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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从垃圾车到回收厂，从娃娃到老人

台湾垃圾分类的揭秘之旅

五天的时间内，记者探访了
台湾多个与环保有关的社会企
业、公益机构和民间组织。 经历
了在台湾街头追赶垃圾车，在
ZERO 环保商店开启对环保的
新认知，在“遗世独立”的福山植
物园与蝙蝠亲密接触，听荒野协
会的理事长讲清理溪流帮助青
蛙过马路的故事，在梧桐基金会
打理社区菜园子，看鱼和蔬菜在
同一片天地共存……”

创意环保官们在结束台湾
考察之旅后感叹道：经过五天的
参访交流，台湾的随手环保的行
为、融入骨血的环保理念让我们
感受深刻。 将学校和社区纳入到
环保教育中；实行严明的奖惩措
施；多城市实行的垃圾袋收费政
策；城市和乡村随处可见的“旧
衣物捐赠箱”等都是其可学习和
借鉴之处。

这 5 名“创意环保官”实际
上是 2018 年度玛氏箭牌“公益
未来·垃圾投进趣” 全国青年公
益实践大赛的冠军队伍。 这个起
名为“请你回家”的团队于去年
10 月参赛， 经过半年的层层竞
选， 最终从 1316 支团队中脱颖
而出，夺得桂冠。

团队成员吴登月、方蕊、张文
豪及优秀社团负责人吴晶晶（新
长城西北师范大学自强社） 和廖
翔（新长城中南民族大学自强社）
组成公益环保研习营， 前往中国
宝岛台湾学习其环保理念和经
验。此次台湾之行，是作为冠军团
队的特别奖励兼特别任务， 通过
考察交流， 探索妥善处理垃圾的
有效方法。该活动由玛氏箭牌（中
国） 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
主办，无奇不游承办。

“台湾的环境保护特点比
较明显， 尤其是在垃圾回收和
处理方面， 有许多值得借鉴和
学习的成功经验。 此次研习营
通过让环保官学习台湾先进的
垃圾处理模式， 体验台湾特色
的自然教育， 与本地环保社团
进行经验交流， 为青年学生提
供环保新思路， 也希望感染更
多人加入‘包好不乱丢’ 的阵
营， 由此培养更多环保领域的
创新者、行动者、领导者。 ”谈及
开展此次环保研习营的目的，
环保研习带队人、玛氏箭牌（中
国） 有限公司品牌公关韩潮回
答道。

在街头追赶垃圾车

5 月 28 日， 参与此次环保
之旅的学员们历经八九个小时
飞行后落地台北市，在经历开营
破冰仪式后，学员们很快熟络了
起来，开始了对台北这座城市的
探访。

城市首站到了“你好你好 ze－
ro zero城市环保店”，这是一家致
力于践行“零废弃、全循环”绿色
理想的环保店。 其运作方式是通
过变卖废弃物品获得积分， 进而
用获得的积分兑换心仪商品。

“这家城市环保店打破了我
对回收站脏乱差的印象，开启我
对环保的新认知， 原来只要用
心， 回收站也可以打造成明亮、
舒适、又便利的环保场域。 ”吴晶
晶说。

这种特别的废弃物收购的
模式除了激发起学员们对此次
探访的期待外，也引起了学员们
的思考。 吴登月认为，商店可以
兑换的物品种类还比较单一，多
为生活用品， 难以吸引年轻人。
此外，号召范围仅限于商店周边
的社区居民，影响范围也具有局

限性，可以丰富兑
换物品的种类。

结束城市环
保店探访返程的
路上，街头播放着
特定音乐提醒市
民的垃圾车吸引
了学员们的注意，
就这样，在台北的
街头学员们不顾
一切的奔向垃圾
车，旨在探究其与
大陆垃圾车的不
同之处。

据台湾导游
龙五介绍，台湾的
垃圾车每天会在
固定时间沿着固
定线路收垃圾，行
驶时会播放特定
音乐提醒市民：可
以倒垃圾了。 清洁
人员会跟车检查

垃圾是否按要求分类，经确认后
方可丢上垃圾车。

“垃圾被收走后将会分类进
行处理。 普通垃圾会被焚烧。 其
中的可回收垃圾在被回收后，将
被送往垃圾回收点，进行更加严
格细致地分类和回收再利用，剩
余不可回收垃圾将被焚化处理，
在此过程中再发电。 厨余垃圾则
根据处理方式可再细分为生厨
余和熟厨余， 生厨余用于堆肥，
熟厨余送往养猪场喂猪。 ”

除此之外，龙五向《公益时
报》记者透露，如果有人没有在
规定的时间地点扔垃圾、没有使
用专用的垃圾袋、没有进行正确
的分类等， 都有可能会被罚款。
市民也可以举报不守规则的人，
如果证据确凿举报者还可分得
一半的罚款。

垃圾回收厂的惩罚机制

探索的第二站来到福山植
物园自然教育中心，这是台湾原
生态植物园，充分遵从人与动植
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好愿望。

在这里学员们欣赏到了针叶
五木（红桧、扁柏、台湾杉、台湾香
杉、肖楠）、笔筒树、台湾桫椤、咬
人猫、咬人狗、猴不爬、鸟不踏等
原生植物之美， 幸运的话还可以
看到山羌、 野猪、 鸳鸯等野生动
物。 在山中凉亭见到倒悬的数百
只蝙蝠， 体会到人类停止过度开
发后大自然所孕育出来的人与动
物和谐相处的生态之美。

每日限定参观名额，游客不
能留下任何食物，不允许使用闪
光灯……

吴登月认为，这些不仅是植
物园对游客的要求，更是一种根
植于心对自然的敬畏和责任感，
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相
处的和谐与进步。

吴登月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福山植物园很像一个生动的
环保教育活教室，教会我们不管
是欣赏还是开发都应节制，既要
亲近自然，更应该保留自然。

当来到宜兰利泽垃圾资源
回收厂时，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庞大的垃圾处理厂靠焚烧垃圾
来发电。 据垃圾资源回收厂的环
境教育人员王翌志介绍，该回收
厂已运行 13 年， 但焚烧炉一年
只停 2 次。 每天定量焚烧 600 吨
垃圾，每焚烧一公吨垃圾政府给
予补贴 680 台币。 主要通过垃圾
车进、 出厂称重的净值来收费，
其收费标准分为政府和企事业
两类，企事业垃圾收费偏高。

令吴晶晶印象深刻的是垃

圾资源回收厂独特的惩罚机制
和焚烧方法，如果垃圾车收错垃
圾将被拒收且被赶回。 其焚烧的
方法也很特殊，先搅拌，再加料
焚烧，并用其他物质来混合飞灰
使其凝固，放置一段时间后再送
往指定地点掩埋。

王翌志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垃圾焚烧后产生的飞灰还可
送往炼钢厂和水泥厂作为原料，
其低渣则可用来做管沟回填，或
当做铺路的材料。

“看到那巨大的机械臂抓起
数量惊人的垃圾，一遍遍进行搅
拌，惊于数量的同时也在反思人
类为地球带来的负担。 这里默默
见证着城市残破的一面，满眼的
灰暗无声地控诉人类的行为，恍
若置身科幻大片场景中的异度
空间现场，一个声音不断在警醒
我：该觉悟了! ”参观完垃圾资源
回收厂，吴登月感慨道。

廖翔认为，垃圾资源回收厂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做到了民营
中的龙头企业，通过垃圾回收焚
烧产生的热能进行出售，其可持
续发展的模式值得大陆学习。

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

探访的第四站来到梧桐环
境基金会， 这是一家由企业投
入、扎根在地社区致力于都市环
境绿化的公益组织，通过引领民
众修正现行生活形态，在社区打
造“食物森林”（社区菜园子），由
社区居民做果实的守护者，种植
辣椒、青菜、茄子等蔬菜，每天做
厚土、种菜、浇水、除草和堆肥，
其自给自足的方式充满了对自
然的依赖和呵护。

吴晶晶认为，梧桐环境基金
会打造的“食物森林”是一种自
然的次生延替，也是人为的环保
行动。 从竹北食物森林到新北食
物森林再到将军村食物森林，其
运作模式是环保教育的一次全
新探索，对公共地的利用，有效
地将社区公众与环境保护进行
了有机结合。

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落地，
梧桐环保基金会秘书长泰山认
为，基金会每个月通过办理派对
的形式，给予社区居民参与和沟
通交流的平台，由此结交更多朋
友，且可以更好的融入社区。

除了倡导和实践外，环保需从
娃娃抓起。泰山向记者列举了一个
案例：2013年，台北市的一家小学
因校园扩建进行了树木砍伐，校长
面临外界指责，得知后我们紧急联
系学校，带领学生举办了一场“帮
小树苗搬家”的活动，名为带小树
苗去旅行，实则是让孩子认知生态
保护，倡导保护树木。

当环保研习营走进大佳国民
小学的当天， 正值学校每周举办
的垃圾回收日，在校长的带领下，
团队参与其中， 在学习垃圾分类
的同时了解了学校是如何将厨余
垃圾制作堆肥，浇灌菜园的。

（下转 13 版）

一边，是强制垃圾分类制度在重点城市先行落地；一边，则是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长期探索与实践。
随着上海强制措施的正式启动，“垃圾分类”这一话题在大陆陡然升温，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政策执行初期的一线反馈、手段调整与系统性协调。
而在台湾地区，早已迈过了磨合期城市和社区，有多少成熟的经验值得这边借鉴？ 在当地生活，也会被问到“你是什么垃圾”这样的问题吗？
带着这样的疑惑，《公益时报》记者同中南民族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的 5 名“创意环保官”踏上了台湾之旅。

每周五的垃圾回收日，大佳国民小学都进行垃圾分类回收

� � 宜兰利泽垃圾资源回收厂中巨大的机械
臂正抓起数量惊人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