有海洋廢棄物，但海洋廢棄物的問題絕不

起始於他們被發現的地點。80%的海洋廢棄物是從

陸上被沖刷、傾倒或風吹到海灘、海中、海岸濕地。

他們的來源包括：遊憩後被丟棄的垃圾、殘破的垃

圾桶或垃圾車等等。這些垃圾已被證實，可能隨洋

流漂洋過海擴大污染及破壞比我們想像更大範圍

的海域，除了近海生物，它們也傷害到許多遠距離

外的海洋生物，包括魚類、海鳥、海龜、海豹及鯨類等等。 

 

塑膠製品 

近 90%的海洋廢棄物是塑膠製品，因為塑膠製品耐用、便宜，為

現代人類生活帶來許多立即的便利，但是生活中琳瑯滿目的塑膠

製品，如：提袋、蛋盒、食品包裝、保特瓶、氣球等，在被用不

當方式處理，丟棄或沖刷到海裡的時候，不僅有礙觀瞻，由於塑

膠製品的持久性、以及具有容易吸收海中毒物的特性，更對許多

海中生物、甚至潛水的人造成傷害。漂流在海中的塑膠製品足以

將海中的動物勒斃、或誤食。塑膠歷經可百年無法分解，只要存

在海中一天，都有可能傷害海洋生物。  

上圖說：阿拉斯加一隻被破舊漁網纏身的海獅 

photo © Charles Fowler（下載自 Smithsonian Institute Ocean Planet）  

 



 

誤食 

鳥類、魚類以及哺乳動物都經常誤食塑膠。有的鳥類甚至會將塑

膠餵食給牠們的幼鳥。塑膠品進入動物的胃中以後，動物會誤以

為自己已經吃飽了，可能因此而餓死。海龜常會將塑膠袋誤認為

牠門最喜愛的食物 - 水母。甚至連灰鯨也曾被發現因為誤食塑膠

袋與床單而死亡。 

圖說：生物學家在美國紐澤西州海邊發現一隻擱淺的雄性抹香鯨，牠的消化道

中卡著一顆卡著一顆氣球，氣球上的緞帶還沒脫落。照片來源：US Marine Mammal 

Stranding Center（下載自 Smithsonian Institute Ocean Planet） 

別看小小的煙蒂，它也會讓海龜誤食，因為海龜無法消化某些煙

蒂上的濾嘴，且煙蒂含有有毒成分，對其傷害很大。 

 

海豚誤食的狀況（為什麼？會吃到什麼？） 

 海豚的進食 

 海豚誤食的內容 



海中絞刑台：海漂漁具廢棄物對生物的影響 

遭人棄置或不小心因為暴風雨而損毀、鬆脫漂流的漁網都可被稱為「幽靈網」(ghost nets)，它們可

能纏住海豚等海洋生物，而危害生物的時間可以長達數年。 

 

 流刺網：海洋漁撈有多種不同的方式，其中以流刺網的效果最好，對海洋哺乳類的殺傷力也最大。

流刺網像一張又長又大的排球

場，長到可達六十公里，寬度約

一點五公里。刺網是為了捕比網

孔大的魚而設計的，但也會殺死

其他的海洋生物。而流網則是用

幾乎看不見的單纖維所製成，展

開時可達 64.4 公里，已經證實是

殺傷力相當強的漁具。它們通常

是用來撈烏 賊、鮪魚和鮭魚

的。然有些海洋動物像鯨魚、鯊

魚、海獅、海狗、海豚都可能纏

在魚網上，成為犧牲品。許多海

鳥則是因為想取食流刺網上的

食物或潛入海中捕食也一併被

流刺網所捕獲。流刺網在太平洋

上使用的時間還不到十年，而有些魚類的族群已明顯的下降。流刺網若因暴風雨或損毀鬆脫，幾

星期內仍會繼續殺害海洋生物，直到生物的屍體重量將它拉下沈到海底。近年來使用流刺網的國

家受到國際很大的指責與壓力，聯合國已禁止使用流刺網，但世界上某些國家如義大利仍在使

用。目前我國也已明文規定不再使用流刺網了。 

 綠蠵龜：除了牠的天敵以外，綠蠵龜目前所面臨最大的威脅是漁具的纏繞，以及漁業活動的誤捕

而溺斃。 

 根據 WWF的資料顯示，每天約有1000隻鯨魚、海豚死於漁具的纏繞或不當漁具引起的誤捕。 

 英國有科學家發明了能讓海豚「看見」這些漁網。海豚的聲納會從他所要獵捕魚隻身上的泳標反

彈回來，科學家依照這樣的原理設計了橄欖球形的物品，裝在漁網上。如此海豚不會追著漁網跑，

反而會讓游到100公尺外的地方發出大量的聲納信號來探測這項障礙物，然後在四周游動。然而

至今還沒有廠商願意生產。（以上資料摘自ＢＢＣ藍色星球系列：海豚） 

 

圖說：國際 Green Peace 的成員幫助漁網纏繞的翻車魚脫

困 

 

 

 

 

 

 

 

 

對人類的傷害 

紐西蘭南島外海的刺網奪走一隻賀氏矮海豚的生命。牠因為無法到水

面呼吸而溺死。攝影：Steve Dawson 



到海灘遊憩的人有可能被玻璃或金屬廢棄物割傷。海中廢棄物也有可能危害漁民或船員的安全，因為

漁網或塑膠釣魚線有可能妨礙漁船窩輪，而塑膠袋或大型塑膠片有可能會將船隻的進水口堵住，這些不

但都會造成危險，或者損壞機具，更會浪費漁民或船員修復的時間與金錢。美國的奧瑞岡州就有達 58%

漁民曾經遇到過上述的海中廢棄物危害船隻機具的經驗。而每個人每次平均所花費的修繕費用達六、七

萬台幣。 

 

我們能做什麼？ 

 定期參加淨灘行動 

 不亂丟煙蒂 

 少用塑膠製品或重複使用塑膠袋與其他塑膠製品 

 切實作到資源回收，包括電池、塑膠、有毒物品或液體的瓶罐等 

 把垃圾丟在適當正確的地方 

 不施放氣球、辦活動後用的氣球應適當處理 

 



執行過程 

 

第一節：40分鐘 認識海上異形：海洋廢棄物 

 

 

1. 引起動機：以事先準備好的瓶中信，以及先編好的故事引起學生的興趣（信的內容可以用學生有興

趣的故事來編寫），來討論海中漂流物的問題 

 

2. 以海灘經驗引導學生回憶，除了瓶中信，海上還可能漂流著什麼？來引起學生意識到海洋廢棄物的

問題 

 

3. 事先準備各種可能在海灘出現的海灘廢棄物（實體或圖片），放在教室前面跟學生一起逐項討論： 

 哪些是會飄的？哪些是可能會沈下去的？這些廢棄物從哪裡來？ 

 廢棄物在海裡可能產生什麼影響？例如廢棄物的內容物可能具有毒性、漂到海灘讓海灘變髒亂

等 

 

4. 介紹國際與台灣的海灘監測計畫，讓學生認識國際間與國內都有人在關心海灘廢棄物的問題。 

 

 



第二節：40分鐘 異形入侵：海洋廢棄物對海中生物的威脅 

 

1. 回顧前一堂課的學習內容 

 海洋廢棄物有哪些類型？ 

 對海洋可能有什麼影響？ 

 除了先前所提到的影響，對海中生物有什麼危害？ 

 

2. 拿出填充海豚（可用填充玩具改造，亦可用紙箱製作簡易道具），並從學生對於海豚的認識或經驗

開始拋出問題： 

 在何處看過?它們吃什麼？賴什麼維生？ 

 在海洋中所扮演的角色(niche)為何？他們的生命週期等問題（依學生年級與先備知識調整） 

 

3. 透過問題的引導讓學生對於對鯨豚的飲食及生命有興趣，之後讓學生上前用類似摸獎的方式從鯨豚

肚子裡拿出一樣填充物（例如塑膠袋、破裂氣球、小魚、塑膠繩等自然或人造物…） 

 跟學生討論這些海豚胃中的食物，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怪怪的？好像不屬於鯨豚應該吃到的東

西…等等。 

 

4. 讓學生分別拿著摸到的垃圾分組討論，那些東西的來源(討論可以由老師事先規劃問題引導)； 

 什麼樣的行為會讓這些垃圾跑到海豚的胃裡？ 

 垃圾如何「旅行」到海上？ 

 

5. 討論完後，發給學生一大張海報，讓學生自己嘗試將垃圾旅行的過程畫出來，成為捲軸遊戲，可以

引導學生思考，垃圾不同的旅行過程會有不同的結果，引導學生思考那些陸地污染的由來以及與人

類生活的關係。或者讓各組針對該項廢棄物，去討論它的生命史，以及它應該到哪裡去才不會危害

到海中生物。 

 

 



第三節：40分鐘  終結異形：認識其他類型的廢棄物對生物的傷害，並綜合討論改善海

洋廢棄物問題的行動方案 

1. 回顧上一堂課的學習 

 海洋廢棄物對生物有什麼影響？ 

 海洋廢棄物從何而來？什麼樣的行為會讓垃圾跑到海豚的胃裡？ 

 如何改善這個問題？ 

 

2. 提問：海洋廢棄物除了被吃進海中生物的胃裡，還會對生物有什麼危害？ 

 

3. 以事先準備好的圖卡或 ppt 給學生看，討論其他陸源廢棄物對其他各類海中生物的其他影響，例如

綠蠵龜、其他魚類、海獅因受困於魚具而死亡的例子等..。 

 

4. 最後搭配數據，讓學生了解陸地污染源的種類或數量多寡，來討論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可以怎麼

改變？並介紹國際組織對於降低海漂漁具傷害海洋生物的例子 

 

5. 結尾討論海洋廢棄物與污染除了影響海洋生物，是否會回過頭來影響人類？透過什麼途徑？對海洋

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與觀念才能改善問題？引導學生發展對海洋的倫理觀。 

 

綜合評量 

1. 學生能說出海洋廢棄物的種類 

2. 說出海洋廢棄物對海洋生物與對人類的影響 

3. 列出減少海洋廢棄物的生活行為 

 

延伸活動 

1. 國小組可以搭配行動方案的腦力激盪；淨灘行動(可邀請黑朝海洋文教基金會前往學校進行行前說

明，提供學生先備知識)；位居海邊的學校還可以設計海報邀請社區民眾一起來參與 

 

2. 設計有關非固體廢棄物的課程，引導學生思考是否有「非固體」陸源污染 (例如家庭廢水、漏油等)，

類型可能有哪些？影響可能有哪些？ （可搭配異形入侵二部曲之化學污染單元） 

 

3. 設計有關海洋倫理的討論課程，討論對海洋的態度與價值觀 

 

4. 高中組：從全球觀點來看陸源污染的影響，進一步討論有關海洋廢棄物的相關公約或國際合作計

畫。延伸活動部份，高中組除了行動方案的腦力激盪之外，可以搭配調查學校或家庭附近社區污水

下水道處理系統的建設狀況，並探討現狀是否仍有改善空間？高年級學生亦可由學生透過網際網路

搜尋國際間青少年有關的海洋行動，若有可能可進行交流與討論。 

 

 



參考資料：詳述相關參考資料 

1.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http://www.kuroshio.org.tw 

2. 葉俊榮，全球環境議題－台灣觀點，1999年 7月 

3. 魏國彥、許晃雄，全球環境變遷導論，1997年 10 月  

4. 海灘廢棄物長期監測計畫 http://www.cleanbeach.org.tw/ 

5. 資料來源：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6. Smithsonian Institute Ocean Planet 

http://seawifs.gsfc.nasa.gov/OCEAN_PLANET/HTML/peril_marine_debris.html 

7. 海洋三部曲 DVD：公共電視 

8. 海洋的危機：晨星出版社 

9. 消失的海岸：晨星出版社 

 

 

 

 

其他補充資料： 

 何謂海洋環境污染？ 

所謂的海洋環境污染是指人類間接或直接把能量或物質引入海洋環境，以致於可能造成或造成妨礙捕魚、危害人類健

康、損害海洋生物和生物資源，及海洋的其他正當用途在內的減損環境美觀、損害海水使用質量，及各種海洋活動等

有害影響。 

 海洋污染對環境及健康有什麼影響？  

聯合國 2001年報告中即指出，每年有 250萬人由於生食受到污水污染的貝類而患上傳染性肝炎，約有 2.5萬人因

此而死亡。1999年聯合國官員指過半數的海岸區域受到中高程度的環境破壞、全球 65%的漁業資源遭過度開發與漁撈、

全球 58%的珊瑚礁受到人為活動的影響。從目前的情況看，遭受船舶、大氣、海床探勘與開採、陸上的威脅；再加上人

口的增加、過度的捕撈、海岸的退化以及氣候的變化等等，都會對海洋產生不利影響，甚至還會影響生物的生態平衡，

造成水產資源的嚴重損失；另傾倒海域之廢棄物，本身若含有重金屬或是放射物質，蓄積在水生物體內，而當人纇食

用時，則會造成急性或慢性病變。因此沒有健康的海洋，地球生命支持系統就將受到嚴重危害。需要強調的是，人類

對海洋的過度捕撈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在世界 200種最有價值的魚類中，至少有 60%被過度捕撈。更可悲的是，

由於許多海具都是不加選擇地進行捕撈，捕到的不合意的魚類就拋回到大海。 

 國際對於海洋污染有何防制措施？  

聯合國確定 1998年為國際海洋年。舉辦國際海洋年的目的是讓政府決策者和公眾高度關注海洋環境和海洋對於人

類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為了防止因傾置廢棄物造成的海洋污染，並鼓勵各國依此架構簽訂區域公約，在聯合國

的主導之下，世界各國代表於 1972年 12月 29日聚集在英國倫敦，共同簽署了「防止因傾棄廢棄物及其他物質而引起

海洋污染的公約」。由於此公約在倫敦簽署，因此一般多以「倫敦公約」簡稱之。依照「倫敦公約」之規定，該公約在

簽署三年之後，即於 1975年 8月 30日正式生效。在規範的內容方面，倫敦公約規定所有海洋以及船隻及飛機等，禁

止正常操作以外的一切有意傾倒廢棄物，而管制的例外只有在特殊緊急情況下才能獲准。除此之外，該公約也列出附

件一、附件二及附件三等三項文件，其中附件一的物質完全禁止傾置於海洋，而附件二須得到特別許可，附件三則只

要普通的許可才能容許傾棄。而對於這些海洋棄置的案件，各締約國除了應成立主管機關加以管理外，也應保存紀錄

和監測海洋情況。除了實質的管理外，「倫敦公約」也要求各締約國依照該公約的架構，對某些特別關注的區域簽訂區

域協定以防止海洋污染。倫敦海拋公約於 1975年正式生效，到目前為止共有 76個國家簽署，主要是藉由規範廢棄物

海洋投遞行為，來預防海洋污染。 

 國際海洋廢棄物監測計劃 

http://www.kuroshio.org.tw/
http://www.cleanbeach.org.tw/
http://seawifs.gsfc.nasa.gov/OCEAN_PLANET/HTML/peril_marine_debris.html


1986 年，美國環境保護署 EPA 與環境組織 The Ocean Conservancy 推動海洋廢棄物監測計劃，由各地的志工團體，

每個月一次到固定的海灘進行監測，除了將海灘清理乾淨外，並記錄海灘上廢棄物的種類及數量，監測時間為兩年，

累積的結果即是該段海灘的廢棄物基礎資料。基礎資料的建立，除了提供美國政府做為制定防治海洋污染政策的參考，

The Ocean Conservancy 也召開多次海洋漂流廢棄物國際研討會，希望各國政府正視此一全球性環境議題。 

 台灣的海洋廢棄物監測計劃 

2000 年 8 月開始，包括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新竹自主交流

學習中心、高雄旗津國中、桃園竹圍國中、花蓮鹽寮村、花蓮慈濟大學環保社、基隆八斗國中，花蓮水璉村等單位團

體，於全台灣多個定點海岸執行海灘廢棄物監測計畫，累積可觀地數據資料，但囿於經費與義工人數等諸多限制，除

高雄市教師會執行之旗津海灘、蚵仔寮海灘完成歷時兩年的監測計畫外，其餘定點並未完成持續兩年的監測工作。黑

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知道長期監測性的工作，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多因素配合，於是累積過去執行之經驗，重新規劃

海洋廢棄物監測計劃，希望延續此一重要之基礎調查，與各界關心台灣海洋環境的夥伴、團體合作，共同為台灣海岸

盡一份心力。 

 我們能做什麼 

號召 10 人以上的親朋好友，或是各社區、社團，共同認養一段海灘，每個月花半天時間進行一次監測，並統計海

灘垃圾的種類及數量，將數據上傳至網站，建立屬於台灣海岸的基礎資料。 

 

 

 

 

 

 

 

 

 

 

 

 

 



國 際 海 灘 廢 棄 物 監 測 計 劃 記 錄 表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DATA CARD 

ICC國際海灘廢棄物監測計畫所登錄的資料是用來教育一般大眾並解決垃圾問題，透過企業、政府、民間團體和民眾共同的

努力，我們正在改變隨意製造、丟棄廢棄物的行為，謝謝您參與這重要歷程的一部份。 

淨灘地點 CLEANUP LOCATION  

海灘的位置 Location of Cleanup： State__Hualien___ Country   TAIWAN    

海灘名稱 Beach Site Name： ____花蓮港東堤北側海岸（自行車步道 7K 至 7K＋500 處）______ 

日期 Date： Month 月____Day 日____Year 年____ 

參與人數 Number of People Working on This Card： _____ 

總共撿滿了幾袋垃圾 Number of Trash Bags Filled：____________________ 

協辦單位 Name of Coordinator：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淨灘長度 Distance Cleaned： _________________km 

垃圾總重 Total Estimated Weight Collected： _______________kgs 

列出所有在淨灘時發現的受困動物，並告訴我們牠們是被什麼纏繞？（魚線、繩子、漁網…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來自其他國家的廢棄物，並記錄其詳細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撿到最奇特的物品是？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志工介紹 

         

         

         

         

         



請盡量將海灘上所有的垃圾都撿拾乾淨，並登錄下列物品的數量。 

 請先用㊣字號記錄數量，最後再將總數填寫在前面的方框中。 例如：  15   鐵鋁罐  正 正 正 

 若撿到物品項目未呈現於表格中，請在空白處備註說明。                          本表紀錄者： 

沙灘與休閒活動 

（比較可能是遊客所遺留下的垃圾，部分是街道或颱風沖刷而來） 

 塑膠提袋 

飲料／成藥（瓶、杯、罐）  

 塑膠瓶 

 玻璃瓶 

 鐵鋁罐 

 鋁箔包 

 寶特瓶 

 瓶蓋（瓶蓋、瓶蓋環、瓶蓋墊） 

  

 紙類 

 免洗餐具（杯、盤、刀、叉、湯匙、便當盒） 

 

 食物包裝袋（科學麵、糖果包裝） 

  

 免洗筷（筷子，筷子封套） 

 吸管、攪拌棒（吸管、吸管封套） 

 沖天炮 

 烤肉用具（烤肉架、夾子） 

 衣物、鞋子、手套 

 

海上/水上活動 

（休閒/商業性漁業活動和漁船操作所丟棄的廢棄物） 

 魚線 

 螢光棒 

 漁具包裝袋  

 魚網 

 裝油／潤滑劑的瓶子 

 其他漁具（魚鉤、浮球） 

抽煙 

 煙蒂   

 打火機 

 煙盒／檳榔盒 

 

醫療/個人衛生用品 

 針筒 

 藥罐、點滴瓶 

傾倒廢棄物 

（垃圾掩埋場或者任意傾倒沖刷而來的） 

 建築材料 

 鞋墊 

 塑膠碎片 

 金屬碎片 

 電線 

 電池 

 保麗龍、海綿、泡棉、橡膠 

當地關心的廢棄物 

（列出並計數其他所關心的特別廢棄物種類） 

 

 黑色模具 

 塑膠袋頭 

  



相關文章 

 

垃圾的故事 作者：廖鴻基  

 

  曾在電視頻道看過一集記錄報導：在高拔的喜馬拉雅山，一群人在清運半世紀以來攀登

埃佛勒斯峰的探險隊所留下的垃圾，他們撿拾到三百多個氧氣瓶，及重達五百磅的各式登山

廢棄物包括帳蓬、食物殘渣等，最早的垃圾年份是 1952 年。這次行動的發起人說明其行動目

的是要告訴世人，只要有決心、有計劃，人類也有能力克服嚴酷天候，去收拾即使是陸地上

最高遠處的垃圾。 

 

  這是人類征服地球的慾望所遺留的爛攤子。 

 

  曾目睹一次垃圾清理行動：在南台灣的旗津海灘，一大群人分成兩三人一組，綿延數百

公尺長，有人亮出像老布袋戲裡「拾字郎」用的長夾子、彎下腰又立起身、或低頭在手上的

冊子裡寫字，他們又像盤點存貨那樣，「炮管２」「玻璃瓶１」「再記一個瓶蓋」「塑膠袋

３」「浮球２」……一人喊、另一人登記，一個個垃圾袋漸漸裝滿保特瓶、瓶蓋、塑膠、廢

漁具、各種垃圾。他們與一般去淨灘的人不同，他們不但撿垃圾、而且作記錄──花兩年時

間記錄這片海灘的垃圾故事，每個月反覆的撿拾、清運、以及巨細靡遺的垃圾登錄工作──

兩小時後，記錄表上數十欄分類項目，廢棄物統計洋洋灑灑，多是數以百計的量。一段幾百

公尺海灘容納了多少人類垃圾？塑膠瓶蓋 604、吸管 517、沖天炮管 468、其它塑膠類垃圾共

2089 件；玻璃瓶 503、保利龍填充材 171、水果保護棉 161、其它保利龍垃圾共 523 件；尚有

橡膠、金屬、布、木、紙等各類垃圾總共數以千計。 

 

  這是我們的海灘。 

 

  只有極少數人擁有像雪巴人那樣的肺活量和體力去清理高山之巔的人類廢棄物；但是絕

大多數人都有能耐參與像在旗津海灘進行的那種淨灘記錄工作。 

 

  台灣四面環海，而且在人口稠密的台灣，海灘也是容易到達又較清幽的地方，所以台灣

人大多有去海邊玩的豐富經驗，也因此，幾乎每一處海灘都留下了可觀的人類垃圾。此外，

人們常有個錯覺，以為海洋「大肚能容」，又具有一定的自行清淨能力，所以把不要的東西

都往海裡丟，核廢料、火力發電後的煤渣、壞掉的漁具、破傢俱、甚至垃圾場也設在海邊，

眼不見為淨。還有不要忘了，被人類污染的河川挾帶了大量廢棄物，最後進入海洋，我們即

使住在山裡遠離海邊幾百公里，也在不知不覺中製造出海灘廢棄物。 

 

  但是我們忘記海洋不是靜止的，潮汐會把岸上的垃圾攜入海裡、洋流會帶著垃圾環遊世

界。我們也忘記海洋不是空漠的，有許多生命在海中繁衍，牠們不認識來自陸地的垃圾，漁

用螢光棒、浮標、尼龍釣線、沖天炮管、打火機、塑膠袋、塑膠瓶蓋、保利龍碎塊……這些

不會分解質地又輕的小東西長年漂浮海中，一一被海洋生物吃進肚裡，於是魚類、海鳥、海

龜、海豹、鯨類紛紛因此死亡。 



 

  海洋、河川、從海岸線到海拔近九千公尺，無論多麼荒僻的天涯海角、或寒凍高絕之處，

人類製造的垃圾無所不在。石化業、化工業、電廠、冷凍業……各種工業，有決心、有計劃

地生產出過量的商品──多數是大自然無法消化的物質、或是有機毒物──強迫世人習於去

使用，然後製造出無限的垃圾。若把這些垃圾集中起來，也許足以從地表最深處的馬里亞納

海溝底部往上堆填出另一座埃佛勒斯峰。 

 

  1972 年國際間制定倫敦海拋公約，1982 年聯合國制定海洋公約，目的都在防止海洋及國

際水體遭受人類不當污染與對待。自此之後，各國多擬定相關保護海洋與防止污染的各項法

令。反觀國內，法令的制定緩不濟急，執行上又無法落實，台灣的海灘長期被垃圾蹂躪。 

 

  美國環保署發展出「海洋廢棄物監測計劃（The International Marine Debris Monitoring 

Program，NMDMP）」，藉由科學調查方法，將海洋廢棄物監測機制標準化，由此來了解海

洋廢棄物之種類、分佈狀態、及其對於海洋之威脅。經由持續的調查，我們可由蒐集的資料

分析出以下問題： 

 

一、我們周圍海岸線的海洋廢棄物是否有減少？ 

二、主要的海洋廢棄物有哪些？ 

 

  根據美國海洋廢棄物研究指出，有 60％到 80％的海洋廢棄物來自陸地，因此要有效管理

海洋廢棄物，勢必要由陸上的管制先行做起。目前已有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參與國際海灘廢棄

物監測計畫，台灣也引進了這個計劃，自去年底起，在高雄旗津、高雄蚵仔寮、花蓮鹽寮等

三處海灘，由志工團隊開始進行為期二年的監測工作，台南、新竹、台東等地亦將陸續展開

監測。台灣需要更多「海灘廢棄物終結者」──海灘廢棄物監測網址：

http://home.kimo.com.tw/oceantalk/index.htm 

 

  只要有決心、有計劃，人類有能力克服並超越所有濫用現代工業產物的習慣；只要有決

心、有計劃，人類征服地球的慾望也能昇華為對於地球更深刻的瞭解與珍愛。我們既然有能

力讓垃圾在山之巔、海之濱、大洋之深處都無所不在，也必須有能力終結這些對地球無邊無

際的人為殘害。 

-- 

海洋的．生態的．環境的．文化的．後山的 

（原刊於環境資訊電子報 2001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