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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從過去到現在，都有許多師法企業的作為，為了提升政策能見度，

將私部門的行銷概念引進政府部門使用，政策行銷概念及理論開始被廣為討

論，發展至今已相當成熟。	

由於全球的環境狀況惡化，各國都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的議題，為了達成永

續發展的目標，行政院環保署開始推動相關的政策，透過環保集點 APP 向人民

推廣綠色消費態度及行為，讓民眾從集點活動實踐綠色消費行為，藉此由生活

中培養環保的消費習慣。 

因此，本文以政策行銷理論探討環保集點 APP 的行銷行為及其成效，運用

次級資料、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等方法了解目前政府於這項政策上有什麼政策

行銷行為，並透過民眾對這項政策的認知及評價了解政策本身及政策行銷的成

效。經過行銷組合分析、社群媒體分析以及問卷調查分析後，發現政府多投注

其心力在 6P 行銷組合中的推廣、夥伴及價格上，運用許多社群媒體平台推廣、

積極找尋合作店家擴大環保集點 APP 的可用性以及增加集點誘因。但是對民眾

來說，該政策的認知度仍偏低，且該政策有些缺點會降低民眾的使用誘因及不

符合政策理念。另外，就行銷層面而言，透過問卷了解民眾意見，發現社群媒

體對行銷的重要性逐漸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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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結果，本文結論出環保集點 APP 的行銷管道十分多元，且機關首

長對政策行銷有其影響力，但環保集點 APP 本身問題會降低使用誘因，且民眾

與政府對該政策的認知有落差。因此本文建議政府在行銷上可以做出市場區隔

及使用推力策略解決認知落差及不足的問題，並改正環保集點 APP 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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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out the years, the concept of marketing, learned from private institutions, 

has been introduced to the government and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n important and 

widely recognized strategy in promoting policies to the public.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s an issue which countries are 

consistently making efforts to prevent. To improve and raise awareness of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has implemented policies to promote green consumption to the public, one of 

which includes the “Green Point APP”, a mobile application consisting of a point 

rewarding system encouraging users to pursue an eco-friendly lifestyl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reen Point APP” as a 

policy marketing strategy, by cross analyzing secondary data,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made with the public. The general analysis of policy marketing models, 

social media, and surveys shows that among the “6P” marketing portfolio, the 

government emphasizes on promotion, partnership and price, mainly promoting 

through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joining with corporates to achieve wide usage of 

the application. Although in practice, the public recognition of this policy is lo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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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defects of it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centives of usage,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does not cease to increase.  

The research results imply that there is potential in the marketing methods of the 

“Green Point APP” application, with political leader figures highly influential in the 

process. However, not only does the disadvantages of “Green Point APP” cause a 

decrease in usage, but there is also a cognitive ga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imarily 

segment the target market, followed by “Nudge”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cognitive gaps 

and finally, adjust and enhance the functions of “Green Point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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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992 年地球高峰會正式提出「永續發展」的主題，顯示出人們逐漸意識到環

境問題日趨嚴重，各國政府紛紛提出環境保護的法令及政策培養民眾的環保意識

及觀念，綠色消費態度及行為的推動油然而生。我國因應綠色消費觀念的蓬勃發

展，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環保政策培養民眾對綠色消費的認知及應用。而政府除了

制定相關政策外，正確且清楚地將政策理念及宗旨傳達給民眾也很重要，公共政

策若是利用對的行銷方法進行包裝，就可以增加民眾認知政策的觸及率，進而促

成其對政策目標及意涵的認同，凝結公民社群來增加政策的執行率。因此，本研

究欲透過政策行銷理論探討政府在綠色消費的政策上的成效，本章節將分為四

節，第一節講述本文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是研究目的及問題，第三節是研

究流程，第四節是研究範圍。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說過：「資源有限，慾望無窮。」人

類不斷利用有限的資源達到自己可欲的目標，近年來科技的進步帶來便利的生

活，全球人口呈現上升的趨勢，為滿足人類的生活需求，這期間不斷對地球上各

種自然資源進行不當開發和使用，地球資源有限，卻遭到人類因不懂節制、濫殺

砍伐，使得地球資源減少、自然環境遭破壞。為避免再度過度消費生態環境、地

球資源，各國政府開始提倡環保行動來維護環境並提出各種環保管制制度、法令

加以輔佐，環保意識的凝聚亦促使專家學者提出保護環境的綠色消費行為概念，

希望人民能購買以「低污染、可回收、省資源」為原則製成的商品來降低對環境

的破壞，因此政府也開始向民眾建立綠色消費的觀念，達到 一開始永續發展的

目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 



doi:10.6342/NTU202100016

 

 2 

1980 年代末期，加拿大、日本與北歐國家陸續推出環保標章制度，1994 年

國際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正式成立，推動國際間環保標章制度（梁曉興，2016）。

我國則是自 1993 年底開始實施環保標章制度，行政院環保署發布的 92 年環境白

皮書將綠色消費行為作為當前環保政策的目標與展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7），還有許多綠色消費的相關政策實行，例如：節能減碳政策、近年的限塑

政策以及不斷在推動的循環經濟。 

不過，我國政府雖然推廣綠色消費概念多年，仍有研究指出政府於宣導綠色

消費的概念與行為這部分並不足夠，劉潔心、晏涵文、劉貴雲等（1999）於研究

中指出「綠色消費」這個名詞在當時仍對民眾來說很陌生，政府應多加向民眾宣

達，並確保宣傳管道暢通，否則很難讓民眾有綠色消費的意識。廖家新（2003）

的文章中顯示，雖然有七成的民眾理解綠色產品的定義，然而對綠色消費的關注

度仍不高。這樣的結果顯示出政府制定的政策並未很好的傳達給民眾執行，政策

行銷的重要性可以由此顯現，如何將政策透過政策行銷理論及架構很好的傳遞給

人民為本文的研究動機。 

新公共管理的浪潮下，以顧客為導向、企業型官僚等概念引領著政府的改

革，政府推行政策之時，也加上了企業、民間團體、公民社會等的力量，得以使

政策可以被執行及監督的更完善。政府透過除了師法企業的作為以提升政策執行

效率及績效，亦加入顧客導向元素提升政策順服度，也因此政策行銷的力量應運

而生。透過學習私部門行銷、媒體識讀及運用的手法，來讓民眾了解及體會政策

與自己的切身相關性或是翻轉原本的政策形象讓民眾以不同的角度認識政策的本

質，進而接受政策並加以實踐。但是因為公、私部門兩者的目標的性質、提供財

貨服務的動機及對象、資金來源、目標執行方式等多方面都有諸多的不同，因此

公部門在效仿私部門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兩者間的差異而做出相對應的改變，

才能成功達到目的，而不會適得其反。行銷概念從 1950 年代開始發展，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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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開始擴大至公部門及第三部門發展，政策行銷定義及概念發展至今已相當

成熟。 

行政院環保署發布 2015 年大事紀要中，前署長魏國彥於 12 月發布環保集點

記者會，正式推出環保集點 APP 向民眾推廣綠色消費概念及環保行動有價化（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隔年行政院環保署前署長李應元甫上任時，於 5 月的

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社會福利及環境保護委員會的業務近況報告中（立法院，

2016），提出推廣環保產品及綠色消費的觀念，並將政策推動分為三部分： 

一、 推動環保標章及產品碳足跡標示制度，增修環保標章及碳足跡標示規

定，並持續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維護標章公信力。 

二、 推動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實行綠色採購，鼓勵公私部門願意優先購買及

使用環保產品。 

三、 鼓勵民眾力行綠色生活及消費，不僅透過網路及大眾媒體宣傳理念，也

推出環保集點制度結合環保產品、大眾運輸及綠色服務業者等，透過獎

勵方式吸引民眾參與政策，實踐綠色消費的理念促進台灣環保意識更蓬

勃。 

從環保署的業務報告可以了解到，環保集點 APP 乃是新時代下的產物，在智

慧型手機、網路取得方便及普及率高的年代，環保署與工業署共同製作手機應用

程式，透過實行環保行為來集點，將綠色消費的概念融合至民眾生活當中，增加

趣味。這幾年透過舉辦記者會、增加合作店家、曝光環保活動以及大眾媒體等方

式提升政策觸及率。如同企業會運用廣告行銷自家產品，加深民眾對其產品的印

象及了解產品特性、優點以吸引民眾購買，政府也會運用政策行銷讓民眾了解政

策內容以增加政策順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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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因此，由上述研究動機的討論下，本文欲透過政策行銷理論了解政府實行環

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時，達成政策順服度的成效為何以及何種管道較能提高民眾

的觸及率。由於政府現今採取鼓勵而非立法強制的方式來推廣綠色消費行為。從

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市場的出現，只要民眾對綠色產品感到興

趣、對綠色消費理念認同、有意願購買綠色產品，生產者就會為了消費者製造綠

色產品，並主動向政府要求使用環保標章，達到政策目標。消基會檢驗部

（2017）亦說明，消費行為的改變將會促使企業願意生產可回收、低污染、省資

源的綠色產品，促進資源永續利用。藉此政府就可以集中資源至某些管道來進行

行銷，且政府預算有限，若是能透過小投入來獲得大成效，是政府及民眾都樂以

見得的事情，亦可將剩餘資源投入到其他重點政策中利用，讓各項政策可以平衡

發展。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之研究問題有三： 

一、政府現今在環保集點政策上有哪些政策行銷的行為？ 

二、政府利用的媒體管道中，哪些管道民眾之觸及率較高？ 

三、該政策之政策行銷效果如何？是否有提高民眾從事綠色消費行為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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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透過四種研究方法，並分為三部份進行，下列以圖示之。 

 

 

 

 

 

 

 

 

 

 

 

 

 

 

 

 

 

 

 

 

 

圖 1-1、研究流程 

（圖片來源：作者自製） 

認識政策 

提出研究問題 

蒐集理論相關期刊、論文資料 

整合研究架構 

擬定問卷題目 蒐集 Facebook 

評分及評論 

擬定訪談大綱 

確認訪談大綱 

訪談受訪官

員及店家 

整理 

訪談結果 

確認問卷題目 

線上發放問卷 

整理 

問卷填答結果 

蒐集 

Youtube 評論及

PTT 貼文 

整理評論 

實證分析與討論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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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政府可以透過政策行銷作為與民眾溝通的工具，傳達政策理念。在各項政策

中，筆者認為要挑選仍無法律強制力介入的政策來探討政策行銷理論較有意義，

再加上筆者本身對環保政策類別較有興趣，因此本研究從環保政策中挑選環保集

點 APP 作為研究主體，其立基於綠色消費的概念下制定而成，為近期行政院環保

署努力推動的目標之一，有其重要性存在。 

針對環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本研究欲了解環保署官員在政策行銷上的作為

及想法、該 APP 的合作店家與政府的合作過程及對政策的想法，還有民眾對於該

政策的行銷成效的想法。因此研究範圍選定行政院環保署中負責環保集點 APP 政

策的官員、一至兩家提供服務的合作店家進行訪談。由於環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

適用於全國人民，並沒有特別的政策標的人口族群，民眾的想法將透過問卷進行

研究，了解各地區或年齡層的民眾對政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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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探討與政策介紹	

 

本章節欲探討政策行銷理論、綠色消費行為以及環保集點的政策介紹，第一

節首先討論政策的立論基礎—綠色消費，了解綠色消費的定義、相關政策以及其

他綠色消費研究的文獻回顧。第二節介紹環保集點政策的內容，包含其宗旨、現

況及相關法規。第三節將討論本研究的理論依據—政策行銷，了解理論的定義、

模型以及其他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 

 

第一節 	綠色消費理論	
由於環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是立基於綠色消費這個概念發想及制定出來的，

因此本章節將針對綠色消費理論進行探討。首先，了解綠色消費的定義為何，接

著探討其概念發展及我國的相關政策， 後回顧與綠色消費相關的研究文獻及對

本文的啟發作結。 

 

壹、 綠色消費定義	

對於綠色消費 直觀的定義就是購買對環境衝擊較小的產品，例如林政宏

（2008）認為綠色消費是購買綠色產品的消費行為、消基會檢驗部（2016）所

述，綠色消費為日常生活中採行簡約原則，降低對生態環境的衝擊，選擇購買對

環境污染程度較低的生活用品，其範圍包括產品、原物料製造、使用過程及廢棄

物處理（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2016）以及施志勳（2007）認為綠色消費

是指消費者能夠體認到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及具備環境保護的概念，進而改變消費

型態，使用較具有效率與較少污染之產品與服務，來取代原有之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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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綠色消費不僅考慮到購買對環境衝擊小的商品，甚至是考慮到生

態環境平衡及永續發展的因素作為商品製作及購買考量的因素，例如李志敏

（2003）及梁曉興（2016）皆認為綠色消費可概括成 5R 其概念包含：減少污染

（Reduce）、環保選購（Reevaluate）、重複使用（Reuse）、回收利用

（Recycle）、保護自然（Rescue）。梁曉興（2016）又說明，綠色消費是一種將

生態環境之平衡列為優先考量行為，其不僅包括綠色產品的使用，還包括物資的

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及對生存環境及物種的保護，涵蓋生產行為及消費行

為。將綠色消費的概念說明得更加完善，包含生產及消費過程。陳怡君、郭文

貴、蕭美玲（2004）認為綠色消費又稱為永續性消費，強調合理的資源使用，享

受資源的同時兼顧生態平衡，使人類與自然環境得以永續生存。行政院環保署亦

提及永續的概念，其認為綠色消費為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並追求更佳品質的同時，

降低天然資源與毒性物質之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目的在不影響後代子孫權益的消

費模式。 

透過整理以上學者對綠色消費的定義，本文理解為綠色消費除了原始 基本

的消費對環境衝擊較小的商品，不選擇不利環境的商品做購買外，綠色消費之意

涵其實包括生產過程及消費行為兩個部分，希望廠商在生產商品時能遵守 5R 原

則，降低污染的產生，民眾在消費端也應選擇具 5R 原則的商品，促進生態平衡

發展，達到永續的期望，讓我們後代子孫仍可以享受這塊美麗的土地，擁有良好

的生態環境成展，生產、消費及環保是可以共存的，共同為環保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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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概念發展與相關政策	

綠色消費概念起源於 1977 年的德國，德國於當時推出了藍天使計畫，是世

界第一個推動全國性環保標章制度的國家。推出該政策的目的在於希望民眾購買

不會對環境不利的產品，進而引導商家生產相關的產品，從生產到消費層面都展

現保護環境的精神，其透過該環保政策帶領民眾認真看待地球永續發展的議題。

而漸漸全球也意識到地球健康每況愈下，紛紛加入保護環境的行列，並向德國藍

天使計畫看齊，推出各國自己的綠色消費政策。 

我國亦搭上綠色消費運動的潮流，為促進民眾的環保意識及當時社會氣氛脈

絡，於 1992 年委託工研院污染防治中心推動環保標章制度，希望生產端多生產

對環境友善的產品，也希望消費端購買商品時多注重、選擇綠色商品，進而向民

眾倡導綠色產品之重要性。而後，政府推動的幾項環保政策也導入綠色消費的觀

念，例如 1997 年向全國民眾推動資源回收及垃圾減量的工作、1998 年於政府採

購法中納入「政府機構得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之規定1，發起政府綠色採購之

行動，推動政府率先實施綠色消費、2000 年於台北市推行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

新北市於 2010 年亦開始推行該政策，該政策為落實污染者付費的公平原則而更

改收取垃圾費的途徑，也間接實現綠色消費，讓民眾為了達到降低被收取的污染

費這項目的，讓垃圾減量，轉而努力實行資源回收，並更願意購買及使用可回收

物品、2002 年推行全國限用購物塑膠袋與塑膠類免洗餐具，希望可以改變民眾使

用一次性塑膠製用品的習慣，降低環境的負擔，近幾年政府不斷在減少塑膠製品

上努力、2013 年雙北推動購物及專用垃圾袋合併之兩用塑膠袋、2018 年政府於

全國推動限塑政策，擴大禁止使用免費塑膠袋之管制範圍等政策。除了政府的努

力，民間組織也開始推廣綠色消費的概念給民眾，例如：主婦聯盟於 1993 年成

立綠色消費基金會。 

  

 
1 政府採購法第 9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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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綠色消費之相關研究	

一、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搜尋結果 

從「綠色消費」關鍵字來看，搜尋結果為 150 筆資料， 早可追溯至 1991

年的文章，直至現今 2020 年都有文章探討綠色消費態度理論及實踐。近 30 年來

對綠色消費的研究可以分成幾個大類，以下分段說明。 

第一類，環保標章制度建立與綠色消費。從 1994 年就有文獻討論，環保標

章是落實綠色消費的第一步，如前述象徵「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環保理

念，欲向消費者及生產者推廣綠色消費理念，因此陸續都有文獻討論兩者關係

（陳陵援、張憶琳，1994；董德波，1999；謝佩君，民 2000；駱尚廉，2001；謝

惠子，2007；楊國樑、趙家民、謝佩諭，2009；陳博宇，2015；李豪，2019）。 

第二類，政府於綠色消費的角色—綠色採購的實踐。綠色採購的實行可視為

政府以身作則推動綠色消費的行為，由政府率先進行以提升我國綠色生產力，進

而推廣私部門亦投入綠色採購， 終目標為全民皆培養綠色消費態度（黃萬居，

2001；黃萬居，2002；駱尚廉，2002）。 

第三類，將綠色消費作為自變數（x）的概念，了解特定群體或事件上綠色

消費的認知如何影響民眾的態度及行為。其中包括綠色消費態度會影響綠色產品

的設計及開發（杜瑞澤、吳志南，2005）、民眾更有意願搭乘油電混合功能公車

（賴靜瑤等，2016）、在農夫市集中的消費者，綠色消費態度對知覺價值、在地

認同及行為意圖有正面影響（林志鈞、李欣如，2018）、綠色消費者自我認同對

電子菸的使用態度不顯著（賴靜儀、陳俐文、陳棟樑，2018）。 

第四類，將綠色消費作為依變數（y），討論有什麼因素會影響綠色消費態

度。研究討論面向包含新環境典範及企業社會責任、個人價值觀、國小教科書內

容及學童的環保行動以及學生性別、科系、打工及住宿經驗等，結果表示企業社

會責任對綠色消費有正面影響、個人價值觀對綠色消費態度有顯著影響、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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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環保活動的學童較有綠色消費態度，而應再著重教科書內容，讓學童更有綠色

消費態度以及研究顯示，女性較男性有綠色消費態度；再者，海洋休閒科系較其

他科系的學生有綠色消費態度；第三，有打工經驗的學生較有綠色消費態度；

後，非住宿生較有綠色消費態度（沈介文，2006；鄭永章、胡子陵，2008；梁曉

興，2016；錢銘貴，2017；潘右姍等，2019）。 

 

二、 小結 

綠色消費的文獻及應用範圍十分多元及有趣，而其中與政府行為相關的討論

多圍繞政府的綠色採購這個部分。但近年來政府不斷在綠色消費上的推廣做出許

多努力，例如本文探討的環保集點制度，而且有些文獻在結論與建議的部分皆強

調政府推廣綠色消費的重要性（周秀蓉等，2014；曾倫崇、張永富、林佳姿，

2010；魏文欽、柯玉鳳，2008）。因此，本文探討政府於綠色消費推廣的角色上

更加深入。再者，本文想了解政府推動的環保集點 APP 是否有提高民眾有綠色消

費的態度及習慣，現有的研究提及了個人價值觀、就讀科系、性別等等的因素，

不過其中沒有將政府推廣及行銷納入探討，給予本文探討政府推廣與民眾綠色消

費態度之間關係的動機。綜合討論下，本研究屬於第二類及第四類研究的綜合，

既探討政府於綠色消費的角色為何，亦探討政府的推廣是否以及如何影響民眾培

養及實踐綠色消費這個概念，將綠色消費的研究主題變得豐富，並帶有其獨特性

及重要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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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保集點 APP介紹	
本章節將詳細介紹環保集點 APP 之基本內容，包含政策宗旨、執行現況、政

策內容以及相關法規，了解環保集點 APP 的政策概況及政策運行模式。 

 

壹、 政策宗旨與現況	

為推動綠色消費循環理念，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經濟部工業局共同推動「環

保集點制度」，將綠色消費融合至民眾的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生活中

實踐，不論是購買綠色商品、搭乘交通運輸、參與環保行動等都能化為環保綠點

獲得實質回饋，只要購買在地生產的綠色商品，就能進行集點響應環保生活。期

能透過環保集點制度這項政策，培養民眾綠色消費的觀念，習慣於選購綠色及本

地產品，做出友善環境的行動並達到降低碳排放的目標。民眾消費習慣的改變也

會進一步影響企業的經營政策，間接鼓勵私部門從生產到產出都加入綠色消費、

友善環境的元素，共同為永續發展努力（環保集點官方網站，2020）。 

綠色商品於 2019 年 9 月從 1044 項增至 1858 項綠色商品，小至零食大至家

電等的商品，購買綠色產品可以累積點數做折扣優惠，促進消費亦達到保護環境

之效，為地球盡一份力。就官方資料顯示，在環保意識高漲的社會氛圍下，目前

已有 32 萬人加入環保集點的行列，總累積點數已超過 50 億點（羅綺，2019）。 

環保署不僅製作環保集點 APP 以及官方網站，亦成立了官方的 Facebook 粉

絲專頁以及 Youtube 頻道，以多元管道更新環保集點目前有什麼 新消息，例

如：近期流行的共享經濟，除了微笑單車 Youbike 外，也推出了 WeMo、Goshare

等共享機車。考量到共享機車使用數量日漸增長，且電動車亦符合綠色消費的範

疇，減少空氣污染，因此環保署亦將 WeMo 列入集點的範疇（環保集點官方網

站，2020），亦給予相當優惠作為誘因，期待舊雨新知的加入，一起為綠色消費

愛地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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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策內容	

環保綠點的用途廣泛，民眾只要下載環保集點的應用程式並註冊，透過實踐

綠色消費進行集點，累積到一定點數即可至合作之超商、量販店、電器行、線上

購物平台等通路或是至綠色服務場所兌換或購買折抵具有環保標章的綠色商品。

若是至綠色旅館、生態旅遊及環境教育場所遊玩，也可享有住宿上或是門票上的

優惠。 

一、 如何集點？ 

集點活動可以分為五個部分，以下列點說明之。 

（一） 大眾運輸集點：只要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即可以進行集點，範圍包含捷

運、臺鐵、公車、客運、高鐵、公共自行車、輕軌等。集點方式以車

資做計算，兩元集一點。但有些特殊票種無法進行集點，例如定期

票、回數票等。 

 

圖 2-1、大眾運輸集點官方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index.php/collect/vehicle） 

（二） 綠色消費集點：至指定通路購買具有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或 MIT 微

笑標章認證之綠色商品即可以進行集點，指定通路有大潤發、愛買、全

國電子、東森購物網、萊爾富等。集點方式以消費金額乘上一定比例來

計算作集點，不同的環保標章有不同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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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綠色消費集點官方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index.php/collect/consumption） 

（三） 環保行動集點：參與各地政府、環保團體或是民間企業舉辦的各類環保

活動或綠色服務即可以進行集點。 

 

圖 2-3、環保行動集點官方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index.php/collect/activity） 

（四） 限時活動贈點：環保集點會不定期舉辦各類限時贈點活動，只要完成特

定條件即可以進行集點。 

 
圖 2-4、限時活動贈點官方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index.php/collect/bonus） 

（五） 填問卷集綠點：環保集點不定期會有問卷可以填答，完成即可進行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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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兑點？ 

集好的點數可以透過下列四項活動來作兌換，以下列點說明之。 

（一） 兌換環保商品 

民眾可以用集到的點數以 100 點折 1 元的方式，至指定通路折抵欲購買

的具有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或 MIT 微笑標章的環保商品。指定的合作通路

包含愛買、大潤發、全國電子、萊爾富、7-11 以及東森購物網等通路。 

 

圖 2-5、兌換環保商品官方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index.php/exchange/channel） 

（二） 兌換綠色旅宿 

民眾可先至 APP 兌換電子優惠券，再至環保標章旅館或生態及環境教育

場所出示兌換序號或 QR code 進行門票或是其他品項的折抵。 

 
圖 2-6、兑換綠色旅宿官方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index.php/exchange/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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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兌換惜食（低碳）餐廳 

惜食（低碳）餐廳的概念是由惜食分享計畫而來，其宗旨是希望將在產

地端可能會被丟棄的蔬果格外品送到這些惜食餐廳，將這些蔬果做成可口的

美食，既不浪費糧食又能追求永續環境。民眾可利用集到的點數至惜食（低

碳）餐廳折抵餐飲消費。 

 

圖 2-7、惜食餐廳店家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index.php/exchange/restaurant) 

（四） 兌換電子優惠券 

除了上述的三項主要的兌換項目，還有很多其他的遊樂場所或是活動可

以用綠點做折抵，詳細資訊都可以利用 APP 或是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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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相關法規	

一、 環保集點制度補助作業要點 

環保署推行環保集點 APP 之時，亦訂定了《環保集點制度補助作業要點》。

2015 年 6 月 11 日始訂定，為了強化及維繫各店家參與環保集點之誘因，促進公

私部門共同推廣環保集點的行銷之目的，這幾年下來亦針對幾點作了三次修改。 

訂定法規宗旨由要點的第一條所示：「為鼓勵營業人、消費者及參與環保活

動者參與環保集點制度，以落實環保行動有價化概念，促進綠色產品消費循環，

推動環保產業發展，特訂定本要點。」希冀利益相關者都可以積極參與該制度，

既能促進環保產品的消費、環保行動的落實，藉此保護環境，亦能將行為注入有

趣的集點行為元素，將環保行為變得更加有趣，推動環保行為有價化作為誘因吸

引各利益相關者。 

該要點針對的補助對象、條件及金額詳細規範於第三至七條，其餘條目再針

對一些情況進行規範及說明。 近一次的修訂為 2018 年 12 月 11 日，修正重點

主要內容為：第一，增加一些補助事項、條件及限制，例如補助金額的上限、補

助次數一年限一次等；第二，修正補助之承諾事項、應備文件及相關審查事項；

第三，修正補助的時間點，補助時間延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2018）。 

 

二、 環保集點隱私權保護政策 

為保護環保集點會員的隱私權及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環保署制

訂了相關的隱私權保護規範，以下列點說明。 

（一） 個人資料安全：由於集點制度需要取用會員的一些個人資料，因此保

護這些資料是環保集點制度的重要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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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資料使用：環保集點制度會依據《環保集點平台集點帳戶申請同

意聲明》所述之目的及方式，經過合理合法程序及技術使用會員之個

人資訊，以保障會員的資料安全。 

（三） 個人資料查詢及修正：需向環保集點的客服人員聯繫，由專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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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策行銷理論	
 

本節欲探討政策行銷的定義及其理論發展，大眾對於行銷概念的印象或許較

多停留於私部門的工具，然而公私部門之間有諸多的不同，公部門是如何適用行

銷概念？行銷概念的發展為何？一開始本文先了解各學者對於政策行銷的定義，

並整合出本文對政策定行銷的定義。再者，羅列各學者提出的政策行銷模式，並

從中選擇 適合的模式來應用在本文想探討的綠色消費政策作為理論基礎。接著

討論現今網路世代對政策行銷的啟發及影響並討論政策行銷的價值。 後，將整

理先前國內外學者對政策行銷的研究及對本文的啟發以作結。 

 

壹、 政策行銷定義	

隨著企業活動範圍逐漸擴大，私部門也逐漸意識到行銷概念不再侷限於私部

門而已，行銷於公共部門擴大化的過程上，Jr. Charles Lamb（1987）提醒了三項

結構面的應用限制，第一，外在環境與組織屬性的不同，特別是自主性與彈性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市場化的程度（degree of market exposure）以及政

治因素影響（political influence）。第二，產品與服務本質有營利與非營利的不

同，公部門在政策目標多元化、價格機制的設定及績效衡量的作法需與私部門有

所區隔。第三，目標客群（target market）的差異，面對民眾應注意到政策類型的

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價值傳遞方式以及交換的方式、目的（轉引自：林博文，

2009）。 

翁興利（2004）簡單整理出行銷有兩項重要本質，第一，交換關係，行銷屬

於自發性的價值交換；第二，需求管理，藉由市場調查與需求分析，確認消費者

的需求，並透過交換活動，在獲利情況下滿足個人及組織需求。在雙方有共識的

情況下，一方取得有價值的東西，同時也提供有價值的東西給他方作為回報，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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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利用交換關係各取所需。因此有些學者將行銷定義套用至政策行銷上，定義政

策行銷亦如同一個交換系統，例如丘昌泰等（2001）及張世賢（2002）都提及，

政府以滿足民眾需求為目的來制定相關政策，並透過行銷觀念或活動的方式讓民

眾了解，而民眾若是同意政府政策，則以支持政府制定的政策作為回報。 

而有些學者則認為，政策行銷是屬於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環，是政策執行中

的一個方法。Altman（1994）認為政策行銷的目標是使用多元媒體去向民眾傳達

公共政策的訊息，有些政策涉及專業及複雜的概念，則就須透過行銷方式與民眾

溝通。制定政策的每一階段皆需要政策行銷來向民眾傳達，包含政策意義、議程

設定、政策形成、政策執行直至 後的政策監測及調整等階段。吳定（2003）、

蘇偉業（2004）以及 Buurma（2001）皆提及，政策行銷是一種使公共政策目的

達成與社會需求的供給互相配合的方法，讓政策得以順利推展及執行。Buurma

（2001）認為政策行銷所欲實現之目標是透過政策工具達成政策目標，或是透過

利害關係人的行銷概念，在市場與社會的支持下，確保其存續的利益。吳定

（2003）提出更詳盡的政策行銷方法，對內部顧客，包含政策執行機關及人員行

銷，可以獲得機關首長支持及機關全體成員參與等重要的行銷條件配合，對外部

目標顧客的行銷，可以透過多元參與、溝通對話、宣傳說服等方式行銷，取得服

務對象的支持。 

魯炳炎（2007）則集以上學者之大成，定義出政策行銷為在政策制定的過程

中，政府機關人員利用利害關係人分析來定義其外部目標顧客，並訂定出相關的

政策目標、產品及服務。透過政府機關與目標公眾的價值交換系統，政府機關制

定符合公眾需求的政策，民眾以支持政策為回報，來完整整個政策行銷的架構。

公共服務是透過政府與公民交換關係所完成，交換類型不同，政府運用的策略也

不同。林博文（2009）於文中以表格呈現 Chapman and Cowdell （1998）提出的

公共部門交換關係分類，其認為公共部門的交換關係會受到社會觀感、政治氣氛

及經濟現況等三項環境因素影響，因此在這段交換關係中除了「主動」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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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態度，還加入「勉強與限制」的態度構面討論，表示有些政策實施是無法

完全顧及彼此是否有意願或滿足（Chapman and Cowdell，1998。轉引自：林博

文，2009）。 

表 2-1、公共部門交換關係類型 

態度與意願 
公共部門 

主動 被動 勉強與限制 

民眾 

主
動 

商業交換型 政治交換型 權利保障型 

被
動 

社會公益型 無動於衷型 無可奈何型 

勉
強
與
限
制 

苦口良藥型 不得不為型 視如寇讎型 

資料來源：Chapman and Cowdell,1998。轉引自林博文，2009 

 

根據上述學者本文將政策行銷的定義整合為，透過政府機關和人員及公眾的

價值交換中，政府政策制定機關及人員可以得到符合內外部顧客期待及需要的政

策目標、產品及服務，並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依交換關係類型來選擇不同政策

工具的應用行銷政策，使政策的內部顧客及外部目標顧客滿意並配合政策之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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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策行銷模型	

國內外學者透過觀察政府部門行銷策略提出關於公部門行銷的模式，因此本

文羅列幾個國外學者提出的政策行銷模式，並選擇其一作為本文理論基礎。 

 

一、 McCarthy 的 4p 組合擴大化 

McCarthy（1968）提出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推

廣（promotion）的 4p 組合將產品以合理的價格及適合的通路推廣給目標客群，

藉此讓消費者產生購買的行為。該組合儼然成為行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

行銷概念的擴大化，許多學者在社會行銷及政策行銷的領域上將 4p 組合的概念

擴大，增加各領域的所需的行銷工具。例如 Kotler and Zaltman（1971）以及

Kotler and Lee（2007）分別提出 4p 組合概念在社會行銷及政策行銷領域的擴大

化、Timan（1995）及 Snavely（1991）則是在 4p 組合的基礎上再加入其他社會

行銷及政策行銷的領域上的元素。 

（一） 產品（Product） 

產品（Product）的定義擴大為只要能提供市場滿足需求都能稱為產品，可分

為三個層次：核心產品，即民眾真正所需之物、實際產品，提供給民眾實質的東

西、擴大產品，超出預期的產品（Kotler & Lee，2007。轉引自：黃俊英，

2009）。 

（二） 價格（Price） 

價格（Price）的部分不只是供給者的成本，也需加上消費者在交換過程放棄

的其他價值，而對民眾來說，價格就是成本，包括貨幣及非貨幣成本。而政府可

利用四種價格工具讓民眾配合政策，分別是貨幣性誘因，例如常見的津貼以及鼓

勵性質的免費篩檢等、貨幣性懲罰，例如倒垃圾不依規定使用專用垃圾袋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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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罰鍰、非貨幣性誘因，例如非金錢性獎勵的頒獎及表揚以及非貨幣性懲罰，例

如菸害防治法擴大公共場所的禁菸範圍（黃俊英，2009）。 

（三） 通路（Place） 

通路（Place）著重於保持足夠的管道讓目標客群有 大的可能性接觸資源及

訊息，政府可以透過設計多元化服務地點及方式，例如實體通路、電話與網路等

管道讓民眾選擇、延長服務的時間方便民眾獲得產品及服務、縮短等待時間，提

升服務品質以及改善服務場所的氛圍等讓民眾可以方便快速取得政府提供的各項

產品及服務（黃俊英，2009）。 

（四） 推廣（Promotion） 

推廣（Promotion）應整合許多不同的資源系統來讓目標客群了解產品或服務

的訊息與內容，例如：廣告、公共關係行銷等。政府透過推廣與民眾建立有效的

溝通，將政策形象樹立清晰、良好，增加民眾意願支持並實踐政策理念。 

 

二、 Snavely 的政策行銷模式 

透過碩博士論文系統搜尋政策行銷相關主題的論文，發現有許多的論文都採

用學者 Keith Snavely（1991）所提出的公部門政策行銷模型。該模型是 Snavely

觀察美國國稅局的運作狀況後，將私部門的行銷概念—4P 概念（Place 通路、

Price 價格、Promotion 推廣、Product 產品）引進公部門政策執行的運作中，在

4P 行銷組合上做了點修改，並加入了三個公部門的元素提出政策行銷的模式。 

Snavely 將模型繪畫為三個同心圓，外加微觀環境以及宏觀環境，同心圓中

心為機關顧客，借用顧客這個名詞，其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涵，第一，外部顧客，

就是政策推行的目標群眾，私部門以顧客的想法為中心來行銷，對於公部門來

說，其目標群眾就是公民。第二，內部顧客，為公共政策的規劃者，包含立法

者、民選首長、行政機關等。行銷的面向應顧及內外部顧客的需求，做全面的行

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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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第二圈則是管理行銷的工具，將 4P 概念做了點修改，加入了

Personnel（執行人員）、Legal authority（合法權威）以及 Policy analysis（政策分

析）這三個構念，Personnel（執行人員）是指政策執行的相關人員，應在其服務

的單位有相當的專業提供給民眾，民眾才得以相信政策是專業且完善的，專業執

行人員也能將政策目標及相關資訊很好的傳遞給民眾。Authority（合法權威）則

確保政策的順服。Policy analysis（政策分析）為一連續步驟，包含整個政策的成

本與利益的計算，作為政策方案選擇的 後階段。Informing/Educating（教育/通

知）作為 Promotion（推廣）的替換，對於一些管制政策來說，

Informing/Educating（教育/通知）稱為服務的分配可能較為適切，因為 Promotion

（推廣）包含進一步的產品概念的溝通的動作。以 Service（服務）作為 Product

（產品）的替換，以 Cost（成本）作為 Price（價格）、Place（通路）的替換，

如何將政策傳達給民眾的管道也是成本的計算範疇之一。 

同心圓第三圈表示公共政策價值的展現，在行銷政策的過程中也要考慮該政

策所想要包含的價值層面。 後在環境層面又分了兩個層次：微觀以及宏觀環

境，微觀環境包含影響政策之社會力量，可以直接的影響政策行銷的品質並將政

策方向轉化為行動；宏觀環境會帶動政策行銷的方式及方向，在政策行銷方面運

用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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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Keith Snavely 的政策行銷模型 

（圖：作者自繪，原圖參考 Snavely，1991） 

 

三、 蘇偉業的政策行銷模型 

蘇偉業（2007）提出的政策行銷模型是由政策行銷代理及政策市場兩個部分

所組成。政策行銷代理指的是政策行銷者，多為政策領袖或是政策企業家，其負

責提出政策問題，並促進政策問題進入政策議程討論，除此之外，也會組織政策

利害關係人互相溝通，促成政策方案得以形成並推動。政策市場的部分引用並修

改 Chapman（1999）提出公共部門市場類型，將市場類型分為四類：第一，政策

受眾市場，由受政策影響的群眾組成；第二，政策意見市場，對政策制定過程有

影響力之人組成；第三，資源市場，控制與政策有關的資源的組織或人所組成，

例如財政部門、私部門投資者等；第四，合法化市場，有權決定政策合法化的個

人或機關組成，例如立法部門、與政策相關的行政機關等。這四種市場分類涵蓋

政策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政策行銷能否成功取決於政策行銷者能否能說服政策受

眾市場，若是能說服利害關係人將能取得優勢，成功執行政策。 

機關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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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行銷代理與市場互動後，會透過行銷組合來行銷策略，該模型立基於 4P

行銷組合並進行修改，加上第五個 P，夥伴（Partnership）的 5P 行銷組合來成功

對政策受眾市場成功行銷政策。以下列點詳述行銷組合各元素之意涵。 

（一） 產品（Product） 

產品指的是政策本身，政策有時不是實體產品或是無形服務，而是一套關飯

守則或作業流程，但皆須經過調查研究及策略分析以提出以大眾利益及便民服務

為主的政策。 

（二） 配銷通路（Place） 

由於前段提及政策有時不是實體產品或是無形服務，在政策行銷中，配銷通

路指的是政策推動的潤滑器（facilitator），使民眾能便利及有效地遵守政策或獲

得政策服務。因此可能牽涉政策相關的軟硬體設備，也是政策執行能順利否成功

的重要關鍵。 

（三） 價格釐定（Pricing） 

傳統公共政策不牽涉價格釐定，因此價格可轉化為成本或利益來說明，政策

行銷是要替整體社會謀求福利 大化以及成本 小化。 

（四） 推銷（Promotion） 

推銷的目的是要讓政策利害關係人注意並關心政策問題及政策本身，讓政策

的內外部顧客了解政策，對政策有正確認知並將政策訊息正確傳遞，讓更多民眾

認同政策理念、接受政策以提升政策順服度，成功增加政策執行率。 

（五） 夥伴（Partnership） 

夥伴是指行銷代理獲取外界合作參與政策過程，政策行銷者很難以單方力量

推動政策理念，因此需和不同組織建立理念聯盟，將其加入行銷隊伍以促進政策

產品的推廣，現今政策網絡於政策過程中展現的重要性日漸增加，因此政策夥伴

是政策行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學者將該元素加入 4P 行銷組合的重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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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丘昌泰的政策行銷 6Ps 概念 

（一） 產品（Product） 

指無形的社會觀念或公共政策，政策本身核心概念的說服性及合理性十分重

要，才能有效說服利害關係人認同政策理念及參與政策執行。 

（二） 定價（Pricing） 

由於政策行銷對象多為「公共財」，多半採取免費服務。但是為了避免「搭

便車」問題，有些政策會對使用服務的民眾酌收使用費，透過「以價制量」的方

式減少擁擠效果。再者，通常政策行銷的價格是反映成本。 

（三） 通路（Place） 

先決定政策欲行銷的目標群眾，再尋找該群眾 常出沒之地作為行銷通路的

訂定，才能有效對目標群眾行銷政策概念。 

（四） 促銷（Promotion） 

確定行銷通路後，接下來應考慮使用何種促銷手段讓民眾接受政策意涵。政

府常見的有請藝人作為代言人來增加政策能見度、作成書籤等文具的方式來加以

宣傳政策理念。 

（五） 夥伴（Partnership） 

政策行銷光靠政府機關的力量其實並不夠，且由於政府再造的潮流，使政府

組織人員編制更加精簡，使政府在執行政策上常會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因

此，政府能善用夥伴關係來推動政策行銷，以促進政策執行率與觸及率就變得十

分重要且必要。 

（六） 政策（Policy） 

政策行銷有時往往會涉及多個機關一起行動，因此政策內涵及主管機關都是

政策行銷時必須注意的對象，以免發生執掌衝突及重複的現象，降低了行銷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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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根據以上這些模型，本研究將採用丘昌泰提出的 6P 行銷組合，以及 Keith 

Snavely 提出的政策行銷框架做結合。丘昌泰的 6P 行銷組合包含原本的私部門所

用的 4P 行銷組合以及政府執行政策過程中十分重要的元素—合作夥伴以及政府

內部跨部門合作。使用此行銷組合較能分析政策行銷所需考量及影響的面向，再

加入 Keith Snavely 提出的架構中的微觀及宏觀環境分析，讓本研究的分析架構更

加完整。 

	

參、 新時代下的政策行銷	

網路世代的來臨，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模式，而行銷模式也推進至新的階段，

朝網路延展。Liao and Jan（2013）認為網路不僅融合了傳統媒體的特性，亦可以

有效率的推廣資訊。如前文所述，行銷是一種價值交換的過程，包括概念、產品

及服務以滿足供需雙方的目標。那網路行銷則是透過線上活動與顧客建立與維持

交換關係的過程，透過較低的成本及更精確的回應制度與顧客建立線上及線下的

互動關係，建立出新的市場規則，進一步維持舊顧客的忠誠度以及吸引新顧客一

同參與交換關係。重要的是，網路行銷需要做出市場區隔，才可以達成很好的行

銷效果，針對目標客群採取正確的行銷策略，考慮範圍包含涉及目標客群的覆蓋

率、目標類型（包含過程、影響及結果）、使用媒體之類型以及內部的可用資源

（Thackeray et al., 2008）。對於網路行銷的想法，有學者對網路行銷抱持正向態

度，認為透過網路行銷的成本較傳統行銷低且效率較高（Hanson, 2000）。但另

有學者則對網路行銷抱持保守態度，認為網路行銷雖然會改變企業的經濟行為，

不過並無法實際改變使用者的經濟行為（Stewart and Zhao, 2000）。 

而網路發展又從原本透過網頁進行單向溝通（稱為 Web 1.0），進展到網頁

內容發佈者可與使用者透過分享、連結、協作等方式進行雙向溝通，被稱為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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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hackeray et al., 2008）。現今的社群媒體發展即為 Web 2.0 時代的展現，使

用者可以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想法及分享訊息。資訊在社群媒體蓬勃發展下

流通的更加快速，對公司及組織來說是一種行銷策略上典範的轉移（Ananda et 

al., 2014），策略包含橫幅廣告、彈出式廣告、連結提供及付費搜尋等（Belch 

and Belch, 2007），除此之外，社群媒體可以讓顧客參與行銷過程，顧客不再是

被動接受，而是可以主動參與並創造，增進顧客忠誠度及口耳相傳的機率

（Thackeray et al., 2008）。 

Assaad and Gomez（2011）認為社群媒體行銷的目標是為了將社群媒體網絡

中的活動與行銷成功連結，過程中可以增進組織了解顧客可能感興趣的服務或產

品以及對品牌的新見解，與顧客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進而控制及衡量顧客的活動

並作出對應。Ananda et al.（2014）羅列出幾個社群媒體行銷目標，除了前述與顧

客相關的目標外，還包含了擁護各世代的發言權、品牌忠誠的建立、提高品牌識

別度。 

社群媒體行銷的績效是透過顧客的回應所建立（Ananda et al., 2014），因此

社群媒體高效率傳遞訊息如同一把雙面刃，其風險在於正面及負面消息都傳遞相

當迅速，顧客的發言無需透過審查即可發表自身對產品或服務的正負面看法，除

此之外，顧客的信任及參與也涉及其安全性及隱私的保護，組織需要更好的技巧

及技術應對及保護顧客。 

各學者對於網路行銷及社群媒體行銷的討論非常多元及廣泛，不僅企業組織

會使用，公部門及非營利組織也越來越普遍。因此，透過文獻的整理了解新世代

下網路及社群媒體的行銷的定義及目標，還有策略的討論來讓本研究對政策行銷

的討論更加豐富且符合時代脈絡。 後重要的一點，Assaad and Gomez（2011）

提及網路及社群媒體行銷並不能替代傳統行銷，而是作為獨特的補充行銷活動的

管道，讓每個行銷管道都可以發揮 好的效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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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政策行銷價值	

探討政策行銷之重要性究竟為何？政策行銷與否對於政策執行率的增加有幫

助？丘昌泰（2013）歸納幾個他人反對政策行銷的原因並提出其看法回應政策行銷

的重要性： 

一、 政策行銷沒有必要？接受政策規範是國民應盡義務？ 

有人認為政府機關的任務是為民服務，服務本身具有高度價值，即使不行銷也

不影響價值，而且民眾有義務、責任接受及遵守政府的統治與規範。然而丘昌泰

（2013）認為該說法偏向國家機關威權至上的心態，但是現今強調「主權在民」，

民眾有知的權利，再加上須假定民眾的知識程度有限，因此政府應要透過宣傳管道

與行銷手段，告知及教育民眾。也因此，現今政府越來越重視政策行銷。 

 

二、 政策行銷會侵犯隱私權？ 

有人認為，政策行銷需要充分掌握顧客資訊，才能進行行銷，例如發放文宣品

等，因此該行為本身十分容易觸犯隱私。不過，政策行銷的對象通常不是特定的族

群，而是針對國民進行概括性的宣傳，因此沒必要取得詳細的的個人資料，這樣也

就不涉及侵犯隱私權的問題。 

 

三、 政策行銷僅是花俏的欺騙手法？ 

有些不道德的業者即使其商品有害，仍會透過包裝及宣傳行銷給民眾，政策行

銷也可能亦淪落至此。但是政府機制相互制衡，議會對政策的檢驗，再加上言論自

由的力量，政府也難以形成不好的政策，並行銷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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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政策為無形服務，無法行銷？ 

然而現今有過多政策行銷成功的例子推翻此疑問，從十分早期的台灣的節育政

策、近期限塑政策等栗子皆可說明政策行銷得以執行。 

除此之外，透過 Mark H. Moore 於 1995 年發行的《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一書亦可表述政策行銷的價值。概述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之內容，作者整理美

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自 1975 年以來致力於如何提升和創造公共價值的管理領

域，並發展出規範性的管理行為理論。作者表明，創造公共價值是政府策略管理的

主要目的，政府運用公共資源以符合公共需求而產出的公共價值是否符合民眾需

要，將會影響其政策的正當性，所以政府部門在政策規劃和管理策略上，應保有一

種公共價值的願景(vision)。	

在環保集點制度上，我們可以將政府推動鼓勵民眾透過購買綠色商品、搭乘

大眾運輸等的行為視為政府欲增加公共價值以符合民眾需求。原本僅是一般的消

費行為，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透過政策規劃及制訂的過程中，將消費賦予環保意

義，並從綠色消費獲得回饋，用於下次的綠色消費。不僅達到環保效果，向民眾

傳達綠色消費概念，而且透過民眾的實踐，商家也會更願意生產綠色商品來販

售。而政策行銷的目的及意涵則是期許將這些概念表達給民眾知曉，不單單只是

透過新聞、廣告推廣政策內容，更要將政策內容包含的公共價值展現給民眾，藉

此提高民眾對於政策之認同感，進而增加政策執行率，甚至可以達到政策擴散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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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政策行銷之相關研究	

透過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中的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及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這兩個系統搜尋「政策行銷」這個關鍵字來了解學者近年的研

究方向及趨勢， 後以這些研究趨勢帶來對本文的啟發作為小結。 

 

一、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搜尋結果 

從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搜尋結果為 70 筆資料， 早可追溯至 2003 年的

文章，直至現在 2020 年都有以政策行銷理論套用於個案分析。2003 至 2004 年討

論的政策多聚焦於教育政策，接下來兩年著重於理論的討論與鞏固，應用的政策

類別亦逐漸豐富。2009 年有一篇將政策行銷應用至環保政策，也是這 70 筆資料

中唯一一篇將此概念用於環保政策，該文關注台北市推動節能減碳政策，文章脈

絡為先文獻回顧政策行銷理論、再簡述節能減碳政策及分析探討實行之相關要

素、深度訪談幾個政策夥伴後做出分析結果以及結論，認為節能減碳是一概念而

非具體政策，應著重教育及雙向互動，政策行銷方能見效（黃榮源、謝耀霆，

2009）。2010 年有幾篇討論聽障奧運上政策行銷的應用（陳靜誼，2010；陳衍

宏、陳靜誼，2010）。2014 年則開始有對反服貿學生運動作出討論（洪東煒，

2014；汪子錫，2014；徐健麟，2015）。近期則有幾篇著重討論全民國防教育政

策（陳振良，民 2020、2019；汪子錫，2017）。討論這十幾年的研究趨勢，發現

並沒有很多學者利用政策行銷概念對環保政策的個案進行研究及討論。 

另外我以「綠色行銷」關鍵字搜尋，有些文章將綠色行銷及綠色消費兩個概

念一起討論（胡憲倫，1999；陳怡君、郭文貴、蕭美鈴，2004），本文目的是為

了與政策行銷做區別，綠色行銷多為私部門的行銷策略，用於其推出的綠色產品

上，文獻也多探討綠色行銷對消費意願的影響。然而綠色行銷多用於私部門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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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且政策行銷概念較能涵蓋影響政府行銷的因素，因此本文欲探討的環保集點

APP 仍以政策行銷理論探討仍較為妥當。	

 

二、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結果 

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到 165 篇文獻以政策行銷為主題的論

文，將政策分類後可以發現「觀光政策及地方文化活動」這個類別 多人使用政

策行銷來套用，再者是「教育政策」這個類別也有許多論文利用政策行銷理論，

接下來「財政、金融相關政策」、「環保政策」、「政府推動新政策」以及「政

府或公務員使用新科技」等類別有相似數量的論文利用政策行銷理論來討論政府

行為，以下呈現各類別及數量（如表 2-2）。 

表 2-2、使用政策行銷理論架構的論文數量及類別 

類別 數量 

觀光相關政策 42 

新科技、公務員媒體近用相關政策 14 

教育政策 22 

健康相關政策 8 

財政、金融政策 13 

環保政策 15 

推動新政（例如：換發身分證等） 15 

運動政策 3 

農業政策 4 

阻止非法行為政策（例如：反貪、反詐騙等） 4 

其他 24 

合計 16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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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採用的政策類別屬於環保政策，對於同樣利用政策行銷檢視環保政策

的其他論文就值得我深入探討其檢視的政策內容、研究問題及方法，這 15 篇

中，政策主題包含濕地保育（賴孟君，2016）、香枝及紙錢的減量焚燒政策（李

榮昌，2011）、特地區域的節能減碳政策效果（勞秀君，2012；謝耀霆，

2010）、環保自然葬政策（陳彥錕，2011）、限用購物塑膠袋與塑膠類免洗餐具

政策（蔡岳展，2004）、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楊晴宇，2003；陳耘盈，

2002）、綠能汽車政策推動（葉師辰，2013）等，這些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大

部分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以及政府的相關作為，藉以

分析微觀環境對政策行銷的影響。亦會搭配文獻分析法更深入了解政策行銷理論

概念以及政策相關資訊，僅有兩個論文同時採用質化及量化的方式進行研究，以

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詢問民眾以及分析該政策之行銷效果（蔡岳展，2004；

陳耘盈，2002）。這些論文的結論及建議中，可以歸納政策行銷成功的因素包含

完整的行銷、交換價值明確、符合消費者偏好還有內部行銷的重要性，行銷通路

中以廣告的行銷成效 好（楊晴宇，2003；陳耘盈，2002；蔡岳展，2004）。而

有論文建議可以建立行銷稽核的制度，確認行銷成效以及期許政府可以由下而上

的帶動行銷（楊晴宇，2003；蔡岳展，2004）。 

 

三、 小結 

經過整理之後，近期較沒有針對環保政策的政策行銷面向做研究及分析，但

是環保議題一直以來都是我國關注的，而且不具法律強制力的政策更需要以行銷

手法推廣給民眾，所以本文才會以政策行銷理論作為分析依據，並以環保政策—

環保集點 APP 作為主題進行研究。 

再者，本文與以前的研究相同的是，都有討論關於政策行銷的成效，傾向績

效管理的結果下，就是需要了解付出是否有收穫，政府的支出是否獲得相當的效

益，因此了解政策行銷的成效是必要且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與多年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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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政府在環保集點 APP 上，其政策行銷的關注及實踐上是否有朝向正面

發展，表示政府吸取以往行銷效果不佳的教訓，朝向更好的方法傳遞政策理念給

民眾及利害關係人知曉。 

後，與以往論文及期刊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文加入現代的時空脈絡的討

論，現今網路發達、手機普及的世代下，行銷通路及方式與以往產生很大的不

同，加入社群媒體對行銷的影響及行為模式改變的討論，讓政策行銷理論的檢視

更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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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節將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以及研究方法、訪談與問卷的發放對象

及題目。第一節先談論研究架構的組成及設計，提供後面的分析做使用。第二節

呈現針對環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所使用的多元研究方法。首先透過次級資料分析

法了解政策相關內容及呈現該政策的 6P 行銷組合。再者，透過深度訪談法了解

行政院環保署官員對於環保集點 APP 在政策行銷上的執行力道、困難以及政策初

衷，也了解政策的合作店家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參與初衷、行銷方式及對政策成

效的看法。接著，透過問卷調查法了解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想法，探究該政

策的觸及率及推測該政策的行銷成效。 後，採用社群媒體之留言分析，以民眾

在社群媒體的留言互動進一步分析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評價以及該政策於社

群媒體上的活躍度。第三節羅列預計訪談以及發放問卷的題目，說明訪談及問卷

題目與研究架構間的關係。第四節羅列本研究欲訪談之人員名單以及發放問卷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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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文將丘昌泰（2013）的 6Ps 行銷概念與 Snavely 提出的政策行銷架構結

合，作為本文的研究架構。首先，架構的核心是民眾，也就是政策行銷要傳達的

標的人口。同心圓第二圈就是加入丘昌泰（2013）的 6Ps 行銷組合來分析環保集

點 APP 的政策行銷。吳定（2003）及魯炳炎（2007）皆提及機關首長的支持和機

關成員的充分參與在政策行銷上的重要性，蘇偉業（2007）提及政策首長的更換

可能會導致政策行銷缺乏延續性。由於這項政策歷經首長更迭，前述理論亦提及

機關首長的重要性，再加上環保團體的支持及合作對於環保政策的執行也會有重

大影響力，因此微觀環境分析中即選擇機關首長及環保團體作為分析因子。宏觀

環境則是參考原本架構後進行微幅調整。研究架構提供了本文的訪綱及問卷題目

設計的方向，還有對宏觀及微觀環境的分析，使分析面向較為周全，架構圖如下

所示： 

 

 

圖 3-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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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定的政策個案為行政院環保署推動的「環保集點 APP」政策，其推

動目標為希望民眾能從日常生活中落實綠色消費的概念，以更環保的方式與地球

共存，永續發展。因此透過政策行銷理論以及 6P 行銷組合分析這項政策。 

根據本文的研究問題，筆者決定使用多元研究方法進行互相佐證。除了透過

次級資料分析法呈現目前與政策相關之書面及網站資料，並透過社群媒體上的民

眾留言內容、深度訪談環保署官員及合作店家還有問卷調查法分析瞭解民眾意見

進行探討。透過質量性研究方法並行之方式，讓研究結果呈現更加完善。 

 

壹、 次級資料分析法	

次級資料指的是間接取得別人所整理的資料，其中又分為內部次級資料及外

部次級資料，內部次級資料包含機構內部的銷售資料、生產資料、人資資料等，

而外部次級資料則包括政府機構及非政府機構呈現的資料，例如：政府機構的統

計資料、公會及協會等的研究報告，資料本身並非為特定問題或研究搜集，可能

因其他報告而被彙整成檔案（羅凱揚、蘇宇輝，2018）。 

本文欲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法探討第一個研究問題，政府目前在環保集點 APP

上有哪些政策行銷行為？為了蒐集政府於該政策上從政策目標、政策內容乃至行

銷作為的資料，需要透過行政院環保署發布的政策白皮書或是每期重要政策資

料，以及環保署建立的環保集點官方網站等這些多元資訊的取得才可以清楚理解

目前政策的走向、地位、成果及其重要性。這些資料都與本文研究問題有關聯

性，因此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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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群媒體留言分析	

現今科技進步、網路發達，手機普及率高、民眾取得網路也愈加方便，再加

上社群媒體的興起及發展，民眾可以隨時透過社群媒體了解朋友生活、取得多元

資訊，並有多元管道可發表自己對任何事務的意見。社群軟體的興盛已作為資訊

傳遞的重要管道，因此本文特別利用社群媒體的資料來分析研究問題，並呈現新

時代背景下政策行銷管道的不同與多元性。 

環保署成立了 Youtube 官方頻道以及 Facebook 官方粉絲專頁，在 Youtube 官

方頻道上放了許多如何使用環保集點 APP 的教學、與名人及 Youtuber 合作的影

片等等，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則會不斷更新集點的優惠活動。除此之外，全台

大的線上交流平台—批踢踢實業坊（PTT）也有一些對環保集點 APP 分享或是討

論的貼文，因此本文欲透過這三個平台的留言區分析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想

法來回答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問題，政策行銷的效果如何？是否有提高民眾綠色消

費的意願？亦可與問卷調查結果做個對照。 

	

參、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主要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談中了解

相關議題，深度訪談的目的在於了解議題的實情、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

展及解決之道，為的是更能依據訪談內容進一步分析議題本質，理解不同面向對

議題的看法（萬文隆，2004）。 

本文欲透過深度訪談法來回答本文第一個及第三個研究問題，目前環保集點

APP 有哪些政策行銷行為以及目前政策行銷的成效為何？首先，本文欲訪談環保

署官員來了解當初推動政策時運用的政策行銷手法及政策目標，甚或是推動政策

遇到的阻礙以及對於政策行銷成效的看法。再者，本文欲訪談願意參加環保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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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的商家，詢問當初願意加入夥伴關係的原因以及加入後對該 APP 的觀察。

透過不同對象的回答理解現今 APP 的行銷成效。 

 

肆、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是透過一套標準刺激施予具代表性的填

答者所得的結果，並利用結果以推估母體對特定問題的態度或行為。此種方法除

了使用在學術研究，更被大量使用在民意調查、消費者意見搜集、行銷調查等各

種應用領域（邱皓政，2002。轉引自：薛育青，2007）。 

本文欲透過問卷調查法了解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看法，由公民顧客直接

的觀點更能了解到這項政策的行銷成效好壞，政府運用的何種行銷工具 有成

果，與民眾達成良好的互動與溝通因而提升民眾的政策順服度來回答本文第二個

及第三個研究問題，何種管道的觸及率高？政策行銷的效果如何？是否有提高民

眾綠色消費的意願？由問卷填答來觀察民眾參與環保集點 APP 的管道及支持民眾

持續參與的誘因來理解民眾的參與意願及政策行銷的成效。 

由於環保集點 APP 適用於全國人民，只要有手機就可以綁定悠遊卡及合作店

家的會員卡進行集點及兌換，再加上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提供的 108 年縣市

人口按性別及五齡組的資料及現實考量，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瞭解 15 歲以上的

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看法，原預計回收 400 份問卷， 後回收 483 份問卷進

行結果統計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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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與問卷題目設計	
本章節將呈現本研究的訪談題目及問卷題目，由於訪談對象設定為環保署官

員及合作店家，兩者對於政策的影響力及被影響程度不同，因此訪談的題目設計

成兩個版本，針對研究架構中的元素有不同的部分想要了解及深究。而民眾的想

法則欲透過問卷進行了解，與研究架構對應後進行題目設計。 

 

壹、 訪談題目—A類訪綱，行政院環保署官員	

針對環保署官員的提問，欲了解政府於環保集點 APP 在 6P 行銷組合上的應

用、目前合作店家的加入方式、機關首長對政策的想法、環保團體在政策上給予

的支持及關係，還有執行困境的探討，因此各行銷組合以及微觀環境都有相對應

的問題。 

題目敘述 
對應架構中

的概念 
對應研究問題 

環保商品的增加及集點活動的更新

是否會增加民眾使用？ 
產品 行銷效果如何？ 

執行政策期間是否有加入什麼誘因

以增加使用人數或參與店家？ 
價格/誘因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環保署於環保集點 APP 有什麼行銷

策略？是否有增加政策執行率？ 
推廣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行銷效果如何？ 

目前的合作店家是如何加入的？自

願還是洽談？ 
夥伴關係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更換行政首長是否對政策在行銷上

或執行上有改變？ 

政策 

政府機構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機關內部在執行該政策上是否有經

歷什麼磨合期？ 
政府機構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是否有與環保團體合作宣傳環保集

點 APP？或是有其他合作？ 
環保團體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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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題目—B類訪綱，合作店家	

針對合作店家的提問，主要是想要了解當初的合作動機、管道以及目前針對

環保集點 APP 是否有提出什麼行銷策略，因此問題分別對應於 6P 組合中的產

品、價格、通路及推廣。 

題目敘述 
對應架構中

的概念 
對應研究問題 

加入環保集點後，環保產品是否有銷

售較多？或是是否有很多民眾以環保

集點兌換商品？ 

產品 行銷效果如何？ 

當初加入環保集點的原因為何？ 價格/誘因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當初如何加入環保集點？ 通路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加入後，是否對環保集點有什麼宣

傳？ 

推廣 目前有哪些行銷作為？ 

	

參、 問卷題目—民眾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詢問民眾關於環保集點 APP 的想法，主要是想要

了解民眾知道環保集點 APP 的管道為何及使用的原因為何、對於各功能的使用評

價以及偏好的行銷管道及內容為何，因此問卷問題的對應概念多落在 6P 行銷組

合中的產品、誘因及推廣。完整的問卷題目放至附錄一，題目形式以選擇題為

主，包含單選及複選題，只有一題開放問答給民眾選填表達意見。 

 
圖 3-2、網路問卷截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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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與問卷發放之對象	
 

本研究訪談一位行政院環保署官員，其業務內容包含環保集點 APP 之執行，

因此針對政策目標、政策執行時所做的政策行銷手段及管道、政策成效及困難向

其作詢問，訪談時間為 2020 年 8 月 19 日。除此之外，也訪談了兩家合作店家了

解當初加入環保集點 APP 的目的及誘因，還有參加至今對於 APP 的評價等，分

別選擇可同時集點及兑點的店家—全國電子以及惜食餐廳—書屋花甲作為訪談對

象，訪談時間分別為 2020 年 8 月 19 日以及 2020 年 8 月 26 日。 

表 3-1、訪談對象列表 
編號 受訪人員 說明 訪談日期 

A1 行政院環保署管制考核及糾

紛處理處科員 
政策執行機關 2020 年 8 月 19 日 

B1 全國電子總公司 合作店家 2020 年 8 月 19 日 

B2 書屋花甲店長 合作店家 2020 年 8 月 26 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問卷發放的部分，本研究採用 google 表單製作線上問卷，以現今科技使得問

卷的發放能無遠弗屆，只要透過手機或電腦點開連結即可填寫問卷，題目多設計

為選擇題讓填答者便於作答，僅有一題簡答題讓民眾選填。問卷完成後，先將連

結傳給筆者了解環保集點 APP 的 3 位親友進行前測後，再透過筆者的親友圈以及

臉書社團傳送連結收集答案。收集時間為 2020 年 8 月 21 日至 8 月 30 日，共 10

天。總共收集了 483 份，其中包含 3 份前測結果，無效問卷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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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環保集點政策行銷之實證分析	

 

本章節將闡述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問卷調查所得出的內容，以及次級資

料、社群媒體網站蒐集的結果進行分析來探討並回答研究問題。本章共分成三

節，第一節為深度訪談內容分析，利用本文的研究架構加入訪談內容來分析環保

集點 APP。第二節為社群媒體留言分析，透過民眾在 Facebook、PTT 以及

Youtube 的留言整理出民眾目前對環保集點 APP 的評價。第三節為問卷調查分

析，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了解目前政策的行銷效果及民眾偏好的行銷內容。第四

節為政策行銷模型初探，利用表格整合前三節的研究分析，並套用至研究架構。 

 

第一節 	深度訪談內容分析	
 

本節將透過訪談內容以及次級資料的整理，依照研究架構來分析環保集點

APP 的政策行銷組合運用。 

 

壹、 6P行銷組合 

一、 產品（Product） 

（一） 核心產品：希望民眾可以落實綠色消費的態度，降低對環境的破壞，

培養民眾優先購買環保產品的習慣。 

（二） 實質產品： 

由訪談內容以及官網顯示得知，環保集點 APP 的主要產品就是集點活

動，即為該政策的實質產品。集點方式如前面文章所述，包含大眾運輸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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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消費集點、環保行動集點以及 APP 會不定時推出一些限時活動增加集點

樂趣。 

A1：「我們集點的來源是大概有三個部分，一個是大眾運輸集點，第二部

分是環保的、綠色的消費，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比如說參加一些環保的活動。我

們第一個部分大眾運輸集點，那個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應該是說當然我們會希

望說鼓勵大家去搭大眾運輸，……你平常需要搭公車你還是會搭，那不需要搭

公車，你習慣騎摩托車還是會騎……我們當初的想法是說從大眾運輸，可以很

容易集到點數。……希望說他來在我們的綠色生活或者是說環境教育的場所，

這些綠色生活的一些費用的抵扣。」 

各集點活動中，大眾運輸集點是目前民眾 容易觸及的方式，通勤族很容

易可以獲得點數來兌換綠色商品或是綠色生活場地消費，實現「綠進綠出」的

政策宗旨。綠色消費集點可以被認為是環保集點 APP 的主打產品，因為該行

為代表綠色消費的實踐，觸及環保集點 APP 核心產品的 主要、 重要的步

驟。環保行動以及限時活動集點則是透過民眾的實際參與環保活動傳達環保概

念，綠點的獲得也可以讓民眾用於綠色消費，實屬一舉多得。 

（三） 延伸產品： 

透過集點活動得到的點數可以有以下三種方式去兌換，包括至指定通路兌

換環保商品、兌換綠色旅宿以及至惜食餐廳用餐，達成「綠進綠出」的政策目

標。 

A1：「我們畢竟還是有一個政策理念……我們希望「綠進綠出」，就是你

集到點數的來源是綠色的，或是你換到的東西，不管是商品還是行為是綠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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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價格（Price） 

（一） 金錢性成本：透過購買綠色商品、大眾運輸乘坐來集點，需要民眾自

費購買所需商品以及通勤費用來落實綠色消費。對於政府來說就是製

作及行銷該 APP 的成本以及對於合作店家的獎勵補貼。 

A1：「像我們一些行銷資源，可能廣告就是我們有經費才做。沒有經費

的話，我們在既有的資源，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等等他們辦的宣導活動，讓

他們去推廣。」 

B2：「消費者只要去坐大眾交通工具就可以集點，點數的話其實就是可

以換我們所謂的產品，這個產品就對於定價來講，其實他只能等比例的兌換

了，消費者用多少的點數去換，環保集點也會同樣付給我們多少錢。」 

（二） 金錢性誘因：民眾可透過集點行動換取或折抵環保商品、綠色旅館或

遊樂場票券以及餐廳餐點兌換等。 

A1：「我們就是在綠色消費部分去做一些點數的加碼和加倍，……，以

回饋比例來講說我們算大方，所以我們點數使用的比率其實很高，大概將近

4 成。……就環保電器的部分，其實我們送的點數它的價值，只要是六日 10

倍送這個時間點去買的話，我們會送到大概價值也是 2000 塊左右的點數。」 

（三） 非金錢性成本：民眾一開始操作環保集點 APP 需要時間熟悉，集點

也需要累積到一定程度才有辦法兌換商品，也要至指定通路購買及兌

換綠色商品，各個階段都有時間成本的考量。而且有些地區的大眾運

輸工具較不普及，對這些民眾來說交通成本偏高。對政府來說，政府

在研發環保集點 APP 時，從尋找研發團隊、政策規劃、尋求內部支

持、尋找合作店家、籌劃環保活動，至規劃行銷環保集點 APP 給民

眾使用以及研發後的維護等等，皆需要耗費許多時間及人力成本。 

A1：「我們過去先前推內部響應這件事情，這樣我們自己都認同之後外

部來幫我們去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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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像便利商店這一塊……他們的加入也是我們可能每年不斷的邀

請。」 

（四） 非金錢性誘因：了解綠色消費概念的民眾就會願意響應政府推出的

APP，為環保盡一份力。 

B2：「但是確實我覺得是有在 follow 所謂的綠色消費這一個領域的人，

他們是都會用。」 

 

三、 通路（Place） 

（一） 應用程式商店：民眾可以透過 Google Play 商店（Android）、App 

Store（Apple）下載環保集點的 APP。 

 

圖 4-1、環保集點 APP 截圖 
（圖片來源：https://apps.apple.com/tw/app/%E7%92%B0%E4%BF%9D%E9%9B%86%E9%BB%9E-

green-point-%E6%96%B0%E7%89%88/id1457639351） 

（二） 環保集點官方網站：透過官方網站可以更了解集點方式及兑點的通

路。 

 

圖 4-2、環保集點官方網站首頁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greenpoint.org.tw/Gp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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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保集點臉書官方粉絲專頁： 現今社群軟體較多民眾接觸，也會透

過許多文章分享增加訊息的觸及率，因此政府設立該 APP 的粉絲專

頁增加更多管道讓民眾了解這個環保集點的活動，政府也會在上面分

享即時的環保集點的優惠活動。 

 

圖 4-3、環保集點臉書官方粉絲專頁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Greensetpoint/） 

 

（四） 環保集點 Youtube 官方頻道：政府釋出官方影片示範如何使用環保集

點 APP 以及環保署長親自示範如何兌換點數等影片將相關資訊以影

片方式提供給民眾知曉。 

 

圖 4-4、環保集點 Youtube 官方頻道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PU6BbTYVkCcrUf5Ub4z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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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廣（Promotion） 

透過訪談中對行銷通路的回答，以及在網路上對環保集點 APP 行銷方式的次

級資料蒐集，可以整理出幾個該 APP 的行銷方式，以下列點說明之。 

（一） 新聞媒體：政府於推行之際，各大新聞媒體皆有公布相關消息，不論

是文章還是影片，民眾都可以看到相關消息。在 Youtube 或是各搜尋

引擎上都可以找到相關的新聞文章及片段。 

（二） 政府官方記者會：行政院環保署在推行環保集點的政策，發布記者會

來增加政策的曝光。包括 一開始推行政策之時、開通大眾運輸集

點、增加環保商品品項以及兌換通路時等這些時機點都有舉行記者會

增加曝光度，期許更多民眾知曉環保集點 APP 並使用。 

A1：「因為我們過去的一些行銷工具，傳統來講可能是辦一些宣導活動。」 

B2：「因為環保集點他們會有一些比如說講座或者是餐會和記者會的時候，

他一樣都想要使用所謂的一些綠色的餐盒。」 

（三） 官方代言人：透過演藝人員使用環保集點 APP 增加其曝光度，利用

演藝人員的聲量來影響民眾一起投入綠色消費的行動。 

 

圖 4-5、環保署魏國彥署長與代言人朱芯儀小姐一同搭捷運集綠點 

(資料來源：https://greenliving.epa.gov.tw/newPublic/News/Contents/1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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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廣告：現今網路以及拍攝工具及技術越加進步，因此也有新型態的工

作—Youtuber 出現，其透過 Youtube 頻道以較輕鬆、詼諧、帶有自己

頻道色彩的方式向民眾傳達一些知識、重要觀念等等，也成為傳遞消

息的一個重要管道。因此環保署也和一些網路聲量大的 Youtuber 合

作，例如蔡阿嘎、台客劇場等 Youtuber，推廣環保集點 APP，落實

綠色消費，友善愛護地球。除此之外，如前述，環保署也有建立環保

集點自己的 Youtube 官方頻道，並發布一些示範影片。 

A1：「至於 APP，可能廣告……，有經費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做一些比

如說社群媒體比較細緻的一些好的行銷操作。」 

  
圖 4-6、〈台客劇場》環保旅行除了地球好康，自己也好康！〉影片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zOehIH18k） 

  

  
圖 4-7、〈輕鬆成為人品大爆發的人氣王！(蔡阿嘎 X 環保集點)〉影片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0oOOo3bEU） 

 

  
圖 4-8、〈環保署署長親自示範 如何用環保集點換咖啡〉影片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bD9Zx12M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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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環保集點 Facebook 粉絲專頁 

（六） 環保集點官方網站 

（七） 實體推廣活動：如訪談內容呈現所述，若是經費不足以打廣告，則會

透過地方政府各自舉辦的實體環保活動來對環保集點 APP 進行宣

傳，抑或是合作店家會於各分店向民眾介紹環保集點 APP，在購買綠

色家電時作介紹與推薦。 

A1：「沒有經費的話，我們在既有的資源，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等等他們

辦的宣導活動，讓他們去推廣。」 

（八） 環保集點 APP：除了針對 APP 的行銷管道外，APP 本身也是一項行

銷手法，透過 APP 的操作推廣綠色消費態度及行為。 

A1：「後面就是說像智慧型裝置或者是網路這些…硬體都已經大致上完備

之後，我們就想說是不是有可能推出一個類似變型的這種方式去做對民眾更有

立即的行銷，所以說我們才推出這個 APP。」 

 

五、 夥伴（Partnership） 

願意配合環保集點制度的商家使得民眾可於多個通路進行集點與兑點，增加

該制度執行的多元性及可行性。其中包含便利商店（萊爾富、7-11）、電器行

（全國電子）、量販店（大潤發、愛買）、網路商城（東森購物網）、全國綠色

旅館及遊樂場所（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止，民營與公營事業合計共有 63 個場

所）、惜食餐廳（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止，共有 11 家參與）及電子票證與金

融業者（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止，有 7 家公司參與）等等參與環保集點制度

的業者成為政府在實行環保集點 APP 的重要合作夥伴，在理念及利潤上的相符，

合作夥伴不僅讓政策執行更加順利，亦常透過其影響力讓更多民眾加入集點的行

列。而這些夥伴的找尋大多為環保署主動透過發公文或是聯絡合作的方式進行溝

通，認同政策理念的店家就會答應邀約，也因為環保集點 APP 的運作近似於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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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些店家則是看到參與政策執行有其利潤時，才會答應合作的邀請。近期

政府亦希望透過合作店家的力量增加政策的觸及率，透過企業的內部宣傳吸引更

多民眾參與。 

A1：「最近因為我們希望企業它本身對你的員工去做綠色生活跟消費，所以

最近也是比較常跟企業合作，像過去一兩年我們確實有跟第一銀行做一些合作，

當然他們員工加入的程度也蠻高的。」 

A1：「把公文下去通知，比如說工會或者是企業，邀請他們來參加。其實像

全國電子他們這種本土企業，或者是說當初像大潤發，就是說其實他們是蠻喜歡

跟政府做活動的發商，所以他們就會來跟我們來詢問做他到底是這樣的一個制

度。」 

B1：「環保集點，他主要的是在講綠色消費跟對地球是可以有幫助的。然後

基於共進社會的一份子作為這個部分，我們覺得這是應該要加入的。對，主要就

是環保署他對環保集點就是鼓勵綠色消費循環嘛！然後減少對地球的一些損害，

所以本來就是世界潮流、世界趨勢。」 

B2：「那時候在找尋所謂的綠色店家，是因為所謂的綠色店家可能就是要永

續或者有機這類型的，因為我們是在做所謂的續食，也就是剩食再利用這一點，

所以環保集點他們就找到我們，然後就跟我們洽談說是不是有這個機會可以參與

集點的活動。」 

 

六、 政策（Policy） 

環保集點 APP 可以成形上路並非由行政院環保署一機關之力完成，執行政策

一路上亦有許多政府機關加入成就了現今環保集點 APP 的發展更好、內容更加豐

富，將綠色消費態度散佈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首先就是經濟部工業局的加入，

與環保署一起製作了環保集點 APP，讓推廣民眾綠色消費態度的政策可以踏出成

功的第一步。而後有交通部觀光局、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地方的環保局以及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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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等亦參與環保集點制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增加綠色旅宿中的配

合場所以及舉辦更多的環保活動讓民眾得以參與，還有可以讓環保集點 APP 得以

運行的重要角色—預算的控制，讓民眾在進行綠色旅遊時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提

高環保集點 APP 的可行性及使用度，讓環保的實現更加多元及有趣。 

 

貳、 微觀環境分析	

微觀環境分析著重於對政策有影響之社會力量，本文以機關首長及環保團體

這兩個部分分析其對環保署執行政策行銷的影響，以下列點說明之。 

一、 機關首長 

吳定（2003）及魯炳炎（2007）皆提及，內部行銷著重的是機關首長的支持

和機關成員的充分參與。由此可看出機關首長在政策行銷的成效分析中佔據重要

的一環。 

A1：「我們這種業務其實它並不是污染管制面的事情，因為污染管制面其實

他要對一些比如說利害相關者，他要有做非常多的考量，所以可能每個署長的想

法不一樣，但是對於我們這種推廣面的，它其實單純的就是說我們希望翻到的利

基上去給群眾好處，所以這種業務其實每個首長都蠻喜歡的，他們只是對於一些

細部的想法不一樣，但是大方向是一樣，就是希望說通過這個政策帶給民眾一些

環保上面的好處。」 

環保集點 APP 的執行歷經了環保署兩次的首長更換，筆者好奇署長的變換是

否會對政策的支持有所不同，因此詢問受訪者相關的問題。不過由訪談內容顯示

每位署長都對該政策表示肯定及支持，僅是在小細節上有各任署長本身欲關注及

加強的方向。接下來受訪者仔細的說明這三位署長的經歷簡介及各自欲推動的環

保行動及策略，本文列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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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魏國彥署長（2014.03—2016.05） 

訪談內容中提及由於魏署長是首推環保集點 APP 的署長，會十分重視一

開始推行的成效，由於 初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往後對環保集點 APP 的支持及

延續性。因此，魏署長運用的策略是利用大眾運輸的便利性及普及率，結合民

眾使用的悠遊卡或一卡通等交通票卡來累積點數。大眾運輸對民眾的觸及率

高，再加上利用搭乘大眾運輸來集點的行為對民眾來說較為方便，平時通勤亦

可以環保集點，想利用這兩點誘因帶動使用環保集點 APP 的人潮，作為實行

環保集點 APP 的好開頭。 

A1：「第一個我們一開始在推的時候是魏國彥魏署長，他想法是說他希

望…因為他算是要把這個制度推上去，所以他希望一開始大家拿到很多點數，

拿到了點數就會去換東西。所以他一開始比較注重的就是說大家搭大眾運

輸……可以去拿到點數，那拿到點數後再來換環保產品。」 

（二） 李應元署長（2016.05—2018.12） 

受訪者接著提及第二位署長李署長，簡單提及李署長為民意代表出身，因

此很在乎與民眾的互動，希望多舉辦一些民眾可以多接觸以及參與的環保活

動。在李署長任期內，十分重視循環經濟及綠色生活的實踐（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2020）。而對於環保集點 APP，也希望可以加強環保活動的落實，例如推

廣惜食餐廳，增加民眾兑點的選擇還有增加舉辦淨灘活動等環保活動的頻率，

讓民眾得以在環保活動中體驗環保價值，也可以推廣環保集點 APP 增加集點

方式。環保活動的推廣讓環保集點 APP 與其核心宗旨更加貼近。 

A1：「第二位署長是李應元署長，因為他是民代出身的，……只要是跟民

眾有關的一些活動，比如說那時候我們推的惜食餐廳…比較有一些跟民眾互動

或者是淨灘活動這種，他一次想要就是說全國一起來響應這樣，所以當時我們

對環保活動有做了蠻多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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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張子敬署長（2019.01—） 

對於現任的張署長，受訪者亦先簡單介紹署長經歷是公務員基層出身，因

此其關注對於民眾在環境保護這方面，透過教育的方式，從小地方慢慢改變民

眾的行為，養成環保的習慣。例如：以環保行為集到的點數至便利商店換咖

啡，且必須使用環保杯才能成功換取。張署長欲透過生活中的小行為及習慣培

養出環保意識，透過這些行為將綠色消費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實，進而可以漸

進的方式讓民眾的生活注入環保理念，環保集點 APP 又更加靠近綠色生活的

宗旨。 

A1：「我們現在這位張署長，他其實是從公務員基層出身的。他是比較務

實的…就是說過去我們環保的推了一些的分類…特色分類資源回收或者是比較

小的事情，他希望說從教育這個方面去著手，……，比如說我們去便利商店買

咖啡，我們現在用我們點數換，我們用環保杯去換，希望用點數帶給他這個行

為小小的一些改變。」 

 

總結來說，三位署長在環保集點 APP 上都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努力，但是三

位署長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支持，讓其可以順利的運作並且加入多元想法讓環保

集點 APP 改版，有更多的合作夥伴加入讓 APP 可以更好的呈現給使用者。 

 

二、 環保團體 

由訪談內容得知，與環保團體的合作多在政策執行初期。再加上與環保團體

的合作方式偏向短期合作，例如台灣環保生活協會，該環保團體參與環境教育推

廣活動，辦理有獎徵答（環保集點官方網站，2020）。該團體的宗旨是欲號召民

眾在生活中輕鬆做環保，與環保集點 APP 的目的不謀而合。而合作方式適當環保

團體有辦理相關的環保活動時，就請他們給予民眾點數，也屬於推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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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應該是說我們過去有和他們（環保團體）一起合作，但最近因為我們

希望企業它本身對你的員工去做綠色生活跟消費，所以最近也是比較常跟企業合

作。」 

本研究亦詢問其他環保團體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想法，筆者選擇長期關注全

國性廢棄物政策、塑膠氾濫及毒物危害等議題的環保團體—台灣看守協會作為詢

問對象，因為該團體關注的議題亦屬於綠色消費的範疇。其認為這項政策立意良

善，應可以達到一些政策目標。但就該團體關注的議題而言，環保集點 APP 可能

無法達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期許能透過該 APP 對民眾有更多的教育行為。 

 

參、 宏觀環境分析	

本文對環保集點 APP 的宏觀環境分析分為科技、經濟、生態以及社會文化這

四類，宏觀環境會影響政府官員推動政策行銷的方向及方式，以下列點分析之。 

一、 科技環境 

從訪談內容可以了解到，科技的進步帶動政府的行銷工具也跟著有所不同，

現今手機普及率高、網路取得方便且便宜的情況下，政府欲透過製作手機 APP 推

廣綠色消費的態度，並結合集點經濟行為增加環保行動的樂趣。科技環境的成長

造就政府有能力推出環保集點 APP，除了行銷綠色消費概念與以往不同，這次政

府在行銷環保集點 APP 上也與以往有區別。 

A1：「我們過去的一些行銷工具，傳統來講可能是辦一些宣導活動，後面就

是說像智慧型裝置或者是網路這些……這些硬體都已經大致上完備之後，我們就

想說是不是有可能推出一個變型的這種方式去做對民眾更有立即的行銷，所以說

我們才推出這個 APP。」 

基本的新聞發布及記者會舉行之外，環保署花了很多心力在 Facebook 粉絲

專頁的成立及宣傳，亦建立 Youtube 官方頻道，上傳一些使用示範影片。不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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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還尋找了知名的 Youtuber 合作推廣環保集點 APP，作為新型態的廣告呈現。

科技日新月異，讓手機使用普及、讓手機功能更加多元及強化，讓 Youtuber 這項

行業崛起而有新型的廣告方式出現。 

 

二、 經濟環境 

環保署推出環保集點 APP 之際，除了科技得以相符而製作出手機應用程式，

亦有經濟環境相輔相成，乘上「點數經濟」的風潮。點數經濟可以分為兩種型

態： 

1. 現金折抵：將點數視為一種貨幣形式，透過業者自訂的一套換算規則，消費者

可以將之前累積到的點數於下次消費時可以折抵使用。 

2. 集點兌換：消費者只要透過平時的集點達到指定的門檻，即可免費或是加價兌

換店家商品（曾皇儒，2019）。 

A1：「因為這種點數工具這個部分畢竟它還是取決於市場機制，因為它終究

其實算是一個類似比較偏經濟形態的行銷工具。」 

那麼點數經濟的產生原因為何呢？美國亞馬遜公司創始人及現任 CEO 傑佛

瑞・貝佐斯（Jeff Bezos）曾說：「We want Prime（membership）to be such a good 

value, you’d be irresponsible not to be a member,」（Griswold，2016）。點數經濟

一概念是由「客戶忠誠度計畫」中應運而生，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的報導，獲

取新客戶比鞏固原有顧客的成本高出許多，而且原顧客也會比新顧客的消費力更

高，因此企業應會選擇提升客戶忠誠度來保持原有顧客不流失。這就表示除了現

有的廣告、社群媒體的行銷外，仍需要制定一個計畫與顧客保持聯繫及親密度，

並讓顧客的消費與企業自身產品及服務有關聯。在這樣的概念下，商家推出了集

點活動，讓舊顧客可以透過消費集點，累積到一定的點數就可以兌換自家產品。

商家及消費者在集點經濟下是互惠關係，企業可以透過集點活動的執行，讓商品

價格變得更加優惠因而吸引消費者、促進回購率；而消費者可以透過集點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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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讓購買商品的成本下降、消費等同集點一舉兩得（曾皇儒，2019）。幾年前

7-11 推出滿額消費即可兌換 Hello Kitty 的產品開始讓集點活動在台灣大肆流行，

集點活動為便利商店帶來超過百億的商機（鄭緯筌，2018）。 

若欲讓原本就有綠色消費習慣的環保民眾有所回饋，以及吸引更多民眾培養

綠色消費行為，透過集點行為可以讓兩者有所交集。環保署推出環保集點 APP，

將環保及點數經濟結合，增加綠色消費之誘因及培養忠誠顧客。 

 

三、 生態環境 

全球的生態環境如本文一開始緒論所述，多年的濫砍濫伐及工業發展下過度

的開發使得地球不再健康。許多的天災也暗示著人類須改變在地球上的生活方

式，才能與大自然共生共存、永續發展。 

為了更舒服的環境，氟氯碳化物的使用作為冷凍劑使得臭氧層破洞，使得氣

候開始出現異常，某些地區開始出現降雨異常的現象而導致乾旱（Emma Stein，

2020）。為了行動之便利及工廠運作，機車、汽車、工廠等排放之二氧化碳及其

他溫室氣體，如同厚重的毯子將這些氣體困在地球中，使得地球溫度不斷升高造

成全球暖化（台灣氣象知識網，2020）。今年（2020 年）被認為是有史以來 熱

的一年，號稱「全世界 冷村莊」的位於北極的一個小鎮--維爾霍揚斯克

（Verkhoyansk），歷年就算到了夏季平均也只有 20℃，今年卻來到了 37.8℃，

這些驚人的變化警告著人們（愛范兒，2020）。原本為了阻止森林被過度砍伐而

發明的塑膠產品，現今卻反而成為環境殺手，難以分解的塑膠垃圾成為海洋生態

的極大威脅之一（Nana Ho，2019）。筆者回想起吸管卡在海龜鼻子裡被拔出的

影片仍怵目驚心。 

如上述情形，生態環境不斷透過不正常的情形告訴人類，自然環境已無法再

負荷人類的破壞行為，而人類也立刻做出回應。聯合國會員國簽署《蒙特婁議定

書》逐步禁止氟氯碳化物，近期的報導亦發現臭氧層的破洞逐漸縮小（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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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2020）。全球暖化的威脅不斷襲來，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可能會導致一

些國家消失，台灣亦在名單內（江星翰，2019），因此我們不斷想方設法減少溫

室氣體的產生，例如：鼓勵搭大眾運輸、碳排放交易、環保標章制度的實踐等

等。海洋生態被塑膠垃圾所危及，我國亦逐步禁止塑膠製品的使用。 

因為地球的生態環境越來越脆弱，環保署因此推出環保集點 APP，向民眾推

廣綠色消費，即使消費也應符合環保規則，維護脆落的生態及自然環境。 

 

四、 社會文化環境 

不僅政府在法規及政策上皆為環境保護努力，台灣民眾也十分注重環保相關

議題，在 google 上查詢全國性環保團體可以看到該數量已經超過 200 個（台灣環

境教育協會，2020），至今仍有很多環保團體繼續為保護台灣環境而努力。 

A1：「所以我們在推的時候有看到這件事情，就是說喜歡他的特定族群，就

好比說真的有比較喜歡環保、綠色的這種族群會喜歡，可是對這個沒有感覺的，

就覺得說怎麼可以換的東西這麼少？為什麼只有環保的東西可以換這樣子？…其

實都有不同的聲音。」 

在社群媒體上可以看到由於限塑政策的實施，大家開始推行環保吸管及隨行

杯，主打攜帶方便、不佔空間，讓民眾實行綠色生活也是同樣的便利。藝人挺身

而出參與淨灘活動，呼籲民眾還給大自然其 初的樣貌。環境保護需要全國人民

一同關注及響應，因此環保署製作環保集點 APP 希望更多民眾執行綠色生活。 

 

  



doi:10.6342/NTU202100016

 

 61 

肆、 執行困境	

將訪談內容及次級資料套用至政策行銷模型後，筆者亦從訪談內容中觀察到

環保署目前在執行環保集點 APP 政策上的困境，可以分為以下四點： 

一、 政府與合作夥伴認知不同 

在推廣方面，政府 主要推廣的產品是購買環保產品集綠點的部分，因此著

重推廣這項產品，也在該產品上增加許多誘因。但對於合作夥伴來說，對環保集

點 APP 的認知集中於大眾運輸集點這項產品，認為政府要吸引民眾使用該 APP

的話，應多推廣這個部分，讓民眾可以集點做使用。從訪談內容中可以看出雙方

對政策內容的認知差異。 

A1：「我們集點的來源是大概有三個部分，一個是大眾運輸集點，第二部分

是環保的、綠色的消費，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比如說參加一些環保的活動。我們第

一個部分大眾運輸集點，那個並不是我們的目的，……，但這個點數我們目前來

講沒有讓他回去用在大眾運輸，希望說他來在我們的綠色生活或者是說環境教育

的場所，這些綠色生活的一些費用的抵扣。」 

B2：「可能在因為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曝光應該是要在捷運，是因為它就是

主打說你只要坐大眾交通工具都可以集點，可是你去看捷運或者是公車比較少推

廣。」 

	

二、 經費分配問題 

環保集點 APP 是包裹在環保集點政策下的一個子項目，因此會有經費分配的

問題產生。在這項政策下有包含行銷、營運及系統這三大方向的各項目，在行銷

方面上的預算分配不太多，甚至可能沒有，而應用在環保集點 APP 上的行銷經費

就會更少。因此環保署官員表示有經費才會進行推廣，沒有經費則依靠地方政府

的活動進行宣傳，使得一些行銷作為無法持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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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至於說我們一些行銷資源，該怎麼樣就是我們有經費才做。沒有經費

的話，我們在既有的資源，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等等他們辦的宣導活動，讓他們

去推廣。反正沒有錢的話，我們就用身體去推，有經費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做一

些比如說社群媒體比較細緻的一些好的行銷操作，大概是這樣。」 

 

三、 合作夥伴增加困難 

由於環保集點 APP 形同商業模式，環保署在找尋合作夥伴時也是以長期合作

為目標，除了要讓合作夥伴看到加入政策後的利潤存在外，合作夥伴也要符合供

給環保產品、綠色場所的要求，因此夥伴的尋求及增加上有其困難性存在，民眾

表達出可兌換通路少的意見也只能盡力改進。 

A1：「我們這個機制其實它本身就是可以看成是一個環保的支付工具，所以

支付工具這件事情其實對企業來講，它不是像過去的那種一次性活動，辦記者

會，然後擺個攤位就結束了，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是一個長期合作。所以長期

合作來講，它的門檻或者說它考量的一些關鍵點就是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們的

通路目前來講它增加速度沒有那麼快，是這個原因。」 

 

四、 內部溝通需要時間 

不論是尋找合作夥伴，或是在內部溝通方面都耗費許多溝通成本在運作，對

於內部同仁來說，也是要有誘因才會想要使用。這樣的情形使得投入行銷的時間

被拉長，行銷上的專注度及資源被分散，使得該政策於政策行銷上又增加一些阻

力。 

A1：「我們也是希望說我們公家單位的員工先響應這件事情，我們過去先前

推內部響應這件事情，這樣我們自己都認同之後外部來幫我們去推廣，把自己的

想法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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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我們在推的時候有看到這件事情，就是說喜歡他的特定族群，就好比

說真的有比較喜歡環保、綠色的這種族群會喜歡，可是對這個沒有感覺的，就覺

得說怎麼可以換的東西這麼少？為什麼只有環保的東西可以換這樣子？…其實都

有不同的聲音。」 

 

伍、 小結	

利用深度訪談內容及次級資料內容整理成表格作為本節小結的呈現（如表

4-1）。 

 

表 4-1、訪談內容分析 

架構 分析元素 分析結果 

6P 

行銷組合 

產品 

1. 落實綠色消費態度 

2. 集點活動：大眾運輸、綠色消

費、環保活動、限時活動 

3. 兑點活動：環保產品、惜食餐

廳、綠色旅宿 

價格 

1. 成本（政府）：補助合作店

家、製作及行銷 APP 的時間及

預算、內外部溝通 

2. 成本（民眾）：集點花費的時

間及錢、熟悉操作 APP 的時間 

3. 誘因：送點數、支持環保 

通路 

1. 手機的應用程式商店 

2. 環保集點官方網站 

3. 環保集點臉書粉專 

4. 環保集點 Youtube 頻道 

推廣 

1. 記者會 

2. 實體推廣活動 

3. 環保集點 APP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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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聞 

5. 官方代言人 

6. Youtube 廣告 

7. 環保集點官方網站 

8. 環保集點臉書粉專 

夥伴 

1. 合作店家：政策理念與店家相

符而合作 

2. 政府：發公文至公會或企業找

尋合作夥伴 

政策 環保集點官方網站＿參與制度單位 

微觀環境

分析 

機關首長 

1. 魏國彥：注重大眾運輸集點行

銷 

2. 李應元：推廣惜食餐廳及環保

活動集點、兑點 

3. 張子敬：改變日常生活習慣 

環保團體 發起環保活動，與政府短期合作 

宏觀環境

分析 

科技環境 得以製作出APP、手機普及率高 

經濟環境 為提升顧客忠誠度而產生點數經濟 

生態環境 
地球環境被破壞嚴重，需提升環保

行為以達永續發展 

社會文化

環境 
環團數量增加、相關法規制定 

 

執行困境 

1. 政府與夥伴認知不同 

2. 經費分配問題 

3. 合作夥伴增加困難 

4. 內部溝通需要時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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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群媒體留言分析	
 

本節蒐集社群媒體上的民眾留言，將符合分析範圍的評論編碼並依其評語歸

納出民眾對環保集點的正負面評價為何？首先講述本節蒐集留言的範圍位於哪些

社群媒體，接著歸類民眾給予的評價並列點說明之。 

 

壹、 分析範圍	

先前提及環保集點在臉書上有其官方粉絲專頁，民眾可以透過臉書的評分以

及評價直接與政府提出建議、詢問問題及溝通，政府也可以很直接的了解現今環

保集點 APP 的操作及實踐上存在什麼問題。目前在官方臉書的粉絲專頁有 88 位

民眾給予評分，評分標準為一到五顆星或是選擇推薦或是不推薦，平均為四顆

星。本文對 Facebook 的留言處，刪除非評價性留言後依留言時間順序進行編碼，

編碼代號為 C，編碼總數為 57 則留言。 

再者，政府與 Youtuber 合作的影片下方，民眾都可以對影片進行留言，有時

Youtuber 也會回應留言與民眾進行互動。民眾的留言也可以讓我們了解民眾對於

環保集點 APP 的想法或是對於 Youtuber 推廣的想法。本文蒐集〈台客劇場〉及

〈蔡阿嘎〉頻道中環保集點廣告影片的下方留言，刪除與環保集點 APP 無關的留

言後進行編碼，編碼代號為 D，編碼總數為 40 則留言。 

後是目前台灣人使用人次 多的網路論壇—批踢踢實業坊（PPT），每日

超過 2 萬篇新文章及 50 萬則推文被發表，這些數字都表明批批踢上的發文或留

言力量不容小覷，許多民眾也會透過批批踢文章獲得資訊，亦有民眾填答問卷時

提及是透過批批踢才知道環保集點 APP。因此蒐集批批踢中談論環保集點 APP

的文章及留言也能將直接的了解民眾想法以及了解該 APP 的知名度如何。本文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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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兩篇與環保集點 APP 相關的文章以及下方的留言，刪除與環保集點 APP 無

關的留言後進行編碼，編碼代號為 E，編碼總數為 30 則留言。 

因此本節想要整理一些民眾在各媒體中的留言所提出的問題及給予的建議，

進而分類出目前民眾對於該 APP 的想法及問題。 

 

貳、 評價分類	

本文將編碼後的留言再進行分類，可以先大致分為正面評價及負面評價或建

議，再進行細部分類並列點說明，正負面評價的比例約為 5:5。 

一、 正面評價 

（一） 支持環保行為 

C6：「環保雖然麻煩，但是的確減輕了人的隱藏生活壓力」 

C9：「用心環保運動享有綠色生活」 

C55：「希望能堅持下去，台灣的環境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 

D1：「希望台灣能有更多環保旅館	 希望台灣人能有更多環保意識	 外國有很多旅

館	 是不會提供拋棄式牙刷的	 台灣這裡幾乎所有住宿都有一次性洗漱用品	 主要

還是希望人民能夠主動實行，改變習慣，出門旅行都自備牙刷等，減少使用一次

性的洗漱用品」 

D2：「很喜歡你的影片，因為環保會有點不方便，但因為這些不方便，反而更能

幫助到地球」 

民眾看到環保集點 APP 的業配廣告以及推薦文章，或是對其的評價留言中，

表示支持環保態度及行為，並希望該 APP 可以達成推廣環保理念的目的，讓環保

充斥於生活中，例如〈臺客劇場〉的影片中有介紹到環保旅館，許多環保設計讓

一些民眾紛紛希望可以廣泛應用於公私部門。 

（二） 推薦環保集點 APP 

C1：「存了好多點!!!!可以換很多咖啡~~規定要用環保杯購買我覺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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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搭大眾工具能集點還能換東西~雖然頁面沒有以前方便但依然值得使用」 

C7：「搭大眾運輸工具賺點數，對搭車的通勤族來說真的非常實用。」 

C53：「讚,很棒的 APP，增加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的意願」 

D4：「很棒的環保集點活動。想不到通勤族，也能享有這樣的好康。」 

D29：「我也有這 APP 搭大眾交通運輸超好用!!」 

E22：「這個對大眾運輸上班族超有用，默默的 5 萬點了」 

在這些平台的留言或是評論中，有些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做出正面的評

價，認為環保集點 APP 對於環保有幫助或是由於生活方式可以很容易集到點數並

兌換商品，因此覺得很好用。乘坐大眾運輸就可以集點換商品對多數民眾來說還

是較有誘因，亦可以看到點數經濟的吸引力。 

（三） 對他人的分享有興趣 

D5：「導演業配的東西當然要立刻手刀下載」 

D6：「看完你的影片立刻去下載環保集點」 

D7：「看了馬上下載 APP 馬上來集點！！！」 

D9：「已響應！」 

D10：「看完馬上載」 

許多民眾在看完 Youtuber 的業配廣告或是在批踢踢上的發文推薦，紛紛表示

看到這樣的訊息都立刻下載環保集點 APP，可以了解到社群媒體訊息傳播的能

力，並會讓民眾產生興趣去下載使用。 

 

二、 負面評價或建議 

（一） 兌換商品數量不多、不環保或是通路不易取得 

C20：「第一次兌點很開心，可是印了兌換卷，店家卻沒有商品，店員說此商品

很少進貨只能去一家一家問，好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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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環保集點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惜食餐廳並非是全臺都有..我住嘉義

市就沒有..希望以後能全臺增設多一點..讓更多人有意願使用它..讓環保意識普遍

化。」 

C26：「兌換的商品不是很多，應該還可以再增加，像豆漿只能兌換有糖而不能

兌換無糖，希望可以改進。」 

C31：「有環保精神，但還需要改進。去了兩趟台糖只有泡麵和基改的油可以

換，環保人士應該不會想換吧！其他沒進貨。去了便利商店，換瓶裝飲料，一點

也不環保，上了東森購物，看來看去只有垃圾袋和瓶裝水，一點也不環保，其他

的悶燒罐、瓶裝的洗劑，還有更環保的方式可以購買…結論是不換最環保。」 

C40：「現在提供的商品除了品項少之外，譬如鋁箔包飲料或是瓶裝水都不是那

麼環保啊」 

C51：「環保雖不等於健康，但換的東西卻一點也沒有節能減碳意義。只不過是

折抵現金而設的一堆商品」 

評分的民眾很多都提及以點數可以兌換的商品不多、存貨量少，導致民眾都

要跑很多家店才有辦法換到，抑或是環保集點 APP 推廣的惜食餐廳等據點不是很

多，難以取得。更有民眾提到，能兌換的商品品項不太環保，便利商店能兌換的

商品以寶特瓶飲料為多，與政策理念似乎有些衝突。 

雖然集點換商品僅是鼓勵民眾多參與集點活動的一個誘因，並不是環保集點

APP 推行的主要目的，民眾應主動投入綠色消費才是 好的情況，但誘因不大實

在很難吸引民眾參與集點活動，更難進一步傳達綠色消費的觀念。沒有效果的推

廣只是浪費國家公帑，無法提升民眾對政策的順服度。 

（二） 兌換方式不環保 

C1：「如果 7-11 也可以直接兌換電子條碼不列印小白單就更好了」 

C17：「希望兌換的號碼可以掃電子條碼就好	 打一堆條碼真的很方便」 

C20：「可以改成 APP 直接扣點嗎？？環保集點環保兌換會更棒喔」 

C21：「缺點是換禮不能直接電子兌換，需列印紙張，有點不環保。」 



doi:10.6342/NTU202100016

 

 69 

C25：「建議可利用 APP 換取商品券，換取品項會存放於 APP 裝置中，到超商換

取時打開商品券頁面(有商品條碼)讓店員掃描即可兌換」 

C27：「兌換商品可以都轉成電子優惠券，可以方便兌換和方便查詢，減少浪費

列印的紙張。」 

E4：「昨天換了洗碗精+飲料，但換一瓶飲料就一張小白單	 感覺不環保啊」 

當民眾要以點數兌換商品時，必須先列印出小白單（材質為熱感應紙）才能

兌換，但是由於環保意識高漲再加上技術不斷進步，現今生活方式型態多將紙張

轉為電子化，存於手機中，例如電子發票載具、條碼存點數。因此現在的兌換方

式其實十分不環保，且店家多使用熱感應紙，此種紙張材質不能回收，更讓民眾

覺得脫離環保宗旨。除了表達此缺點，民眾也紛紛提議是否能改為電子兌換，亦

或是直接作為儲值金等。政府接收到民眾的意見，有些通路的兌換已轉為掃條碼

兌換，漸漸改善此缺點。 

（三） 環保集點 APP 有問題 

C41：「APP 故障很久，去愛買想換折價卷店家也說連不上去，找不到資料，請

儘速處理，不然完全沒有環保集點的意義」 

C45：「11 月加入至今，有多筆搭乘客運的點數都未進帳，不知是為何，難道不

是所有客運都有加入集點嗎？」 

C46：「點數很久都沒進來，效率有點差，打給客服態度也不是很好，說官網有

寫顯得不耐煩，請多加油，就是不清楚才詢問。」 

E3：「使用悠遊卡搭公車點數隔兩天就入帳了，一卡通則是過了一個月都還沒看

到」 

E6：「我個人感覺是這個 APP 系統還沒到很穩定	 有時候有些搭車紀錄會沒入

APP 裡面」 

民眾多反應點數未即時入帳，抑或是突然無法使用 APP 的問題，還有關於載

具歸戶難操作等技術性問題，這表示政府在 APP 操作的技術性問題需要多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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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讓民眾使用起來不會造成不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使民眾想

為環保盡一份心而下載使用環保集點 APP，但是故障頻率過於頻繁或是介面難以

使用等情形，皆會消磨民眾的耐心及欲參與環保行動的心力。 

（四） 可兌換商品標示不清，難以辨識 

C42：「覺得立意良善，但兌換超級麻煩，根本搞不清楚哪些商品屬於綠能商

品，……徒增消費者與店家困擾。」 

C52：「但是通路並不會明顯標售是綠能商品。所以換的時候很麻煩。」 

C56：「如果能夠在通路上或商品上有標明屬於環保集點商品就更好了」 

少數民眾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同時在商品上標明為可用環保集點 APP 兌換的

商品，方便民眾兌換。雖然這項建議應是要政府與合作店家長期溝通才有辦法達

成，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一項不錯的行銷策略。增加此為環保集點 APP 的可兌換商

品的標示，除了對於要兌換商品的民眾好辨識之外，對於不知道環保集點 APP 的

民眾也是多一個知道資訊的管道，在尋找商品時看到該標示或許可以引起其興

趣，讓民眾經過詢問或是搜尋得知該 APP 並下載使用，增加觸及率。 

 

參、 小結	

本節整理民眾在 Facebook、Youtube 以及 PTT 各社群媒體上對環保集點 APP

的評價，民眾的留言可大致整理成正面評價及環保集點 APP 的缺點兩部分，正面

建議可分為三種：支持環保行為、向他人推薦環保集點 APP 以及對他人的推薦感

興趣，表示欲嘗試使用。環保集點 APP 的缺點可分為四種：可兌換商品數量少或

不環保、兌換方式不環保、環保集點 APP 的技術問題以及可兌換商品標示不清。

正負面評價的比例大致為 5:5，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評價沒有特別偏向正面或負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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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結果分析	
本節以問卷調查結果呈現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想法，以下列點說明結果

分析。 

 

壹、 問卷回收與樣本架構	

一、 問卷回收 

問卷透過親朋好友間轉傳以及 Facebook 社團貼文發放，發放時間為 2020 年

8 月 21 日至 8 月 30 日，總共收集了 483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482 份，無效

問卷 1 份。 

 

二、 樣本架構 

（一） 受訪者性別分布 

如表 4-2 所示，填答者以女性居多，佔了 6 成以上。為避免資料解釋偏頗，

性別僅作為樣本描述所用，不會將性別當作依變數去解釋資料。 

表 4-2、受訪者性別分布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生理男 170 35% 

生理女 312 6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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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者年齡分布 

如表 4-3 所示，有滿多的填答者落於 20 歲至 29 歲，將近四成。但就整體來

說，分布較為平均，各年齡層的想法都可以顧及。 

表 4-3、受訪者年齡分布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5-19 50 10% 

20-29 189 39% 

30-39 71 15% 

40-49 64 13% 

50-59 89 19% 

60-64 18 4% 

65 歲以上 1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三） 受訪者生活區域分布 

如表 4-4 所示，大部分的填答者生活區域位於北部，比例高達 7 成。為避免

資料解釋偏頗，受訪者的生活區域分布也僅作為樣本架構之展示，而不會用於資

料解釋。 

表 4-4、受訪者生活區域分布 

生活區域 人數 百分比 

北部區域 348 72% 

中部區域 59 12% 

南部區域 71 15% 

東部區域 3 1% 

離島區域 1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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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環保集點 APP之認知程度 

填寫問卷的 482 人中，僅有 84 人知道環保集點 APP，以比例上來說此 APP

的認知程度不高。五年來的行銷及推廣下，呈現這樣的觸及率表示政府在推廣民

眾綠色消費的議題下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去實踐。 

 

參、 民眾認知管道	

在知道環保集點 APP 的 84 位民眾中，筆者欲了解這些民眾透過怎樣的管道

聽聞這個 APP，因此設計一個問題詢問大家。結果顯示，有 4 成民眾是透過親友

介紹，有將近 3 成民眾是透過新聞認識環保集點 APP。而值得注意的是，約有 2

成的民眾透過社群媒體平台，例如 Youtube 影片、部落客推薦、Facebook 粉絲專

頁及 Dcard 貼文等知道環保集點 APP。這樣的結果顯示 i 世代2下傳遞訊息的管道

變得十分多元，政府可以多在社群媒體管道傳遞消息，讓更多人知道並向自己的

親朋好友傳遞消息，透過民眾各自的活動網絡可以增加訊息的觸及率。 

 

圖 4-9、認知管道分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再搭配年齡層與認知管道一同分析，可以了解各年齡層大部分是透過什麼管

道接收訊息，針對各年齡層可以有什麼不同的行銷策略方向實踐。 

 
2「I 世代」指的是 Information Generation，意思是被電腦科技影響的世代（陳素連，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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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歲至 19 歲青少年的訊息接收管道多依賴親友及新聞這兩個管道。20 歲至

29 歲族群除了親友介紹、新聞之外，Facebook 也是該族群接受消息的重要平台。

30 歲至 39 歲一樣以親友及新聞這兩個管道為主。40 歲至 49 歲多從新聞這個管

道獲得訊息。50 歲至 59 歲則多以親友介紹作為消息來源的管道。60 歲至 64 歲

的填答人數較少，一樣以親友及新聞這兩個管道為主。除了親友介紹及新聞是各

年齡層獲得資訊的共通管道外，師長介紹政策是學生接收資訊的管道之一，而社

群媒體對於 40 歲以前的民眾來說也是重要的接收消息的管道。 

 

圖 4-10、認知管道在各年齡層的分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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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使用評價	

在知道環保集點 APP 的 84 位民眾中，有 41 位民眾同時有使用這個 APP 的

經驗。他們對這個 APP 的集點功能的評分平均為 3.9 分、兑點功能的評分平均為

3.3 分、對整體 APP 的評分為 3.5 分。整體評分顯示環保集點 APP 的表現沒有特

別的優劣。 

這些民眾對環保集點 APP 的正面評價多為認為集點行為有趣又可以達到環

保，第二多的評價是認為集點容易；然而，對環保集點 APP 的負面評價則是過半

數的民眾認為透過這個 APP 能兌換的商品很少，第二多的評價是認為可以兌換商

品的通路也很少。另外，有位民眾特別提到 APP 用起來非常的不順暢，很容易卡

在一個畫面。 

 
圖 4-11、環保集點的正面評價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4-12、環保集點的負面評價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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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詢問這 41 位民眾是否會向別人推薦環保集點 APP，其中有 34 人表

示會向他人推薦，而剩下 7 人則持負面態度，表示不會向別人推薦該 APP。願意

推薦環保集點 APP 的理由大多是認為該 APP 可以達成環保行為的實踐，第二個

原因則是喜歡集點行為；而不願意推薦環保集點 APP 的理由多是認為該 APP 的

誘因不足，第二個原因則是認為該 APP 不好用。 

 

圖 4-13、推薦 APP 之原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4-14、不推薦 APP 之原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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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不使用之原因	

在知道環保集點 APP 的 84 位民眾中，有 43 位民眾表示雖然知道但是沒有使

用這個 APP，再深入了解這些民眾不使用的原因可以分為三類：第一，不理解環

保集點 APP 的核心理念、第二，認為該 APP 達不到環保行為的實踐效果、第

三，對於集點行為覺得無趣、無感、沒有誘因或是環保概念不感興趣。這三個類

別中以第一及第三類的原因佔多數，由於不了解環保集點 APP 的內容及執行目

的，因此民眾會降低使用或下載的機率，而選擇忽視及不去使用。再者，也有民

眾認為集點行為需要很長時間累積才有辦法換取或折抵欲購買的商品或是對於集

點活動不感興趣，抑或是民眾本身對環保活動沒有興趣或關注，因此沒有誘因驅

使這些民眾下載 APP 並使用。 

 
圖 4-15、不使用 APP 之原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再加入不使用 APP 民眾的認知管道這個回答來觀察，發現選擇不理解環保集

點 APP 的核心理念以及選擇對集點獲環保不感興趣的民眾，其訊息來源多為親友

或師長介紹。這個結果可以理解為雖然親友、師長介紹這樣口耳相傳的行為觸擊

率高，但還是要透過書面文字或是實際操作影片才有辦法讓民眾較深入了解環保

集點 APP，增加民眾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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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民眾偏好之行銷管道	

本文透過問卷詢問民眾，關於其認為可以有效提升環保集點 APP 曝光度、認

知度的行銷管道。多數人選擇社群媒體上（例如：Facebook、Instagram 等）的廣

告投放以及和 Youtuber 合作廣告。除此之外，亦有一些民眾提供其他的廣告形

式，例如安插在其他應用程式中的廣告。對民眾來說廣告仍是較有效提升產品曝

光度的方式，尤其是現今高度使用社群媒體的時代以及 Youtuber 在民眾的日常生

活中逐漸佔有重要的部分，透過這兩個管道投放廣告是 有效的方式。 

再者是多數民眾認為新聞仍是接收新知的重要來源，因此選擇透過新聞宣傳

也能提高產品曝光度。 後也有許多民眾選擇透過抽獎活動（例如：Facebook 粉

絲專頁、Line 官方帳號等）以增加曝光度，以增加誘因的方式吸引民眾參與活

動，藉以傳達產品資訊。 

除此之外，也有民眾提出其他形式的宣傳，例如在論壇上（例如：mobile 01

等）貼文、透過合作店家、名人代言、其他環保相關的粉絲專頁互相推廣以及學

校等方式宣傳。 

 

圖 4-16、民眾偏好的行銷管道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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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入年齡層做交叉分析，了解各年齡層偏好的行銷管道的想法及差異。對

於 15 歲至 19 歲的青少年來說，社群媒體的廣告及 Youtuber 對產品的業配或使用

體驗是很好的行銷管道。20 歲至 29 歲族群很高的比例選擇 Youtuber 對產品的業

配或使用體驗做為其偏好的行銷管道。30 歲至 39 歲一樣偏好社群媒體的廣告及

Youtuber 對產品的業配或使用體驗這兩個行銷管道。40 歲至 49 歲對於這些行銷

管道的偏好差不多，其中社群媒體的廣告投放、新聞以及抽獎活動等是他們偏好

的行銷方式。50 歲至 59 歲很高的比例選擇社群媒體廣告投放及新聞作為偏好的

行銷管道。60 歲至 64 歲的民眾一樣偏好新聞這個管道行銷。 

 
圖 4-17、各年齡層偏好的行銷管道分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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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民眾偏好之推廣內容	

除了民眾偏好的行銷管道之外，本文亦想了解怎樣的內容呈現才會讓民眾真

正對環保集點 APP 感興趣，否則即使有很多民眾知道這個 APP，但是沒有動力

下載、使用，前面政府投注在 APP 上的行銷金錢及時間都是浪費公帑。 

與前一點相似的結果，許多民眾選擇社群媒體上（例如：Facebook、

Instagram 等）的廣告以及 Youtuber 的使用 APP 體驗影片這兩個選項， 容易讓

他們會對環保集點 APP 感興趣。再者，選擇名人使用 APP 體驗影片以及電視廣

告這兩個選項的人數不相上下。前述結果除了與現今民眾的使用媒體及觀影習慣

有關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民眾著重於體驗環保集點 APP 內容的呈現，清楚表

達實際使用之內容及益處，甚至是誘因的展現皆為民眾真正關注的內容。 

後讓人較為沮喪的是，有幾位民眾表達無論什麼內容都無法讓其對環保集

點 APP，認為該 APP 本身讓人使用的誘因不足，或是本身就不喜歡下載過多的

應用程式。 

 

圖 4-18、民眾偏好推廣內容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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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小結	

以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看，環保集點 APP 的政策行銷成效尚有待加強，這項政

策的認知度偏低，483 人中只有 84 人聽過這項政策，而其中有使用的民眾就更少

了。民眾的認知管道多集中於親友介紹及新聞，約有 2 成民眾是由社群媒體得知

政策資訊，這些民眾多集中於 40 歲以下。對環保集點 APP 的正面評價以「容易

集點」這項理由 多人選，負面評價則有將近五成的民眾選擇「可兌換商品少」

這項理由。而有使用過環保集點 APP 的民眾，認為使用上可以達成環保行為，因

此大部分的民眾願意推薦該 APP 給其他人使用，而不願意推薦的民眾則多表示該

APP 誘因不足。另外詢問知道該 APP 卻不使用的民眾的理由，多表示「對集點

或環保無感」或是「不理解環保集點 APP 政策概念」，因此並沒有想要使用。 

針對民眾偏好的行銷管道來看，廣告形式仍為 多人推薦的方式，不過現今

為網路世代，民眾多偏好網路行銷的方式，將廣告投放於社群媒體是大部分民眾

認為 有效的行銷方式，也呼應了本文前面引用的文獻所述，行銷策略上有典範

的轉移。再者，有民眾推薦透過抽獎方式來行銷，以增加誘因的方式提高環保集

點 APP 的認知度。 後，呼應了以前學長姐在政策行銷論文中的結論，建議由下

而上的行銷方式，有些民眾認為透過合作店家、使用者間的推薦等宣傳也是不錯

的行銷手法，也是現今社群媒體行銷的特色，不只是生產者單方面的傳遞資訊，

消費者亦可透過社群媒體發表自己的想法，與廠商及其他民眾溝通。而民眾偏好

的行銷內容，經過整理後筆者認為，無論以什麼行銷管道宣傳，其表現的內容

重要的是讓民眾了解該產品的實際內容及使用方式，才會讓民眾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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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策行銷模型初探	
 

經過前述對深度訪談內容、次級資料整理、社群媒體留言以及問卷調查分析

下，將結果對應至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以分析環保集點 APP 的行銷組合，並加入執

行困境作為延伸討論，本研究整理成表格呈現（如表 4-5）。 

 

表 4-5、政策行銷模型分析整理 

 政策行銷 

模型元素 

延伸

細項 
研究發現 

6P 行銷

組合 
產品（Product） 

核心

產品 
落實綠色消費態度及行為 

實質

產品 

集點包含大眾運輸集點、綠色消費集

點、環保行動集點 

延伸

產品 

兑點包含兌換環保商品、兌換綠色旅宿

以及至惜食餐廳用餐，達成「綠進綠

出」的政策目標 

民眾

評價 

1. 問卷調查：41 位民眾有使用 APP

經驗 

Ø 正面評價：集點容易、集點有趣

又環保 

Ø 負面評價：可兌換商品少、兑點

通路少 

2. 網路留言： 

Ø 正面評價： 

ü 支持環保行為 

ü 推薦環保集點 APP 

ü 對他人分享有興趣 

Ø 負面評價： 

ü 兌換商品數量、通路不多或

無關環保 

ü 兌換方式不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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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環保集點 APP 有問題 

ü 可兌換商品標示不清 

價錢（Price） 

金錢

性成

本 

政府：製作、行銷 APP、補助合作店家 

民眾：購買環保產品、搭乘大眾運輸的

花費 

金錢

性誘

因 

民眾：點數活動加倍送 

合作店家：補助 

非金

錢性

成本 

1. 政府：內外部行銷的溝通成本 

2. 民眾：熟悉 APP 之操作時間、集

點需花費的時間 

3. 問卷調查中，43 位民眾知道但不

使用： 

Ø 37%民眾對環保或集點無感 

Ø 35%不理解政策概念 

非金

錢性

誘因 

1. 合作店家：支持環保理念 

2. 民眾（問卷調查）：34 位民眾願意

推薦 APP，其中近五成民眾認為可

達成環保行為 

通路（Place） 

 1. 手機的應用程式商店 

2. 環保集點官方網站 

3. 環保集點臉書粉專 

4. 環保集點 Youtube 頻道 

推廣

（Promotion） 

 1. 現有行銷管道及內容：記者會、實

體推廣活動、環保集點 APP 本

身、新聞、官方代言人、Youtube

廣告、環保集點官方網站、環保集

點臉書粉專 

2. 目前行銷成效好的管道依序為親友

介紹、新聞、社群媒體 

3. 各年齡層民眾偏好的行銷管道： 

Ø 40 歲以下民眾：社群媒體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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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40-49 歲民眾：抽獎活動 

Ø 50-59 歲、60-64 歲、65 歲以

上民眾：新聞 

4. 民眾偏好的行銷內容：使用方式及

誘因呈現 

夥伴

（Partnership） 

 1. 政府：透過公文邀請，例如：大潤

發、全國電子、萊爾富、書屋花甲 

2. 合作店家：認同政策理念加入、有

利潤作為誘因 

政策（Policy）  環保集點官方網站＿參與制度單位 

微觀環

境分析 
機關首長 

 歷經三次首長更迭，皆支持這項政策，

三位首長的行銷方向有所不同 

環保團體 
 1. 政府：為短期合作，發放點數 

2. 環團：希望能達成教育之目的 

宏觀環

境分析 

科技  政府：有能力及想法製作環保集點 APP 

經濟 
 1. 政府：偏經濟形態的行銷工具 

2. 點數經濟的應用 

生態  地球生態環境改變 

社會文化 

 1. 政府：有環保意識的人會比較願意

支持該政策 

2. 環保意識高漲 

延伸分

析—執

行困境 

  1. 政府與夥伴認知不同 

2. 經費分配問題 

3. 合作夥伴增加困難 

4. 內部溝通需要時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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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經過前章透過次級資料的蒐集、深度訪談及問卷的執行以及社群媒體上民眾

留言的分析，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並延伸出相關的觀察。因此，本章將針對這

些研究結果整理出結論並給予回應及建議。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

及討論，第二節提出本文的研究建議以理論建議改善不足之處， 後一節講述本

文的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作結。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經過社群媒體留言分析、次級資料蒐集及分析、問卷調查分析以及深度訪談

法等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發現，總結出本研究之結論，並針對各點做出本文的

見解及回應，以下列點說明之。 

 

壹、 研究結論 

本研究欲透過社群媒體留言分析、次級資料分析、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的

內容探討三個研究問題，因此，以下段落將列點說明透過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果

來回應研究問題： 

一、 政府目前的政策行銷作為 

現今網路世代來臨，政府可以透過多元的管道傳遞政策資訊予民眾知曉及溝

通，傳遞速度也較以往快。除此之外，民眾也可以利用相同的管道為政策資訊進

行分享，政策行銷的過程中有更多的互動。因此回答不侷限於政府本身，亦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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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眾以及合作店家等各方面的行銷形式及管道，以下列點說明並以表格整理

（如表 5-1）： 

（一） 政府使用的行銷管道 

政府利用許多不同的管道行銷環保集點 APP 這個政策，增加該政策之曝光

度。以傳統管道來說，政府透過新聞、官方代言人、官方記者會、地方活動或實

體攤位的推廣帶向民眾宣傳環保集點 APP。以新的行銷管道來看，政府建立了環

保集點 APP 的官方網站、環保集點 APP 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及 Youtube 官方

頻道做宣傳，並即時更新集點優惠活動。廣告選擇與 Youtuber 合作業配呈現，並

自己拍攝影片示範環保集點 APP 的使用方式，政策行銷的方式變得更加多元及有

趣。 

（二） 民眾端的評價及宣傳 

民眾可以透過社群媒體上的分享功能，將其認同的政策分享給朋友，或是將

政策資訊分享至其他的資訊平台，透過漣漪式的傳遞讓更多民眾知曉政策，提升

政策之觸及率。再者，民眾可以透過社群媒體直接與政府進行對話，對政策進行

評價或是質疑政策不合理之處。雙向的政策溝通能幫助政策更加完善，民眾的參

與亦造就新的行銷型態，除了政府方的傳遞，亦有民眾方的分享，讓資訊傳遞更

廣泛。 

（三） 合作店家的宣傳 

深度訪談過程中，詢問到合作店家是否會宣傳環保集點 APP 的訊息，有位受

訪者提供正面的回答，表示他們公司主要是透過分店各自宣傳，向購買產品的民

眾表達環保集點 APP 的內容，或是將近期優惠貼在店外進行宣傳。這雖然不是新

的行銷手法，但也是多一個行銷管道讓民眾知道環保集點 APP，由下而上的宣傳

方式呼應以前政策行銷論文中所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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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保集點 APP 即行銷手法 

除了討論政府對環保集點 APP 的行銷管道及方法外，於訪談中科員也提到環

保集點 APP 本身也是一種行銷管道及手法，目的是推廣綠色消費的理念。為了宣

傳綠色消費態度及行為給民眾，將抽象的綠色消費行為概念轉換為具體的環保集

點 APP 進行有趣的集點活動，吸引民眾參與。 

 

表 5-1、政策行銷作為 

行銷管道 行為者 

新聞媒體 政府 

記者會 政府 

官方代言人 政府 

社群媒體（包含 Youtube 廣

告、Facebook 粉絲專頁及貼

文、PTT、Dcard、部落格等） 

政府 

民眾 

政策官方網站 政府 

實體推廣活動（環保行動、宣

傳攤位） 

政府 

環保集點 APP 政府 

店面宣傳 合作店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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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觸及率高的行銷管道 

透過問卷調查得出的結果來檢視上述提及的行銷管道，哪些是民眾較常接收

資訊的管道，推敲出哪些管道的觸及率較高。結果顯示新聞在這些管道中仍佔據

較高比例，將近 3 成的民眾是透過新聞知道環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但也不能忽

視社群媒體的資訊傳遞力量，有 2 成的民眾是透過社群媒體的資訊知道環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不論是透過 Facebook、Youtube、PTT、Dcard 或是部落格等平

台，筆者都將其歸類為社群媒體作為得知資訊的管道，其比例也快要趕上新聞這

個行銷管道。另外亦有少部分的民眾是透過名人推薦或是實體攤位得知環保集點

APP。 

傳統的行銷管道來看，新聞仍是民眾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之一，透過年齡層

交叉比對發現，新聞是各年齡層接收資訊的共通管道。不過，社群媒體作為新的

行銷管道也變得更加重要，經過問卷調查詢問民眾偏好的行銷管道，較多民眾選

擇社群媒體上的廣告投放以及 Youtuber 的業配廣告，兩者比例皆大於選擇新聞的

民眾，顯見目前民眾依賴社群媒體獲得資訊的程度變高。相信未來政府會越來越

依賴社群媒體傳遞訊息，由於現今手機普及率高，再加上社群媒體中有大量使用

者的優勢可以將政策資訊更容易、更迅速傳遞給民眾。 

 

三、 目前政策行銷的成效以及民眾投入綠色消費的意願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看，政策行銷的成效並不是太好，填答問卷的 482 位民

眾中，僅有 84 位民眾知道環保集點 APP 這項政策，認知度十分低。再者，這些

民眾當中有進一步使用環保集點 APP 的民眾又更少，透過問卷詢問下，發現知道

這項政策但是不使用的原因有蠻高比例的民眾選擇「不理解環保集點 APP 的核心

理念」，而政策行銷是政府與人民溝通的工具，若沒有將政策理念及目的很好的

傳達給民眾，表示政府沒有和民眾進行良好的溝通才無法將政策目標清楚且正確

地被民眾理解並執行，從這個基準點來看，政府在這項政策上的行銷成效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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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因此，無論從知道政策的民眾數量這個角度，或是將知道並使用的民眾數量

與前者相比的這個角度，都得出一個結論是目前該政策的政策行銷成效並不好。 

另外，透過社群媒體分析以及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出環保集點 APP 是會提高

民眾投入綠色消費的意願，民眾表達出因為認同政策理念、想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因此願意下載環保集點 APP 來使用，甚至更進一步願意把這個 APP 推薦給他人

使用，因為認為該 APP 可以達成環保行為。因此，若能提高環保集點 APP 的行

銷成效，將可以吸引更多人使用並落實綠色消費行為，將此概念推廣給更多民眾

實踐。 

 

貳、 政府與民眾對環保集點 APP認知不同 

從訪談結果與社群媒體留言及問卷調查結果中，政府官員及民眾雙方對於環

保集點 APP 的想法，可以發現兩者間有些差距。 

由於集點方式中有包括大眾交通運輸集點，再加上搭乘大眾交通運輸亦是綠

色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很多民眾會建議說應多利用捷運、公車的管道推廣環保集

點 APP，或是乘坐大眾運輸應多贈送點數以增加誘因集點，甚至有很多民眾認

為，政府設計環保集點 APP 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推廣大眾運輸以達到節能減碳、降

低產生空汙的來源。 

但是政府單位推出環保集點 APP 的宗旨是為了向民眾推廣綠色消費，他們

為注重購買環保產品進行集點的這個部分，希望民眾多購買貼有環保標章的產

品，並透過集點活動作為誘因，以消費金額代入算式換算成點數讓民眾可以在其

他地方做使用，更理想的情況就是讓民眾用於下次購買環保產品的優惠。因此，

在這部分政府也投入許多優惠活動，例如訪談中提及的假日購買環保電器，點數

十倍送的活動。 

而大眾運輸集點活動是政府為增加誘因，執行環保集點 APP 初期需要特別充

高下載人次以顯示該政策之績效，因此政府在一開始極力推廣。即使的確符合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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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生活的實踐，政府仍認為開放大眾運輸集點只是為了增加誘因，並非此政策的

核心宗旨，因此並沒有想要朝這個方向作行銷的動作或是與捷運、公車等大眾運

輸通路合作廣告。 

 在預期的行銷方向上，政府與民眾呈現明顯的分歧，民眾認為要積極在大眾

交通運輸這一塊多做行銷，然而政府並不想投入過多的行銷心力在上面，擔心模

糊焦點，仍將重心擺在推廣購買綠色產品。由此了解到，其實民眾及政府對於環

保集點 APP 的宗旨抱持不同的想法，認知不同。行銷就是一種溝通，政策行銷是

向政策利害關係人傳達政策理念的重要工具，呈現認知不同的結果表示政府與民

眾之間在環保集點 APP 上沒有進行良好且有效的溝通，在這個基準點上，政府在

環保集點 APP 上的政策行銷並不成功。 

 

參、 政府著重內部行銷，有經費才會進行外部行銷	

從次級資料收集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政府執行政策初期對於環保集點 APP 行

銷的努力，透過代言人、記者會、新聞、Youtube 廣告、Facebook 貼文等地方曝

光政策，能看見一些成效但是觸及率仍不高。時間拉到近幾年來看，發現對外的

行銷已經減少許多，除了 Facebook 貼文仍有持續更新集點活動的優惠外，其餘的

曝光幾乎沒有再看到。 

在訪談官員的過程中，了解到政府現今多採取內部行銷的方式，主要是想要

增加內部顧客的響應及參與環保集點 APP，因此主要行銷也是對內部政府官員進

行溝通，再擴及至對合作企業的內部員工進行行銷，讓合作企業的員工亦參與環

保集點 APP 的行列。問卷調查的結果中也的確有一位民眾表示知道環保集點

APP 是因為公司的總務部門進行推廣，應證 近政府的行銷管道。而針對外部行

銷的部分，受訪者表示主要是有經費才會進行投擲廣告等類型的行銷來增加政策

曝光度及觸及率，若沒有經費就會透過地方政府搭配一些環保活動的宣傳進行政

策行銷。 



doi:10.6342/NTU202100016

 

 91 

筆者認為內部行銷及外部行銷在執行上應是可以且必須並行的，不能忽視任

何一邊的行銷，若沒有對內做足夠行銷，政策執行起來將會事倍功半，無法說服

政策執行者本身，又如何說服被動接受的民眾端；若沒有對外做足夠行銷，政府

花費許多人力、心力、時間討論、提案、合法化直至可以執行的階段，內部人員

也足夠支持該政策，但卻因曝光不夠、觸及率不足，導致政策無法被目標群眾知

曉並響應，形同浪費。目前政府偏重內部行銷雖可以減少預算的花費，但是環保

集點 APP 本身觸及率及執行成效仍有不足之處，外部行銷仍應持續進行，否則如

前述所言，之前的投入將成為沈沒成本，省下了預算卻浪費了先前的投入。內部

行銷的對象比起該政策的實施對象範圍過於限縮，即使都成功推廣內部顧客使用

環保集點 APP，仍不及外部顧客的數量，因此，行銷目標仍應以政策的目標群眾

為主，內部行銷為輔，兩者間不應失衡。 

 

肆、 環保集點 APP本身誘因不足 

從問卷調查結果以及社群媒體分析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到許多民眾對於環保

集點 APP 的評價歸因於其本身誘因不足，因此政策行銷的曝光並未讓使用人次並

未呈比例成長。筆者認為誘因不足主要有幾個原因： 

 

一、 環保集點 APP 本身難以操作 

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不斷看到有民眾評論環保集點 APP 有幾項關鍵詞，其中

一個就是該 APP 很難用。首先，總是有民眾反應搭乘了大眾運輸卻沒有將相應的

點數進入系統中，編碼過的留言內容中，有 20%的民眾留言反應集點沒有即時更

新的問題。再者，APP 的操作上不太順暢，介面並不是非常靈敏。這個問題會讓

使用者對 APP 的好感度降低，欲使用 APP 的耐心也很容易消磨殆盡。 後，

APP 介面設計不太清楚。資訊的呈現並不是十分直觀，因此要查找該通路可以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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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的產品時需要耗費一些心力，若能將介面設計得更清楚易懂對使用者來說體驗

上可以更輕鬆。 

不過，受訪官員亦提及，環保集點 APP 是包裹在環保集點政策中的一個子項

目，因此對該 APP 的關注度及預算無法十分集中，針對這些 APP 的問題，環保

署也透過將 APP 改版的方式進行優化，亦有客服專線協助民眾處理，並不定期開

會討論民眾的回應及建議，期能在有限的人力及預算下，更正這些問題。 

 

二、 集點的吸引力下降 

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有些民眾表示對於集點行為無感，甚至有些人覺得十分

麻煩，還要再下載一個 APP 進行集點，筆者將諸多原因整理成以下三點： 

（一） 購買環保產品集點困難 

先前論述提及，環保署製作環保集點 APP 是希望推廣民眾綠色消費的行

為，以集點為誘因讓民眾進行綠色消費之餘，還能再透過點數兌換其他商品。

因此政府也著重綠色消費集點的推廣及行銷，加諸許多誘因，例如：假日點數

雙倍送等活動。但是購買環保產品的頻率並不是很高，家中的電器並不會時常

作更換或購買的動作，雖然增加集點的優惠，但是此方式集點較困難，再加上

點數皆有兩年的使用期限，誘因效果被打折。 

（二） 環保集點無誘因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出民眾知道環保集點 APP 但不使用的原因以對環

保或集點活動不感興趣為多，亦有一些民眾以文字表示集點活動麻煩，並不是

很想使用，顯示出環保集點 APP 對民眾不具需求性，因此沒有誘因下載。 

兌換商品等同於集點活動中的贈品，民眾也會評估當我付出時間心力集點

時，換取到的贈品是否有獨特性或是需求性。若不符合民眾的期望，則集點活

動就不具誘因讓民眾參與。再加入社群媒體中民眾的留言作討論，環保集點

APP 的兌換商品卻有很多負面評價提及品項少且僅能換到塑膠製品也不符合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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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宗旨。兌換商品多為合作店家的商品，不具獨特性，且為實踐綠色消費因此

參與的集點活動卻只能換取不環保的商品，不具需求性。 

（三） 民眾拒絕「蚊子 APP」 

政府曾有耗資千萬打造的院館，卻因沒人使用而被戲稱「蚊子館」，現在

政府力求數位轉型，花費許多經費製作 APP，亦被發現許多政府的 APP 的下

載人次過少、鮮少民眾使用而被戲稱為「蚊子 APP」，對使用者來說，下載了

APP 卻長期閒置不用也像是「蚊子 APP」的形象。 

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有位民眾表示不願意下載過多的 APP，因此對環保集

點 APP 不感興趣，且即使呈現豐富有趣的行銷內容都無法吸引他來下載該

APP。該位民眾提出來的想法亦讓筆者認為可能是部分民眾對環保集點 APP 的

想法，手機只想下載幾個常用的軟體即可，並不想下載過多無用的 APP 浪費

手機記憶體。 

 

伍、 機關首長對政策行銷的支持及方向有重大影響力	

本文於研究架構中的微觀環境分析中，引用吳定（2003）及魯炳炎（2007）

關於內部行銷注重的是機關首長的支持和機關成員的充分參與的說法。並從訪談

內容中，受訪科員對經歷過環保集點 APP 政策歷任署長的介紹，可以印證兩位學

者的論點—機關首長支持的重要性。 

每位署長皆對環保集點 APP 表達支持，才不會讓該立意良善的政策面臨中斷

的危機，而能持續至今。署長的職涯經歷影響其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想法有許多

不同之處，因此受訪科員在介紹歷任署長時，可以感受到不同署長的想法讓該

APP 的行銷方向也產生不同。 

魏署長在執行政策初期欲增加使用人次，提升政策績效，因此增加大眾運輸

集點的活動，吸引通勤族使用環保集點 APP。李署長的民代經歷著重人民參與的

活動以親近民眾，因此李署長在位期間舉辦了許多的環保活動讓民眾參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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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惜食餐廳作為兑點通路之一。環保活動的舉辦及惜食餐廳的增加讓環保集點

APP 豐富不少，既能達成綠色消費的目的，又增加民眾兑點的通路，讓參與者有

更多兑點的選擇。現任的張署長的行銷方向也與其經歷有關，公務員出身的張署

長做事仔細，其期許民眾由日常生活的小地方改變民眾的消費習慣，進而培養出

綠色消費行為。 

由此可以總結機關首長於政策行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影響到政策的執

行與否，亦可以轉換行銷的方向，機關首長的支持將有助於政策執行以及政策行

銷發展。 

 

陸、 理論回應 

本文著重討論環保集點 APP 的行銷管道及成效，對於政府在該政策的行銷管

道及推廣做了很多資料蒐集，也調查該政策在民眾之間的認知度及管道。比較前

人在環保政策上的政策行銷研究，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點進行理論回應： 

一、 政策行銷成功之因素 

如前文所述，本文研究結果顯示環保集點 APP 之政策行銷成效仍有進步空間

來提升，而根據陳耘盈（2002）於文中列出幾個政策行銷成功因素，包含行銷任

務具正當性、交換價值明確、產品特性符合消費者需求、完整的行銷通路、四面

八方的宣傳、公權力的使用、環保團體正向態度、上層支持以及行銷資訊系統運

用。以及黃俊英（2009）提及政府政策行銷成效不佳的原因：第一，由於公部門

收入來自預算的編纂而非服務對象的滿意度，因此改善產品或服務質量的誘因不

足；第二，政府在交換過程中受政治力影響的程度大於服務使用者，民眾的意見

可能影響不大或是易被忽視。基於上述期刊論文所提及的觀點，本文將這些因素

與環保集點 APP 進行對照，探討其中原因。 

環保集點 APP 符合行銷任務具正當性、完整的行銷通路、四面八方的宣傳以

及上層支持。為推廣綠色消費態度因而製作環保集點 APP，其行銷任務理應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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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透過次級資料的蒐集及訪談內容的呈現，環保集點 APP 的行銷通路及推廣

上十分多元，無論是傳統的行銷管道抑或是社群媒體上的曝光都有執行。 重要

的是，本文強調了機關首長對政策行銷執行的重要性，這部分在其他政策行銷的

相關論文中較少提及。透過與政府官員的訪談內容中，了解到機關首長對政策的

支持與否，對政策行銷的執行有很大的影響力。蘇偉業（2007）於文中提及政策

行銷的困境即是公部門的政治特性會使政策行銷欠缺延續性，並以限塑政策為

例。而環保集點 APP 雖經歷了幾任的首長更換，但這幾位首長皆對政策表達正向

態度，因此該政策才能延續至今。不僅如此，各首長對政策發展的偏好的不同，

在政策行銷上亦有一些不同的發展方向，也呼應了吳定（2003）及魯炳炎

（2007）的觀點。 

環保集點 APP 缺乏交換價值明確以及產品特性符合消費者需求，如前面所

述，政府與民眾對政策的核心理念認知有落差，這表示政府與民眾在溝通上不完

整致使交換價值不明確，政策價值未傳達清楚也說明該政策的行銷成效不好。還

有產品的部分，本文亦認為環保集點 APP 本身誘因不足，除了 APP 操作不太便

利外，其能兌換的產品及通路偏少，甚至有許多塑膠製品不符合綠色消費理念，

難以吸引民眾使用。在環保集點 APP 上交換價值不明確及產品不符合需求的原

因，政府官員提及經費需分配給營運、行銷及系統等各面向，因此可能造成政策

宗旨無法傳遞明確，產品或服務品質提升的速度較慢。除此之外，環保集點 APP

的製作外包給科技公司，想要改善產品或服務之缺陷亦存在可行性的問題。目前

成效不佳的原因皆符合期刊論文的觀點，政府應針對這幾點進行改善，提升政策

行銷成效。 

  



doi:10.6342/NTU202100016

 

 96 

二、 行銷模式 

現今進入 Web 2.0 的世代，傳遞資訊更加迅速及透明，溝通的方向也從單向

進入雙向溝通。除了政府在環保集點 APP 的網路行銷上做了很多努力，包括透過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的曝光及活動的推廣增加該政策的曝光度。民眾亦可透過

相同的平台分享資訊及表達看法。 

此結果結合了楊晴宇（2003）的研究結果，行銷方向採「由上而下」的方向

進行以及黃愛絜（2008）的研究建議，透過「由下而上」的公民會議作為行銷方

法之一，該政策可以透過社群媒體這個空間兼具「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

的行銷模式，不僅政府在社群媒體公布政策相關訊息，民眾也能在社群媒體上與

官方互動表達對政策的想法及溝通，或是分享政策消息至自己的朋友圈，作為政

策行銷的一部分。政府應多利用社群媒體這樣的管道改善交換價值不明確的問

題，向民眾釐清政策理念。 

另外，本研究也呼應了 Assaad and Gomez（2011）所述，網路及社群媒體行

銷並不能替代傳統行銷，而是作為獨特的補充行銷活動的管道。政府透過多元的

行銷管道，無論是傳統的新聞媒體，抑或是新世代的社群媒體上皆積極向民眾推

廣環保集點 APP，民眾在認知管道上雖然仍以新聞比例為高，但社群媒體的比例

亦與之相近。 

 

三、 政府推廣之重要性 

本節的研究結論中有提及，政府製作環保集點 APP 有助於推廣綠色消費態度

於民眾，可以提升民眾力行綠色消費態度。使用過 APP 的民眾在問卷中以及社群

媒體留言中都表達出支持環保集點 APP 的原因是認為其有助於提升環保行為的實

踐，而願意推薦環保集點 APP 的民眾大部分認為該 APP 可以達成環保行為。透

過各分析推論出環保集點 APP 對綠色消費推廣有其影響力，進一步可以了解到政

府在推廣綠色消費的重要性，呼應到許多文獻在研究結論中提出政府應落實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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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制定相關策略讓全民參與等建議（周秀蓉等，2014；曾倫崇、張永富、林

佳姿，2010；魏文欽、柯玉鳳，2008），由政府作為主導的角色，透過政策行銷

傳遞綠色消費概念，從日常生活中實踐及培養綠色消費行為，達成永續發展的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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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節提出一些針對環保集點 APP 的研究建議。首先，希望政府在政策行銷的

策略上做出市場區隔，讓行銷策略可以更有成效。再者，除了針對消費端的行

銷，政府也應持續向生產端行銷，鼓勵生產環保產品。接著，將民眾的建議轉為

行銷策略之一，期許政府能與合作廠商溝通並達成共識。 後提出幾項推力策略

供政府使用，在不多的經費下，將行銷成效可以發揮 大。 

 

壹、 行銷策略做出市場區隔	

經過研究發現，各年齡層有其偏好的接收資訊的管道，例如：新聞是各年齡

層都會接收資訊的管道、Facebook 及 Youtuber 推薦等多為年輕族群接收資訊的

管道。如前文所述，Thackeray et al.（2008）認為網路行銷需要做出市場區隔，

針對目標客群採取正確的行銷策略，才可以達成很好的行銷效果。政府亦可以根

據此論述，針對不同的目標客群採取不同的行銷策略，對標的人口敘述正確的故

事，才能吸引到民眾對產品內容產生興趣，增加政策行銷的成效。 

雖然綠色消費態度的推廣應該遍及全國民眾，不分年齡。但若是就環保集點

APP 而言，可以先將行銷的目標客群集中於 20 歲至 60 歲的民眾，對這些年齡層

的民眾來說，既有消費能力購買環保產品，亦對手機應用程式的掌握上較快上

手。設定目標客群後再對年齡層或是職業別等類別細分，設定不同的行銷策略，

例如：針對家庭主婦的客群可以透過量販店的宣傳、針對年輕族群可以與網紅合

作宣傳。妥善利用為數不多的經費，不要全數投入一個管道及內容，才能將政策

行銷成效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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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增加環保產品的生產，擴大供需市場	

從綠色消費的定義來看，其意涵包括生產過程及消費行為皆能遵守 5R「減

少污染（Reduce）、環保選購（Reevaluate）、重複使用（Reuse）、回收利用

（Recycle）、保護自然（Rescue）」原則。當有更多的環保產品被生產，表示環

保產品的普及度逐漸上升，民眾獲得環保產品變得更加容易，因此綠色消費態度

及行為的實踐也變得較容易達成，更靠近環保署制定綠色消費政策的初衷。除了

民眾消費端的支持讓環保集點 APP 該政策的績效提升，再加上生產端的配合及響

應綠色消費的相關政策，可以讓環保署針對綠色消費態度及行為實踐的這個目標

及宗旨更完美的達成及普及。 

政府除了針對民眾端的行銷及廣告以呼籲使用環保集點 APP，也要持續鼓勵

生產端的生產模式及產品朝向綠色、環保的方向走。目前政府透過環保標章的頒

發及政府會優先採購綠色產品的方式鼓勵生產端供給環保產品，並成立線上綠色

採購網讓民眾及私部門加入綠色消費的行列，擴大綠色產品的需求市場。政府針

對生產端有開設一些與環保相關的課程供企業參考及學習，例如環保材料介紹、

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等課程（中小企業綠色環保資訊網，2020）。除此之外，亦

可學習他國推動綠色生產的方式，例如歐盟在推動時考量透過以減稅為誘因，讓

企業願意投入綠色生產、日本舉辦了許多的研討會及展覽、編制產品資料庫等的

方式宣傳綠色產品及鼓勵相關利害關係人一同參與（劉蘭萍、陳雅馨、邱崇銘，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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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請合作廠商標示環保集點兌換專區	

在社群媒體留言分析中，負面評價的其中一項為「可兌換商品標示不清，難

以辨識」。民眾反應到兌換時由於沒有特別的標示哪些商品可以兌換，造成兌換

程序更加困難，本文認為除了改善此缺點，改善方法也可以成為行銷的一種方法

及管道。 

為讓民眾可以在兌換通路（便利商店、量販店）清楚看到可兌換及可集點的

商品，本文建議可與合作廠商溝通能否設立一個環保集點及兑點專區，並把相關

商品都放在專區中。清楚標明環保集點的相關商品，可以省去找尋及詢問的時

間。除此之外，設立環保集點及兑點專區也可以看作一種行銷手法，如可以附加

下載環保集點 APP 的 QR code 在旁邊，民眾路過時或許就會對環保集點產生好奇

並進一步了解環保集點 APP，成功將環保集點 APP 透過另一種行銷手法推廣出

去。 

本文建議設立環保集點及兑點專區除了可以解決民眾提出的困擾，降低環保

產品的兌換過於繁瑣，還可以作為行銷推廣之用。由於擺放專區的通路會設置在

便利商店及量販店，其每日的顧客量可以增加環保集點 APP 的觸及率。筆者認

為，政府可以嘗試與合作廠商溝通這部分的合作。 

 

肆、 使用推力（Nudge）增加行銷力度及效度	

推力發展出的政策哲學為自由家長主義，維護民眾的選擇自由，以引導而非

強迫的方式讓民眾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賴怡樺、林水波、陳敦源，

2018）。推力的概念發展多年，由於低成本、易執行的特色，啟發許多政府利用

此概念傳達政策，讓政策能成功發揮成效，提高政策執行率。 

Thaler、Sunstein 與 Baltz（2010）提出動機設定（incentives）、幫助個人理

解決策結果（understanding mappings: from choice to welfare）、預設選項（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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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給予回饋（give feedback）、避免可預期錯誤（expect error）、複雜選

項結構化（structure complex choice）等六種推力策略，筆者認為有些策略可以運

用至環保集點 APP，以下列點說明之。 

 

一、 幫助個人理解其決策結果 

將選擇與獲益之間的關係稱為映射（Mapping），如將選項圖像化或數字化

等較好理解的資訊供民眾選擇，方便民眾做決策。環保集點 APP 也可以帶入映射

的聯想，加入 APP 的設計中。當民眾成功集點，地球就變得更健康些，或是二氧

化碳的排放變少等等的聯想，讓民眾可以直覺想到，我的行為會帶給自身及環境

怎樣的好處，增加使用誘因。 

 

二、 提供預設選項 

針對政府的提議，為促使民眾願意做出選擇且選擇特定選項，其一有效方法

就是直接將該特定選項設為預設選項（賴怡樺、林水波、陳敦源，2018）。環保

集點 APP 可以投放操作 APP 的廣告，並在結尾加入立刻下載的畫面及連結。另

外，國外已有很多使用推力的案例皆是透過在網站投放政策廣告讓民眾選擇，提

問的不同以及預設選項皆讓結果出現與以往很大的歧異，表示這些推力行動有其

效用。 

以上策略本文認為在環保集點 APP 上有其可行性，因此在本段落作出建議。

若多加應用也可以幫助環保集點 APP 有更多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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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節講述本研究執行上的研究限制，並提供一些未來的研究建議，以下列點

說明之。 

 

壹、 研究限制 

本文研究目的是為了了解政府於推行環保集點 APP 時，政府的政策行銷作為

以及政策行銷帶來的成效。因此本文選擇推行即執行政策的環保署官員以及配合

環保集點活動的店家作為訪談對象，再加上該 APP 的目標客群應為全臺民眾，未

有將目標客群區分，因此本文的問卷發放也應將全臺民眾作為母體進行抽樣，然

而礙於研究時間有限、資料取得不易且耗費金錢過大，因此無法按統計規則進行

抽樣獲得龐大樣本數，改以 400 份問卷作為取樣目標， 終收集 483 份問卷。再

者，填答人數的區域分配無法控制在如實際人數的比例下。因此，本文在樣本對

母體的解釋上，有一定的限制性。 

另外，問卷調查的研究可能出現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意即選擇研

究對象時，受暴露因素影響導致選擇不平衡，因而傾向某些特定族群史研究效度

有減（尤芳忞，2002）。由於本文問卷的發放主要透過筆者之親友圈進行漣漪擴

散，雖然筆者希望可以觸及較多生活經驗不同的民眾提供的意見，也有在組成成

員多元的 Facebook 社團傳送問卷連結，但還是較容易收集與筆者生活圈重疊或是

理念相近的答案，無法避免選擇性偏誤的產生。 

由於研究時間及規模有限，無法深究所有導致目前政策行銷不彰的原因，除

了官員提及的經費因素還有其他執行困境外，可能還有其他因素，例如技術無法

實踐想法、沒有行銷相關專業的人員推動、公部門的層級節制特性等成為政府於

政策行銷上的阻力，因此本研究在解釋上有其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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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未來研究建議 

政策行銷理論雖然已經討論多年，其重要性仍不容忽視，政策行銷是政府與

民眾溝通的重要工具，幫助民眾理解政策宗旨及執行方式，提高政策執行的成

效。研究行銷的研究中多集中於觀光政策及地方節慶活動的運用，但如本文所關

注的環保集點 APP 這樣的鼓勵性質的政策，更需要政策行銷的運用，增加政策順

服度，期許未來研究可以將政策行銷研究多應用至其他類別之研究，且政策行銷

也因為科技進步、時代改變而可以加入不同元素，期能以本研究作為墊腳石，讓

未來的政策行銷理論加諸更多的面向做討論及分析。 

再者，前述研究限制有提及未能廣泛研究所有導致目前政策行銷成效不彰的

因素，期許未來研究可以更深入或是以不同角度探究其他影響政策行銷的因素，

讓政策行銷在環保集點 APP 上的探討更加全面及完整。並觀察環保署是否在該政

策上有任何的績效追蹤指標的建立，以呼應林博文（2009）及 Ananda et al. 

（2014）的建議。 

後，本研究基於技術限制，未能將問卷依照各區域比例獲得相應的問卷數

量，未來可以廣發問卷並加入更多的依變數探討民眾對於環保集點 APP 的想法，

問卷題目跟選項之設計可以技術及使用習慣作出區分進行更細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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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網路問卷題目	
 

1. 請問您是否知道環保集點 APP?  

�是  

�否（跳至第 13 題） 

2. 請問您從何種管道知道這個 APP? 

�新聞（文字、影片形式皆包含）  

�親友介紹  

�師長介紹  

�環保集點 APP 臉書粉專  

�環保集點 APP 官方 Youtube 頻道影片  

�Youtuber 影片推薦  

�名人推薦  

�部落格  

� 其他 

3. 請問是否有使用這個 APP? 

�有  

�沒有（跳至第 12 題）  

4. 請問您有使用過 APP 的何種功能？ （複選） 

�搭乘大眾運輸集點 

�購買環保產品集點 

�參與環保活動集點 

�環保商品兌換（通路：愛買、大潤發、全國電子、萊爾富、東森購物網及 7-

11） 

�綠色旅宿折價券、折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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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餐廳消費折抵 

�其他 

5. 集點功能評分（1 不滿意~5 滿意） 

6. 兌點功能評分（1 不滿意~5 滿意） 

7. 整體 APP 評分（1 不滿意~5 滿意） 

8. 請問您對該 APP 的評價為何？ （複選） 

�集點有趣又環保 

�可兌換商品少  

�可兌換通路少  

�可兌換商品多  

�可兌換通路多  

�兌換方便  

�兌換程序繁瑣  

�兌換方式不環保  

�集點不容易 

�集點容易 

�集點通路少 

�其他 

9. 請問您是否願意會推薦環保集點 APP？  

�是  

�否 

10. 推薦/不推薦的原因為何？（複選） 

�可以達成環保行為  

�喜歡集點  

�覺得 APP 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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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促進環保行為  

�集點誘因不足  

�覺得 APP 不好用  

�其他 

11. 分享您對環保集點 APP 的感想（選填）（跳至第 13 題） 

12. 請問您為何不使用環保集點 APP？（複選） 

�對環保或集點不感興趣  

�達不到環保行為實踐效果  

�不理解該 APP 核心理念  

�其他＿＿＿＿ 

13. 請問您認為政府機關可以利用哪些行銷管道提升該 APP 曝光度？（複選） 

�新聞  

�臉書粉專抽獎活動  

�與 youtuber 合作拍業配影片  

�請名人代言  

�社群媒體廣告投放（例如：臉書、Instagram 等） 

�其他＿＿＿＿ 

14. 請問什麼樣的內容會讓您對環保集點 APP 感興趣？（複選） 

�名人使用該 APP 體驗的影片或業配  

�youtuber 使用該 APP 體驗的影片或業配 

�電視廣告  

�廣告文宣品 

�社群媒體廣告（例如：臉書、Instagram 廣告等） 

�其他 

15. 性別  

�生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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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女 

�其他 

16. 年齡  

�15~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4 

�65 歲以上 

17.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 

18. 職業  

�軍/警/公/教人員  

�工商業人員 

�農林漁牧人員 

�家管 

�學生 

�無  

�其他＿＿＿＿＿ 

19. 生活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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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區域（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宜蘭縣） 

�中部區域（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部區域（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東部區域（花蓮縣、台東縣） 

�離島區域（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問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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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逐字稿	
 

壹、 環保署官員	

我：您好，王先生您好。我是臺灣大學的研究生，因為我目前在進行環保集點的

研究，所以想說有些問題想要跟您請教一下！因為我是用政策行銷這個理論去看

環保集點 APP，所以想問說目前環保署對於這個 APP 有沒有什麼行銷的策略？ 

A1：因為政策行銷這件事情，你也知道現在政府其實就是說他們在行銷工作上，

他們跟過去很不一樣。其實應該這樣講，我們行銷的並不是 APP 這件事情，因為

APP 它其實只是一個就是說我們要去使用點數的工具，所以主要的我們想要做的

事情並不是行銷這個 APP，我們是想要推廣大家去做綠色生活，或者你在消費這

個產品，這才是我們的目的。就是說因為我像我們的單位在推，就是他們環保標

籤等等環保產品。因為我們過去的一些行銷工具，就是說可能傳統來講可能是辦

一些宣導活動，後面就是說像智慧型裝置或者是網路這些，就是說現代化的資訊

的這些硬體都已經大致上完備之後，我們就想說是不是有可能推出一個類似變速

的這種方式去做對民眾更有立即的行銷，所以說我們才推出這個 APP。 

至於說他像我們一些行銷資源，可能廣告或者是一些總之就是廣告類型或者那個

部分，該怎麼樣就是我們有經費才做。沒有經費的話，我們在既有的資源，比如

說一些地方政府等等他們辦的宣導活動，讓他們去推廣。反正沒有錢的話，我們

就用身體去推，有經費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做一些比如說社群媒體比較細緻的一

些好的行銷操作，大概是這樣。 

 

我：了解！所以有常和一些環保團體來合作，就是宣導這樣的環保集點的活動？ 

A1：應該是說我們過去有和他們一起合作，但 近因為我們希望企業它本身對你

的員工去做綠色生活跟消費，所以 近也是比較常跟企業合作，對，像過去一兩

年我們確實有跟第一銀行做一些合作，當然他們員工加入的程度也蠻高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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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在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回應環保這件事情的話，他們就會在內部幫我們推一

下。  

 

我：所以目前是比較多跟企業來合作？ 

A1：對，因為我們希望他們的企業就是說推員工去加入，其實跟我們一樣，我們

也是希望說我們公家單位的員工先響應這件事情，我們過去先前推內部響應這件

事情，這樣我們自己都認同之後外部來幫我們去推廣，把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

的。我們希望企業他們推動就是說員工去響應。員工如果說都認同這些事情的

話，他們企業會比較願意去參加這樣。 

 

我：那就是在內部推的時候有遇到什麼困難，比如說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好像不太

想要用這樣子？ 

A1：也會啊～其實應該這樣講，因為這種點數工具這個部分畢竟它還是取決於市

場機制，因為它終究其實算是一個類似比較偏經濟形態的行銷工具，那他有些市

場機制在，那市場機制就是譬如說像我們一般的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你可能

不會用的人就是不會用。我再舉個例子，現在大家可能都有在用悠遊卡，大家可

能會覺得悠遊卡是一個全民、每個年齡層都有。可是當初他們推悠遊卡其實也是

花很多心力，比如說像比較年長的長者，他們可能推跟市政府結合一些老人的福

利措施，比如說每個月有 60 次的公車搭乘優惠，老人家才會去用悠遊卡。如果

說他都沒有做這些政策上面的綁定跟結合的話，其實悠遊卡，我在想終究可能還

是屬於比較年輕族群在用。 

所以我們在推的時候有看到這件事情，就是說喜歡他的特定族群，就好比說真的

有比較喜歡環保、綠色的這種族群會喜歡，可是對這個沒有感覺的，就覺得說怎

麼可以換的東西這麼少？為什麼只有環保的東西可以換這樣子？…其實都有不同

的聲音。當然我們也知道說，如果要讓這個東西可以更快速推廣出去的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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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把環保、綠色的東西做一定程度的放寬，可是我們畢竟還是有一個政策理

念，就我們目前來講不打算去放寬。我們希望「綠進綠出」，就是你集到點數的

來源是綠色的，或是你換到的東西，不管是商品還是行為是綠色的。我們知道有

些聲音就是說對於一些的限制不太滿意，但是我們目前來講不打算放寬的，希望

還是有一些政策目的。  

 

我：我現在也有看到很多可能像你剛剛說的有很常比較跟企業合作，比如說點數

有比較多倍的送這樣子。那是想知道說這樣子的，集點的活動的更新，這樣子是

不是有增加民眾的使用，就是增加很多人來可能載 APP 這樣子，有這樣的感覺

嗎？ 

A1：我們集點的來源是大概有三個部分，一個是大眾運輸集點，第二部分是環保

的、綠色的消費，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比如說參加一些環保的活動。我們第一個部

分大眾運輸集點，那個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應該是說當然我們會希望說鼓勵大家

去搭大眾運輸，但是其實就整個政策來講，不要講我們點數了，可能像是一些縣

市政府的補貼或者是中央的大眾運輸上面的補貼，其實他們還是會做這個補貼，

可是做這個補貼下去，其實對於實際上行為的改變來講，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因

為坦白講大眾運輸票價在臺灣我自己是認為過於便宜，所以比如說你搭公車，你

五塊變 13 塊變 12 塊，可能他今天優惠沒有了，你可能就是和新聞媒體跟著一起

罵，可是其實不會改變。你平常需要搭公車你還是會搭，那不需要搭公車你習慣

騎摩托車還是會騎，所以並不會因為這三塊錢改變什麼。所以我們當初的想法是

說從大眾運輸的，他如果有搭」大眾運輸，從他到那個時候他其實每天都會搭的

話，還可以很容易集到點數。但這個點數我們目前來講沒有讓他回去用在大眾運

輸，希望說他來在我們的綠色生活或者是說環境教育的場所，這些綠色生活的一

些費用的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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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這個前提下，我們就是在綠色消費部分去做一些點數的加碼和加倍，讓他

更…應該是說我們其實送的算大方，以回饋比例來講說我們算大方，所以我們的

使用比率，我們是沒有太多的前後對照資料拉，但是我們點數使用的比率其實很

高，大概將近 4 成。就是說集點的，比如說集點可能是我們總體假設有一千萬點

好了，那我們來兌換來使用點數的就有 400 萬點，其實一般市場上大概是

10%...10%左右，其他的點數都是新的。  

市場上大概是這樣，我們有做到 4 成就是因為我們其實不管是點數的蒐集跟使

用…其實都算做得蠻大方，包括就是說像當初全國電子他們上線的時候，他們其

實第一個月我們的業績比悠遊卡其實還要來的好，對要我們就環保電器的部分，

其實我們送的點數它的價值只要是六日 10 倍送這個時間點去買的話，我們會送

到大概價值也是 2000 塊左右的點數，大概是這樣。  

 

我：剛剛有提到全國電子，其實我蠻好奇說這些企業他們是怎麼來加入這個

APP？ 

A1：是這樣，這件事情我們其實就公家的說法會是這樣，就是說我們一定會發公

文下去，把公文下去通知，比如說工會或者是企業，邀請他們來參加。其實像全

國電子他們這種本土企業，或者是說當初像大潤發，就是說其實他們是蠻喜歡跟

政府做活動的發商，所以他們就會來跟我們來詢問做他到底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個實話就是說，我們這個機制其實它本身就是可以看成是一個

環保的支付工具，所以支付工具這件事情其實對企業來講，它不是像過去的那種

一次性活動，辦記者會，然後擺個攤位就結束了，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是一個

長期合作。所以長期合作來講，它的門檻或者說它考量的一些關鍵點就是比較

多。 所以其實我們的通路目前來講它增加速度沒有那麼快，是這個原因。 

當然後來就是說像便利商店這一塊，然後萊爾富…大概他們的加入也是說也是我

們可能每年不斷的邀請，然後他們才會來瞭解之後，其實我們有我們就這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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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數的回饋來講，有給他們一定的利潤，他們也有看到一些利潤，他們也知

道說做這是一個方法，所以這兩件事情的平衡點，他們可以接受的時候，他們就

會來參加。一般大概我們對企業的邀請是這樣的。 

因為企業的合作就像我剛剛講的，有這種營業面的合作跟員工推廣，你的員工推

廣其實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們目前來講，跟一些業界合作會先從每個

員工推廣來跟他們去做一些說明這樣子。  

 

我： 後一個是想要瞭解說是因為推這個 APP 一開始是李應元署長，然後接下來

有在更換行政首長，然後不知道在對這個政策執行有什麼樣的變化？ 

A1：應該是說一開始其實 原始剛開始推出來的時候其實不是李應元署長，其實

是魏國彥署長，所以從魏署長然後到李署長，然後到現在張署長，其實他們…應

該這樣講，我們這種業務其實它並不是污染管制面的事情，因為污染管制面其實

他要對一些比如說利害相關者，他要有做非常多的考量，所以可能每個署長的想

法不一樣，但是對於我們這種推廣面的，它其實單純的就是說我們希望翻到的利

基上去給群眾好處，所以這種業務其實每個首長都蠻喜歡的，所以其實他們只是

對於一些細部的想法不一樣，但是大方向是一樣，就是希望說通過這個政策，然

後帶給民眾一些就是環保上面的好處。 

後我大概講一下三位組長的狀況。第一個我們一開始在推的時候是魏國彥魏署

長，他想法是說他希望因為他算是要把這個制度推上去，所以他希望一開始大家

拿到很多點數，拿到了點數就會去換東西，所以他一開始比較注重的就是說大家

搭大眾運輸這個比較厲害的交通工具，他可以去拿到點數，那拿到點數後再來換

環保產品，也就是說可能從不會去開始推再推到全國，一開始魏署長的想法就這

樣，他比較從實體面的邏輯性去看。  

第二位組長是李應元署長，因為他是民代出身的，所以他本身比較有那種…反正

只要是跟民眾有關的一些活動，比如說那時候我們推的惜食餐廳…比較有一些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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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互動或是意義的這些活動或者是淨灘活動這種，他一次想要就是說全國一起

來響應這樣。所以當時我們對環保活動有做了蠻多的擴展。所以其實李應元署長

也是這樣的想法，就是說希望東西多跟民眾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環保的生活方

面的…拓展跟接觸。  

我們現在這位張署長，就是說他其實是我們從公務員基層出身的。他其實是比較

務實的…就是說過去我們環保的推了一些的分類…特色分類資源回收或者是比較

小的事情，他希望說從教育這個方面去著手，就是說我們更希望用點數做一些更

有意義的事情，哪怕是一些小小的行為別人改變，比如說我們去便利商店買咖

啡，我們現在用我們點數換，我們用環保杯去換。希望用點數帶給他這個行為小

小的一些改變。所以就是說從教育內容。 

所以三位署長的主張，其實大方向都一樣，想要當這個點數作為民眾綠色生活的

一些利基和好處，但是細節部分他們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想法。歷經三位署長對

我們的環保集點其實都蠻支持的這樣子。  

 

我：好，謝謝，我大概問題是這樣子跟您請教，如果有問題的話，可能再打電話

來詢問您一下，真的很非常謝謝您，不好意思打擾您那麼久，謝謝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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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合作店家一：全國電子	

我：你好，我是臺灣大學的研究生，然後我現在在做環保集點的研究，所以有兩

個問題想要請教貴公司，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B1：你說說看！ 

 

我：好。不好意思，因為我研究就是需要打逐字稿，不知道這段對話有沒有辦法

錄音？ 

B1：因為我還不知道你的方向…就是為何不就直接問環保集點辦公室？ 

 

我：是，我剛剛有詢問過，然後合作店家的想法我也想要瞭解，所以剛剛跟政府

打完電話，然後想要來請教您這樣子。 

B1：好，原則上我如果不方便，我就跟你講不方便，這樣沒有問題吧。  

 

我：好，不好意思就打擾您了，我想詢問貴公司當初就是加入環保集點的原因，

這個可以請教一下？ 

B1：環保集點，他主要的是在講綠色消費跟對地球是可以有幫助的。然後基於共

進社會的一份子作為這個部分，我們覺得這是應該要加入的。對，主要就是環保

署他對環保集點就是鼓勵綠色消費循環嘛！然後減少對地球的一些損害，所以本

來就是世界潮流、世界趨勢。  

 

我：那在加入成為合作店家之後，這些綠色商品環保商品是不是真的銷售量有變

多，或是想要詢問說是不是有很多民眾來使用環保集點？  

B1：環保節能其實都是趨勢，然後我相信這個是在很多不管是公部門或者是各部

門，他們可能比如說這些環保企業又或者是節能減碳很多的訊息的大家共同努力

之下，您剛剛講到就是說綠色產品會因為這樣的銷售有很多集點的這個詢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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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有一定的程度的影響，但是我沒有辦法去表述說他這是絕對，因為我也沒有

這種數字， 

 

我：喔～公司沒有這樣的數字…… 

B1：對，但是是成長的，大家的關注是多的，你說對商品的銷售大概也是有正向

的、新的影響。 

 

我：瞭解！那…再 後一個想問說加入環保集點之後，貴公司不知道對這個 APP

有做行銷的宣傳嗎？還是？ 

B1： App 是環保集點的 APP 嗎？ 

我：對！ 

B1：我們會不定期做一些曝光跟宣傳會，比如說可能是店頭為主，目前還是以店

頭為主。民眾到我們門市去的時候，他只要購買綠色商品是想要採購這一方面，

透過門市現場人員去說明這個部分，如果下載的話有環保的…像週末有環保點數

10 倍送，這樣的優惠活動這樣 

 

我：好，瞭解！那就是以上這些問題這樣子，謝謝打擾您了，拜拜。  

  



doi:10.6342/NTU202100016

 

 127 

參、 合作店家二：書屋花甲	

我：如何成為環保集點的合作廠商？ 

B2：環保集點好像是是什麼時候？07？17 年的時候才開始使用了。是那時候我

記得是他們的前身也是一個綠色的活動…與綠色相關的。那時候在找尋所謂的綠

色店家，是因為所謂的綠色店家可能就是要永續或者有機這類型的，因為我們是

在做所謂的續食，也就是剩食再利用這一點，所以環保集點他們就找到我們，然

後就跟我們洽談說是不是有這個機會可以參與集點的活動。 

 

問：想要加入的原因是什麼？ 

B2：會想要加入的原因是當時是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就是消費者

只要去坐大眾交通工具就可以集點，點數的話其實就是可以換我們所謂的產品，

這個產品就對於定價來講，其實他只能等比例的兌換了，消費者用多少的點數去

換，環保集點也會同樣付給我們多少錢，所以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推廣，然後也是

一個蠻不錯的方式的一個管道，所以就會選擇合作。 

 

我：加入之後，對於環保集點這個活動有什麼樣的推廣？ 

B2：推廣的話…一開始的話有，因為其實他一開始辦活動的時候，一直到現在都

有，只要環保集點他們有辦一些新的活動的時候，他們都會有…跟我們會合作我

們所謂的剩食餐盒，我們用比如說是醜蔬果去做成的蛋糕麵包、去重新做料理的

時候，他們就會一樣就是將這個餐盒，比如說給記者朋友們他們享用這樣子，那

以後去他們都會有一些回饋，可能記者想要再來瞭解這一塊，這樣子，對是會有

的。 

 

我：比如說加入之後，有覺得說有還蠻多民眾來使用綠色集點來兌換之類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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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有慕名而來的，但你說我覺得會比較常用…應該也就是這一年多，從去年開

始比較…真的比較常多人來用，剛開始推出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不太知道這個活

動。因為其實我覺得環保署在推廣這一塊…沒有推廣的很好嗎？也不能這麼說，

但是確實我覺得是有在發摟所謂的綠色消費這一個領域的人，他們是都會用，尤

其也有很多是公務員，我覺得可能是在內部，他們在內部來推廣就比較好。所以

我們確實遇到很多是公務員，他們因為都是上下班用集點，所以他們是真的會來

這邊兌換，但是一般的消費者我覺得是比較偏少數的。可能在因為我覺得它 大

的一個曝光應該是要在捷運，是因為它就是主打說你只要坐大眾交通工具都可以

集點，可是你去看捷運或者是公車比較少推廣，你看到可能是什麼？另外的集點

的活動。但是我覺得那個是一個主要應該是要去推廣，因為其實對消費者來講他

們是免錢的，所以應該要在這種平臺上推廣就會更有利。真的會有人來用，只是

會少數，然後還有加上是有用的話，也是很多都是蠻常來的，就是可能他兩三個

月就又來一次，因為他可能又累積到了，他就可以這樣用。 

 

我：這邊的常客之類的比較才會使用。  

B2：對！ 

 

我：因為我看到外面有貼的（傳單），會有因為（傳單）然後就有人來問說請問

這是什麼嗎？ 

B2：這個比較沒有，但是會有是本身在用的會員，他看到這個活動來這邊，比較

不會是看到這個活動之後才加入會員，他們都是已有會員才會用！ 

 

我：之前…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就是說有…記者會是找你們一起曝光活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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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算是，因為環保集點他們會有一些比如說講座或者是餐會和記者會的時候，

他一樣都想要使用所謂的一些綠色的餐盒，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在配合，所

以說他們就會先想到我們，然後邀請我們去做這次的餐盒這樣。 

 

我：了解！大概想要請教這些問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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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社群媒體分析編碼	
  
C. Facebook 粉絲專頁評論 
（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pg/Greensetpoint/reviews/?ref=page_internal） 
編號 評論內容 日期 評分 
C1 存了好多點!!!!可以換很多咖啡~~ 

規定要用環保杯購買我覺得很好 XD 如果 7-11 也可

以直接兌換電子條碼不列印小白單就更好了，如果可

行的話拜託小編溝通看看~~~~萬分感謝 

2020/
04/24 

推薦 

C2 可以對換商品，用悠遊卡搭乘捷運 2020/
04/22 

推薦 

C3 鼓勵坐大眾交通工具~也省掉找停車位 2020/
01/05 

推薦 

C4 搭大眾工具能集點還能換東西~ 
雖然頁面沒有以前方便但依然值得使用 

2019/
12/30 

推薦 

C5 愛地球，人人作環保，好處多多 2019/
11/10 

推薦 

C6 環保雖然麻煩，但是的確減輕了人的隱藏生活壓力 2019/
11/09 

推薦 

C7 搭大眾運輸工具賺點數，對搭車的通勤族來說真的非

常實用。 
2019/
11/02 

推薦 

C8 愛護地球環境，人人有則 2019/
10/24 

推薦 

C9 用心環保運動享有綠色生活 2019/
10/23 

推薦 

C10 參與環保活動及搭公車都可集點，點數可以兌換 711
咖啡 

2019/
10/15 

推薦 

C11 是推廣綠色環保消費的好朋友。 2019/
04/24 

推薦 

C12 可以集點，重要的是，養成環保的概念 2019/
04/08 

推薦 

C13 環保救地球又可免費換東西 2019/
04/03 

推薦 

C14 又做環保又提供知識與優惠... 2019/
03/28 

推薦 



doi:10.6342/NTU202100016

 

 131 

C15 大家一起愛台灣土地。 2019/
03/08 

推薦 

C16 環保集點享回饋，大家一起愛地球！ 2019/
02/28 

推薦 

C17 希望兌換的號碼可以掃電子條碼就好 打一堆條碼真

的很方便 
2019/
02/20 

推薦 

C18 減少垃圾污染，珍惜下一代。 2019/
02/02 

推薦 

C19 坐車兼環保，還可以兌換小禮品 2019/
01/18 

推薦 

C20 第一次兑點，是小確幸，很開心，可是印了兌換卷，

店家卻沒有商品，店員說此商品很少進貨只能去其他

家一家ㄧ家問，好想哭！ 
可以改成 app 直接扣點嗎？？環保集點環保兌換會更

棒喔👍👍👏👏 

2018/
12/31 

推薦 

C21 好集點 方便 
缺點是換禮不能直接電子兌換 
需列印紙張，有點不環保。 

2018/
12/24 

推薦 

C22 您好，我也認為 點數直接轉換成悠遊卡/一卡通儲值

金 才是真正實用且環保的作法。 

因為「綠進綠出」的精神，其實跟「不過度消費」、

「分辨想要/需要」等觀念相抵觸。 

當環保綠點限制了兌點通路，大家也只能往這些並不

完全符合自身需求的方向消費， 
中間過程除想必多了不少原本不會出現的熱感應紙、

紙盒、鋁箔包、寶特瓶、塑膠包裝等等垃圾。 

如果非堅持「綠進綠出」不可，建議考慮折抵台鐵、

高鐵的票價看看，例如訂票時輸入優惠序號的作法。 

2018/
12/04 

推薦 

C22-
1 

或者說，民眾先刷了悠遊卡/一卡通後，再將綠色消費

部分登錄，以綠點兌換回饋金，回饋金則直接進帳悠

遊卡/一卡通 

2018/
12/04 

推薦 

C23 享有能源，預防氣候暖化！ 2018/
11/18 

推薦 

C24 環保集點用在食衣住行是很好的作法，對於不重視環

保的人還是不少..要有一點點利益人才會重視..環保集

點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惜食餐廳並非是全臺都

2018/
11/06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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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住嘉義市就沒有..希望以後能全臺增設多一點..
讓更多人有意願使用它..讓環保意識普遍化。 

C25 建議可利用 app 換取商品券，換取品項會存放於 app
裝置中，到超商換取時打開商品券頁面(有商品條碼)
讓店員掃描即可兌換，目前 uupon 是這樣的兌換方式 

雖然可換商品很多，至少可先從超商慢慢著手，畢竟

超商可換商品比較方便，因為列印兌換券比超商代繳

的單據大很多，且材質又屬不可回收 

之前換了同品項商品 6 份，就列印了 6 張，除非可集

中在 1 張一次兌換.... 

2018/
08/28 

推薦 

C26 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除了響應環保之外，還能集點

換商品真的很好，但是能兌換的商品不是很多，應該

還可以再增加，像豆漿只能兌換有糖而不能兌換無

糖，希望可以改進，此外，搭乘捷運上下班，這個月

16 號之後的點數都有進來，惟獨 14 及 15 號的點數還

沒進來，麻煩小編幫我查詢，謝謝 

2018/
08/26 

推薦 

C27 兌換商品可以都轉成電子優惠劵 可以方便兌換和方

便查詢可兌換商品 減少浪費列印的紙張 
2018/
07/13 

推薦 

C28 請問點數是否有期限？ 2018/
06/22 

推薦/5
顆星 

C28-
1 

有機會在網站或 APP 上，加上查詢點數期限的功能

嗎？ 
2018/
06/22 

推薦/5
顆星 

C29 請問機場捷運發售的回數票也能納入環保集點的範圍

嗎？ 
2018/
05/24 

不推

薦 
C30 做環保還能集點換東西。。。身為台北市環保局一員

的我。。。怎麼可以不參加＋分享。。。^ω^^ω^^ω^ 
2018/
05/23 

推薦/5
顆星 

C31 有環保的精神，但還需要改進。去了兩趟台糖發現只

有泡麵和基改的油可以換，環保人士應該不會想換

吧! 其他沒進貨。去了便利商店，換瓶裝飲料，一點

也不環保。上了東森購物，看來看去只有垃圾袋或瓶

裝水，一點也不環保，其他的悶燒罐、瓶裝的洗劑，

還有更環保的方式可購買，瓶子回充、或垃圾量較少

的洗衣粉，為了減低排碳量。結論是，不換 環保。

這裡減一些碳，那我就可以那裡多排一點碳。 

建議做法: 點數可變成悠遊卡儲值金。 

2018/
05/22 

不推

薦 

C32 因為通勤上下班有這樣的附加活動很好,在高雄愛買、

大潤發、台糖賣場據點比較少,個人通常都是換超商

2018/
04/20 

推薦/4
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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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每次都要印小白單,一次選擇五個印五張一樣的

內容,畢竟感熱紙是不能回收的東西,可以減少集成一

張上面顯示 x5 之類,如果能直接手機顯示條碼折扣會

更好,當然品項能再更多會更優。 
C33 以後增加新卡號要附上切結書+ 新卡號相片, 然後工

作人員會幫忙登錄 這樣不是增加工作人員的工作量

嗎? 要對方一筆一筆幫忙登錄. 如果很多人要登錄. 
客服人員不就忙死了? 為什麼要把簡單的事搞得這麼

複雜? 定規則的人不是執行的人. 不懂員工的辛苦. 

2018/
04/19 

1 顆星 

C34 請問使用捷運定期月票，是不是就不能集點了？ 2018/
04/16 

推薦/4
顆星 

C35 請問一下 之後的悠遊卡 1280 月票會算是特殊票種而

無法拿到點數嗎 
2018/
04/10 

推薦 

C36 搭乘大眾運輸為必須，還能有額外的回饋很棒，雖然

可兌換品項較侷限，但有慢慢新增。近期發現 APP
修好且改版了，更方便查詢對照，有問題時人員都積

極處理，感受到團隊很用心！ 

2018/
03/14 

推薦 

C37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集點數換商品，真的很方便！^^ 2018/
03/10 

推薦 

C38 我想請問一下 我登錄了 悠遊卡 跟 HAPPY CARD 
都可以用 但是我在登錄綁定大潤發卡片時 卻一直出

現- 並未將物件參考設定為物件的執行個體。 請問

我該怎麼處理呢? 我去大潤發 問 他們工作人員說他

們卡片沒問題 要我詢問你們 

2018/
03/03 

不推

薦 

C39 以後搭免費公車都沒有點數了 
我覺得不行 

2018/
03/03 

不推

薦 
C40 點數可以直接轉成悠遊卡或一卡通儲值金嗎鼓勵搭乘

大眾運輸，或是兌換專用垃圾袋～現在提供的商品除

了品項少之外，譬如鋁箔包飲料或是瓶裝水都不是那

麼環保啊 

2018/
02/26 

3 顆星 

C40-
1 

環保集點立意是好的,但是仍覺得商品過少,兌換商家

更少,如此一來,不只降低民眾參與綠消的意願,甚至覺

得可有可無。 
除了推廣民眾綠色消費外，政府同時應想辦法讓廠商

申請綠標，商品更多樣，雙管齊下，才能有更好的成

效。 
還有希望網頁維修之前可以事先公告,不然想註冊的民

眾當下無法使用,會覺得 APP 不夠好,而放棄使用。 

2018/
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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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APP 故障很久，去愛買想換折價卷店家也說連不上

去，找不到資料，請儘速處理，不然完全沒有環保集

點的意義 

2018/
02/12 

1 顆星 

C42 覺得立意良善，但兌換超級麻煩，根本搞不清楚哪些

商品屬於綠能商品，明明寫著「統 x 系列商品」可以

兌換，結果買瓶豆漿 ml 數不同的不能，也不是全部

的統 x 商品都能換。徒增消費者與店家困擾。 

2018/
01/27 

不推

薦 

C43 活動很好 但希望以後也可以多一些十倍送的活動 不

然可能很辛苦收集 半年還換不到一瓶洗碗精 就會失

去積點的目標 不然是否可以將比較高點數的産品 降

低一點標凖 謝謝 

2018/
01/19 

推薦 

C44 對於環保集點，我從第一年開始搭火車 高捷 高雄市

公車來說，點數是真的只適合遠途的民眾使用，一般

大眾使用的真的有限，既然是強調搭乘交通運輸的做

法 請擴及到民間的計程單位 

建議修正這樣的機制，並多與民間單位達成共識(=>
增列不同的商家及商品的折換選擇)；並針對換點機

制進行調整(=>以 100 點折合 1 元來說 真的太少 基

本至少折到 5-10 元才符合目前的消費機制) 

也請轉告貴單位大家長 請跨部會協商 並提出配套機

制 

而非只有喊出口號說要改善空氣品質而已 

2018/
01/05 

3 顆星 

C45 11 月加入至今，有多筆搭乘客運的點數都未進帳，不

知是為何，難道不是所有客運都有加入集點嗎？ 
2017/
12/17 

不推

薦 
C46 點數很久都沒進來，效率有點差，打給客服態度也不

是很好，說官網有寫顯得不耐煩，請多加油，就是不

清楚才詢問。 

2017/
12/08 

1 顆星 

C47 11/24 使用了悠遊卡搭乘公車，至今點數一直還沒有

進入，更之前忘了是什麼時間也使用悠遊卡搭車，也

都是沒有點數 

2017/
12/05 

不推

薦 

C48 想問～大眾交通的累積方式是以計費為主 
但像台中的部分就會有一定里程內的免費 
因為沒有花錢所以無法累點 
可明明我們也是認真在進行環保行動的人 
這樣很讓人難過� 
有可能換成里程計費之類的集點方式嗎 

2017/
11/25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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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非常感謝你們寫的程式和進行的企劃 
讓更多人響應環保 
也讓我們可以從中挖掘更多小確幸 

C49 高雄的 ARM 回收機不是可以集點嗎？為什麼上個月

(10 月 8 日)的點數都沒進來，大眾運輸工具的都有進

來，是哪出問題了？ 

2017/
11/11 

不推

薦 

C50 大家一起做環保為良好的居住環境盡力 2017/
11/11 

推薦 

C51 點數換什麼呢？ 普遍到 ibon 查詢，舉例來說，豆漿

一盒定價一樣是 20，卻只有高糖的選擇！ 
環保雖不等於健康，但換的東西卻一點也沒有節能減

碳意義。只不過是折抵現金而設的一堆商品，上架沒

有良善的組織結構，如何搜尋。 
商品必須要有意義啊！支持優良品質製造商的原則

呢？ 

2017/
10/31 

不推

薦 

C52 但是通路並不會明顯標售是綠能商品。所以換的時候

很麻煩。 
2017/
03/27 

推薦/4
顆星 

C53 讚,很棒的 App，增加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的意願 2017/
03/05 

推薦 

C54 讚！環保集點！方便集點！ 2017/
03/01 

5 顆星 

C55 希望能堅持下去，台灣的環境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 2017/
01/12 

推薦 

C56 如果能夠在通路上或商品上有標明屬於環保集點商品

就更好了 
2016/
12/28 

推薦 

C57 立意良善的制度，讓實踐環保更加簡單！ 2016/
10/27 

5 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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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Youtube 影片留言 
台客劇場》環保旅行除了地球好康，自己也好康！（觀看次數：275,023，喜歡：

6451，不喜歡：83，留言數：257） 
輕鬆成為人品大爆發的人氣王！(蔡阿嘎 X 環保集點) （觀看次數：229,120，喜

歡：1661，不喜歡：32，留言數：69） 
 

編碼 留言內容 留言處 
D1 希望台灣能有更多環保旅館 希望台灣人能有更多環保意識 外國有很

多旅館 是不會提供拋棄式牙刷的 台灣這裡幾乎所有住宿都有一次性

洗漱用品 主要還是希望人民能夠主動實行，改變習慣，出門旅行都

自備牙刷等，減少使用一次性的洗漱用品 

臺客劇場 

D2 很喜歡你的影片，因為環保會有點不方便，但因為這些不方便，反而

更能幫助到地球😊😊😊 
臺客劇場 

D3 環保有意義的業配 !! 難得業配影片看兩次以上!!!!! 臺客劇場 

D4 很棒的環保集點活動。想不到通勤族，也能享有這樣的好康。 臺客劇場 

D5 導演業配的東西當然要立刻手刀下載 臺客劇場 

D6 看完你的影片立刻去下載環保集點😂而且看到你跟你太太業配擊掌時

覺得太可愛了哈哈哈 
臺客劇場 

D7 我要抱抱也太可愛😂😂😂😂 看了馬上下載 App 馬上來集點！！！ 臺客劇場 

D8 願台灣飯店能夠多一些環保的飯店 臺客劇場 

D9 已響應！妹妹超可愛😍 臺客劇場 

D10 看完馬上載 臺客劇場 

D11 很棒的環保集點活動！ 臺客劇場 

D12 很棒的業配，我也想去住這個環保飯店 臺客劇場 

D13 這業配太讚了，秒下載綁定 3 種卡片 臺客劇場 

D14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臺客劇場 

D15 台客代言環保好讚! 覺得你堅持的很有態度，可以加入你們團隊

嗎?(滿腔熱血無處噴發) 
臺客劇場 

D16 好棒的主題 ！好棒的旅館 ！好棒的業配 ！ 臺客劇場 

D17 好讚啊集點蠻吸引人的👍 臺客劇場 

D18 我住台北就好了，我這裡的環保人士是少之又少。我每次出去別人都

會覺得我很麻煩。 
臺客劇場 

D19 那 app 我有用 基本上都是塑膠製品 只有少數是比較環保的 臺客劇場 

D20 我們生態旅遊的期中考作業，不管是餐廳或是飯店，都是要找和環保

有關的，謝謝台客劇場讓我有更深刻的了解！！ 
臺客劇場 

D21 台灣資源有限 需要政府更大力推動這些環保的設備！ 臺客劇場 

D22 我現在才發現 哭哭 政府沒有推動還是我都沒注意 臺客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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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 我第一次聽到環保集點 臺客劇場 

D24 真的很酷欸～還有環保集點這種東西，還有開冷氣所排放的廢熱能竟

然可以用「熱泵」這種技術來反利用能源，真的讓我大開眼界耶 
臺客劇場 

D25 申辦成功 立刻使用!!! 臺客劇場 

D26 馬上下載 臺客劇場 

D27 台客愛環保,我也要成為環保台客 臺客劇場 

D28 如果旅館備品不用折抵到住宿費 應該會很多人響應 臺客劇場 

D29 我也有這 APP 搭大眾交通運輸超好用!! 臺客劇場 

D30 看到你帶環保餐具沒有看到牙刷那些以為你沒有拍到而已 原來是忘

記帶😂 在去韓國以前都會想牙刷那些飯店 名宿有提供不用帶 後來

去韓國上網做功課發現韓國基本都是環保的不提供牙刷那些要自備開

始覺得麻煩 後來習慣就好 只要出去一定帶 看了你的製造垃圾也開

始檢討自己 看自己一週用多少垃圾 ，在會監視狀況下減少很多垃

圾，也會不拿塑膠袋那些 你的影片真的很棒👍 

臺客劇場 

D31 我下載了!!! 臺客劇場 

D32 我要跟進！我要愛地球！我要環保！ 臺客劇場 

D33 這業配很棒，立馬下載 app 謝謝台客!! 臺客劇場 

D34 手刀下載 臺客劇場 

D35 只有我發現那些飲料不環保嗎 哈哈哈 蔡阿嘎 
D36 額 好像沒環保到 蔡阿嘎 

D37 環保愛地球 蔡阿嘎 

D38 很早就在使用了呢! 蔡阿嘎 

D39 已下載 蔡阿嘎 

D40 裝了裝了！ 蔡阿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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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TT 文章留言區 

文章一：[情報] 環保集點

https://www.ptt.cc/bbs/Lifeismoney/M.1487401238.A.D90.html 

文章二：[情報] 環保集點 兌點優惠 

https://pttcareer.com/lifeismoney/M.1575656252.A.B0D.html 

編號 留言內容 時間 評價 留言處 
E1 真的集很快 我 1 月中開始 到現在 快

2.5 萬點了 
2017/02/18 
15:14 

推 文章一 

E2 推 環保署現在都有推 2017/02/18 
15:20 

推 文章一 

E3 使用悠遊卡搭公車點數隔兩天就入帳

了，一卡通則是過了一個月都還沒看到 
2017/02/18 
15:20 

推 文章一 

E4 昨天換了洗碗精+飲料，但換一瓶飲料

就一張小白單 感覺不環保啊 
2017/02/18 
15:22 

推 文章一 

E5 當成搭大眾運輸環保就好 換的東西一

點都不環保 XD 
2017/02/18 
15:29 

 文章一 

E6 我個人感覺是這個 app 系統還沒到很穩

定 有時候有些搭車紀錄會沒入 app 裡

面 

2017/02/18 
15:34 

 文章一 

E7 偶爾換換免費飲料來喝，或是可樂給媽

媽滷肉 
2017/02/18 
15:49 

推 文章一 

E8 是不錯可是真的 app 不好用要有慧根  2017/02/18 
16:27 

推 文章一 

E9 感謝分享，每天在搭大眾運輸，卻不知

道除了 uupon 以外還有這個集點，感覺

推廣不夠～  

2017/02/18 
18:10 

推 文章一 

E10 點數都不會進來，客服不會主動回信  2017/02/18 
20:07 

噓 文章一 

E11 推推！我也有在環保集點！但還沒換過

商品～  

2017/02/18 
23:52 

推 文章一 

E12 我很早就載了 幾乎天天搭捷運 但點數

真的入帳反而只有幾天而已 QQ  

2017/02/19 
00:56 

推 文章一 

E13 趕緊來下載！  2017/02/19 
05:46 

推 文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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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 我六萬點，點數感覺不太好用？只能買

垃圾食物，或「在別的通路比較划算的

限定品項」  

2017/02/19 
10:50 

推 文章一 

E15 有一堆點數沒換過  2017/02/19 
11:25 

推 文章一 

E16 如果有更多商品可以換 或是折價的話

會更好  

2017/02/19 
11:35 

推 文章一 

E17 實用！  2017/02/19 
12:11 

推 文章一 

E18 出發點很不錯 如果能多增加超商種類

就更棒了  

2017/02/19 
13:42 

推 文章一 

E19 推，有在集。搭費免公車，73500 點 ^^  2017/02/19 
14:49 

推 文章一 

E20 目前 16740 點了~希望 ubike 也可以積

點!!! 每天都捷運轉 ubike~~  

2017/02/19 
16:12 

推 文章一 

E21 謝謝分享!  2017/02/19 
17:13 

推 文章一 

E22 這個對大眾運輸上班族超有用，默默的

5 萬點了。。  

2017/02/20 
11:14 

推 文章一 

E23 上班族蠻有用的  2017/02/20 
13:16 

 文章一 

E24 有下載了，真的不錯用!  2017/02/20 
13:26 

推 文章一 

E25 環保集點的網頁和 APP 點數查詢都很

難用，常常查不到，而且我的悠遊卡搭

捷運一直沒顯示點數  

12/07 
03:11 

推 文章二 

E26 APP 改版之後 一樣爛 QQ  12/07 
09:45 

推 文章二 

E27 感謝，昨天去萊爾富換面紙，假如換 2
包，結帳系統會有問題，居然還要我補

差額，跟店員解釋一陣子才解決，建議

一包一包換  

12/07 
10:09 

推 文章二 

E28 每次查詢點數都要等一段時間，可以做

的這麼爛也是蠻佩服的。  

12/07 
10:29 

 文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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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9 之前換過 6 杯咖啡  12/07 
11:13 

推 文章二 

E30 App 超難用  12/07 
12:38 

推 文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