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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行動購物車 

摘要 

在現代的社會中每個家庭都會利用假期時去採購食材及物品等等，有時候

東西買太多，都會浪費許多塑膠袋,購物完都大包小包的東西很多很重。而導

致每次買東西都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去提東西，買菜最頭痛的不是要買什麼，而

是要提著一個個手提塑料袋，把手勒的疼痛。因此，為了減少塑膠袋的使用過

量與每個購物者們在購買物品時過重的問題。我們透過與老師及同學互相討論，

與結合課程中學習到有關於焊接的專業知識結合，希望可以達到我們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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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行動購物車 

壹、 製作動機 

在現代的社會中每個家庭都會利用假期時去採購食材及物品等等，

有時候東西買太多，都會浪費許多塑膠袋,購物完都大包小包的東西很

多很重。而導致每次買東西都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去提東西，買菜最頭痛

的不是要買什麼，而是要提著一個個手提塑料袋，把手勒的疼痛。 

 

根據專家統計，台灣一年的塑膠袋使用量都高達 180億個，每年約

可以回收 14.4億個塑膠袋，但塑膠袋的回收率不到一成，2天的回收

塑膠袋量高達一台回收車，約佔了市場棄置量的5成，因此以比例換算，

光一個傳統市場每兩天可能就會用掉 2台回收車的塑膠袋，一年可用掉

365台回收車的量，光想這些就知道有極大量的塑膠袋（每年或許可達

20萬台回收車）在全台灣超過 600多處傳統市場中被使用和丟棄。 

 

因此，為了減少塑膠袋的使用過量與每個購物者們在購買物品時過

重的問題。我們透過與老師及同學互相討論，與結合課程中學習到有關

於焊接的專業知識結合，希望可以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 

 

 
圖 1-1；塑膠製品的使用量， 

2019年 9月 27日取自 

https://tinyurl.com/yym3xldp  

 

https://tinyurl.com/yym3xldp


 

 

 

圖 1-2：菜籃推車， 

2019年 9月 27日取自 https://tinyurl.com/yxkgoued 

貳、製作目的 

(一)解決購物者們採買物品的困難 

 

(二)深入了解購物時的不便 

 

(三)希望解決採購常用塑膠袋問題 

 

(四)了解塑膠袋對地球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五)了解機車籃子的構造並設了解機車籃子的構造 

 

(七)深入學習焊接技術 

 

參、文獻探討 

一、 機車菜籃 

機車籃子（如圖 2-1），市面上的籃子通常大小以及空間都有限，

而且大多數的機車籃子的耐用性都比較低，通常用使用久了之後就會有

一些邊邊角角破掉導致把放置的物品被割破等情形，所以一個籃子要長

期的使用還是相當有限。 

 

https://tinyurl.com/yxkgoued


 

 

     

圖 2-1：機車籃子 

資料來源：2019 年 09 月 27 日，取自 

https://tinyurl.com/y3hvkylo 

二、腳架 

在我們的這項專題之中，我們打算利用腳架當作推車的支架，使得

推車能夠穩固並且能夠讓使用者使用起來不會覺得晃動或不穩，腳架是

一種能夠快速收納又能固定物品的機構，通常利用在固定相機。 

 

腳架在市面上（如圖 2-2）有許多的種類的腳架，而每種腳架尺寸

與長度都截然不同，所以我們在選擇腳架時必須要嚴格挑選合適的長度，

讓長度符合人的身高，也能依照使用者的不同，而隨意變換長度。 

 
圖 2-2：市面販售的伸縮腳架 

資料來源： 2019 年 09 月 29 日取自 

https://reurl.cc/EK1OYm 

 



 

 

三、輪子 

推車畢竟要在地上推著走就必須要有輪子，然而我們的想法是前輪

採用可 360度轉彎的輪子，所以我們採用了市面上販賣的萬向輪（如圖

2-3）。這樣子的話能夠更方便轉彎。後輪則是打算使用一般固定單一方

向的推車輪子（如圖 2-4）。 

 

而輪子必須要跟腳架相互結合，並且利用我們學到的焊接技術，將

腳架與輪子互相結合，但因為市售的輪子種類很多，每一種的尺寸非常

的多樣化，所以我們會挑選適當與吻合的尺寸使用。 

 

圖 2-3：市面販售單向輪， 

2019 年 09 月 29 日取自 

https://reurl.cc/pD5QoZ 

圖 2-4：萬向固定輪， 

2019 年 09 月 29 日取自 

https://reurl.cc/XXmvpg 

 

四、滑軌 

為了讓推車能夠在機車上快速的拆裝，我們打算利用一種名為滑軌的

機構（如圖 2-5），我們目前的想法是使用抽屜的滑軌當作一種快拆的裝

置，這樣的裝置能夠讓使用者能夠更方便更輕鬆地將我們的機車行動購物

推車拿下來。因摩擦抵抗非常微小，而且請鄧摩擦抵抗與運動摩擦抵抗幾

乎沒有差異。所以既使是微量的移送也能保持正確的循跡性，是能夠實現

高精度的直線運動機構即使是輕負荷時，其摩擦抵抗的變動也相當的小，

所以從低速到高速均能保持安定的動作。 

 

滾柱體與鋼珠相較之下，其接觸面積較大、彈性變形量也較少，而且

是非循環的方式，有效作用的轉動體個數多，所以高剛性、負荷容量也大

GMT直線運動滑軌，並沒有循環迴轉，所以不會衍生噪音。因為使用附保

持器的滾柱珠排，所以亦無轉動體間相互接觸摩擦的雜音，能夠達到安靜

的作動 

https://reurl.cc/pD5QoZ
https://reurl.cc/XXmvpg


 

 

 

圖 2-5：滑軌 

資料來源：2019 年 09 月 29 日取自 

https://reurl.cc/Va4yQR 

 

五、環保購物袋 

環保購物袋可以叫做環保袋、購物袋、無紡布袋等，有別於塑膠袋，

環保袋較即棄膠袋耐用又可以重複的使用。無紡布袋的原材料一般是聚丙

烯,而丙烯在大自然三個月至半年便可以被大自然降解,而膠袋需要大約

二十年才可以被降解,因此無紡布袋為有環保意義。環保購物袋的物料有

天然棉布帆布、牛仔布和麻等，所製成的也有用特製的紙製成。因應環保

的概念，環保購物袋已經成為了時尚潮流,大量取代了膠袋。世界各地時

尚品牌都紛紛推出了不同款式的環保袋。 

 

為了因應環保署所頒布第１０６００６２２１９號公告，「修正購物

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因此在１０７年１月１

日起，各個店家不再免費提供塑膠袋，鼓勵民眾出外購物時攜帶購物袋。 

 

塑膠袋製作上最常見的有聚乙烯或是聚丙烯等，但這些材料在自然的

環境下難以分解，而焚化塑膠袋會造成大量空氣汙染，可是民眾都知道這

些還是會自私的將塑膠袋隨手丟棄，造成環境的汙染、有害氣體的產生及

對生物產生的危害。 

 

依據「荒野保護協會（ＳＯＷ）」所做的統計，全台灣一年共用掉１

８０億個，帄均每人一年使用７８２個，等於每天使用２.７個塑膠袋，

數量相當驚人且對自然生態相當不好尤其是海洋生態，海洋生物誤食後因

此傷亡毒素會殘留於海洋生物體內，再透過食物鏈回到人類的身上，因此

過度使用對生態、對人的生活都有不好的影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8%86%A0%E8%A2%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4%B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4%BB%94%E5%B8%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4%B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4%B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B6%E5%B0%9A


 

 

 

我們在於設計購物袋的方面，是把環保購物袋與機車籃子做為結合，

去設計購物車內部，材質是能夠防水、保冷的功能，還要配合車籃的空間

形式去設計，為了能讓購物者們能方便拆洗，因此我們將採用拉鍊的方式

做結合，這才是我們理想中的購物袋。 

 

圖 2-6 市面販售的環保購物袋 

資料來源：2019 年 09 月 29 日取自 

https://reurl.cc/e5djgL 

 

六、塑膠袋所帶來的影響 

 

NGO組織指出，台灣每年都會使用 30億根吸管，165億個塑膠袋，而

帄均一人一天就會用掉兩個塑膠袋，然而其中能進入回收系統的卻少之又

少，環保團體共同呼籲民眾，應該從生活中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否則未

來世代以及地球的生態環境都將承擔嚴重後果。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指出，根據世界地球日網絡(Earth Day Netwok)

所公佈的十大塑膠污染真相，每年都會有 800萬公噸的塑膠垃圾進入海洋，

91％塑膠都未進入回收系統，顯示塑膠與氣候的環境變遷一樣，已經成為

危害地球的兩大議題，「終結塑膠污染」也成為了世界地球日年度主題。 

 

環團也提出，短短兩個月的海洋廢棄物監測報告中，在監測期間內，

共清除了 4萬 6324公斤重的垃圾，其中以 4萬 9305個寶特瓶、3萬 2347

個塑膠瓶蓋、2萬 3113支吸管、1萬 7321個玻璃瓶，以及 1萬 6436個塑

膠袋為大宗。在回收不完備情況之下，回收的塑膠垃圾最後大半都進入焚

化爐，而沒有被回收或焚燒的塑膠垃圾，則隨著時間裂解成塑膠碎片，遍

布於海洋、水、土壤之中，最終將回到人類身上。 



 

 

 

圖 9：台灣人一年用 165 億個塑膠袋，地球日籲從生活減塑 

2019 年 9 月 29 日取自 

https://reurl.cc/GkKM7W 

 

肆、製作方法 

一、製作架構 

 

https://reurl.cc/GkKM7W


 

 

製作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畫) 

 

 

二、製作材料 

表 3-2 設備及器材 

 

 

三、製作過程 

我們先把機車籃子與滑軌用螺絲鎖上，再把萬象輪固定在腳架下方，再來

把已經鎖好的機車籃子固定在萬象輪腳架上，在把購物袋套在機車籃子內部。 

 

當機車騎士下車購物時可以把前方的機車籃子使滑軌拉出，在拉起伸縮腳

架調到適合的高度，此達到自行購物車的目的。 

 

在購物時可使用放置在機車籃子內部的環保購物袋，防止一些細小的物品

掉落等情形購物完購過後可以直接把機車籃子與機車做結合，只要把事先做好

的滑軌套上去，放在機車前方，扣住!在把伸縮腳架收回去，就可以了。 

 

 

 

 

 



 

 

(一) 設計籃子擺設：將物品擺設好。 

  

圖 4-1 標記好籃子內部輪子位子 圖 4-2 將標記位子使用電鑽鑽開位子 

  

圖 4-3將鑽好的洞，放上螺絲 圖 4-4在輪子和螺帽相互鎖緊 

  

圖 4-5完成機車籃子 圖 4-6完成機車籃子與輪子結合 

 



 

 

  

圖 4-7加裝手拉桿 圖 4-8手拉桿與車籃子結合 

 

 

伍、製作成果 

一、成果示意圖 

在購物時可使用放置在機車籃子內部的環保購物袋，防止一些細小的物品

掉落等情形購物完購過後可以直接把機車籃子與機車做結合，只要把事先做好

的滑軌套上去，放在機車前方，扣住!在把伸縮腳架收回去，就可以了。 

 

圖 5-1 系統流程圖 

 

 



 

 

二、成果討論 

(一)塑膠袋使用過量解決方法 

 

1.如何解決塑膠袋使用過量的問題：在機車籃子內部加裝環保購物袋，防

止一些細小的物品掉落等情形購物完購過後可以直接把機車籃子與機車做結

合,這樣能將低使用塑膠袋。  

 

陸、結論 

一、運用在學校學習到的專業技術，並運用網路資源來製作此專題。 

 

二、提升機車籃子的實用性與方便。 

 

三、在日常生活中，了解更多的不便。 

 

四、假設運用在機車上可讓購物者們在購物時省力。 

 

五、能夠達到減少塑膠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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