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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 綱

食品包材市場規模與發展方向

循環經濟對塑膠包材的新思維

國際連鎖超市響應減塑之動態

⚫ ALDI / Waitrose / Tesco / Sainsbury / ASDA / Morrisons / Walmart

食品包材生產廠商

⚫ Sealed Air / Maxwell Chase / Milacron / HALOPACK / PEAKfresh

研究機構的方向

⚫ Aimplas

結論與建議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2017年全球包裝市場產值達8,000億美元

食品包裝佔七成

資料來源：all4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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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包裝(解決食品長途運輸需求)

─防偽與數位包裝

─活性感測包裝：高機械強度材料

─置換氣體包裝：高阻氣複材

⚫綠色包裝(一次式食品包裝用量太多)

─可生分解包裝：生物可分解材料

─具生質含量包裝：生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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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包裝的種類

 活性包裝為使用的包裝材料具有可維持或延長架上保存期限(Shelf-life)，改善包裝食品的

儲存條件，如置入吸附劑可吸收氧氣或二氧化碳等氣體、香氣釋放劑、殺菌劑或防腐劑。

 氣調包裝是一種用於延長生鮮或微加工食品貨架期的技術。透過改善包裝產品正常的

氣氛條件，從而達到增加食品保質期的目的。

 智能型包裝則是具有監測包裝食品的條件或環境的變化，如時間溫度指標、腐壞指標等，

可從消費者的角度清楚判斷包裝食品的新鮮度。

活性包裝

抗菌包裝

乙烯吸附包裝

二氧化碳控制包裝

其他活性包裝

•混合抗菌劑包裝
•塗布或吸附抗菌劑包裝
•固定抗菌劑包裝
•含揮發性抗菌劑的小包裝
•自身具備抗菌性的包裝

•乙烯吸附劑
•乙烯吸附薄膜

•二氧化碳釋放包裝
•二氧化碳吸附包裝

•温度控制包裝
•脫氧包裝
•乙醇氣體釋放包裝
•時間温度指示系統

氣調包裝

智能包裝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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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對塑膠包材的新思維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New Plastics  

Economy

 塑膠包裝材料的再利用
和回收利用率提升的策
略(目

前的回收率僅為14％)

 計畫參與者—Amcor(澳洲醫

材公司)/Coca-Cola/Danone(法

國乳品公司)/MARS(美國食品公

司)/Unilever(荷蘭聯合利華公司)

/Novamont(法國生質塑膠與化學

品公司)

⚫利用可重複使用的替代品替換一次性塑膠運輸袋

⚫重複使用的包裝創造新型態的運輸模式

資料來源：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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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食品一次包裝應用可堆肥材料

包裝及其應用方式開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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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REENPEACE網頁(2019/10)
5

How Supermarkets Ranked on Plastics
GREENPEACE:Shopping for Plastic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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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PVC/EPS/黑色塑膠包裝

。

 Target

⚫100% recyclable, reusable or compostable packaging across all 

products by 2025

 Current usage

⚫Not provided

 Greenpeace ranking on plastic policies: 1th

 Now

⚫ALDI沒有店內咖啡館，熟食店，食物或沙拉吧，避免使用任
何一次性塑膠包裝。

⚫ ALDI不提供一次性塑膠袋，但提供較重的【可重複使用】塑
膠袋進行購買

 Action(13項對塑膠和包裝的承諾)

⚫ 番茄、花椰菜、馬鈴薯與茄子不使用塑膠包裝。

⚫ 以紙袋和可堆肥塑膠袋替代5p一次性購物塑膠袋，如消費者
可接受，將在所有商店推行。

⚫ 2020年底所有連鎖店的食品區不使用無法回收的包裝，包括
：保麗龍、
PVC和不可偵測的黑色塑膠。

⚫ 2020年底萬聖節和聖誕節檔期不販售無法生物降解的亮片/
亮粉。

⚫ 在蘇格蘭和英格蘭部分地區商店，去除捲心菜和花椰菜的塑
膠包裝。

⚫ 去除12盒裝金槍魚罐頭的塑膠包裝。

⚫ 使用紙板取代比薩餅PS盛裝盤。

⚫ 將衛生紙卷軸由塑膠改為紙類。

⚫ 牛排包裝改用硬紙板。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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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除黑色塑膠/一次式水果蔬菜袋/一次性咖啡杯

 Target

⚫To eliminate single-use plastic

 Current usage

⚫31,000 tonnes of plastic in 2018

 Greenpeace ranking on plastic policies: 3rd

 Action

⚫ Botley Road store in Oxford have been filling their own 

containers with pasta from large jars, beer on tap and 

pick 'n' mix frozen fruit, doing away with  packaging

altogether.

⚫ it's proved such a hit (more than 90% of its customers want 

it to continue) that  it's rolling out the scheme in

Cheltenham,Abingdon and Wallingfor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ther measures include

⚫ 移除自身產品範圍內的所有黑色塑膠(Waitrose已經去除了新
鮮肉，禽，魚，水果和蔬菜上的黑色塑膠)。

⚫ 引入由再生塑膠製成的彩色即食包裝。

⚫ 允許客戶使用自己攜帶的容器盛裝肉、魚或奶酪。

⚫ 替換所有一次性使用的水果和蔬菜袋成為用家用可堆肥袋。

⚫ 汰除一次性咖啡杯，每年可節省5200萬杯。

⚫ 確保到2020年聖誕節前所有自有標籤的卡片、包裝紙、餅乾
、標籤、花卉和植物產品都不會反光。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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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

⚫To remove hard-to-recycle materials, including PVC

and polystyrene

 Current usage

⚫252,500 tonnes of plastic packaging in 2017

 Greenpeace ranking on plastic policies: 5th

 Action

⚫ 2020年，Tesco試用一種名為Loop的線上交付方案，是一種新型態的送
牛奶方式。

⚫ Tesco使用可重複使用的容器盛裝線上訂購的產品，交
付給訂購者，然後將使用後容器收集、清潔和重新裝滿

⚫ 其背後的用意是在不必要的浪費發生之前將其消除。

禁用PVC與PS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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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PVC和PS托盤/改用可回收塑膠薄膜與托盤

 Target

⚫ To halve plastic packaging by 2025

 Current usage

⚫ Almost 120,000 tonnes of plastic packaging in a year

 Greenpeace ranking on plastic policies: 10th

 Now

⚫ Last year the UK's second biggest supermarket reduced plastic packaging by 

just 1% and came bottom in  Greenpeace's survey.

⚫ But it looks as though the supermarket is now swinging into action, setting

itself what it calls an ambitious  target.

 Some new measures include

⚫ 從2019年起取出散裝農產品小包裝袋。

⚫ 淘汰蘆筍、甜玉米、番茄、胡蘿蔔和香草的塑膠托盤。

⚫ 鼓勵客戶將自己攜帶容器帶盛裝肉類和熟食。

⚫ 到2020年年底，用可回收的替代品替代水果和蔬菜上的塑膠薄膜。

⚫ 使用可回收材質的替代品替代PVC和PS托盤。

⚫ 到2019年年底，將以天然CPET(Crystalline PET)材料製成的產品替代鮮
食黑色塑膠托盤，這種材
料是可回收塑膠。

⚫ 設置“pre-cycle”區域，讓購物者可以先去除不想要的商品包裝，並將其
留下回收。

⚫ 試行押金退還計畫，讓消費者可以輕鬆退還可回收的包裝材。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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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

⚫ To use the least amount of any material possible

 Current usage

⚫ 65,500 tonnes of plastic packaging a year

 Greenpeace ranking on plastic policies: 6th

 Now

⚫ Asda's trying to use less and recycle more.

⚫ Since February 2018, it removed 6,500 tonnes of plastic -

the equivalent of 600  million empty plastic bottles - from 

own brand products.

 Other measures include

⚫ 在新鮮農產品上使用新型塗料，可讓保存期延長一倍。
這種新型塗料是用種子、水果和蔬菜果肉中存在的成
分製造的，目前用於將柑橘類水果的運輸。該塗料已
於6月份獲得歐盟委員會的批准，可防止水果變質，並
可以減少保質期所需的包裝數量。

⚫ 將5,000萬張賀卡上的塑膠包裝取消，拆開600萬張瑞典
紙，並清除不必要的薄膜、托盤和透明視窗。

⚫ 鼓勵購物者攜帶自己的可重複使用的水果和蔬菜盛裝袋。

⚫ 無論店內或線上購物，均不提供一次性盛裝袋，一年節
省3.75億個。

⚫ 銷售可填充清潔用品。

減少新鮮蔬果/賀卡不必要的塑膠包裝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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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一次性購物袋/不使用黑色塑膠包裝/Bottle for Life

 Target

⚫ To reduce plastic packaging by a quarter and have 100% recyclable, reusable or 

compostable packaging by 2025

 Current usage

⚫ Around 100,000 tonnes of plastic packaging in a year

 Greenpeace ranking on plastic policies: 2nd

 Now

⚫ Morrisons為英國第四大食品雜貨商，首先試行讓客戶使用可重複使用容器
盛裝的方式。

⚫ 2018年以來，客戶使用自己攜帶的容器承裝肉和魚販賣區的物品
(Morrisons表示已少用了180萬個肉和魚承裝盤。

⚫ 試行意大利麵、種子和冷凍水果等產品的再利用和再承裝計畫。

 Other measures include:

⚫ 使用舊式紙袋而非塑膠袋承裝購買物。

⚫ 商店中不再提供一次性購物袋，已節省了2.73億個塑膠袋。

⚫ 停止在任何新自有品牌產品中使用黑色塑膠包裝。

⚫ 黃瓜、蘆筍和大黃不再使用塑膠包裝。

⚫ 25家店的線上訂購不再使用塑膠袋作為承裝袋。

⚫ 5家店擺放塑膠瓶自動回收機，鼓勵顧客退還塑膠瓶

⚫ 在家庭清潔用品上，試行'Bottle for Life'計畫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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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Walmart在官方網站正式發布智慧應用程式「Eden」，這款
程式能夠演算出產品的新鮮度，進而控制運送的路途，讓食物在送至商
店時，能保持在最適合的新鮮度。

 Eden結合【美國農業部食品規格資料】、【沃爾瑪的產品標準】、

【百萬張食品照片資料】，決定腐敗優先順序的食物，建立新鮮度演算

法。

⚫ Walmart販售的香蕉，是由拉丁美洲運送到美國Walmart的4千多家
門市， 途中須經過7個國家，運輸途中，溫度若過高，香蕉會加
速成熟並且開始腐敗。

⚫ 使用Eden運算，可以在腐敗發生前重新計算香蕉新鮮度的影響因子
，並經 由變更配送途徑，將香蕉送至距離較近的商店販售，以確
保每個商店中販售的香蕉都是最恰好的新鮮度與熟度。

開發減少食物浪費的經營電腦程式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12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在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生質材料的食品包裝

 2018年8月9日 Sealed Air宣布和Kuraray合作
， 其食品包裝材料開始使用Kuraray的Plantic

生質材料。

⚫ 透過與Kuraray的合作，Sealed Air將在美
國，加拿大和墨 西哥提供Plantic材料的食
品包材，用於包裝易腐食品，如 家禽，牛
肉和海鮮。

⚫ 2019年3月21日-SealedAir 對其位於南卡羅
來納州 Simpsonville工廠投資2400萬美金，
計劃於2020年Q2開始生產。該廠為世界上
最大的包裝廠之一，亦是北美第一個生產
由Plantic™植物基樹脂和消費後塑料製成的
材料的工廠。

⚫ Kuraray亦相對投資約1500萬美金在得克
薩斯州休斯頓生 產工廠級高阻隔樹脂，此
工廠計劃於2019年9月底完工， 並將於
2020年初開始運營。

 Sealed希望透過使用Plantic的生物基材料達成
食品包材的永續經營

⚫ SealedAir總裁兼首席執行官Ted Doheny說
：這項投資有
助於兌現我們的承諾⎯到2025年所有包裝
產品須提供100

％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的包裝產品，及其
可回收成分平均達50％。 主要原料是天然的高直鏈澱粉（直

鏈澱粉含量最高為
70％），原料來自玉米。

⚫ Thin layers of Polyethylene (PE) are 

laminated to a  core layer of renewably

sourced

⚫ Plantic via co-extrus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es  PLANTIC™ HP and 

PLANTIC™ laminated  materials in roll 

form at its Melbourne facility.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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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微波的貼體包裝

 2017年Sealed Air的Cryovac®Simple Steps®可

微波真空貼體包裝獲得新加坡包裝之星大

獎 (Singapore Packaging StarAward)。

已獲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認證的可巴

氏殺菌 和安全微波加熱材料。結合真空技術

，可以使食物長 時間保持出品時的新鮮美味

。

產品特性

⚫無需換盤即可直接上桌，因此餐後清理工作非常簡便

⚫易開特點：加熱後，剝開最上層薄膜，無需再切開熱包裝袋

⚫加熱前或加熱後，均無需在包裝上戳洞，也無需割開包裝，避免了割傷或
燙傷的危險

⚫食物加熱後，包裝托盤的邊緣不會變熱，可直接將加熱的食物從微波爐中端
出

⚫即凍包裝-可在微波爐內解凍

⚫真空包裝膜緊貼產品輪廓，提高產品的可見度，並可根據產品的形狀和大
小進行調整，適合形狀輪廓高低不規則的產品。

⚫可在同一個包裝內冷凍運輸和零售販賣

⚫自主排氣功能使得菜餚加熱時薄膜慢慢膨起形成一個氣泡，加熱完成後自
動排氣－薄膜防止了惱人的
汁液飛濺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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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長【高價值海鮮產品】保質期50%的托盤

Maxwell Chase公司於2018年3月11日至13 日在波士頓的北美海鮮博
覽會上展出 SeaWell™

⚫ 一種活性包裝解決方案，可在多種情況下延長新鮮海鮮的保質期達50

％以上。

⚫ 採用集成吸收技術，將吸收技術納入托盤底
部的井中，以吸收多餘的液體。

⚫ 減少液體暴露以及對海鮮的潛在損害。增加 了新鮮度和視覺吸引力，
吸收氣味並強化食品安全性。

⚫ 由可回收聚丙烯製成。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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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acron Holdings Corp.集團(美)推出的Klear Can系列
塑料包裝罐並成功通過美國最為嚴苛的食品安全檢測。

– Milacron Holdings Corp(塑膠加工廠)、Del Monte Pacific Ltd( 通 路
商 ) 旗下 S&W Fine Foods International(品牌)共同合作。

– Klear Can系列塑膠包裝罐採用和金屬包裝罐相同的 充填灌裝、密封
以及殺菌技術，可大幅降低投資下游生產機械的費用。

– 獲得專利的共注塑⎯聚丙烯/EVOH(阻氣)塑膠罐。

– 不含BPA、符合食品接觸安全標準、可回收、可微
波烹飪。

 Sonoco(美)推出了TruVue系列塑膠食品包裝罐

– 採用Fusion Freshlock Technology，以多層塑膠複 材為基材，製作出
透明塑膠食品罐。

– TruVue為五層複材，罐的內外為PP層，中間為
EVOH，使用接著劑粘合PP與EVOH層。

TruVue and Klear Can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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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EVOH複合的MAP食品包裝

 HALOPACK® 是用可再生或再生紙板製造的
MAP食品托盤

⚫ 由【回收紙板】與【EVOH】兩種材料組合而成。 沒有塑膠貼合，
使用最少量的塑膠，90％由回收紙板製成。

⚫ 可以輕鬆地從硬紙板上剝離EVOH薄層，留下適合 回收的可再生硬
紙板。

⚫ 利用EVOH為屏障延長食品的保質期，減少了食品浪費。

⚫ 紙板包裝專利設計，具有比PP-PE或PET包裝更高 的阻氣性，可完
全密封。

⚫ M＆S為第一家使用此包裝的英國零售商，目前在針 對加熱即食餐飲
上進行開發和測試。初期的產品測試顯示最高溫度可達攝氏200度。

資料來源：Halopack官網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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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太空的氣調包裝

 2018年5月美國NASA使用PEAKfresh產品袋

⚫ 美國NASA使用PEAKfresh袋來儲存上太空的水果和蔬菜， 如橘子、蘋
果、胡蘿蔔和番茄。

⚫ 發射之前，將產品洗滌、風乾，置於PEAK新鮮袋中，然 後再儲存在
膠囊袋中。抵達國際空間站之後，直到太空 人員食用之前，產品將
一直存放在PEAK產品袋中。

⚫ PEAKfresh是一種專門為農產品生產的氣調包裝(MAP)。氣調包裝可
改變了食品周圍的空氣成分，延長產品新鮮狀態。

⚫ PEAKfresh將產品的新鮮度和使用壽命延長至正常貨架期的2-3倍。

氣調包裝原理

⚫ 採用氣調保鮮氣體(2～4種氣體按食品特性配比混合)，對 包裝盒或包
裝袋的空氣進行置換，改變袋內食品的外部 環境，抑制細菌的生長
繁衍，減緩新鮮果蔬新陳代謝的 速度，從而延長食品的保鮮期或貨架
期。

資料來源：
http://www.peakfreshusa.com(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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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金屬化材料的環保耐久包裝

西班牙Aimplas塑膠研究中心的Refucoat計畫
(2017/12/22)

⚫ 該專案正在開發環保可持續包裝，希望最終能夠取代目前使用的石化
薄膜和托盤。

⚫ 目前肉類和新鮮食品採用多層結構的金屬薄膜
材料，但造成不可回收的情形。

⚫ 開發將聚乙醇酸(PGA)、改質氧化矽、抗真菌 劑和抗菌塗料結合，配
製成具有阻氧和阻水的混合塗料，。

⚫ 開發一種新型PLA(由玉米廢料來)，水蒸氣阻隔 效果比商業產品好。將
結合底材與塗料，開發雞肉、麥片和小零食的可回收包裝。

共有來自五個國家的 12個合作夥伴參與
Refucoat專案

⚫ 2個SME合作夥伴(MIPLAST和IRIS)。

⚫ 4個工業合作夥伴(MANOR，DACSA，
GRUPO APEX和BIOPOLIS)。

⚫ 6個RTO合作夥伴(THÜ NEN，CIB，AIMPLAS， EUFIC，Fraunhofer和
AINIA)。

資料來源：
https://www.refucoat.eu/partner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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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

結論與建議 (I)

食品包材在【延長食品保存期限】與【循環經濟】的市場需求趨動下，
朝向【智慧】與【綠色】方向發展。

國際連鎖超市對一次式塑膠產品採取的行動，主要有：

⚫ 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包裝(威脅)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袋、托盤(生鮮食品/賀卡)/汰除一次性咖啡杯

̶ 不使用無法回收的PS(EPS)、PVC、黑色塑膠包裝

⚫ 改用替代性產品(機會)

̶ 可回收材質(CPET(Crystalline PET))的替代品替代PVC和PS托
盤

̶ 使用再生塑膠製造的包裝。

̶ 改用家用可堆肥的包裝袋。

⚫ 改變消費習慣(機會)

̶ 鼓勵客戶攜帶自己的容器進行盛裝。

̶ 使用可重複使用的容器盛裝線上訂購的產品。

̶ 銷售可填充清潔用品。

̶ 家庭清潔用品的'Bottle for Life'計畫

結論與建議 (II)

國際食品包材生產廠商與研究機構的產品開發方向，主要有：

⚫ 環保材料(生質、可回收、再生)的食品包材

⚫ 功能型(加熱快速、安全、使用便利、長保鮮期)的食品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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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ek.org.tw

以上簡報所提供之資訊，在尖端科技發展與產業變動中，無法保證資訊的時效性及完整性，使用者應自行承擔因使用本簡報資料可能產生之任何
損害。著作權歸工研院所有，非經書面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局部或全部之重製、公開傳輸、改作、散布或其他利用本簡報資料之行為。

2025願景： 促進台灣產業

科技創新與價值提升

簡報完畢，謝謝聆聽!

劉致中資深研究員

Tel：03-5912407

E-mail：perryliu@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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