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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清除者─福爾摩莎島上的拾荒夜歸人 

洪淑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糸研究生 

 shuwen.hung@msa.hinet.net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在享受高科技所帶來的便利之餘，深感生態環境破壞遠

超過其再生的復原力對人類生存的影響。面對台灣土質鬆軟、風災及水災的大自

然危機簡訊，我們能為大地及未來子孫做些什麼？臺灣

本研究以生命故事的闡述方式，對一位留美並擁有雙學位碩士的拾荒者進行

深度訪談與資料收集，旨在探討

這幾年受到金融風暴的影

響，社會版不時出現因經濟壓力而燒炭自殺的家庭悲劇，令人不勝唏噓。轉念之

間，社會的另一個角落卻出現了對生命渴望的拾荒夜歸人，他（她）們是預約大

地淨土的行者，默默穿梭在城市的各大角落，不嫌髒、不怕臭、更不畏懼眾人異

樣的眼光，只為讓自己與家人掙脫命運的枷鎖。他（她）們是將對環境關懷的種

子播種在這片土地上的實踐者，以實際行動為自己與地球的生命做努力。 

臺灣

貳、拾荒者的生命故事 

高學歷拾荒者的資源回收工作歷程，並試圖

瞭解在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拾荒者如何利用改裝工具而跳脫傳統的資源回收方

式游走於法律邊緣，藉此利用市場機制作為生涯轉換的參考與省思。 

筆者將本研究的被研究者其拾荒生涯歷程分為以下六階段： 

 一、浮生夢一場，世事雲千變：成長背景之探究。 

被研究者為留美表演藝術、美術與音樂藝術碩士，曾於 2000 年獲頒救

國聯合總會海外優秀青年獎，2004 年獲頒青年藝術家獎與藝術名家獎，並

曾擔任全國音樂比賽評審，擁有台北市街頭藝人執照。被研究者回國就業

階段，正處於國內流浪教師的尖峰期，且國內對於藝術創作者所能提供的

就業舞台並不完善，因此只能遊走於表演藝術的相關領域。 

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生涯抉擇之考量。 

被研究者於數年前曾被詐騙集團誆騙一千多萬，連累家人之餘，本有

輕生的念頭，後來藉由拾荒維持家計，改善現況。 

三、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家庭經營之策略。 

被研究者運用先前在各大校園所累積的人脈進行資源回收的拾荒工作，

除了時間彈性可兼顧家庭外，因資源回收物的數量與日俱增，收入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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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決定以拾荒工作為本業。子女的衣物、童書與參考書多為回收物，既

環保，又實用，以身教灌輸子女愛物惜物的習慣養成。 

四、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拾荒操作之方法。 

被研究者有鑑於一般拾荒者所使用的資源回收拼裝車無法在道路上行

駛的規範（中央未開放申請牌照），為規避被查扣違反法令的拼裝車或罰

款，因此改以夜間拾荒的方式讓執法單位僅取締少數（選擇性執法）違停

紅線者。因警察體恤拾荒者多屬中下收入階層，對於夜間拾荒者將非法拼

裝車行駛於道路的違規行為大多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頂多會檢查身份

證查看是否為非法居留者，不會太刁難這些經濟弱勢族群的生活，也因此

以拾荒工作為本業者多出現在半夜或清晨。 

五、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健康換金之代價。 

筆者在被研究者脖子、手臂和背上發現許多圓形的汗斑，據被研究者

就醫後表示，這些斑永遠不會消除，對人體有無損害，至今醫學上尚未有

相關的研究或報導。根據筆者在夜間觀察這些拾荒者的肢體上發現，他(她)

們手指或腳趾關節處多見到凸起或變形，可能是因過度抬重物、接觸廢棄

物污染或飲食上對健康造成的影響。 

六、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永續傳承之發展。 

被研究者表示，他現在會將大型的資源回收物改裝後賣給二手家俱店，

也能依資源回收物的市價選擇性回收。民間許多資源回收場如雨後春筍般

愈開愈多家，或許他們也看到了資源回收背後的獲益而與真正需要靠拾荒

維持生計者瓜分這塊大餅，也造就了拾荒夜歸人區隔資源回收的市場。無

論動機為何，他(她)們以行動去實踐環保的概念，讓資源回收的工作永續

傳承，為自己與地球環境貢獻了一份心力。 

參、拾荒者的資源回收物現況調查分析 

筆者依實查拾荒者的資源回收物現況進行分析如下所示： 

一、紙類 

(一)廢紙：（最差） 

注意事項：只要是沾到有顏色的紙，就算廢紙，有些雖然歸為廢紙，但如

果沾到特殊東西則不收，因為機器在攪拌時會用強風渦輪吹走不

必要東西，沾到塑膠還可以，但如果像是裝水泥的袋子就不收。 

例如：紙箱、紙杯、紙盤、紙盒、紙袋、包裝紙、名片、紙牌、海報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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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教科書、雜誌）、便利貼、鋁箔包、複寫紙、描圖紙、發票、皺

紋紙、圖畫紙……等。 

(二)報紙：（次之） 

(三)白紙：（優）必須全白的。例如：講義、考卷、白報紙、影印紙……等。  

二、塑膠類 

(一)一般塑膠製品：遙控器、手機、椅子、桌子、杯子、塑膠桶、水果盤、花盆、

玩具、置物箱、收音機、盤子、水桶、文具、塑膠笛子、塑

膠獎杯、電腦喇叭音響、電腦鍵盤、晒衣鍊子、塑膠製麥克

風(線要剪掉)、維他命的罐子、開飲機、)洗衣精(盒)、CD 殼、

吸管、水壺、彩色筆（裡面的筆心含水，丟掉後的外殼算塑

膠類）等。 

(二)水管：PVC 塑膠管 

(三)壓克力：泛指透明、黑色或咖啡色皆可、象棋、麻將、 

(四)保特瓶：瓶罐（透明而且薄的）、元本山罐子（透明的）、光泉牛奶瓶、養

樂多瓶子、裝咳嗽藥水和點滴的的透明塑膠罐子、布丁盒、沙拉

油塑膠罐、裝雞蛋的透明塑膠盒、裝水果用的透明塑膠盒……等。 

註：塑膠的等級分類： 

(一)爛塑膠：塑膠花盆。（可分解的不收，由它的結構和紋路來判斷。） 

(二)一般塑膠：硬一點都算，但是要拆乾淨才收， (只要塑膠油漆桶裡

面不含漆或水泥，回收廠才會收)。 

三、電池 

(一)小型：1、2、3、4 號電池、水銀電池、手機電池 

(二)大型：電瓶、汽機車蓄電池 

註：訪問修車行的老闆後發現，一般機車或汽車的電瓶容耗損(一下子沒電，

以前可以用 3-4 年，但因為很多車行的老闆知識不足，會加入一般自來

水、飲用水或礦泉水，導致電阻增加，通電易受阻，壽命減短。應使用

無質的純水或蒸餾水，較能維持較長的壽命。) 

四、電線 

(一)價格低：（單純的雜線）、網路線、電話線、耳機線、整流器的線、喇叭線、

Cable、電視 Cable 線、麥克風的線……等。 

(二)價格高：（有插頭的線）或是電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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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電線是以「粗細」來分價格 

五、金屬類 

(一)白鐵：（最貴）一公斤約 40-50 元 

(二)鋁：鋁門窗、易開罐、拖把的把手、鋁罐、鋁箔紙、排煙管、鋁棒……等。 

 (三)銅（青銅、白銅、黃銅、漆包線）：水龍頭開關、銅線、銅錢、銅製藝術品。 

註：以前一公斤 60 幾元，自 2012 年初(1/26—6/10)間，北部曾飆到 94 元以上。 

(四)廢鐵： 

1.輕巧型：針頭（沒人敢收）、工具類如鐵鎚、老虎鉗、螺絲起子、鐵條鐵絲、

鋼筋、鐵管、DVD Player、擴大機、鐵架或鷹架、衣架、餅干盒、

指揮用腳架、釘子、椅子下的固定用鐵、三角鐵、吸鐵條、整流

器……等。 

2.瓶罐型：（價格低）瓶罐、罐頭。  

3.厚重型：（價格中等）腳踏車（輪胎要拆掉）、機械類（整流器）、家電類(冷

氣、瓦斯爐、烘碗機、鐵椅、車床、喇叭音響主機、電風扇、暖

爐、電鍋、熱水瓶、OSM 按摩椅)、喇叭鎖……等。 

4.高價型：馬達、壓縮機、冷氣機(分離式最便宜、傳統型塑膠外殼較便

宜；金屬外殼較貴、水冷型最貴)。 

5.特高價型：IC 板(秤斤賣價格比白鐵高)。 

(五)獨立式：（依物件的價值直接給付現金不秤重） 

熱水器、電視機、電冰箱、電腦主機、印表機、螢幕（液晶、傳

統有映像管的） 

六、獨立回收物 

光碟片、電視機（依大小尺寸來賣）、冰箱、洗衣機、日光燈管(含螢光粉和

鈍氣—氖和氬)、衣服、褲子、裙子、玻璃瓶罐。 

註 1：「LED 燈管」目前尚未列入回收物中，因為才剛發明，尚未普及，因為

內部沒有氣體，算一般垃圾丟棄。  

註 2：「白板」必須要拆除才可回收。除了背面的木板不能回收以外，表面的

鋁條和鐵片皆可回收。 

註 3：「棉被」、「枕頭」、「床單」、「鞋子」和「襪子」（因為有細菌和黴菌）算

一般垃圾不可回收，要用回收袋收好後丟棄（北部）。 

註 4：「衣服」和「褲子」都是秤斤賣，沾到水的不收，除非晒乾。賣價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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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這三到四年來，每公斤大都賣 3 元左右。 

七、廚餘 

只有環保局或民間企業才會回收，資源回收站是不回收的。環保局

八、必須拆除分開賣的大型傢俱 

會利用廚

餘處理機製造成堆肥的材料、種花的材料，或煮熟後加香料變成豬飼料轉賣

給養豬戶等等。 

(一)床墊、椅子、沙發、衣櫃、鞋櫃、書櫃。 

一般會請環保局的清潔大隊來收，若請民間拖走則收費以 3500 起跳，價格

由業者依照貨車噸位和里程數計價。有些拾荒者會改裝後自行使用或轉賣

給二手家俱行。 

(二)電腦： 

(1)約賣 220～280 元，主機可回收的部份包括：光碟機、硬碟、主機板。 

(2)鍵盤只能當塑膠類來賣（資源回收業者會自己拆解後，零件另外再賣）。 

(3)滑鼠當塑膠類來賣。 

(4)螢幕（傳統的慢慢被淘汰、較便宜；液晶的較先進、價格比較好;螢幕 

  破掉也可以賣，但是賣價較低。） 

(三)冷氣機：冷媒管（屬於銅類）可拆開來單獨賣，價錢更高。 

(四)電視機：傳統類比（有映像管），數位 

(五)電風扇：整台秤重賣或是將馬達拆開來分開賣也可以。 

(六)電冰箱：壓縮機也可拆開賣。 

註：電視機、電風扇、電冰箱三者拆開賣和整台賣的價錢差不多。 

九、特殊的可回收物 

廢輪胎、廢機油（機、汔車行不說如何回收再用）、保險套(根據 2011 年新聞

報導，中國

十、不可回收的物品 

曾有不肖商人將回收的險套製成女生綁頭髮用的髮圈) ……等。 

(一)橡皮類、脫鞋、籃球（橡膠類都不收）、 

註：「瀝青」一部分是用來做洗髮精(用火燒是黑色)，只要有寫「活性界面

劑」的洗潔劑，就是用瀝青做的。 

(二)濾心。（外面是塑膠，裡面是石頭） 

註：「RO 逆滲透」要整個拆除，「外殼」算塑膠來賣，裡面的「濾心」當成

一般垃圾丟棄。 



6 
 

(三)玻璃。 

一般小型資源回收站是不回收的（只有特別大型資源回收站和環保局

註：

才收），

有時打破丟棄當一般垃圾，通常不太回收。 

公賣局出品，印有「回收 2 元」標誌的台灣出產的酒瓶才可以到超商退

錢，例如：紹興酒與台灣米酒；國外進口的酒瓶皆不可回收，例如：海

尼根、香檳、紅酒、日本

(四)錄音帶、錄影帶。（

清酒、月桂冠……等等 

環保局只有週六

(五)保麗龍。（

才收） 

環保局

(六)裝蒜頭的小網。（當一般垃圾） 

才收） 

(七)海綿地墊。因為沒有「回收標誌」，資源回收站是不回收的（環保局

(八)吸管。 

才收）。 

因其太小、太輕、又沒有經濟價值，回收站因此不收，但其實它算塑膠類。 

(九)瓷器（陶土）不收，甕也不收（但中南部有特定的人會收購回收去釀酒、醃

福菜或醃醬菜）。 

(十)水銀電池有回收，但溫度計裡的水銀卻不能回收，民眾不知如何處理，只好

任其危害環境。 

(十一)File 夾和布丁湯匙不回收，因為太薄了，沒人回收。 

(十二)木材類(木頭不回收) 

木材類的回收再利用 

1.清潔隊員（內部有木工背景的人參與制作）會回收傢俱改裝後再賣，環

保局每年會舉辦一次二手傢俱大拍賣。 

2.將木頭的碎渣壓製後，重新置作成合板、三夾板、簡易 DIY 傢俱（具有

材質輕的特色）。 

3.高級木會做另類處理。例如： 

(1)檜木：等級太高，通常會賣給木工行。  

(2)檀木：太貴了，沒人在賣，大多是古董收藏或三義

(3)樟木：可做木雕藝術品雕刻材料，做家具甚為高級。 

的木雕師傅所使用。 

(4)杉木：作戶外林園造景之用的建材。 

(5)柚木：做家具甚佳。 

(6)櫸木：搭建房屋樑柱使用。 

(7)楠木：可做戶外搭設建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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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柳安木：最常拿來做裝潢或佈景之材料。 

(9)級層木：用做裝潢隔間之用材料。   

4.風災的漂流木不可以撿(因為一根大約數十萬到百萬元的價值) 

→山老鼠覬覦 

→政府明訂不可撿拾，違者重罰。 

→政府會花錢找人做清潔的工作，可能賣給收藏家，但獲利所得歸政府。 

肆、拾荒者的現況調查分析 

一、拾荒者的載物交通工具 

(一)民間常見的資源回收拼裝車： 

1.引擎的摩托車改裝（市價約 1 萬 8 至 8 萬不等） 

2.人力腳踏車（市價約 1 萬 2，二手車約 3 千 8 至 6 千不等） 

3.電動車（約 4 萬元） 

4.手推車（約 9 佰至 1 千 8） 

5.二輪手推車（五金行有賣，約 9 佰元） 

6.四輪手推車（約 5 佰至 1 千 5） 

7.移動式的資源回收車（常見的如：卡車、大型貨車） 

8.其他 

(二)資源回收拼裝車圖片：(筆者拍攝自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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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類回收物的實況探討 

紙類是最多拾荒者回收的資源回收物，筆者依實查結果，以不同的紙類

來進行探討與分析。 

(一)中國、台灣、東南亞

(二)「廢紙」的等級分類：（以價錢來分） 

地區的廢紙皆以「公斤」來計價。 

1.白紙：(1)指全白的紙 

(2)賣價最貴，之前每公斤可賣 7.2 元。 

(3)技術上只能使用 2~3 次即淪為廢紙。 

(4)只要有一面是白色即可(有黑白交錯的文字也可以、兩面是黑色

的文字也算)。 

註：只要有一面是彩色就不行了！(以顏色「淡」為原則) 

2.爛紙：重覆使用多次的好的紙箱、紙杯、紙盒、用過的餐盒、彩色紙張 

3.報紙 

(三)白紙使用的週期有限： 

1.白紙打成紙漿，再作成白紙，因為絲纖維的黏性不夠，雖可作成市售的白

紙，頂多回收再利用幾次，重複製作後無法跟歐美的品質相提並論。 

2.現在白紙是從歐美進口的（大多是從美國和加拿大

(四)再生紙收的情形： 

進口而來），因為進口

的比較便宜。 

1.有膠的地方邊邊要拔掉，「膠」會影響到打漿的機器刀鋒（因為精密度小）。 

2.有釘的部分： 

(1)有時間時：一張一張撕，當白紙賣。 

(2)沒有時間時：直接丟爛紙部份當爛紙賣，不再一張一張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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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回收場的實查概況 

(一)資源回收場外的違規處理 

1.拾荒者回收違法時的被檢舉流程： 

勸導單（黃色）7 日不改善使用強制手段。 

2.拾荒者使用的拼裝車其實是違法的，但只要不要公然開在馬路上違規或肇

事、勿停在紅線上，基本上警察只會檢查身份（看是否是新住民或偷渡客），

並不會特意去找拾荒者的麻煩。 

(二)資源回收場的介紹： 

1.大盤：大公司（例如：台北市西藏路、土城、內湖、鶯歌

(1)類似工廠那樣的大規模，將回收物品製成方形的紙塊或塑膠塊。 

都有）。 

(2)由大盤決定所有產品的價格。 

2.中盤：資源回收站（大多為民營，只有環保局

註：

是公營）。 

慈濟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將所得捐給慈濟功德會

3.小盤：資源回收人員、收公寓大廈回收物的資源回收車、到學校收的資源

回收車。 

（要當會員的入會

費為 100 萬），成為會員者才會發證，才可以行善。非會員者，可以付

出勞力，但只能做基層的分類人員。 

(1)景氣好時：賣價較高。因為蓋房子的多，公司開得也比較多，此時物料

缺乏，需求量大，因此原物料的價格會上揚，資源回收物的

賣價較好，願意回收的人較多，會多做回收。 

(2)景氣差時：賣的價格跌得比較多（例如：2008 年發生金融海嘯，平時一

公斤的白紙賣價由 4.5 元跌到 0.5 元），因不敷成本，願意回

收的人較少。 

(三)資源回收場獨立式金屬類的賣價介紹：（價格幾乎不大變動） 

1.熱水器：700 元。 

2.電視機：80～150 元。(依「吋」來分類) 

3.電冰箱：噸位小者—150 元；噸位特大者—700 元。 

4.電腦主機：有拆空殼者—60 元；沒拆空殼者—250 元。 

5.印表機：每台 80～120 元不等。 

6.液晶螢幕：120～220 元不等。(依「吋」來分類) 

7.傳統有映像管的螢幕：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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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灣南、北部的賣價不同，台北市可賣較高價，高雄市

伍、政府資源回收遭受的阻礙與困境 

的賣價較便宜。 

一、阻礙與困境 

(一)政策上的： 

1.住戶拒絕使用環保袋的原因： 

(1)要花錢買，覺得太貴了！ 

(2)習慣問題（南、北規範不同）。 

(3)實例：民國 90 幾年台北市社子島

原因：颱風遭水災時，政府沒有給予及時或適當的協助引發居民不滿，

對於府政策不願配合。 

拒用環保袋事件。 

2.各縣市（地方政府的主管機關──環保局）規定不同。 

 (二)大盤商對小盤商的限制： 

1.大盤商絞紙時刀片會有所耗損 

含有石頭、尖硬物品造成機器絞拌設備耗損。 

大盤要求中盤更嚴格的把關。 

中盤要求小盤更精細、更仔細的分類。 

造成第一線的資源回收者（含一般民眾）更辛苦。 

民眾覺得太麻煩，乾脆不分類。 

註：日本人發明一種碎紙機，絞紙後會有新的成品產生。 

2.資源回收人員聽垃圾包的聲音就知道未分類，處罰方式在民國九十幾年宣

導垃圾分類前期會直接開罰，但現在只會當場糾正此行為，請民眾拆開重

新分類，但不會被罰錢，只會一直被罵、被唸。 

3.稽查人員原本依規定是可以開單罰錢的，但是所罰的錢並非會加惠於回收

人員，所以一般是不太會對民眾開單的。 

(三)成效不彰的原因： 

1.南、北地方政府執行力不冋 

(1)台北市或新北市

(2)

一定要用環保袋才能將垃圾丟棄，南部只要將垃圾分類

後丟棄即可。 

郝龍斌市長任內，提倡「垃圾不落地」，行人丟垃圾（尿布）到路邊的垃

圾桶會被罰錢。當時路人丟垃圾到路邊的垃圾桶被照相及罰款者為數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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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跟市議員（例如：簡余晏

實例：有人將乾燥花丟在路邊的垃圾桶被罰 2400 元，纏訟了半年仍被罰。 

）陳情抗議者達 14000 多件。 

（依規定是可以開罰 1200～6000 元） 

2.第一線回收人員的工作最辛苦又最危險 

例如：滑倒、割傷、被鐵絲劃傷得破傷風、被注射針筒所刺得愛滋病……。 

醫療廢棄物有專人來收，針頭本來可以回收，但是太危險了，以致沒

人敢收。有些吸毒者或愛滋病患者就接丟到垃圾桶，危害他人。 

3.第一線回收人員選擇性的回收： 

例 1：File夾本可回收（環保局

例 2：一般燈管會回收，但 LED 燈卻沒回收，丟一般垃圾。 

會收），但是環保人員有時嫌麻煩（太薄了，

賣不了什麼錢），會叫資源回收者直接丟到垃圾桶而不回收。 

4.環保局對資源回收物有特定回收日期： 

以台北市為例，一般垃圾可以每天丟，但只有星期一和五可回收紙類，星

期二、四、六才能回收瓶罐類。 

二、資源回收再利用的環保經濟價值： 

(一)根據 2012 年的新聞專題報導（環保日光燈） 

廢棄的日光燈管（一支一元）回收後，將螢光粉倒出來再重新加以製造利用。 

新的產品：(1)光度更亮 

(2)減少螢光粉的進口數量(以往由義大利

(3)平均一個月可以生產 300 萬支重新製造的燈管 

進口) 

(4)環保日光燈所賣的錢，竟是普通燈管的二倍多獲益。 

(二)廚餘回收再利用。 

陸、訪問資源回收業者老闆的口述整理大綱 

(一)每天賣的價格都不一樣 

1.當國際汽、柴油(原油)上漲資源回收賣的價格就跌 

不利資源回工作者 

賣的人較少。 

2.和國內的股票上不上漲無關、和期貨也沒關係。 

每天的資源回收賣的錢、和每日股票、期貨無關聯；每天的資源回收賣的

錢、和國際原油或汽、柴油價格有關聯。 

3.靠山邊，賣的價格比較高；離住宅區近的，賣的價格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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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拒答項 

1.家庭成員的總收入拒絕回答，予以刪除。 

2.夏天時，可見到穿背心、手臂或身上有多數刺青者(鬼頭、龍、鳳、虎者)

的拾荒者，大約占資源回收工作者的 5％左右，這些人拒絕回答。(可能

是因為有前科，或因為加入黑道找不到工作而來做回收工作。) 

(三)營業時間 

早上 7:00～晚上 7:00(或 7:30)，中午不休息。 

(四)資源回收者的穿著 

1.穿著比較漂亮或整齊的人：賣的比較少(大多用手提，約二袋左右，或只有

少許東西)。 

2.穿著比較髒的人：賣的比較多(大多使用拼裝車等交通工具)。 

(五)會影響回收物量多或量少的特殊情況 

1.回收物量多的時節： 

(1)選舉期間：2011 年 10 到 12 月宣傳單較多(歸為廢紙類)。 

(2)學校學期結束到寒暑假期間。 

(3)每年的一月底或過年前最多(此時拾荒者在清晨約五點就會先到資源回收

場排隊等待賣資源回收物)。 

2.回收物量少的時節： 

(1)2011 年 11 月時，碰到歐債危機，造成許多公司、中小企業倒閉，造成無

紙可回收的慘況。 

(2)國際原油或汽、柴油上漲。 

柒、研究結論與建議 

筆者根據對拾荒者進行深度訪談與實地資料收集整理後，提出以下幾點

結論與建議，期許在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面臨生活困頓者能利用市場機制

作為生涯轉換的參考與省思。 

1.拾荒工作大多是面臨財務危機者的最後選擇，因販賣回收物的價格誘因，

促使社會上愈來愈多人投入，為規避警察的取締，間接迫使真正需要以拾

荒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者成為拾荒夜歸人。 

2.拾荒者以勞力換取金錢的代價，大多是牲犠自身的健康與面臨眾人歧視的

眼光，其中以關節病變或汗斑的形成危害身體居多。 

3.拾荒者既是社會的弱勢族群，也是環境保護的實際執行者，但台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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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以最嚴格的標準去審視他們，要求第一線的他們做最細微的分類工作。 

4.拾荒者回收的資源回收物和環保局回收的資源回收物有利益上的衝突。有

利可圖的資源回收金能增加國庫的營收，而政府亦擬將資源回收金課稅以

充實國庫，在政府與民爭利的情況下，讓拾荒者賴以維生的工作更為艱辛。 

5.政府宣導資源回收成效不彰的原因來自於環保政策南、北政府執行力不同，

也和第一線的回收工作者是否會選擇性回收的心態有關。 

6.目前拾荒者行駛在馬路上的交通工具─資源回收「拚裝車」尚未合法，夜

歸路上遇到酒醉肇事者追撞時，依法得沒收拾荒者的違規交通工具或易科

罰金，期許政府針對資源回收「拚裝車」修法，維護弱勢者的權益。 

7.高雄目前的垃圾清除處理費徵收機制是隨自來水費徵收，然而垃圾的產出

量多寡與用水量並無直接關聯，這對於沒丟垃圾也要收垃圾費的民眾而言

並不公平。建議可實施較公平的徵收政策(丟多少垃圾，繳多少垃圾費)，並

參考台北市的成功經驗模式，設計符合高雄

只要人類存活的一天，拾荒者的工作就會一代接一代的永續傳承下去，

不僅為環保盡一份心力，也為因經濟壓力而選擇死亡的悲劇提供了解決之道。

市民的獎勵配套措施，確實從

垃圾減量的角度著手，讓資源回收的工作真正落實環保的真諦。 

愛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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