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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再生公司，目標為 1995 年可

再生塑膠
塑默籮籮翻蠶
0如今塑膠賡垂物處置上的囷難
，使其成為眾矢之的。焚燒會污

將 Polystyrene 的25%再製 0 在
美國只有少數大型速食店(如麥
當勞)及醫院、學校公司行號餐
廳使用係麗龍餐具，迄今包括哈
佛大學、王安電腦、麥當勞等單
位均已應允參與再生計耋1，所以
上述公司對於達成目標極表樂觀0
塑膠物品製造廠也開始配合

染空氯，捲埋則需廣大的空間。

在美國有 600個以上的社區有意
全面禁用塑膠包裝物質，因此塑
膠製造廠商提出一種並不新奇的
觀念一一再生( recycn峮)，

來表示其對環境係護的重視。
根據調查，美國城市垃圾中

的7 %是塑膠物品(40%為紙製

。一家文具行推出用再生塑膠製
成的各種文具，禁一包裝公司獲
得美國食品蔡物局批準，可以用
再生塑膠製造裝蛋的盒子(舨賣
時所用盒子，遏去用紙製品>0

此外印將上市的還有絕綠物，以
及垃圾筒等。

品，食物類佔12%)，與玻璃及

但是塑膠再生的一些問題仍

鋼類所佔比例相近，比銘製廢物
要高出甚多。就量而言，每年達
豹0億磅0此外工業塑膠廢棄物

待克服。係麗龍餐具上常有食物

每年會有 190億磅。
理論上塑膠應可以再製成原
來的形式，只不逼市場上對於再
生塑膠需求微乎其微。迄今再生

物每年成長率仍遙遙領先。不遏
，塑膠再生的真正動力是政治性
的，而非經濟性的 0來台輿論的

S>ientific Allencan， A峮

PET再生量達12%，再生

1990 )

．

另一種文化，截然不同的看法侵
入家中。由祖先遺留下來的社會
典範被摧毀，而為另一種所取代
0 這才是電視的有害的一面．．．如
今我們對歐洲式的童話較原有傳
統民間故事更加熟悉。(周文愷
譯台 World 玦Velopment F0加m
1990年7月15日)

兩蒙其禾‘
如蠶蠶畿鱉器
悖時，美國應該依舊饕助抑或逕
台追求本身的利益而犧牲別人?
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答寨。
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的一項刊物

PET用來製造不少物品，如地
．

指出，美國應持醬助的立場。該
刊物認為，開發中國家若均能改

、網球外層的絨毛、繩索、隔熱
物質，甚至汽車零件。

奶果汁的塑膠罐>再生。目前有

他們對妻小鄰居有交談的話題，
如今電視卸霸住了人們的心智0

製率每年成長5%，塑膠製賡熹

mthalate ( PET )，印製造飲

有名的杜邦公司與一家廢棄
物處理公司合作，將PET及高
密度聚匕烯(HDPE，製作裝牛

0譬如我的叔叔是公務員，上班
時戴遮陽帽打領帶，下斑後他們
回到台己的世界、台己的文化。

不便運輸。因此有人認為帥使再

栦景特瓶那種0 美國業界盤稱

毯、道路屏障(如公ξ各擋音牆)

它們雖有道德的一面，但是在追
求個人成功時，道德已被擱置一
旁0 在殖民地時代，雖然土地被
佔領，但人們的心智仍是台由的

殘渣，影晌再製加工;體積龐大

壓力使得廠家必須更積極地去面
對這個閘題。(周文愷取才才台

最多的是卹lyethyle1屺 tere’

這些電視劇當然很受歡迍

．

．

．

．

善其本身，就不必再倚賴美國的
援助;它並舉美國與泰國間的貿
易活動為例子。兩國均為稻米輸
出國，美國一直視泰國為競爭對

兩家工廠在運作，到1994 年還

手，想盡辨法搶奪其稻米市場。

會增加3家;未來每年可以再製
2億磅塑膠0 當然與每年 150億
磅PE T及65億HDPE 賡素物
相比，這僅是杯水車薪而已。

美國每年還以10億美元來補貼本

此外用於包裝及速食的

卹lystyrene ，每年在美國廢棄
物達50億磅0 目前美國在這種塑
膠的再利用率僅有1 %。1鼴9
年數家大公司合ξ且一個國家倧麗

國的稻農，儘管推廣小麥種植更

市見之
非豔勰穩蕊蠶
近接受聯合國開發論壇訪間時，

對美國電視連綺膚1如“朱門恩怨
”作了如下發人深省的評論:

合經濟原則 0因此泰國向美國建
議減少稻米種植面積，取消補貼
0若因而能使國、市場價格上升

，所有出口國一包括美國一均將
蒙受其利 0 (周文愷譯倉World
Development Forum， 1990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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