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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研究動機 

花蓮市有個全花蓮最大的觀光夜市，叫做「東大門夜市」，除了花蓮在地人外，也有很多觀

光客會慕名前來消費。過去，我們也會到夜市買東西，但是那時候還沒有減塑的概念，所以經常

使用大量的一次性塑膠餐具與塑膠袋裝食物，也不懂得重複利用，因此常常在短時間內就製造了

大量的塑膠垃圾。近幾年，國內環保意識抬頭，我們資源班在去年一整年也加入了減塑運動，在

學校和社區舉辦了各種減塑行動，過程中我們發現了減塑的美好，也讓我們意識到，東大門夜市

在帶來大量的人潮和錢潮時，其實也一併帶來了大量的垃圾。 

雖然，近年來政府對於減塑已立下了相關法規，但僅針對飲料店、藥粧店、麵包店等賣場商

家在「塑膠袋」使用上的限制，卻沒有針對夜市業者進行相關政策上的規範。然而，在台灣特有

的夜市文化中，夜市往往才是塑膠垃圾產生的最大來源之一。然而，減塑夜市並不是一個無法達

成的夢想，2017 年 7 月，新北市以樂華觀光夜市做為示範，首創全國第一個「不塑之客友善夜

市」，鼓勵民眾自備餐具即可享有增量或減價優惠，店家並提供足夠的清洗空間與環保餐具供民

眾使用。而後，台北市的寧夏夜市與新北的興仁花園夜市也加入不塑夜市行列，在花東地區，每

年夏季會舉辦的花蓮海市集與台東慢食節也以不塑為首要目標。 

隨著環保議題的發燒和愛護花蓮環境的心，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次的研究，了解民眾於東大門

夜市使用塑膠垃圾的現況，及對東大門夜市成為不塑夜市的看法，以提供建議給相關政府單位參

考，讓東大門夜市有朝一日，能真正的成為不塑夜市！ 

二、研究小隊 

我們的隊名叫宜昌 YES 隊，而宜昌 YES 隊中的 YES，有代

表夜市的意思，在我們當初這個團隊的研究主題的最初起源其實

在五年級就開始了！在一開始，我們有兩位導師帶領減塑，因為

大家對減塑都很有興趣，所以在專題研究時，我們決定要以東大

門夜市為研究地點，開始著手研究，當初隊員有八個人，後來因

為小論文比賽人數限制，所以老師採用學生自願參加的方式，因

此我們這個四人小組就成軍了，我們決定以「『夜市很有塑！』

─民眾於花蓮東大門夜市使用塑膠製品之研究」為研究主題。 

在老師以及隊員中，有隨時都是學生的減塑模範生的怡君老師和嘉琦老師，而隊員中有最常

去淨灘的向柏洋，平日都在實行減塑的冬牧忻和潘歆雅，和最後一個每天都不太吃外食以達成減

塑的徐浚洋，我們決定要藉由我們的研究，來讓其他人知道，東大門夜市塑膠垃圾的危害。所以

祝我們宜昌「YES」隊一定會成功！YES! 

三、研究目的 

（一）了解東大門夜市民眾使用塑膠製品的種類與頻率 

（二）了解東大門夜市民眾使用塑膠製品的態度 

（三）了解東大門夜市民眾對無塑夜市的看法 

貳貳貳貳、、、、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塑膠製品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我們周遭隨處都可看到塑膠製品（鄧維祥，1988），在我們的食、衣、住、行中幾乎不能沒

圖 1-1 研究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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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塑膠，它在我們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羅仁傑、羅竣譯，2004）。塑膠本身具有許多優點，

例如：1.大部分塑膠的抗腐蝕能力強，不與酸、鹼反應 2.塑膠製造成本低 3.耐用、防水、質輕 4.

容易被塑製成不同形狀 5.是良好的絕緣體(無作者，2016)，但這些塑膠不僅無法腐化，同時也會

造成人體危害，例如：男童女性化、女童性早熟、男性不孕、肥胖、毒害下一代等（林慧淳，

2017），除此之外，塑膠汙染也危害到大自然，例如：任意棄置埋在土中會阻礙植物生長，導致

死亡；漂流於河川或海洋中，會使水生動物誤食導致呼吸器官受阻，窒息而死（陳訓祥，2001、

張福興，2002），根據報導，有很多的蛤犡體內因含有塑膠微粒，這些塑膠微粒將會被人類混著

蛤犡吃下肚，進入人體（TVBS，2018）。 

從上述可知，塑膠在現代講求便利的社會中具有許多好處，但同時也造成環境與生命很大的

傷害，尤其人類所製造出的塑膠若流入大海，這些塑膠受過長時間的日曬與海浪拍打後，會在海

中化為塑膠微粒，塑膠微粒被海中的魚蝦吃掉後，最後再被人類吃回身體中，人們不但危害到大

自然，也危害到自己。 

（二）各國對塑膠製品使用規範 

塑膠垃圾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各國也紛紛訂定相關政策，例如：孟加拉和斯

里蘭卡已全面禁塑（綠色和平，2018），非洲大陸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間，逾半數的國家對塑膠

袋實施全國限制措施（經濟日報，2018）。智利國會在 2018 年通過新法規，嚴格限制塑膠袋的使

用，違者抓到一次就罰款 370 美金。除此之外，有多所國家，如韓國、英國、台灣等已實施禁止

免費提供塑膠袋等政策（自由時報，2018）。 

台灣對塑膠製品的相關規範起於 2002 年推動購物用塑膠袋減量工作，規定量販店、超級市場、

連鎖便利商店等 7 大類約 2 萬家商店不得免費提供購物用塑膠袋（行政院，2017），在歷經 17 年

後，政府擴大實施範圍，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包含麵包店、飲料店、書籍及文具零售業、洗衣

店、醫療器材行、藥局及藥妝店、家電攝影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等店家業者，規定不得提供免

費塑膠袋（行政院環保署廢管處，2017），並預計在 2019 年起包含公部門、公私立學校、百貨公

司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 4 大類場所，限用一次性塑膠吸管（環境資訊中心，2018）。 

從上述可知，塑膠問題受到全球關注，各國陸續訂定相關法令希望能有所改善。台灣對於限

塑的法令，目前僅關注在部分店家的塑膠袋提供限制部分，對於市場、夜市等開放性購物區域並

未有任何限制，對於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也未制定明確的法規。 

（三）無塑市集的經營與理念 

台灣雖有限塑政策，但卻還沒規範到市集等相關單位，然而，全台一年製造出的 200 億個塑

膠袋中，有近半約 100 億個來自菜市場、夜市等攤商（王彥喬，2018）。雖然政府並未將限塑政

策限制在市集中，但因環保意識的抬頭，台灣各地其實有許多的市集或夜市，在民間單位及地方

政府的支持下，悄悄展開。 

以花蓮縣為例，2017 年創辦的簡單愛海市集，主打愛海無塑，市集中展售各式，吸引大批民

眾駐足，商家、消費者共同努力守護海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2018）。新北市的

樂華夜市為解決逛夜市常會製造許垃圾，成為台灣第一所模範不塑夜市，店家需對於自備環保餐

具的消費者提供「友善服務態度」及「友善清洗空間」，讓自備餐具外食的朋友，能妥善清潔餐

具，這樣才能吃得環保又健康（簡怡欣，2017；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17）。在樂華夜市後，

新北第二個不塑夜市是樹林興仁花園夜市，他們強力募集人們來夜市減塑，並辦集點活動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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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意願（賴溫狠，2018）。台北市的寧夏夜市也加入此行列，觀光協會表示：夜市攤販已更換

餐具，更換為非免洗餐具，只要坐下來用餐，用到的一定是環保餐具（中央社，2017）。 

從上述可知，雖然台灣目前尚未對市集與夜市採取限塑政策，但已開始有部分的市集與夜市

加入減塑行列，在實施過程中，不僅改善了環境衛生與設備問題，更讓遊客在自備餐具狀況下，

獲得優惠。 

二、研究流程 

 

 

  

 

               圖 2-1 研究流程圖 

我們的研究共分為五個研究階段，如上圖 2-1 所示。第一個階段是在五年級專題研究課程時，

我們以減塑為方向，各自提出生活中發現的塑膠垃圾使用現象後，訂定了研究主題：「民眾於花

蓮東大門夜市使用塑膠製品之研究」，並且擬定三大研究目的：了解東大門夜市民眾使用塑膠製

品的種類及頻率、了解東大門夜市民眾使用塑膠製品的態度、及了解東大門夜市民眾對無塑夜市

的看法。第二個階段是文獻探討，在五年級時，我們先到圖書館借了相關書籍，同時也尋找了網

路資料，閱讀後進行文獻資料整理與撰寫，而在今年暑假，我們四位組員又針對不足的文獻資料

進行補充。第三個階段我們使用了觀察研究法，我們針對東大門夜市四家知名店家：「林記燒番

麥」、「第一家烤肉」、「臭薯條」及「妙不可言果汁店」進行觀察，觀察重點為：這四家店的

客人在購買食品時使用塑膠製品或環保餐具的種類及數量，以及使用環保餐具客人的比例。第四

個階段是問卷調查法，我們在發想並確認問卷題目後，於中秋連假時到東大門夜市發放 100 份問

卷，回校後統整問卷次數並製成表格。第五個階段是撰寫報告，我們將問卷結果進行分析，發現

研究結果，並給予相關單位建議，期望讓東大門夜市有機會轉型為愛地球的無塑夜市！ 

三、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研究方法 

我們為了瞭解在東大門夜市民眾對於環保餐具和一次性塑膠餐具的用量，所以我們的研究方

法是利用觀察研究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作法說明如下： 

1.觀察研究法 

觀察法（observation）是指資料蒐集技術之一種方法，而非指研究策略（如調查法、個案法、

實驗法），故觀察技術可配合實地調查法、個案法、實驗室實驗法，或實地實驗法。其優點是能

透過觀察直接獲得資料，不需其他中間環節。因此，觀察的資料比較真實，再者在自然狀態下的

觀察，能獲得生動的資料且具有及時性，還能搜集到一些無法言表的材料（智庫百科，2017）。 

本研究所用的觀察法是以結構式觀察法，事前由 8 位觀察員討論研究目的中所要觀察的項目，

包含塑膠袋、餐盒與紙杯、塑膠吸管、塑膠叉子、塑膠杯、寶特瓶、免洗筷、竹籤、紙袋、其他

塑膠類、其他非塑膠類、環保杯、環保餐具、環保袋、其他環保餐具等 16 項，每位觀察員依據顧

客所購買的食物包裝進行逐項統計個數，每個研究對象由兩名觀察員進行觀察，並將觀察結果紀

錄在統一的紀錄表（附件一）中，最後再計算觀察的一致性，以確保觀察結果的信度。觀察的時

間與觀察員分配如表一： 

 

 

決定研究決定研究決定研究決定研究 

主題及目的主題及目的主題及目的主題及目的 

觀察研究法觀察研究法觀察研究法觀察研究法 

到夜市對四家 

店家進行觀察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1.閱讀書籍 

2.網路資料 

 

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 

1.發想問卷題目 

2.到夜市發問卷 

3.統整問卷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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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觀察時間與人員分配表 

2.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為了瞭解民眾對於塑膠製品使用現況、看法與無塑夜市施行的想法，以自編問卷「民

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表」，問卷編製初期是依據

三大研究目標每人發想各 5 個題目並參考相關減塑議題問卷後，發想總計 60 題問題，經過小組初

步將題意重覆、偏離主題的問題刪去後，將最初版問卷請家長試填，並把家長的意見加入調整題

意與選項，最後再以心智圖確認各個研究目的細部概念發展補充題目後，再次請家長與指導老師

共同檢視問題適切性後，成為正式版問卷(如附件二)，最後特別挑選中秋連假東大門夜市來客數

可能最多的時間，以隨機抽樣方式發放問卷 115 份，回收有效問卷 100 份。 

 
圖 2-2 至 2-5  學生至東大門夜市進行問卷調查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觀察法所調查的東大門夜市四家名店使用一次性塑

膠製品的情形，第二部分為問卷調查法所調查的實際到東大門夜市逛街、購物的 100 位民眾，二

部分的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說明如下： 

1.觀察法研究對象 

    在東大門夜市實地觀察中，為了要了解夜市實際使

用一次性塑膠的情形，特別選擇網路部落客推薦的著

名店家，在店家的選擇上也盡量有不同類型的店家，

為了方便小組團體行動，因此由東大門 E 區選擇著名

且性質不盡相同的四家店分別是第一家烤肉店、林記

燒番麥、臭薯條及妙不可果汁店，其分布位置如圖一。

透過觀察這四家店購買的民眾外帶時所用的包裝進行

結構化觀察紀錄。 

 

 

 

107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19:30~19:50 

觀察店家/觀察員 

第一家烤肉 林記燒番麥 臭薯條 妙不可言 

向柏洋、賴廖慶 潘歆雅、楊悅玄 徐浚洋、呂磊新 冬牧忻、簡忻安 

圖 2-6 東大門夜市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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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四家店的基本資料 

店名與 

攤位編號 

第一家烤肉店 林記燒番麥 臭薯條 妙不可言果汁 

類型 燒烤店 燒烤店 炸物店 果汁店 

常見包裝 紙袋、塑膠袋、竹籤 紙袋、木棒、塑膠袋 紙杯、塑膠袋 塑膠杯、塑膠袋 

包裝照片     

2.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以 107 年 9 月 21~24 日中秋節連假期間至東大門夜市逛街購物的民眾，為

了增加民眾填答意願，主要選擇在等待餐點或正在用餐或休息中的顧客進行隨機抽樣問卷調查，

本次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如圖： 

圖 2-7 至 2-10  填答問卷民眾基本資料分析圖 

在回收的 100 份問卷中，男女比例接近各半，男生佔 46%而女生有 54%，其中 25%為居住在

花蓮縣，有 75%來自花蓮以外縣市，包含台中、新北、高雄、屏東、大陸和廣東等地區。年齡層

有主要以 19~36 歲的青年與青少年為主，佔 61%，其次為 25%的 37~54 歲壯年人口，可見東大門

夜市來客主要以青壯年人口居多。而一年到東大門夜市的次數有 61%只有來過 0~1 次，可能是因

為多半為外縣市人口的關係，其次為佔有 27%的 2~5 次，可見東大門夜市主要來客客群以外縣市

遊客居多，以及部分偶爾光顧的本地居民。 

四、研究器材與用途 

我們在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工具是電腦和手機，它們可以：查資料、整理資料、拍照，以及紀

錄研究時的過程。在實際觀察時，我們用到了紀錄表、夾板以及文具，分別可以用來記錄遊客使用一次

性塑膠製品的行為、固定紀錄表、方便寫問卷及紀錄。各項研究器材項目與用途，詳見表 2-3： 

表 2-3 研究器材與用途表 

圖片 

     

 

46

%

54

%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女

25

%75

%

居住縣市居住縣市居住縣市居住縣市

花蓮

縣

其他

2%

69%

25%

4%

年齡分布年齡分布年齡分布年齡分布

18歲以下

19~36

37~54

55以上

61%
27%

3%
9%

到東大門夜市的次到東大門夜市的次到東大門夜市的次到東大門夜市的次

數數數數

0~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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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問卷 手機 夾板 文具 電腦 觀察紀錄表 

用途 詢問遊客對於

東大門夜市相

關建議 

拍攝與紀錄研

究過程 

固定問卷和方

便填寫問卷 

記錄、供遊客

寫問卷時使用 

查詢及整理資

料時使用 

記錄遊客使用

一次性塑膠製

品的行為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實施觀察研究法與問卷調查法後，依據研究目的，我們發現以下的研究結果： 

（一）東大門夜市民眾使用塑膠製品的種類與頻率 

在研究初期，我們藉由「有結構式」觀察法，針對夜市裡遊客使用一次性餐具與環保餐具的

種類及數量、攜帶環保餐具的人數比例等進行觀察，觀察結果與發現如下表 2-4： 

表 2-4 東大門夜市一次性餐具種類觀察記錄一致性數量結果統計表 

        店家 

內容 

107 年 5 月 18（五）PM7:30~7:50 

林記燒番麥 第一家烤肉店 臭薯條 妙不可言果汁 

種類 

塑膠袋 5、竹籤 24 

紙袋 22 

塑膠袋 16、竹籤 45 

紙袋 19、環保袋 1 

環保餐具 1 

塑膠袋 5、餐杯 11 

竹籤 22 

塑膠袋 1、吸管 36 

塑膠杯 34、環保袋 2 

是否攜

帶環保

餐具/袋 

0 位有攜帶 

16 位沒有攜帶 

1 位有攜帶 

7 位沒有攜帶 

0 位有攜帶 

15 位沒有攜帶 

2 位有攜帶 

24 位沒有攜帶 

發現 

在塑膠袋一欄的數

量沒有我們想像的

多，據我們推論是

因為該店家要三個

紙袋才附贈一個塑

膠袋，所以塑膠袋

的數量比較少。 

觀察的 分分內只20
有服務 位客人，但8
就使用了 個塑膠16

袋，雖然燒烤店使

用的是紙袋，但防

油紙袋還是會消耗

大自然資源。  

塑膠袋雖沒有想像

的多，是因為大多

數的客人都選擇直

接拿著餐杯與竹

籤，邊走邊吃。但

餐杯本身也算是一

次性塑膠餐具。 

塑膠袋的拿取少，

推測可能是因為政

府政策推行，所以

塑膠袋要收費。但

也發現買飲料的大

多是情侶，會多拿

取吸管。 

從表 2-4 中可以發現，在紀錄的 20 分分過程中，四家店的消費民眾共有 65 人次，但僅有 3

位（4.62%）攜帶環保餐具或購物袋。使用的一次性餐具/袋中，塑膠袋有 27 個（14.67%）、竹籤

69 支（37.5%）、紙袋 41 個（22.29%）、餐杯 11 個（5.98%）及吸管 36 支（19.56%），總數為

184 個。雖然我們所紀錄的只有四間店家，且僅紀錄 20 分分，因此在種類數量上無法代表全夜市

的狀況，但卻能發現一些現象，我們發現民眾會拿取到多少量的一次性餐具取決於商家提供的態

度、政策及民眾使用習慣，例如：林記燒番麥需購買至少三支玉米才會主動提供 1 個塑膠袋、臭

薯條則是因餐杯食用便利性，所以店家不主動提供塑膠袋，但有較多的餐杯、第一家烤肉店則因

客人購買份量多即給不只 1 個塑膠袋，果汁店因政府政策規定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袋，因此 96%以

上的客人幾乎未購買塑膠袋，甚至會自備環保袋，但卻因為飲用上的習慣會取用較多數量的吸管。 

       由表 2-5 民眾到東大門夜市自備環保餐具與索取一次性塑膠包裝之種類與頻率調查中，發現

在自備環保餐具方面，只有 45%的民眾會或曾經有攜帶環保餐具來夜市，而有 55%的民眾不會攜

帶環保餐具來夜市，所以大多數的民眾並不會攜帶環保餐具來夜市。在索取一次性餐具及包裝部

分，能發現有 90%的民眾在夜市購買食品時，會多索取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只有 10%的民眾

不會再多加索取，由此可知，大多數的民眾習慣多索取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而使用的種類普

見常見的一次性塑膠製品與包裝皆有民眾使用，但從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塑膠袋、吸管、塑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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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洗餐具及紙製的免洗容器的被使用率比較高，這幾項則累積了 90.54%的被使用率，其他類別的

一次性餐具及包裝的被使用率則比較少，有 9.46%。 

表 2-5 自備環保餐具與索取一次性塑膠包裝之種類與頻率 

1.平常來東大門夜市會攜帶環保餐具平常來東大門夜市會攜帶環保餐具平常來東大門夜市會攜帶環保餐具平常來東大門夜市會攜帶環保餐具? 

每次都會    7% 偶爾會  21% 偶爾不會     17% 從來不會    55% 

2.在東大門夜市購買食品時在東大門夜市購買食品時在東大門夜市購買食品時在東大門夜市購買食品時，，，，是否會向店家索取一次性餐具或包裝是否會向店家索取一次性餐具或包裝是否會向店家索取一次性餐具或包裝是否會向店家索取一次性餐具或包裝? 

總是如此   10% 常常如此 25% 偶爾如此     55% 從不如此    10% 

3.在東大門夜市已經使用了哪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在東大門夜市已經使用了哪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在東大門夜市已經使用了哪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在東大門夜市已經使用了哪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塑膠袋塑膠袋塑膠袋塑膠袋 紙杯紙杯紙杯紙杯 紙碗紙碗紙碗紙碗 紙盒紙盒紙盒紙盒 塑膠杯塑膠杯塑膠杯塑膠杯 塑膠碗塑膠碗塑膠碗塑膠碗 塑膠盒塑膠盒塑膠盒塑膠盒 免洗筷筷套免洗筷筷套免洗筷筷套免洗筷筷套 免洗湯匙免洗湯匙免洗湯匙免洗湯匙 吸管吸管吸管吸管 橡皮筋橡皮筋橡皮筋橡皮筋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50 18 22 36 41 8 9 39 24 38 4 7 

16.89% 6.08% 7.43% 12.16% 13.85% 2.70% 3.04% 13.18% 8.11% 12.84% 1.35% 2.36% 

             由表 2-6 中則可以發現有 7 成的民眾到夜市至少使用 1~5 個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更有

約 2%的民眾使用多達 16 個以上一次性餐具及包裝。這些塑膠製品與包裝則有 63%的民眾使用一

次性的塑膠餐具及包裝的時間在 10 分分以內，而只有 6%民眾尚未使用到或不拿一次性的塑膠餐

具及包裝，其中會將一次性塑膠餐具與包裝再利用的僅有 48%的民眾將可以重複使用的一次性塑

膠餐具及包裝帶回家重複利用，但有 52%的民眾從不如此，可見整體塑膠製品的使用淘汰率相當

快，垃圾的產生速度也隨之增加。  

表 2-6   使用塑膠製品與包裝個數、持續時間與再利用情形 

4.本次在東大門夜市已使用幾個餐具及包裝本次在東大門夜市已使用幾個餐具及包裝本次在東大門夜市已使用幾個餐具及包裝本次在東大門夜市已使用幾個餐具及包裝? 

目前沒用到     14% 1~5 個           70%     6~10 個       11% 11~15 個     3% 16 個以上       2% 

5.每次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平均約有幾分分每次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平均約有幾分分每次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平均約有幾分分每次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平均約有幾分分? 

都不拿             6% 1~5 分分         33%   6~10 分分    30%  11~15 分分     11% 16 分分以上     20% 

6.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後是否會帶回家再利用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後是否會帶回家再利用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後是否會帶回家再利用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後是否會帶回家再利用? 

總是如此         7%                    常常如此    12%           偶爾如此 29%   從不如此 52% 

（二）東大門夜市民眾使用塑膠製品的態度 

        在問卷調查民眾使用塑膠製品的態度中，由表 2-7 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方便性的部分有

8%認為是不方便的，有 92%認為是方便的，由此可見塑膠餐具是非常受大眾喜愛的，而認為方便

的人 73%的原因都是因為塑膠重量很輕巧所以覺得方便，而覺得不方便的人有 50%是考慮到不環

保的因素，所以勾選不方便。 

 

表 2-7 對塑膠餐具及包裝使用態度 

1.認為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是否方便認為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是否方便認為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是否方便認為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是否方便? 

非常方便         25% 很方便 67% 很不方便 7% 非常不方便 1% 

2.承第一題承第一題承第一題承第一題，，，，為什麼方便為什麼方便為什麼方便為什麼方便?(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因為很便宜     4.5% 因為重量輕巧
26.13% 

因為隨手可得
65.77% 

其他 3.6% 

3.承第一題承第一題承第一題承第一題，，，，為什麼不方便為什麼不方便為什麼不方便為什麼不方便?(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會產生毒素 33.33% 無法保溫保冷
11.11% 

    材質易損

害 0% 

       不環保
44.44% 

其他 11.11% 

        在表 2-8 中可以發現店家主動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的應該性的部分，有 38%的人覺得

是應該的，62%的人覺得不是應該的，由此可見大部分的民眾都認為不應該主動提供塑膠袋，加

上飲料店限塑政策下，只有 10%人仍常常購買塑膠袋，54%的民眾則偶爾才會購買，已經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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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完全不會購買，反之，如果店家雖不主動提供塑膠製品，但仍是免費的情況下，一定會索取

的比例則較要花費購買的比例增加 2%，而其他可能索取塑膠袋的比率也相較需付費購買的比例

增加，其中一定不會索取的比率則相較購買的比例減少了 12%，由此可知，民眾對於塑膠製品的

索取主要來自於免費、方便，若是需要購買則較能依據個人需求調整索取的頻率，可見限塑政策

對於民眾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發揮了減塑的作用。 

         由表 2-8 亦可發現在夜市提供環保餐具對減少塑膠垃圾的影響上，有 85%的人認同此舉會減

少塑膠垃圾產生，且有九成的民眾願意接受政府訂定夜市禁塑法令，僅有 10%的人傾向不接受，

由此可知大部分的人都認同禁塑政策與夜市提供環保餐具可有效減少塑膠垃圾。 

 

表 2-8 民眾對店家提供一次性塑膠製品與無塑之態度 

4.認為夜市店家主動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是應該的認為夜市店家主動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是應該的認為夜市店家主動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是應該的認為夜市店家主動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是應該的?  

一定是 2% 是 36% 不是 48% 一定不是 14% 

5.現在飲料店已規範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袋現在飲料店已規範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袋現在飲料店已規範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袋現在飲料店已規範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袋，，，，請問您是否仍然會和店家購買塑膠袋請問您是否仍然會和店家購買塑膠袋請問您是否仍然會和店家購買塑膠袋請問您是否仍然會和店家購買塑膠袋？？？？  

總是如此 6% 常常如此 4% 偶爾如此 54% 從不如此 36% 

6.承上題承上題承上題承上題，，，，如果店家的塑膠製品可免費索取但不會主動提供如果店家的塑膠製品可免費索取但不會主動提供如果店家的塑膠製品可免費索取但不會主動提供如果店家的塑膠製品可免費索取但不會主動提供，，，，您會向店家索取嗎您會向店家索取嗎您會向店家索取嗎您會向店家索取嗎？？？？ 

一定會 8% 可能會 25% 可能不會 43% 一定不會 24% 

7.認為夜市如果提供環保餐具會減少較多的塑膠垃圾認為夜市如果提供環保餐具會減少較多的塑膠垃圾認為夜市如果提供環保餐具會減少較多的塑膠垃圾認為夜市如果提供環保餐具會減少較多的塑膠垃圾? 

一定會 49% 可能會 36% 不可能會 7% 一定不會 8% 

8.如果政府訂定夜市禁塑的政策如果政府訂定夜市禁塑的政策如果政府訂定夜市禁塑的政策如果政府訂定夜市禁塑的政策，，，，您接不接受您接不接受您接不接受您接不接受? 

非常接受 50% 可能願意接受 40%                可能不願意接受 6%        不接受 4% 

（三）東大門夜市民眾對無塑夜市的看法 

       由表 2-9 問卷調查結果中可知，攜帶環保餐具購買食品有六成六的民眾覺得攜帶環保餐具很

好，有三成四覺得麻煩，可見多數民眾仍然願意攜帶環保餐具購買食品。而民眾對「無塑夜市」

抱持的想法中可知有 20%的民眾覺得無塑夜市是完全沒有塑膠的夜市，有 47.5%的民眾覺得無塑

夜市是有塑膠卻提倡環保的夜市，有 32.5%覺得無塑夜市是有提供環保餐具及清洗區的夜市，由

此可知大家對無塑夜市沒有一致的看法，但亦可理解為民眾接受無塑夜市是會減少一次性塑膠製

品使用與提倡環保的概念。且從調查結果中發現，即使大家對無塑夜市理想不同，但仍有高達

92%的民眾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其中 54.73%的民眾期待因此減少塑膠垃圾產生，另有 2 成

的民眾認為無塑夜市更健康衛生或具有環保特色。僅有 8%的民眾不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

這些民眾仍認為夜市應該要提供塑膠包裝及餐具(26.67%)，或者是覺得無塑夜市很麻煩(46.67%)，

還有民眾擔心清洗不便(20%)，此外，還有其他人認為無塑夜市不利經濟發展、漸少購買慾望

(6.67%)。 

     由上述結果中可見若要推行無塑夜市符合多數人期待，但還是需要解決民眾認為麻煩的問題，

因此民眾認為如果東大門夜市成為無塑夜市，應該提供更多內用餐具及內用區(22.27%)、自備餐

具相關優惠(19.53%)、增設洗碗槽(18.36%)提供可重複使用的塑膠袋及紙袋據點(13.67%)與店家提

供自然材質外袋包裝(13.67%)，可增加無塑夜市的購買意願，且由調查結果發現東大門夜市變成

無塑夜市 98%的民眾願意繼續來消費，只有 2%的民眾不願意再光顧，這表示大多數人期待東大

門夜市轉變為無塑夜市。 

表 2-9 民眾對無塑夜市的看法 

1.對於攜帶環保餐具購買食品有什麼看法對於攜帶環保餐具購買食品有什麼看法對於攜帶環保餐具購買食品有什麼看法對於攜帶環保餐具購買食品有什麼看法 

非常好 27% 很好 39% 有些麻煩 31% 非常麻煩 3% 

2.對對對對「「「「無塑夜市無塑夜市無塑夜市無塑夜市」」」」抱持什麼想法抱持什麼想法抱持什麼想法抱持什麼想法? 

完全沒塑膠的夜市 

20% 

有塑膠但提倡自備餐具

的夜市 47.5% 

提供環保餐具及清洗區 

的夜市 32.50% 

其他 0.0% 

3.是否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是否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是否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是否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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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希望 55% 有點希望 37% 有點不希望 7% 非常不希望 1% 

4.為什麼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為什麼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為什麼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為什麼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 

因為可以減少塑膠垃圾

的產生 54.73% 

因為很衛生健康 

21.62% 

因為具有環保特色
23.65% 

其他 0% 

5.為什麼不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為什麼不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為什麼不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為什麼不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 

因為夜市應該要提

供塑膠包裝及餐具
26.67% 

因為增加麻煩
46.67% 

因為要清洗環保餐具很不方便
20% 

其他 6.67% 

6.如果東大門夜市成為無塑夜市如果東大門夜市成為無塑夜市如果東大門夜市成為無塑夜市如果東大門夜市成為無塑夜市，，，，提供什麼服務會增加前來消費意願提供什麼服務會增加前來消費意願提供什麼服務會增加前來消費意願提供什麼服務會增加前來消費意願? 

增設    

洗碗槽 

增設租借

餐具的地

點 

提供更多內

用餐具及內

用區 

自備環保

餐具有優

惠 

自備環保餐具可

以積點數換獎品 

夜市內提供可

重複使用的塑

膠袋及紙袋據

點 

店家提供自

然材質外袋

包裝 

其他 

18.36% 5.86% 22.27% 19.53% 6.64% 13.67% 13.67% 0.00% 

7.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東大門夜市改成無塑夜市東大門夜市改成無塑夜市東大門夜市改成無塑夜市東大門夜市改成無塑夜市，，，，願不願意繼續來消費願不願意繼續來消費願不願意繼續來消費願不願意繼續來消費? 

非常願意 55% 願意 43% 不願意 2% 非常不願意 0% 

參參參參、、、、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1.塑膠輕巧索取方便平均塑膠輕巧索取方便平均塑膠輕巧索取方便平均塑膠輕巧索取方便平均 1~5 個個個個，，，，使用時間使用時間使用時間使用時間 10 分分以內分分以內分分以內分分以內：：：： 

  塑膠輕巧便利使民眾慣於取用一次性塑膠製品與包裝，在夜市中高達 55%的民眾未曾攜帶環

保餐具前去購買，有 63%民眾使用塑膠製品時間為 10 分分以內，每回到夜市使用 1~5 個塑膠製品。 

2.五類膠製品佔使用大宗五類膠製品佔使用大宗五類膠製品佔使用大宗五類膠製品佔使用大宗，，，，且且且且 9 成民眾習慣額外索取成民眾習慣額外索取成民眾習慣額外索取成民眾習慣額外索取且少重複利用且少重複利用且少重複利用且少重複利用：：：： 

        從調查結果發現民眾使用塑膠量以塑膠袋、吸管、塑膠杯、免洗餐具及紙製的免洗容器為大

宗，五項塑膠製品累積量達 9 成以上，且高達 9 成民眾慣於索取額外的塑膠製品與包裝，然僅有

不到半數民眾曾將塑膠製品再利用，如此將使塑膠餐具形成大量塑膠垃圾。 

3.塑膠袋限塑政策有效減少民眾索取塑膠袋之頻率與數量塑膠袋限塑政策有效減少民眾索取塑膠袋之頻率與數量塑膠袋限塑政策有效減少民眾索取塑膠袋之頻率與數量塑膠袋限塑政策有效減少民眾索取塑膠袋之頻率與數量：：：： 

        從結果中發現飲料店禁止免費提供塑膠袋的政策，使民眾減少不必要的索取塑膠袋。也發現

高達 62%民眾認為不應主動提供塑膠袋，但當塑膠袋為免費索取時，民眾則較傾向可能會索取，

反之，若是要付費索取則多數民眾則會傾向不購買塑膠袋，由此可知限塑政策有其效用。 

4.九成民眾支持東大門夜市轉型為無塑夜市九成民眾支持東大門夜市轉型為無塑夜市九成民眾支持東大門夜市轉型為無塑夜市九成民眾支持東大門夜市轉型為無塑夜市，，，，且半數民眾期待無塑夜市實施以減少塑膠垃圾產生且半數民眾期待無塑夜市實施以減少塑膠垃圾產生且半數民眾期待無塑夜市實施以減少塑膠垃圾產生且半數民眾期待無塑夜市實施以減少塑膠垃圾產生：：：： 

         47.5%民眾認為無塑夜市是有塑膠卻提倡環保的夜市，有 32.5%覺得無塑夜市是有提供環保

餐具及清洗區的夜市，民眾認為無塑夜市可以達到減少塑膠垃圾，或更加健康衛生，僅有 8%民

眾不支持無塑夜市實施，其主要認為無塑夜市很麻煩(46.67%)或擔心清洗不便(20%)，可見只要提

供適合的配套措施，應可順利推行為無塑夜市。 

5.提供提供提供提供配套措施可幫助無塑夜市推展配套措施可幫助無塑夜市推展配套措施可幫助無塑夜市推展配套措施可幫助無塑夜市推展，，，，使使使使 98%民眾願意再次購買民眾願意再次購買民眾願意再次購買民眾願意再次購買：：：： 

       從調查結果中可知，9 成民眾支持無塑夜市實施，但同時累積 8 成民眾認為無塑夜市應該提供

更多內用餐具及內用區、自備餐具相關優惠、增設洗碗槽可以增加無塑夜市的 98%民眾再次前來

東大門夜市購買的意願。 

（二）研究建議 

1.給一般民眾的建議給一般民眾的建議給一般民眾的建議給一般民眾的建議：：：：自備餐具與內用都很好自備餐具與內用都很好自備餐具與內用都很好自備餐具與內用都很好 

        從研究中發現大多數民眾仍有一定的環保意識，只是因為塑膠輕巧又免費，使大家仍難以改

變習慣，但從研究中可知每 10 分分每人可能有 1~5 個塑膠製品被丟棄，以來客率每小時 200 人計

算，每小時將被丟棄高達 6000 個塑膠製品，以此類推全台灣一晚將創造數以萬計的塑膠垃圾，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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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民眾都能夠為自己增加一點點麻煩自備餐具或改以內用的方式，則可以大幅減少這樣被短時間

使用所製造出來的萬年塑膠垃圾。 

2.給花蓮縣政府環保局及觀光局建議給花蓮縣政府環保局及觀光局建議給花蓮縣政府環保局及觀光局建議給花蓮縣政府環保局及觀光局建議：：：：轉型東大門為無塑夜市並增設配套措施轉型東大門為無塑夜市並增設配套措施轉型東大門為無塑夜市並增設配套措施轉型東大門為無塑夜市並增設配套措施 

       因為東大門夜市是花蓮觀光熱門景點，所以不但帶來錢潮，同時也會帶來大量的垃圾潮，從

調查結果可知，高達 9 成民眾贊成東大門夜市轉型為無塑夜市，如此一來可以減少塑膠垃圾的產

生，減少花蓮縣清運垃圾的壓力，更有機會讓東大門夜市形塑成具有環保特色的夜市，也會使在

意塑膠對身體產生危害的民眾感覺更衛生健康。 

       其中五大最常使用的塑膠製品以一次性餐具佔最多，若能改以環保餐具替代則可減少垃圾，

然有 55%民眾沒有攜帶環保餐具的習慣，且多數民眾認為自備餐具很麻煩，倘若東大門夜市內能

增加更多內用餐具及內用區、提供自備餐具相關優惠，與增設洗碗槽，甚至是提供提供可重複使

用的塑膠袋及紙袋據點等服務，將可以使 98%民眾願意到東大門夜市消費。如此一來，一方面可

透過減少垃圾清運的成本，二來也能使東大門夜市成為全台灣特色夜市讓更多重視環保的國內外

民眾來消費購買。 

3.給夜市攤商的建議給夜市攤商的建議給夜市攤商的建議給夜市攤商的建議：：：：提供自備餐具優惠提供自備餐具優惠提供自備餐具優惠提供自備餐具優惠、、、、改以自然材質包裝改以自然材質包裝改以自然材質包裝改以自然材質包裝、、、、不主動提供塑膠袋不主動提供塑膠袋不主動提供塑膠袋不主動提供塑膠袋 

        研究結果顯示，如有更多內用餐具及內用區、自備環保餐具有優惠、自備環保餐具可以積點

數換獎品，則會增加民眾自備餐具意願，此外，多數民眾認為商家不需主動提供塑膠袋，因此建

議可以等待顧客主動要求再提供，如能將包裝改成自然材質如月桃葉、竹筒等，亦可增加部分顧

客購買意願，若能多管齊下，既可減少營運成本，又能減少垃圾、增加店家特色，可謂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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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對東大門夜市塑膠製品使用之觀察記錄表遊客對東大門夜市塑膠製品使用之觀察記錄表遊客對東大門夜市塑膠製品使用之觀察記錄表遊客對東大門夜市塑膠製品使用之觀察記錄表 

一 、觀察員： 

二 、地點： 

三 、時間： 

四 、觀察目的：觀察夜市裡遊客使用一次性餐具與環保餐具的種類及數量、人數比例 

五 、觀察方式：站在店家櫃檯的左右兩側（容易觀察遊客購買情形之位置） 

六 、結果： 

※表格一  

一次性餐具.環保餐具種類及使用人數比例： 

種類 觀察者 1 觀察者 2 一致性 

塑膠袋    

餐盒和餐杯    

塑膠吸管    

塑膠叉子    

塑膠杯    

寶特瓶    

免洗筷    

竹籤    

紙袋    

環保杯    

其他塑膠類    

其他非塑膠類    

未攜帶環保餐具    

環保餐盒    

環保袋    

其他環保餐具    

總數    

※表格二 

有無攜帶環保餐具人數： 

種類 觀察者 1 觀察者 2 一致性 

有攜帶環保餐具    

未攜帶環保餐具    

總數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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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

敬愛的民眾您好： 

         本問卷是在了解您對東大門夜市中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的想法

論文研究，請依您放心做答，

祝  旅途愉快 

                                                   

                                                                                       

                                                                                                                 

☆☆☆☆小提醒小提醒小提醒小提醒：：：：                                                              

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是包含免洗筷的塑膠筷套

塑膠袋、橡皮筋等。                                     

☆☆☆☆一次性餐具計算方式一次性餐具計算方式一次性餐具計算方式一次性餐具計算方式：：：：如右圖

(紙碗、紙碗蓋、塑膠杯、杯模

塑膠套、塑膠湯匙、橡皮筋、

壹壹壹壹、、、、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一、性別：□男  □女 

       二、居住縣市：□花蓮縣    

       三、年齡：□18 歲以下  □19~36

       四、請問您平均一年會來東大門夜市幾次

貳貳貳貳、、、、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 

   一一一一、、、、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

    1.請問您平常來東大門夜市會攜帶環保餐具嗎

          □每次都會 □偶爾會  □偶爾不會

         2.請問您在夜市購買食品時

          □總是如此 □常常如此 □偶爾如此

    3.您今天在東大門夜市已經使用了哪些一次性塑膠餐具和包裝

          □塑膠袋 □紙杯 □紙碗 □紙盒

          □免洗筷的塑膠筷套 □免洗湯匙

    4.請問您本次在東大門夜市已使用幾個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

          □目前沒有用到□1~5 個 □6~10

         5.您每次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平均約有幾分分呢

          □都不拿□1~5 分分 □6~10

    6.請問您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後是否會帶回家再利用

          □總是如此□常常如此 □偶爾如此

 二二二二、、、、遊客對塑膠製品的態度遊客對塑膠製品的態度遊客對塑膠製品的態度遊客對塑膠製品的態度     

    1.請問您認為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方不方便

          □非常方便(請繼續寫第 2

          □很不方便 (請跳至第 3 題

    2.承第 1 題，為什麼方便？（

          □因為很便宜  □因為重量輕巧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夜市很有塑！」─民眾於花蓮東大門夜市使用塑膠製品之研究 

12 

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

本問卷是在了解您對東大門夜市中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的想法

，並請在最後檢查是否漏題。如果耽誤到您的時間請見諒

  研究學生：宜昌國小  向柏洋、徐浚洋

                                                                                 指導老師

                                                                                                                                   

                                                               

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是包含免洗筷的塑膠筷套、紙杯、

                                      

如右圖，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10 種種種種一次性塑膠餐具

杯模、吸管、吸管套、免洗筷的

、餐盒)。 

    □其他縣市____________縣/市 

□19~36 歲  □37~54 歲 □55 歲以上 

請問您平均一年會來東大門夜市幾次  □0~1 次  □2~5 次 □6~10

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遊客使用塑膠製品的看法及頻率 

請問您平常來東大門夜市會攜帶環保餐具嗎？ 

偶爾不會  □一定不會 

請問您在夜市購買食品時，是否會向店家索取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

偶爾如此 □從不如此 

您今天在東大門夜市已經使用了哪些一次性塑膠餐具和包裝？（複選

紙盒 □塑膠杯 □塑膠碗 □塑膠盒  

免洗湯匙 □吸管□橡皮筋 □其他________ 

請問您本次在東大門夜市已使用幾個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 

□6~10 個 □11~15 個 □16 個（含）以上 

次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平均約有幾分分呢？ 

□6~10 分分 □ 11~15 分分  □16 分分（含）以上

請問您使用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後是否會帶回家再利用？ 

偶爾如此□從不如此  

      

請問您認為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方不方便？ 

2 題)       □很方便(請繼續寫第 2 題)  

題)          □非常不方便 (請跳至第 3 題) 

？（可複選） 

因為重量輕巧  □因為隨手可得  □其他________ 

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民眾對於東大門夜市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與無塑夜市之看法問卷調查 

本問卷是在了解您對東大門夜市中一次性塑膠餐具及包裝的想法，您的填答僅供小

如果耽誤到您的時間請見諒。                                                                       

徐浚洋、冬牧忻、潘歆雅 

指導老師：林嘉琦、陳怡君 

                    2018 年 9 月  

□6~10 次  □10 次以上 

是否會向店家索取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 

複選)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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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承第 1 題，為什麼不方便？（可複選） 

          □會產生毒素 □無法保溫及保冷  □材質容易損壞  □不環保  □其它_________ 

    4.請問您認為夜市店家主動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或包裝是應該的嗎？ 

           □一定是  □是 □不是 □一定不是 

    5.現在飲料店已規範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袋，請問您是否仍然會和店家購買塑膠袋？      

           □總是如此 □常常如此 □偶爾如此 □從不如此 

    6.承上題，如果店家的塑膠製品可免費索取但不會主動提供，您會向店家索取嗎？ 

           □一定會 □可能會 □可能不會 □一定不會 

    7.請問您認為夜市如果提供環保餐具，會不會減少較多的塑膠垃圾？ 

           □一定會 □可能會 □不可能會 □一定不會        

    8.請問如果政府訂定夜市禁塑的法令，您接受嗎？ 

          □非常接受  □可能願意接受 □可能不願意接受 □不接受 

  三三三三、、、、遊客對無塑夜市的看法遊客對無塑夜市的看法遊客對無塑夜市的看法遊客對無塑夜市的看法 

    1.請問您對於攜帶環保餐具購買食品有什麼想法？ 

          □非常好 □很好 □有些麻煩 □非常麻煩     

    2.請問您對「無塑夜市」抱持什麼想法？（可複選） 

          □是一個完全沒塑膠的夜市  □是一個有塑膠但提倡自備餐具的夜市   

          □是一個提供環保餐具及清洗區的夜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請問您是否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 

          □非常希望(請繼續寫第 4 題) □有點希望(請繼續寫第 4 題)  

          □有點不希望(請跳至第 5 題) □非常不希望(請跳至第 5 題) 

    4.請問您為什麼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可複選） 

          □因為可以減少塑膠垃圾產生  □因為很衛生健康  □因為具有環保特色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請問您為什麼不希望無塑夜市的理念實行？（可複選） 

           □因為夜市應該要提供塑膠包裝及餐具  □因為增加麻煩  

           □因為要清洗餐具很不方便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如果東大門夜市成為無塑夜市，提供什麼服務會讓您增加前來消費的意願？（可複選） 

           □增設洗碗槽 □增設租借餐具的地點 □提供更多內用餐具及內用區 

           □自備環保餐具有優惠 □自備環保餐具可以積點數換獎品  

           □夜市內提供可重複使用的紙袋及塑膠袋據點  

           □店家提供自然材質外帶包裝（例：竹筒裝飯、湯）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如果有一天，東大門夜市改成無塑夜市，您還願不願意繼續來消費？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問卷填答完畢，感謝您的填答，祝您有順心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