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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壹、中國大陸
摘要：中國大陸於 2020 年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中禁止、

限制部分塑膠製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並且推廣替代一次性塑膠的產品，而限制
的對象包含全國各餐飲業、量販店和旅館等。限塑令讓塑膠生產企業面臨困境，必
須轉型另尋出路，一次性塑料替代品將是未來的潛力商機。

中國大陸限塑政策對於擅長低品質及低價格的中國塑膠包裝與包膜機械，產生重大
威脅，配合中國巿場限塑需求，運用臺灣設計生產優勢，提供可分解、易回收、可

循環使用之綠色包裝袋注塑或吹塑的機械設備，對於重視品質，性價比高的臺灣塑
膠及包裝機械，相對凸顯巿場競爭優勢。

一、中國大陸限塑政策概況

2008 年 6 月中國大陸頒布了“限塑令”，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膠購物袋的

通知》，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於 0.025 毫米的塑膠購物袋。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
品零售場所實行塑膠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購物袋。

中國大陸自 2020 年 1 月 19 日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中提出：到 2020 年，
率先在部分地區、部分領域禁止、限制部分塑膠製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到 2022 年，一次性
塑膠製品消費量將明顯減少，替代產品得到推廣，塑膠廢棄物資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
在塑膠污染問題突出領域和電商、快遞、外賣等新興領域，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塑膠減量

和綠色物流模式。到 2025 年，塑膠製品生產、流通、消費和回收處置等環節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
多元共治體系基本形成，替代產品開發應用水準進一步提升，重點城市塑膠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
塑膠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具體規定如下：
1. 禁止生產、銷售的塑膠製品

禁止生產和銷售厚度小於 0.025 毫米的超薄塑膠購物袋、厚度小於 0.01 毫米的聚乙烯農用地
膜。禁止以醫療廢物為原料製造塑膠製品。全面禁止廢塑膠進口。到 2020 年底，禁止生產和

銷售一次性發泡塑膠餐具、一次性塑膠棉花棒；禁止生產含塑膠微珠的日化產品。到 2022 年底，
禁止銷售含塑膠微珠的日化產品。

2. 禁止、限制使用的塑膠製品

I. 不可分解塑膠袋：到 2020 年底，直轄市、省會城市、計畫單列市城市建成區的商場、超市、

藥局、書店等場所以及餐飲打包外賣服務和各類展會活動，禁止使用不可分解塑膠袋，集貿
市場規範和限制使用不可分解塑膠袋。到 2022 年底，實施範圍擴大至全部地級以上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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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區和沿海地區縣城建成區。到 2025 年底，上述區域的集貿市場禁止使用不可分解塑膠袋。
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城鄉結合部、鄉鎮和農村地區集市等場所停止使用不可分解塑膠袋。

II. 一次性塑膠餐具：到 2020 年底，全國範圍餐飲行業禁止使用不可分解一次性塑膠吸管；地

級以上城市建成區、景區景點的餐飲服務，禁止使用不可分解一次性塑膠餐具。到 2022 年
底，縣城建成區、景區景點餐飲服務，禁止使用不可分解一次性塑膠餐具。到 2025 年，地
級以上城市餐飲外賣領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膠餐具消耗強度下降 30%。

III. 賓館、酒店一次性塑膠用品：到 2022 年底，全國範圍星級賓館、酒店等場所不再主動提

供一次性塑膠用品，可通過設置自動販賣機、提供續充型洗潔劑等方式提供相關服務；到
2025 年底，實施範圍擴大至所有賓館、酒店、民宿。

IV. 快遞塑膠包裝：到 2022 年底，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的郵政快遞網點，
先行禁止使用不可分解的塑膠包裝袋、一次性塑膠編織袋等，降低不可分解的塑膠膠帶使

用量。到 2025 年底，全國範圍郵政快遞網點禁止使用不可分解的塑膠包裝袋、塑膠膠帶、
一次性塑膠編織袋等。

3. 推廣應用替代產品和模式

I. 推廣應用替代產品：在商場、超市、藥局、書店等場所，推廣使用環保布袋、紙袋等非塑製
品和可分解購物袋，鼓勵設置自助式、智慧化投放裝置，方便群眾生活。推廣使用生鮮產品

可分解包裝膜（袋）。建立集貿市場購物袋集中購銷制。在餐飲外賣領域推廣使用符合性能
和食品安全要求的秸稈覆膜餐盒等生物基（Biobased）產品、可分解塑膠袋等替代產品。在
重點覆膜區域，結合農藝措施規模化推廣可分解地膜。

II. 培育優化新業態新模式：強化企業綠色管理責任，推行綠色供應鏈。電商、外賣等平臺企業

要加強入駐商戶管理，制定一次性塑膠製品減量替代實施方案，並向社會發佈執行情況。以
連鎖零售、大型集貿市場、物流倉儲、電商快遞等為重點，推動企業通過設備租賃、融資

租賃等方式，積極推廣可循環、可折疊包裝產品和物流配送器具。鼓勵企業採用股權合作、
共同注資等方式，建設可循環包裝跨平臺運營體系。鼓勵企業使用商品和物流一體化包裝，
建立可循環物流配送器具回收體系。

III. 增加綠色產品供給：塑膠製品生產企業要嚴格執行有關法律法規，生產符合相關標準的塑
膠製品，不得違規添加對人體、環境有害的化學添加劑。推行綠色設計，提升塑膠製品的

安全性和回收利用性能。積極採用新型綠色環保功能材料，增加使用符合品質控制標準和
用途管制要求的再生塑膠，加強可循環、易回收、可分解替代材料和產品研發，降低應用
成本，有效增加綠色產品供給。

4. 規範塑膠廢棄物回收利用和處置

I. 加強塑膠廢棄物回收和清運：結合實施垃圾分類，加大塑膠廢棄物等可回收物分類收集和處
理力度，禁止隨意堆放、傾倒造成塑膠垃圾污染。在辦公室、機場、車站、港口碼頭等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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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產生量大的場所，要增加投放設施，提高清運頻次。推動電商外賣平臺、環衛部門、
回收企業等開展多方合作，在重點區域投放快遞包裝、外賣餐盒等回收設施。建立健全廢舊
農膜回收體系；規範廢舊漁網漁具回收處置。

II. 推進資源化能源化利用：推動塑膠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規範化、集中化和產業化，相關專案

要向資源循環利用基地等園區集聚，提高塑膠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水準。分揀成本高、不宜資

源化利用的塑膠廢棄物要推進能源化利用，加強垃圾焚燒發電等企業的運行管理，確保各類
污染物穩定達標排放，並最大限度降低塑膠垃圾直接填埋量。

III. 開展塑膠垃圾專項清理：加快生活垃圾非正規堆放點、傾倒點排查整治工作，重點解決城

鄉結合部、環境敏感區、道路和江河沿線、坑塘溝渠等處生活垃圾隨意傾倒堆放導致的塑
膠污染問題。開展江河湖泊、港灣塑膠垃圾清理和清潔海灘行動。推進農田殘留地膜、農
藥化肥塑膠包裝等清理整治工作，逐步降低農田殘留地膜量。

二、中國大陸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發佈了新版限塑令《關於進一步加強塑膠污染治理的意見》，
全面禁止廢塑膠進口，塑膠製品產量遭遇瓶頸，橡塑膠上游之製造設備及生產線發展亦可能受
限，詳述如下：

I. 中國大陸 2020 年新版限塑令提出要禁用厚度小於 0.025mm 的購物袋，這一點在 2008 年就
已實行，對市場沒有增量影響。

II. 到 2020 年底，全國範圍餐飲行業禁止使用不可分解一次性塑膠吸管，因此塑膠吸管射出機
械產量下降。

III. 逐步禁用賓館、酒店一次性塑膠用品。賓館、酒店的一次性塑膠用品主要還是牙刷、刷子之

類，影響的是聚乙烯、聚丙烯、TPE、尼龍等塑膠原料產量。同時注塑機、一次性賓館用
品包裝機，牙膏牙刷組合包裝機械的產量會下降。

2. 限塑令讓塑膠袋企業面臨困境，必須尋找轉型出路。限塑令實施，市場對於塑膠袋的需求減少，
從而導致生產塑膠袋的企業不得不縮減塑膠袋產品的生產規模，必須尋求生產新的替代品的途
徑，轉行生產開發其他產品。

限塑令將帶來替代品的商機，環保購物袋、新型購物車以及可回收再利用的購物袋將流行。消

費者會尋找新的替代品來代替塑膠袋，比如環保購物袋和循環使用的購物袋等，也包括一些新

型購物工具， 比如新型購物籃、購物車等，企業還可以發揮想像空間，發明更便捷、更環保、

更經濟的新型購物工具。對生產上述替代產品的企業來說，如果抓住當前的限塑令執行的機會，
將可以迅速佔領和建立市場競爭的優勢。

限塑令將為企業帶來行銷機會，作為訴求健康環保理念的企業，可以藉限塑令的執行之期，開

展公益活動，呼籲消費者樹立環保意識，並對塑膠袋等環保危害知識以及如何正確使用環保購
物袋等知識進行宣傳推廣，舉行免費發放環保購物袋的活動，讓品牌形象隨著環保購物袋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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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與消費者的距離。同時對於很多包裝類產品的企業來說，如何在包裝上創新，也成為一個新
的市場機會點，比如產品本身的包裝就帶有便於提拎的袋子，消費者不用再使用購物袋包裝，
這都是企業可以開發的新產品類型。

3. 中國大陸逐步禁止在商場、超市、藥局、書店等場所以及餐飲打包外賣服務和各類展會活動使
用一次性塑膠購物袋，外賣餐飲行業推廣使用秸稈覆膜餐盒等生物基產品，包裝將會被環保布
袋、紙袋等非塑製品，和可分解塑膠袋所替代。

在餐飲業，2018 年 11 月 1 日起，麥當勞中國宣佈，將在北京的 10 家餐廳分別試點測試「免
吸管杯蓋」和不主動提供吸管的方案，用來鼓勵消費者減少對吸管的使用。中國星巴克已向消
費者推廣無吸管的措施，包括 2020 年前使用紙等生物可分解材料製作的吸管，以及使用無吸
管杯蓋，該特製冷飲杯蓋設計有一個拇指印大小的淚滴型開口，讓使用者不需要使用吸管。

4. 限塑新政禁止生產銷售發泡塑膠餐盒、一次性塑膠棉花棒等。因此生產發泡塑膠餐盒的注塑機

產量會下降，生產發泡餐盒相關機械產量將下降。發泡塑膠餐盒主要原料是聚苯乙烯，由於一

個發泡餐盒只需要 4-5g 聚苯乙烯，整體用量不大，對聚苯乙烯整體消費影響有限。根據 HIS

數據顯示，2018 年中國大陸分解塑膠需求量約占 11.7%。2020 年 1 月，新版限塑令的發佈，
中國大陸有望近幾年成為全球最大生物分解塑膠消費市場，生物分解塑膠行業將迎來市場風

口。根據歐洲生物塑膠協會數據顯示，2019 年全球生物塑膠年產能為 211.4 萬噸，其中生物
分解塑膠年產能為 117.4 萬噸，同比增長 9.0%，亞洲地區為最大生物塑膠生產地區，占全球

的 45%。通過對中國大陸主要生物分解塑膠企業投產專案產能初步統計，2019 年中國大陸生
物分解塑膠年產能在 52 萬噸以上，到 2021 年中國大陸生物分解塑膠產能有望實現翻倍成長。

5. 而《湖北省推進城鄉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實施方案》指出，湖北省將開展農副產品、食品、化妝品、
禮品、外賣、快遞等過度包裝專項治理，對商場、超市、農貿市場等實施“限塑令”落實專項
整治。並且鼓勵居民採用專用容器盛放廚餘垃圾，減少塑膠袋使用，完善限制一次性消費用品
的管理辦法，宣導綠色低碳消費。

三、中國大陸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1. 全面“禁塑”後，全生物分解塑膠製品將成為傳統塑膠製品的主要替代品。同時，就目前可替
代的材料來看，紙製品具備環保、輕量化且成本較低的優勢，有望對日用塑膠製品和泡沫塑料

進行替代，預計可以催生約 1000 萬噸紙製品需求，占大陸造紙需求量的 10%。從成本角度考
慮，紙製品中以廢紙為原材料的牛卡紙成本較使用木漿、竹漿為原材料的白卡紙低，若未來紙
製品對塑膠形成大規模的替代，有望優先增加以廢紙為原材料的紙製品需求量。

因此，限塑、禁塑對造紙行業而言，最大的好處莫過於帶動相關紙種需求的增長，據 NPC
Partners 諮詢公司發佈的《中國白卡和白紙板市場分析及戰略發展報告》顯示：到 2022 年，
中國大陸市場紙杯原紙和其它食品卡紙的年需求量總量將超過 150 萬噸。除了食品包裝紙之

外，白卡紙、白板紙、瓦楞紙、箱板紙等紙種均會受益。當然，以目前的局面來看，食品包裝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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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卡紙、白板紙受益程度最深。而瓦楞紙、箱板紙需求的提升，或主要存在於快遞包裝領域，
尤其是在快遞紙箱替代塑膠包裝方面。除了開發新材料，尋找塑膠包裝的替代品，紙包裝行業
更應順勢而為，牢牢把握市場的機遇。

2. 在中國大陸限塑趨勢下許多大企業包裝也開始轉型。據悉，雀巢糖果棒首次啟用通過高速流動

包裝技術（high-speed flow wrap technology）製成的紙質包裝。此前，高速流動包裝技術

僅被用於塑膠膜和塑膠片的包裝生產。紙包裝有望迎來發展高峰。

3. 新政提出從部分省市試點逐步擴展到全國：「到 2022 年底，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
廣東等省市的郵政快遞網點，先行禁止使用不可分解的塑膠包裝袋、一次性塑膠編織袋等，降

低不可分解的塑膠膠帶使用量。到 2025 年底，全國範圍郵政快遞網點禁止使用不可分解的塑
膠包裝袋、塑膠膠帶、一次性塑膠編織袋等」。快遞包裝和膠帶的產量將下降。

4. 據瞭解，目前天貓、菜鳥已經聯手商家在推廣無膠帶紙箱。據統計，過去一年歐萊雅、蘭蔻等

近 40 個品牌的天貓旗艦店累計發出 1.5 億個無膠帶環保紙箱，相當於減少 2 億多米膠帶使用，
連起來可以繞地球 5.6 圈。此外，菜鳥還在倉內推廣「膠帶瘦身」，減少塑膠封箱膠帶寬度，

從 60 毫米縮窄 45 毫米，並聯手天貓超市、零售通等推廣原箱發貨、回收紙箱發貨，以減少新
紙箱、快遞袋和塑膠填充物的使用，目前天貓超市和零售通超過 50% 的包裹不再二次包裝。

實際上，近年來在國家郵政局等部門的推動下，快遞行業一直在推動行業的生態環保工作。統

計數據顯示，2019 年全國電子運單使用率達 98%，電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裝率達 52%，循環中
轉袋使用率達 75%，3 萬個網點設置了標準包裝廢棄物回收裝置，「瘦身膠帶」封裝比例達
75%，新增 3.1 萬臺新能源和清潔能源車輛。

在 2019 天貓雙 11 期間，申通、中通、圓通等快遞公司每天就投入了超過 800 萬個環保集包袋，
推動行業大幅減少一次塑膠集包袋使用。目前，為推進快遞包裝的綠色化、迴圈化，部分商超、
電商、快遞企業積極探索，投入了一批可循環周轉箱、快遞盒等新型包裝器具。

四、中國大陸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對於臺灣橡塑膠機及包裝機械業者機會，可積極佈建以下幾個巿場 :

1. 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塑膠製品消費巿場，產生廢棄塑膠量也是全球最多的地區，湖北省更是推

行垃圾分類及廢塑處理，中國大陸每年回收及清運大量廢舊塑膠，因此回收再生塑膠機械設備
巿場龐大。臺灣業者可抓緊機會，發展廢塑處理及回收等相關設備行業，廢塑膠回收製造機是
值得臺商留意的巿場商機。

2.“限塑令”和《意見》都有一些限定。以吸管為例，牛奶飲料等附帶的吸管尚不在禁用範圍。
目前紙吸管和可分解塑膠吸管的產能加在一起，能夠滿足這一缺口，但禁令如果擴展到所有領

域，大陸消費者將“沒東西可用”。這也意味著 2020 年不可分解塑膠吸管不會徹底消失，無

法立即轉產的吸管製造業者們尚有立足之地。製造業者可藉此機會積極開展塑膠產業鏈轉型升

級。例如大陸替代產品和相應體系還不成熟，替代成本較高。以聚乳酸可分解塑膠袋為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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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約是傳統聚乙烯塑膠袋的 2 至 3 倍，此外其對溫度、濕度要求較高。因此企業生產的產品
設計越往前端考慮越好。在設計、生產環節需進行生態設計考量，盡可能從源頭減少材料使用

量，避免過度包裝；儘量保證材料的單一性，避免增加回收難度和成本；減少過度使用增塑劑
等添加劑。

3. 配合中國大陸巿場限塑需求，運用臺灣設計生產優勢，提供可分解、易回收、可循環使用之綠

色包裝袋注塑或吹塑的機械設備。中國大陸限塑政策對於擅長低品質及低價格的中國大陸塑膠

包裝與包膜機械，產生重大的威脅，對於重視品質，性價比高的臺灣塑膠及包裝機械，相對凸
顯巿場競爭優勢。此外《湖北省推進城鄉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實施方案》頒佈之後，劣質塑膠袋

的使用數量減少，超市普遍換了可重複多次使用的優質環保塑膠袋，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

塑膠機械。臺灣塑膠機械設備及包裝機械業者，可以透過視訊說明會、專業採洽會、線上會議
及實體參展的方式進軍中國大陸限塑政策後的巿場，爭取轉型升級商機。

4. 對臺灣包裝機械業者來說，短期看，塑膠包裝替代需求會提升，在運輸快遞領域，包裝紙及製

品未來的需求增加，此外日常紙袋的推廣也對箱板瓦楞紙企業及下游包裝企業大利多；長期看，
參考國際經驗，金屬包裝的滲透率的提升在未來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環保包裝領域有提前佈局
並且已經具備足夠的研發投入去支援長遠的環保包裝產品的研發生產的包裝龍頭企業。

臺灣包裝機械業者提供生產紙類、複合材質的包裝機器，是目前中國大陸最熱門的包裝發展趨

勢，能夠生產強度適度足夠的紙包裝或生物可分解材質 ( 例如秸稈或是玉米稈製成的包裝材料）
之包裝機械，巿場趨勢長期看好。且中國大陸習慣塑膠包裝，對於紙類包裝材料經驗相對不足，
因此臺商可以善用此一政策趨勢，引進巿場需求之包裝機械。

5. 在限塑趨勢的影響下，臺灣的食品包裝紙、白卡紙、白板紙、瓦楞紙、箱板紙等紙種均會受益，
來藉此打入大陸市場。

另外，限塑政策引爆綠色商機，生質材料後市可期。專家表示，受惠於全球限塑風潮，替生質

材料（例如聚癸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酯樹脂（PBST）、聚己二酸 / 對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
聚乳酸（PLA）、聚 ε 一己內酯（PCL）及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等）開啟一扇大門，當

中又以聚乳酸（PLA）潛力最為可期，主因在於其成本和其他材料相比，較為親民，也最接近
傳統石化塑膠價格。

專家表示，臺灣在塑膠製品領域上，中下游的加工能力非常強。據相關業者表示，兩岸 PLA 相
關廠商為數眾多，且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因為目前大陸百貨商場及餐飲業者，尚在針對新頒政
策嘗試調整相關業務用品階段，中小企業謀定而後動，目前審慎觀察市場發展情勢中。

據產業專家表示，大陸相關產業亟思因應禁塑法規，布局可分解原料，多家大陸知名大型企業
已鎖定綠金商機，競逐市場先機；在臺灣部份，領導大廠如台塑計劃未來將與生物可分解塑膠
加工的領導廠商銘安科技合作，亦積極布局上游的綠色原料，掌握市場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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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生物分解材料相關上市公司概況

大型上市公司

生物分解材料

聚合 / 改性

產能（萬噸）

中國石化

PBST、PBAT

聚合

未知

道恩股份

PLA/PBAT

改性

未知

PLA

聚合

10~15

PBAT

聚合

6

金髮科技

彤程新材

PBAT

PBAT

億帆醫藥

PBAT、PBSA

光華偉業

PLA、PCL

齊翔騰達

PBS

金丹科技
瑞豐高材

資料來源

聚合

聚合

聚合

聚合
聚合

7.1
6

1

未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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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巴斯夫授權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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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 2 萬產能，
已投產 1 萬噸
擬投資建設

亞洲
中國大陸 - 香港

亞洲

貳、中國大陸 - 香港
摘要：香港環境保護署在 2009 年實施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卻反而使整體膠料用量

增加，原因是製造商轉移生產徵費政策下獲豁免的塑膠袋市場。而製造商為達致日

益提高的循環再造或回收目標，包裝品趨於輕巧，減少用料。除此之外製造商近年
把握網路購物發展日趨成熟，市場對線上購物包裝解決方案的需求明顯增加。

而近年來越來越多消費者更注重塑膠對環境的影響，製造商在生產過程中可採用更
多循環再造物料，同時提供更易於循環再造的產品，來符合市場需求。

一、香港限塑政策概況

香港環境保護署在 2009 年實施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主要涵蓋 3,000 多個大型連鎖超市、便利

商店及健康護理和化妝品的零售通路商，並在 2015 年擴展到整個零售業界（盛載無包裝或非氣

密包裝，供人或動物食用或飲用的食物、飲品或藥物、冰凍或冷凍食品以把凝結的水氣與其他貨
品分開，亦無需收費），每個塑膠購物袋徵收 0.5 港元（約 $2 新臺幣）。政府在 2020 年會就收
費計劃展開公眾諮詢，制訂未來方向。

政府在 2019 年 1 月起禁止主要服務對象為政府員工的餐廳提供塑膠吸管和泡沫塑料餐盒。另外，
政府將在招標簽訂新的合約或租約以及續約時，訂明要求在適當的政府場所內的所有餐廳商辦在
可行情況下須避免使用即棄塑膠餐具。

香港政府計畫在 2020 年下半年推行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計劃透過經濟誘因鼓勵市民
回收塑膠飲料容器，並考慮使用逆向自動售貨機（Reverse Vending Machine, RVM），以提升廢
塑膠飲料容器的回收效率。

二、香港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香港在 2009 年實施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後，製造商除了背心塑膠袋或穿孔塑膠袋的生產量下跌

外，其他塑料袋及包裝均有上升趨勢。當中以耗用塑膠量最高的不織布袋增幅最大，其次是垃圾
塑膠袋、包裝產品的複合袋，以及盛載生果和肉類的平口塑膠袋等，結果令整體膠料用量反而增
加，製造商也轉移生產徵費政策下獲豁免的塑膠袋市場如市場用塑膠袋。

至於收費計劃在 2015 年擴展到整個零售業界後，有部分塑膠袋批發商選擇結業，亦有批發商將
店舖搬遷到工業大廈，減低租金成本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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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香港目前包裝產業可以分為消費包裝及工業包裝。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主要影響消費包裝的生產，
例如購物袋和包裝袋的產量均減少。製造商為達致日益提高的循環再造或回收目標，包裝品趨於

輕巧，減少用料。製造商近年把握網上購物發展日趨成熟，市場對電子商貿包裝解決方案的需求

明顯增加，彌補減少生產購物袋和包裝袋的捐失。至於工業包裝則沒有明顯影響。塑膠製板、片、
膜、箔及帶是香港主要的包裝物料出口類別，佔 2018 年包裝物料總出口 61%；也是香港對中國
大陸及東協主要的包裝物料出口類別，分別佔香港對中國大陸及東協的包裝物料總出口約 80% 及
60%。

四、香港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1. 越來越多消費者更注重塑膠對環境的影響，製造商在生產過程中可採用更多循環再造物料，同

時提供更易於循環再造的產品。生物聚合物等生物可再生物料可以被生物分解，生產時不會釋
出有毒物質，因此在包裝中日受重用。

2. 有業者決定研發環保紙包裝，以製造一隻外帶餐碗為例，一方面先設計圖案，另一方面，業者

從歐美進口一卷「Jumbo roll」，用平張印刷的方式列印圖案。他們的機器是一部 LED UV 印

刷機，印完後就是送到模切機內裁出形狀，其後將紙樣放到紙碗製造機，用熱力或超聲波壓熔，
並用塗層輔助黏合成一隻碗。他們特別選用可持續樹林的紙張，稱作長纖紙，質地比較紮實。

3. 製造商未來可重點發展便利包裝。一方面在食品及飲料包裝市場，包裝品更加安全、實用及便

利是整體趨勢。一些有手柄及傾倒口設計的包裝袋，既可冷藏儲存，又能在沸水中加熱，特別
適合用作羹湯及醬料包裝。此外，可兼作陳列架用途的貨品包裝，能節省零售商把產品上架的

時間，非常方便。另一方面是獨立小包裝，一人及二人家庭的數目越來越多，因此各類食品飲
料對單份食用量包裝的需求日增。這些包裝流行的原因包括使用簡單、攜帶方便、易於控制分
量及可持續性。

4. 製造商近年開始採用生物塑膠（bioplastic）代替傳統塑膠。它們不需使用石油作原料，可以
從多種可再生資源製成，例如粟米澱粉、甜菜糖、奇異果皮、蝦殼、木漿甚至芒果和海草。

5. 另外，業者指出塑膠應用範圍非常廣泛，由家庭用品以至航天科技都不可缺少，因此可探索多
元化產品種類。有香港塑膠機械業者與生產廚具企業合作，以矽膠代替塑膠。同時工業 4.0 是
未來各製造業的趨勢，將傳統工業結合應用智慧科技，實行升級轉型。

資料來源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pro_responsibility/env_levy.html
•https://bit.ly/3djMroD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0806/00176_150.html
•https://bit.ly/2BswFL0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ETW/20200520/6H32QBLS2B5TEDMVO5NOTQR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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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大陸
參、日本
摘要：日本政府 2019 年制定塑膠資源循環戰略，公布「塑膠購物袋收費方針」，並
宣布 2020 年開始「限塑」，所有零售商店都禁止提供免費塑膠袋，業界人士認為塑

膠袋付費造成需求大幅下滑，加上原物料價格上漲，這對業界影響不堪設想。因此
日本製造業者開始生產再生塑料之購物塑膠袋，日本政府也持續宣導不使用一次性

的塑膠容器製品，此一改變必定造成消費者與企業有一定的陣痛期以符合市場趨勢，
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塑膠成型機械，來搶佔這塊市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肺炎（COVID-19）的影響，零售、超市等在對應食品的預

防措施下，也促使外帶或宅配方式服務需求大幅提升，進而增加相關食品包材的需
求。

一、日本限塑政策概況

日本政府 2019 年 5 月 31 日制定塑膠資源循環戰略，並於同年 12 月 27 日修訂「容器包裝環保法」
公布「塑膠購物袋收費方針」，宣布 2020 年開始「限塑」政策，範圍包括資源、廢棄物、海洋垃圾、
地球暖化等廣泛課題，其中為提升民眾對於塑膠垃圾的資源再利用的環保意識，實施「消費者付
費使用塑膠袋」。自 2019 年 9 月起日本經濟產業省舉行 4 次專案會議進行討論，收集產官學等
各方意見後，公告實施塑膠製袋類付費準則，目前經濟產業省的辦公大樓內的商家已率先實行消
費者塑膠袋付費。為能使本政策順利推動，日本政府各級單位正積極向民眾推廣塑膠袋付費使用
制度與提倡使用環保購物袋等政策，另自本年 1 月 6 日起開設單一諮詢窗口。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零售商店都禁止提供免費塑膠袋，超市及零售店使用的塑膠袋全面進

行收費，價格可依銷售店自行決定。預計使用一定數量以上塑膠袋的業者，必須定期向政府提報，
如有需要，政府將適當提出勸告及相關指示。

以下塑膠購物袋不在收費範圍：厚度 50 ㎛以上之塑膠購物袋；原料為生物可分解塑膠 100％之塑
膠購物袋；生物質原料分配 25％以上之塑膠購物袋。

二、日本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日本聚烯烴薄膜工業協會理事長同時也是日本塑膠袋製造大廠中川製袋化工的中川兼一社長表示：
贊同日本政府限塑政策，但無法認同限塑範圍僅限於塑膠購物袋，寶特瓶等其他塑膠產品不受政

府政策限制。塑膠購物袋製造商多數為中小企業，日本國內將近 300 家聚烯烴業者中，約一半的
企業製造塑膠購物袋，國內大約 1,000 家的包裝材料大盤商，多半亦進行塑膠購物袋交易，對業

界影響不堪設想。依據日本聚烯烴產業同業公會試算，日本國內塑膠購物袋流通量為 20 至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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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 年，僅占包裝容器塑膠垃圾 5 至 7.5％。

日本政府於 10 年前曾對包裝容器回收法進行修訂，但當時並沒有讓塑膠袋付費的法案立案，只

在各縣市鄉鎮自主性實施，當時業界推測，即使塑膠袋付費立案，對需求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但日前已有日本製造商表示已經減少約三分之一左右營收，也有的縣市的塑膠袋需求減少近九成，
製袋業者的訂單預估大幅減少。

日本國內的塑膠袋大部分是由海外進口，中小尺寸型號則由日本國內製造商提供，2019 年進口數

量約為 59 噸，日本國內生產數量約為 11.9 噸 ( 如表一、表二 )，此次的塑膠袋付費立案不僅衝擊
到進口商也影響到日本本地經銷商，日本塑膠袋製造商並不直接交貨給超市、量販店等終端消費

者，而是透過日本全國約 1,000 多家經銷商進行販售，塑膠袋需求降低也直接導致塑膠袋經銷商
營收下滑。

日本國內塑膠袋類製造商與經銷商大多數為年營業額未滿 1 億日圓的中小企業，規模較大日商的

年營業額約數十億日圓，中小企業因塑膠袋付費造成需求大幅下滑，加上原物料價格上漲，若工
廠因訂單減少而將塑膠袋生產部門裁撤或縮減，生產與銷售都將受到嚴重打擊，導致業績下滑，
在惡性循環之下，剩餘的工廠再縮編產品線後，業界恐將爆發倒閉潮，而最終也恐出現大量失業
員工。

表一、日本塑膠袋類進口數量統計

中國

越南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其他

247.5

91.9

68.5

30.2

15.6

73.5

20.3

2015 年

249.0

2017 年

236.3

116.2

221.9

159.5

2016 年

2018 年

2019 年

228.1

75.9

146.6

65.5

68.1

66.7

63.7

‧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統計。本中心編彙。

28.5

28.8

27.3

26.2

15.2

74.4

15.2

74.6

16.9

78.9

18.9

78.4

表二、日本聚乙烯類塑膠袋生產數量統計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產業、農用塑料袋

塑膠袋、垃圾袋

346,634

132,993

351,999

349,967

369,906

372,818

其他

單位：千噸

總計

19.2

527.7

21.3

560.5

21.5

21.4

547.5

586.0

590.0

總計

單位：噸

137,113

6,918

496,300

127,691

6,854

484,512

122,844

119,499

6,869

6,526

5,997

486,523

499,276

498,314

‧ 資料來源：日本聚烯烴薄膜工業協會。本中心編彙。( 表二資料為 LDPE 低密度聚乙烯 /LLDPE 線性低密度聚乙烯 /HDP
高密度聚乙烯 總和統計 )

1. 政府限塑政策下工廠停產、生產品項減少、業務規劃等，製造塑膠包裝廠商需重新整頓，時間
金錢成本提高，導致業績惡化因素將會持續影響廠商。在日本，生產塑膠袋的企業多半是小型
企業。若制度上無例外就一律把塑膠袋改為收費制將會導致工廠的連鎖倒閉，經濟衝擊大。例
如塑膠相關的企業盈利就會減少，資金不足導致公司倒閉，機械設備投資將變成負債等，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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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形將會接二連三的發生。

2. 超市塑膠袋市場：超市為減少垃圾為目的將塑膠袋的使用量減少，實施透過自帶購物袋、積點
卡等相關措施，並透過塑膠袋收費方式來減少塑膠用量制度。海洋塑膠垃圾的環境問題響應世

界各地採取減塑行動，日本於 2020 年 4 月開始針對國內的超市、便利商店、零售店進行塑膠
袋收費。使用率最多的超市的塑膠袋用量推測會減半。

塑膠原料主要以廉價及具有強度的 HPDE（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為主流。但近年需求
增多的是將帶有植物性的 BioPE 添加於 HDPE，與 BioPE 混合而成的產品。
2019 年預估

1,098 億日圓

2018 年比
99.4％

2023 年預測
794 億日圓

2018 年比
71.9％

3. 吸管市場：因海洋塑膠問題受關注，塑膠吸管在民意推動下於 2018 年以後被外食產業及飯店
開始陸續更替材質或禁止使用。市場規模的局勢估計僅會微減。
2019 年預估
99 億日圓

2018 年比
99.0％

2023 年預測
97 億日圓

2018 年比
97.0％

三、日本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1. 雖然日本有過度包裝的傾向，但海洋塑膠垃圾引發一連串環境問題受到全球各地關注，減塑行

動在近年漸增，日本包裝產業生存之路，為朝限塑環保方向，建立新構想及新商機，雖然目前
日本國內限塑政策範圍不大，但為減少未來經營風險，日本包裝產業必定朝改用不同材料、改
變產品種類等方向發展。

2. 但因受新型肺炎的影響，超市等在對應食品的預防措施下，使用薄膜或覆蓋商品分別包裝的銷

售方法亦持續增加，在政府呼籲停業措施下，店家多半已改外帶或宅配方式服務，因應防疫措
施，製造包材的需求反而都在增加。

四、日本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1. 因海洋塑膠問題受到關注，禁塑在民意推動下估計市場規模的局勢將來估計會減少降低。日本

政府限塑政策目前僅限於購物塑膠，並且以下塑膠購物袋不在收費範圍：厚度 50 ㎛以上之塑
膠購物袋；原料為生物可分解塑膠 100％之塑膠購物袋；生物質原料分配 25％以上之塑膠購物
袋。

日本產官學正著手利用有機原料開發可被微生物分解最終轉化為水與二氧化碳的塑膠製品，但
目前成本過高，尚無法普及到一般消費市場，期待克服成本問題後即可進行量產。未來日本製

造業者有可能開始生產再生塑料之購物塑膠袋，日本政府也持續宣導民眾盡量不使用一次性的
塑膠容器製品，盡可能使用可回收與再利用並減少浪費，此一改變必定造成消費者與企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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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陣痛期以符合市場趨勢，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塑膠成型機械，如何達到購物的便利性
與環保兼顧的雙贏局面，是今後企業與消費者的共同目標。

2. 塑料吸管材質主要是 PP，今後會用紙或帶有自然分解性樹脂 PLA 或 PLA/PBS 來取代。在國外，
塑膠吸管的銷售及使用受限制之外，免吸管的食用容器需求也陸續增加。

3. 2019 年塑膠輕型容器市場（日本國內出貨為主），預測今年成長 101.1% 的 805.450t。隨著
超市、便利商店的速食便當、加上保溫食品還有湯類皆可使用微波爐加熱食用的食品研發的趨
勢下，相關速食賣場的也增多。用微波爐加熱可隨時隨地享受美味的食品也受消費者歡迎。今
後更有益輕型塑膠容器市場擴大。如可以依社會情勢研發生物可分解塑膠材質就更齊全。

4.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型肺炎等問題對外食有影響，不過隨著人們無法外出用餐日數增長，食
品外帶是消費者在疫情間的重要選擇。外紙容器、餐飲包裝容器之塑膠包裝容器亦隨著外送市
場而增加。

資料來源

‧https://www.meti.go.jp/
‧http://www.pof.or.jp/data/
‧file:///C:/Users/susumu%20tanaka/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IE/51DQCZCZ/ko200514a1.pdf
‧https://gooddo.jp/magazine/oceans/marine_pollution/plastic_garbage/4948/
‧https://www.meti.go.jp/press/2019/12/20191227003/20191227003-2.pdf
‧https://gyoppy.yahoo.co.jp/featured/102.html
‧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angyo_gijutsu/haikibutsu_recycle/reji_yuryo_wg/pdf/002_01_08.pdf#sea
rch=%27%E3%83%AC%E3%82%B8%E8%A2%8B+%E5%BD%B1%E9%9F%BF%27
‧https://www.fukuoka-fg.com/news_info_pdf/2020/20200226_release.pdf
‧https://www.jfc.go.jp/n/finance/saftynet/pdf/nishi-nippon-city-bank_info.pdf#search=%27%E8%A5%BF%E6%97%A5%
E6%9C%AC%E3%82%B7%E3%83%86%E3%82%A3%E9%8A%80%E8%A1%8C+%E3%82%B3%E3%83%AD%E3%83%8
A%E8%9E%8D%E8%B3%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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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韓國
摘要：2018 年開始陸續實施限塑政策，餐飲業塑膠製品的使用，2019 年發布《再

生資源回收利用法施行細則修正案》大規模禁止全國超市、量販及賣場提供免費塑

膠袋，而政府實施限塑政策後導致塑膠產品企業的銷售量下降。另外身為電子業大
國，韓國也開始提倡禁止電子產品過度包裝，同時因應線上購物和快遞服務需求提
升，將於 2020 年下半年度制定《防止運輸包裝材料過度包裝準則》。

韓國近年致力於開發生產環保型生物塑膠原料的技術，臺灣在生質塑膠產業的發展

上，業者應與國內研究單位進行產學研究，針對生質關鍵原料、海洋環境可分解的
材料進行研究開發，生產生物可分解、再生、低排碳或生質比例提升等環境友善的
新材料，響應環境保護的同時也能開創新商機。

一、韓國限塑政策概況

1. 近年來韓國政府為落實環保，從 2018 年開始陸續實施限塑政策，包含減少塑膠杯塑膠吸管及
塑膠袋的使用。2018 年 8 月 6 日開始，韓國政府開始推動咖啡店的減塑政策，主要推動之內
容為店家不可提供內用客人一次性使用的塑膠杯，內用的客人也不能要求使用外帶塑膠杯，即

使是外帶的客人也不能拿著外帶塑膠杯在店內飲用，另外有一些咖啡店也開始停止提供塑膠吸
管改以提供紙吸管或可重複使用之鋼製吸管來代替，響應政府減少塑膠使用的政策。

2.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韓國政府發布《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法施行細則修正案》，禁止全韓國 2,000

多間超市與 11,000 多間大型賣場無償提供免費塑膠袋，如商家違反規定，政府可對其商家處
以 300 萬元韓幣（約新臺幣 8 萬多元）之罰鍰，除了超市及賣場外，麵包及甜品業者也一同跟
進，總計約有 18,000 家店禁止提供免費塑膠袋，如有需要可另行付費購買。

韓國環境保護部也與韓國主要的大型超市，包含樂天超市、Homeplus、Emart、農協等超市
簽訂協定，將不再免費提供客人打包裝箱用的紙箱與膠帶等包裝用品，部分商場也會撤除商場

內的自助包裝區，改以租借或出售大容量的紙箱、購物袋、購物籃給顧客，費用約為 500 韓元
至 3000 韓元 ( 約新臺幣 15-80 元 ) 不等，有分為可歸還並退費的方式以及付費購買紙箱等不
同的包裝打包形式，並且持續提倡自備購物袋以響應環保。

3. 韓國政府目標到 2022 年拋棄式杯子和塑膠袋的使用會減少 35％。首先，對於公共機關政府部
門制定減少一次性產品使用的措施，以公共機關帶頭落實減少塑膠使用的政策。另外對於使用

大量一次性杯子的咖啡店和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外送快餐店而言，政府將制定協議鼓勵商家提供

各種活動優惠，例如自備杯子時可享折扣優惠或是集點換餐點的方式來鼓勵消費者及商家自備
環保餐具以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並且為減少一次性產品的使用，韓國政府決定與公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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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政府聯合成立“塑膠減量行動委員會”以加強提升國民及商家的環保意識並落實減量政
策。

二、韓國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韓國塑膠產業之一次性塑膠產品包含塑膠袋，塑膠容器，泡沫聚苯乙烯等，限塑政策實施前，

2017 年韓國的一次性塑膠產品製造業約有 1,300 家企業，從業人員約 39,000 名，年出貨額約 10
兆韓元 ( 約新臺幣 2500 億元 )。政府實施限塑政策後導致塑膠產品企業的銷售量下降，並且也直

接影響從事該行業人員的工作和收入。按政府計劃到 2022 年為止預計將一次性塑膠杯和塑膠袋
的生產和消費量減少 35％，即使不考慮產品價格下降的間接影響，以該比率來推算減少的工人和

貨運量，預計從業人員數將至少減少 13,700 名且年出貨額也將減少約 3.5 兆韓元 ( 約新臺幣 875
億元 )。

韓國限塑政策的推動使塑膠使用量大幅減少進而影響生產量，韓國塑膠產業開始研發可再生利用

分解之原料，來代替難以分解之塑膠原料來生產產品，以求產業轉型。韓國政府也對於塑膠產品
製造的部分，將在未來透過審查材料及制定法律的方式讓難以回收的產品從生產階段中淘汰，像

是五顏六色的寶特瓶對於回收商而言有不同的價值和回收方式，因此韓國在 2020 年之後將全面
改成透明無色的保特瓶，以提高寶特瓶回收的價值，使回收商處理更方便、促進收購的意願，並

且在 2022 年之前，韓國將會增加可回收材質的製品，從原本的 43 種增加到 63 種，提高資源再
利用性，預計使廢棄物裡不可回收的廢棄物比例從 2016 年的 38.8％降至 10％以下。

三、韓國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韓國政府提倡禁止過度包裝，特別是針對快遞類包裝及電子產品的包裝標準加強管理，以減少使
用乙烯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類的包裝材料來進行包裝。大型超市的部分也要減少促銷活動性產

品的雙重包裝，並且在進貨商品之前須檢查產品包裝檢查報告，以防止過度包裝的產品進入賣場
內販售。並且制定及修正法規為產品上市之前就針對產品包裝進行檢查，符合包裝合格條件之產
品才能將產品上市的規定。

並且考慮到越來越多消費者使用線上購物和快遞服務，因此計劃在 2020 年下半年度制定《防止
運輸包裝材料過度包裝準則》，並預計在明年開始實施，特別是針對使用大量泡沫聚苯乙烯保護
電子產品的包裝，也將於 9 月制定新包裝準則。

四、韓國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1. 開發環保型生物塑膠原料

韓國化學技術研究團隊 UST- 化學研究院，已開發用於生產環保型生物塑膠原料的技術，是一

種生產 PEF 核心原料的技術，該原料被認為是能替代目前使用之 PET 瓶的生物環保塑料，並

且與目前的生產原料相比，有望將成本降低 50％，並且在生產的過程中，催化劑作用時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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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使生物塑膠工業產生生產電力之附加價值。

臺灣在生質塑膠產業的發展上，也可委託國內研究單位進行產學研究，針對生質關鍵原料、海

洋環境可分解的材料進行研究開發，在面臨全球限塑政策及減少塑膠使用量的發展趨勢下，臺
灣業者可研究並開發生物可分解、再生、低排碳或生質比例提升等環境友善的新材料，響應環
境保護的同時也能開創新商機。

2. 回收產業材料建立管理標準並擴展新用途

韓國政府為促進回收產業，計劃到 2022 年為止將投入 500 億韓元 ( 約新臺幣 12 億元 ) 的回收
市場促進資金，同時，將在環境部內設立回收市場部門及成立相關特定組織（回收市場管理委
員會等），以促進回收產業，並且分析國內外回收市場的趨勢和價格變化。

另一方面，對於廢乙烯回收後所製成的固體燃料（SRF），計劃加強其 環境管理標準，並將能

用於改善生活之廢塑料製成的 SRF，進行調查和檢查等綜合評估，在對環境安全無虞的前提下
擴大使用在污水污泥焚燒設施等新用途，加強 SRF 環境管理標準並擴展新用途。並且為了增加
再生產品的使用，韓國政府計劃推廣相關條款，例如公共採購指南標準，將公共部門中綠色產
品的購買率提高到 60％。

臺灣政府也可參考韓國政府的政策方式，針對回收產業業者進行資金援助使回收業者能將回收
後的塑料產品，發展出新用途。並且針對韓國政府推動之公共部門購買之環保綠能產品比例提

升的部分，有生產相關產品的業者也可試試看韓國政府的購買標案或是將環保綠能產品推廣到
韓國市場。

資料來源

‧http://me.go.kr/home/web/main.do
‧https://www.kita.net/
‧https://www.mk.co.kr/
‧http://daily.hankooki.com/lpage/column/202005/dh20200526111609148550.htm?s_ref=nv
‧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8/05/08/2018050800187.html
‧http://plaind.co.kr/news
‧http://www.koreabio.or.kr/cms/cmsView.do?menu1=5&menu2=1&viewCheck=true&bbsseq=43442&bbsid=bb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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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印尼
摘要：印尼從 2016 年開始實施付費塑膠袋計劃，在許多地區，越來越多的限塑政策

增加了製造業的負擔。除此之外印尼塑料行業還要面臨挑戰，即石油價格導致價格
波動，以及努力減少對塑料原材料進口的依賴。

大多數包裝製造商開始使用並投資高科技機械與最新技術，顯示塑料行業者已準備
好以新技術進入工業時代 4.0，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符合以上市場趨勢，來藉此
打入印尼市場。

一、印尼限塑政策概況

1. 根據印尼環境林業部、國家消費者保護局、印尼消費者基金會以及印尼零售商協會的協議從
2016 年 2 月 21 日起實施了付費塑膠袋計劃，在零售商店購物時，要求消費者支付最低 200 印
尼盾（約 0.014 美元）的費用才能獲得塑膠袋。該計劃旨在減少廢物，特別是塑膠廢物，以及
支持法律 2008 年第 18 號關於廢物管理，包括減少廢物和處理廢物。

2. 人民民主共和國財政委員會主席在 2020 年 2 月 19 日發布塑膠袋的消費稅稅率為每公斤 3 萬印
尼盾（約 2.143 美元）或每張 200 印尼盾。對於想要購買塑膠袋的消費者，零售商將為每張收
取 200 至 500 印尼盾的費用。

3. 印尼每個區域對減少廢物執行以當地政府，如峇里島丹帕沙市政府在 2019 年 1 月 1 日發布了

一項法規根據 2018 年第 36 號丹帕沙市政府條例關於減少塑膠袋的使用，城市中禁止使用塑膠
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塑料吸管。

4. 印尼首都雅加達在州長條例 2019 年第 142 號關於超市和傳統市場管理人員的規定均應提供環
保袋，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袋。儘管該規定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簽署，但直到 2020 年 7 月
才正式實施。

二、印尼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在許多印尼地區，越來越多的限塑政策被視為增加了許多製造業部門的負擔。回收產品主要用作

塑料原料，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回收行業的生產能力的利用率下降，並會影響廢物收集者。於
2020 年 2 月份執行徵收消費稅塑膠袋，對塑料回收產業鏈的主要受到影響。

印尼塑膠購物袋行業已發展很長一段時間。當前，該行業以中小型工業為主導，每家公司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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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為 5 至 200 人，將會受到禁止使用塑膠袋的直接影響，從而將降低該行業的績效並導致終止
就業及失業。

眾議院在 2020 年《國家收入預算法》中規定的塑膠袋消費稅政策及其擴大的組成部分，塑料行

業將可持續性和社會購買力產生不利影響。未來，塑料行業仍將面臨挑戰，即石油價格導致價格
波動，以及努力減少對塑料原材料進口的依賴。在 2019 年，塑料工業中 40％使用進口原材料，

與之前 50％相比有所下降。隨著經濟增長的改善以及對原材料行業投資的納入，到 2023 年進口
原材料的貢獻可減少到 30％。

不過，塑料和橡膠工業是一個製造業，被認為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市場機會。這兩個部門生產的產
品至關重要，因從上游到下游需要用作其他各個行業的原材料。塑料產品的消費量仍然很高，且
作為原材料的應用在食品和飲料產品包裝工業、化妝品工業、電子工業和汽車工業等各個製造業
中也非常廣泛，因此塑料原材料的需求仍然很高。

三、印尼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2019 年的包裝產業仍在增長，但增長約在 5％ -6％之間，由於生活方式的改變和即塑料廢料問題，
政府於 2020 年 2 月份執行徵收消費稅塑膠袋對塑料包裝行業會收到影響，但到目前為止尚未有

相關資料關於包裝產業收到影響。然而，因 2020 年疫情爆發在印尼消費品或快速消費品相關包
裝行業，市場需求正在增長。

四、印尼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在印尼市場方面，多數回收產品主要用作塑料原料，印尼塑料再生原料進口量達 366 萬噸，約

61.6 億美元。多達 80％的進口產品來自東南亞國家。在包裝需求旺盛的情況下，原材料等面臨許
多障礙。對於塑料和鋁箔，50％印尼國內需求須將國外進口，多數從中國大陸。

印尼塑料工業的結構已相當完整（從上游到下游一體化），但仍存在許多障礙，包括聚丙烯等塑
料原料的進口已達到 48.4 萬噸，但需求總量為 97.6 萬噸。此外，塑料行業仍然缺乏生產原油和
冷凝物原料的煉油廠，有限的原料使生產商仍需進口 160 萬噸原油和 3,300 萬桶凝析油。

印尼目前是世界第四大投資目的地，重點是綠色經濟以減少氣候變化的風險。國內外資焦點是在

一些綠色經濟或環保。想要在印尼投資的國家有規定，例如環保、教育當地勞動或知識轉讓、技

術轉讓，並在加工礦產資源為印尼提供附加值。投資領域的重點是礦產下游、鋰電池開發、運輸、
可再生能源和減少碳排放等等。

大多數包裝製造商開始使用並投資高科技機械與最新技術，顯示塑料行業者已準備好以新技術進
入工業時代 4.0，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符合以上市場趨勢，來藉此打入印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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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大陸
陸、菲律賓
摘要：在菲律賓限塑政策的推動下，大馬尼拉地區都已經不再供應塑膠袋，而大馬
尼拉地區中主要的 7 個城市近年也都紛紛各自推動限塑及減塑的政策。另外疫情影

響下，外送業務蓬勃發展，在部分地區，不論是大型連鎖餐飲，或是一般小型餐廳
都以紙袋、紙盒包裝。

但菲國對限塑仍缺乏全國性的立法、各地方政府僅有不到一半的城市有長遠規畫及
規定，限塑政策衝擊的對象，現階段僅限於塑膠袋、吸管等機械相關設備。且在未

有全國性的禁止情形下，受衝擊市場亦僅限於大馬尼拉地區及其他已有訂定規定的

區域。在其他塑膠產品管理近期則並無觀察到顯著的限縮管制。以相關產品在整體
塑膠產業所占比例來看，對產業影響有限。

一、菲律賓限塑政策概況

菲律賓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海洋生物資源環境，卻也是全球海洋塑膠廢棄物的主要來源排名第 3。
環境保護人士認為是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缺乏管理一次性使用塑膠政策及罰則所致。菲律賓早

在 2001 即立法設立生態廢棄物管理法案 (Ecologic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ct of 2001)，
這項法案被視為與環保相關法令的最早立法基礎。這項法案責成各地方政府 (Local Government
Units, LGU) 為負責規劃及推動單位 。但儘管如此，菲律賓仍未有全國性限制使用塑膠袋的法令。

但立法機構正透過其他方式，限制一次性使用塑膠用品 。環境保護社運人士也在督促政府通過更
嚴格的法令，但最終是否落實仍仰賴消費者自身做起。
1. 菲國塑膠工業概況：

菲律賓塑膠工業缺乏上游聚合廠，因此菲律賓塑膠公會 (The Philippine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Inc., PPIA) 成員多由下游工業和消費品塑膠製造商所組成，主要包括 : 汽配、家電、
電氣和電子塑膠件製造商，食品、藥品、清潔用品和化妝品包裝製造商，纖維和紡織品廠，膠

帶與包材製造商，農業用資材製造商，以及建築材料製造商等。此外，不少低收入民眾依賴塑
料回收維生，塑料回收業在菲國亦為一個重要行業。

菲律賓雖然有一些大型塑膠製品公司，例如 San Miguel Yamamura Packaging Corporation、

Manly Plastics, Inc. 等， 但 該 產 業 最 主 要 還 是 由 中 小 型 企 業 組 成。 並 且 集 中 在 大 馬 尼 拉
CAMANAVA（Caloocan、Malabon、Navotas、Valenzuela） 地 區， 以 及 馬 尼 拉 南 郊 的
CALABARZON（Cavite、Laguna、Batangas、Rizal 和 Quezon）地區。

主要生產製程包括薄膜和片材押出、注塑成型、押出吹塑、管材和型材押出、網袋編織、板材
熱成型、印刷、分條、吹袋、淋膜機，以及塑料回收。所需設備分別為押出機、編織袋機、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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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抽絲機、塑膠成型機、印刷機、塑膠分條機、複捲機、製袋機、淋膜機、各種模具以及塑料
回收機。

菲律賓 2018 年自全球進口橡塑膠加工機器 1.9 億美元，較前一 (2017) 年減少 13.7%。其中以

HS 847710 射出成型機占 34.2% 為最大宗，其後依次為 HS 847790 機器的零件占 31.2%，HS

847780 其他橡膠或塑料及其產品的加工機器占 15.3%。2018 年進口橡塑膠加工機器來源國以
日本的 6,663 萬美元，占 34.3% 為最大宗，其後依次為中國大陸占 20.5%，台灣占 6.8%。

根據菲律賓塑膠公會 (The Philippine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Inc., PPIA) 所進行的調查

顯示，大多數菲律賓塑膠製造商傾向採用最先進的生產線，尤其是高品質或大批量需求的中大

型業者。另一方面，對於質與量要求低的小規模工廠，使用廉價設備生產的仍然不在少數。這
些小公司大多藉自行修改其進口廉價機器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

2. 菲律賓限塑政策主要係由市級政府執行及推動，包括塑膠汙染管制、禁止部分一次性塑膠

袋使用、推廣民眾使用可重複使用的購物袋等。以日常生活觀察，大型超市例如 SM Super

Market、Rustan’s Market Place 等，以及 7-11、MiniStop 等超商系統，在大馬尼拉地區都
已經不再供應塑膠袋，只提供紙袋或請顧客結帳時購買帆布袋。

3. 目前因疫情的關係使得餐廳外送業務蓬勃發展，在馬卡蒂市 (Makati) 市透過 GrabFood 服

務送達的餐點，都以紙袋、紙盒包裝，不僅是國際連鎖速食餐飲例如：KFC、McDonald、
Starbucks、或是一般泰式、越式餐廳都已如此。所附的餐具則部分仍以塑膠袋包裝餐具跟紙
巾，餐具則仍以塑膠為主，亦有少部分係採用可分解 (Bio Degradable) 湯匙及刀具。在餐廳內

提供冷飲的吸管，亦有部分已更換為紙質 ( 例如：知名菲式連鎖 Mary Grace 等 )。我國珍珠奶

茶在菲律賓非常收到歡迎，大多都已經使用紙杯，外帶的手提杯架也以紙質為主，只有杯蓋及
部分吸管仍使用塑膠材質。

4. 以下以在大馬尼拉地區 (Metro Manila) 中主要的 7 個城市 ( 居民計約 650 萬人約占大馬尼拉地
區一半人口 )，簡要說明各城市的限塑相關法令法源及內容：

I. 馬卡蒂市 (Makati) 在 2000 年市府頒布命令第 No. 2003-095 規範馬卡蒂市固態垃圾管理
(ADOPTING THE MAKATI CITY SOLID WASTE MANAGEMENT CODE)，要求以系統性、周延
及合乎生態保育的方式管理廢棄物，並規範廢棄物分類、蒐集、運送、儲存、垃圾丟棄等。

該市自 2003 年即依據該法令，要求市內速食連鎖、餐廳、超市、外食及其他單位配合使用
環保餐具及包裝。

II. Las Piñas 市則以 Ordinance No. 1036-11 法令禁止市內商業機構使用塑膠袋及包裝，以減
少無法生物分解的廢棄物。

III. Parañaque 市則依據法令 City Ordinance No. 18-40 自 2020 年 6 月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

物品，包括塑膠袋、吸管、湯匙、刀叉、杯子及攪拌棒。保麗龍所製造的盤子、杯子及塑
膠托盤亦被列為禁用。違反規定的商業機構將每次處以 5,000 菲幣 ( 約 3,000 新臺幣 ) 的罰
鍰，並在第三次開罰時勒令停業，營業執照吊銷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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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Pasay 市依據 2011 年頒布的法令 City Ordinance No. 4647，所有市內的商家只能在銷

售點提供客戶回收紙袋、可重複使用的提袋。顧客自行攜帶用來購物的提袋材質則並未限
制。依據此項法令，所有商店提供的組合提袋，必須向市政府固態廢棄物管理辦公室 (Solid

Waste Management Office,SWMO) 提 交 一 份 由 科 學 及 科 技 部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ST) 文件，證明該提袋符合該部或其他政府機構所規定的提袋標準。

首次違規市政府將給予警告，第 2 次則罰款 1,000 菲幣 ( 約 600 新臺幣 )，第 3 次則罰款 3,000
菲幣 ( 約 1,800 新臺幣 )，並取消營業許可。

V. Muntinlupa 市規定於 City Ordinance No. 10-109。這項法令並禁止使用塑膠袋包裝乾貨、
潮濕物品及食用容器。法令適用的範圍包括家庭、產業、商業機構、垃圾處理等。

VI. Quezon 市在 2012 年頒布施行法令 Ordinance No. 2876 以減少塑膠袋使用。這項法令要

求零售商改變原本不願意使用可重複使用提袋的消費者，並提供願意自行準備提袋的消費者

獎勵。且自 2019 年 1 月 Quezon 市長 Joy Belmonte 已宣布全面禁止用完即丟的塑膠用品，
並自同年 2 月起生效。

VII. Pasig 市自 2010 年頒布 Ordinance #9 法令，並在 2011 年 7 月開始實施，禁止使用乾燥
物品上使用任何形式的塑膠包裝，並規範在包裝潮濕物品上的使用。這項法令並且禁止保

麗龍及其他類似材料在食品或其他產品上使用，並對塑膠袋，包括吸管、保麗龍食品容器
進行規範，但並未將速食連鎖店使用的刀叉、餐具納入禁止。

二、菲律賓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綜合以上說明，菲國對限塑仍缺乏全國性的立法、各地方政府僅有未及一半城市有長遠規畫及規
定；參議院 (Senate) 試圖對限塑提出的法令亦著重規範一次性使用之塑膠袋、吸管等對環境汙染

最為直接的產品。限塑政策衝擊的對象，現階段僅限於塑膠袋、吸管等機械相關設備。且在未有
全國性的禁止情形下，受衝擊市場亦僅限於大馬尼拉地區及其他已有訂定規定的區域。在其他塑
膠產品管理近期則並無觀察到顯著的限縮管制。以相關產品在整體塑膠產業所占比例來看，對產

業影響亦有限。但以長遠來看，為了菲律賓居住的環境，塑膠產品在國民所得提高到一定程度後，
勢將為菲國消費者所揚棄，進而全面採用更為環保素材。我國相關業者亦仍須重視此一趨勢。

三、菲律賓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1. 協助菲國塑膠業客戶調整產線製造抗疫相關產品，菲律賓在新冠疫情影響下，自爆發以來迄今

3 個月仍未恢復。每日確診數亦絲毫不見減緩。由於菲國醫療器材大多數仍仰賴進口，在全球
器材缺乏無法增加進口時，亦使得國內自給自足的需求遽增並帶來潛在商機。菲律賓國家經濟

發展局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EDA) 針對新冠疫情發表的產

業發展建議書 裡，建議菲國塑膠業者未來的發展方向，包括：

I. 將原有生產塑膠袋的產線，在相關設備可以調整情形下，改生產個人防護用品 (PPEs) 包括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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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面罩、頭罩、護目鏡及其他產品。

II. 製造聚酯帆布的廠商，可改生產提供檢查哨或檢測站使用之帳篷。

III. 生產質地較硬的塑膠製造商，則可考慮生產盛裝檢測試劑的塑膠盒或醫療等級的垃圾桶。

IV. 其他例如使用在大樓入口消毒區或超市結帳出口隔絕收銀員及客戶的塑膠幕簾，或隔絕
GRAB 等出租車司機及乘客間隔簾等。

大馬尼拉馬卡蒂市 Pacific Star Building 大樓入口消毒區

‧ 馬尼拉台灣貿易中心  陳明淵攝

大馬尼拉馬卡蒂市 Rustan's Market Place 超市

‧ 馬尼拉台灣貿易中心  陳明淵攝

2. 拓銷菲國限塑法令較為寬鬆區域，菲國法令執行仍有相當彈性空間，以實際觀察目前仍以大馬

尼拉地區的實行較為徹底。其餘城市則仍無法徹底要求，例如在南部民答那峨的第一大城納卯

市 (Davao City) 的大型商場，仍可見到百貨公司提供塑膠袋情形。短期間在法令尚未完全禁用
下區域應仍具拓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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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makati.gov.ph/f3834c81-2c00-4b8a-9a15-c32d4d96efb0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27607/las-pinas-follows-neighbor-in-enforcing-ban-on-plastics
‧https://www.philstar.com/nation/2020/01/08/1982901/paraaque-bans-single-use-plastic
‧https://www.pasay.gov.ph/News/08-27-2012.html
‧https://www.muntinlupacity.gov.ph/wp-content/uploads/2017/07/blg-10-109.pdf
‧https://www.pasigcity.gov.ph/city-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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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大陸
柒、越南
摘要：越南塑膠協會表示越南橡塑膠產業每年以 10% 的速度成長，加上越南財政部

亦同意至 2022 年底對聚丙烯塑膠（PP）粒原料的關稅將維持在 3％的優勢，且越
南當地相關製造業如汽車業、電子業和包裝業等對塑橡膠原料的需求仍然很高，因
此越南在塑橡膠產業上仍然保有競爭力。越南限塑政策以目前市場上的觀察，雖然
陸續有餐廳、超市使用替代方案取代使用塑膠製品，但短期內不論是製造原料或是
內需消費的市場需求仍然呈現成長的趨勢。

因應未來限塑環保的趨勢，越南政府已針對企業願意投資回收廢物之先進科技設備，
且鼓勵生產環保塑料袋和其他優質替代品提供許多優惠政策。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
符合以上優惠政策的相關商機，提前佈局越南限塑後的市場商機。

一、越南限塑政策概況

1. 第 40/2019/ND-CP 號決議關於修訂和補充若干決議條款，詳細規定和指導環境保護法的實施：
I. 上述議定補充、修正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 38/2015/ND-CP 號議定第 55 條，有關自國外進
口作為生產原料之廢料進口規定及進口對象。

II. 依照新規定，此等廢料須符合環保法第 76 條第 1 項之規定。進口廢料之組織及自然人可在

進口海關單位或在使用進口廢料之生產基地之海關單位辦理海關手續；進口廢料品質檢查地
點可選擇在進口海關，或在使用進口廢料之生產基地海關單位，或在使用進口廢料之生產基
地檢查。

III. 有關進口條件，第 40/2019/ND-CP 號議定亦規定，具有使用進口廢料生產基地之組織、自

然人須符合環保法第 76 條第 2、3 項之規定；持有資源環境部批准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其內容包含 : 使用進口廢料作為生產原料，並獲得環保工程完工之確認書或處理危害廢棄物
許可證，且須使用上述工程處理廢料作為生產原料。

IV. 對於興建之案件須符合第 18/2015/ND-CP 號議定第 16b 及 17 條之規定。

V. 第 40/2019/ND-CP 號議定亦對進口廢料作為生產原料作出環保之規定，如倉庫、回收設備
技術、雜物處理等。

2. 第 08/CT-BCT 號決議有關減少塑料廢料行業的措施：

本項決議由總理致函全國相關機構單位，提出解決塑料廢物問題措施如研究並實施減少塑膠袋
和一次性塑料產品使用量，增加單位中廢物回收再利用和對各部委、地方政府要求繼續制定和
完善相關機制和政策，以同步有效地解決塑膠廢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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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1746/QD-TTg 號決議關於至 2030 年前引入管理海洋塑料垃圾國家行動計劃：

協助實施總理於 2018 年 5 月 7 日所批准的國家策略，關於到 2025 年及展望到 2050 年的固體

廢棄物綜合管理戰略，確保制定和有效實施加強越南塑膠垃圾管理方案。為推動國內塑膠垃圾

回收再利用，提高居民和社會對一次性塑膠垃圾和難分解塑膠袋的認識。計畫所提出是 2025
年完善有關海洋塑膠垃圾管理的相關機制和政策；減少 50% 海洋塑料垃圾等目標，到 2030 年
終止向海洋丟棄垃圾，將海洋塑膠垃圾減少 75% 等目標。

二、越南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根據越南塑膠協會資料，2019 年越南塑膠業產量達 889 萬噸，較 2018 年成長 7.2%，其中包括

包裝類產品佔 35%，建築用塑膠產品佔 24%，家用產品 22% 等。此外越南 2019 年出口塑膠相

關製品金額額超過 34 億美元，較 2018 年成長 12.2%。該協會亦表示以該產業每年以 10% 的速
度成長，加上越南財政部亦同意至 2022 年底對聚丙烯塑膠（PP）粒原料的關稅將維持在 3％的

優勢，且越南當地相關製造業如汽車業、電子業和包裝業等對塑橡膠原料的需求仍然很高，因此
越南在塑橡膠產業上仍然保有競爭力。

另外針對越南限塑政策，該協會則表示想減少使用塑膠袋等問題必須有長遠的規劃使用管理措施，
包括法令、經濟、鼓勵等方案的配合，加上短中長期的宣傳。以進一步禁止使用使用塑膠製品。

此外要確保達到其效果，也得先有相關替代方案的規劃，才能逐漸向消費者逐漸轉向環保袋的政

策。以目前市場上的觀察，雖然陸續有餐廳、超市使用替代方案取代使用塑膠製品，但短期內不
論是製造原料或是內需消費的市場需求仍然呈現成長的趨勢。

三、越南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每年塑料廢物的數量足以包圍地球 4 倍大，其中只有 27％能進行加工和回收，
預計到 2050 年海洋中的塑料廢物量將超過所有魚類的重量，越南將在全球 109 國家中排名第 17
位含有塑料廢物污染程度最高的國家。因應未來限塑環保的趨勢，越南環境管理局表示應向國外
學習可再用及可回收塑料相關方案，越南政府已針對企業願意投資回收廢物之先進科技設備，且

鼓勵生產環保塑料袋和其他優質替代品提供許多優惠政策。目前越南已採用回收廢物發出電力如

化氣發電、燃燒發電、發酵化氣發電等新科技的方案。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符合以上優惠政策的
相關商機，提前佈局越南限塑後的市場商機。

資料來源

‧https://taphalaw.com/en/nghi-dinh-40-2019-nd-cp-sua-doi-bo-sung-mot-dieu-cua-cac-nghi-dinh-quy-dinh-chi-tiethuong-dan-thi-hanh-luat-bao-ve-moi-truong.html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tai-nguyen-moi-truong/Chi-thi-08-CT-BCT-2019-tang-cuong-bien-phap-giam-thieuchat-thai-nhua-trong-nganh-cong-thuong-418886.aspx
‧http://asemconnectvietnam.gov.vn/law.aspx?ZID1=10&ID1=2&MaVB_id=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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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新加坡
摘要：新加坡目前以「零廢棄國家」為方針，希望提升整體塑膠回收率至 70%，並
將 2019 年定為”零廢棄年”，更在 2020 年推行新的產品包裝呈報框架 (Mandatory

Packaging Reporting framework)，強制要求相關企業和商家呈報如何減少包裝

的計劃。橡膠塑業在塑膠餐具及包裝產品上的的產量勢必受到影響，市場上業者開
始尋找其他替代方案，新加坡貿工部建議業者應該尋找減少浪費的可行創新解決方
案，在可能的情況下回收資源並將塑膠廢棄物視為資源以重新投入生產。

一、新加坡限塑政策概況

1. 目前新加坡的政策規劃是「零廢棄國家」（A Zero Waste Nation），目標在 2030 年將整體塑

膠回收率提升至 70%，家庭和非家庭再循環率分別達到 30％和 81％。但目前並未強制規定相

關企業不可使用塑膠袋或餐具，僅新加坡國家環境局針對其管理的小販中心規定不再提供在此
用餐之客人免洗餐具。

2. 新加坡政府自 2007 年起推動「新加坡包裝協議（Singapore Packaging Agreement，簡稱

SPA）」，SPA 類似生產者責任系統（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簡稱 EPR）的概念，
鼓勵企業減少包裝量，並以 SPA 標章使民眾易於辨識。為了遏制包裝廢棄物的增長，並鼓勵企

業減少產品中使用的包裝數量，新加坡國家環境局（NEA）在其網站上提供包裝重量基準，制
定包裝重量基準（“最輕”，“中位數”和“最重”）的目的是允許公司比較其產品的包裝重
量與同類產品的包裝重量，並讓企業看到改進其產品的潛力。包裝設計和使用材料。有了這些

資訊，企業就可以查看其包裝設計，實踐和 / 或過程，以找出需要改進的地方。將基準分為啤

酒、碳酸飲料、冷藏果汁、鮮奶、非冷藏果汁、水、洗碗精、洗衣精、洗衣粉、沐浴乳、食用油、
麻油、泡麵、罐頭肉品、洋芋片及餅乾，共 16 類。

3. 另 外， 新 加 坡 國 家 環 境 局 在 2020 年 推 行 新 的 產 品 包 裝 呈 報 框 架 (Mandatory Packaging
Reporting Framework)，強制要求相關企業和商家，提交年度報告，呈報公司所使用的包

裝種類和數量，以及如何減少包裝的計劃。根據《資源可持續性法》強制性包裝報告要求從

2020 年 7 月 1 日開始，年營業額超過 1000 萬新元的包裝產品的製造商和進口商，以及諸如
超級市場的零售商等供應新加坡市場受規管商品的公司，都必須開始收集在其市場上販售產

品的包裝種類及數量，並製定 3R 減少包裝垃圾計劃（即 plans to reduce, reuse or 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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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減少，重複使用或回收包裝的計劃），業者必須把這些數據和確切計劃製作成報
告於每年呈報至新加坡國家環境局，首批數據和 3R 計劃將於 2021 年提交。同時，新加坡國家

環境局也正在探討 2025 年前把電子垃圾目前正採納的製造商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簡稱 EPR）推廣到塑膠及包裝垃圾的可行性，由塑料和包裝製造和進口商負

責回收在新加坡本地市場販售產品的包裝垃圾，以要求產品製造商和進口商在減少垃圾製造方
面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

二、新加坡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新加坡已將 2019 年定為 " 零廢棄年 ''。減少塑膠及包裝產品的市場需求，及市場上業者尋找其他
替代方案，都勢必影響橡膠塑業在塑膠餐具及包裝產品上的的產量，因此新加坡貿工部建議業者

應該尋找減少浪費的可行創新解決方案，在可能的情況下回收資源並將塑膠廢棄物視為資源以重
新投入生產，以合乎科學且可永續經營的方式來保護環境，並使新加坡過渡到循環經濟。

而大多數企業基於社會責任也自行發起減塑的行動，如企業所管理之小販中心同樣不提供用餐

客人免洗餐具、新加坡的肯德基於 2018 年率先停止使用塑膠製品（包含塑膠蓋和吸管等）後至
2019 年底陸續約有 300 家餐飲業者加入此行動、H&M、IKEA、迪卡儂及部份 Fairprice 超市據點

等也不再免費提供塑膠袋或紙袋和零售和餐飲店改採用可生物分解之塑膠袋或以不同之奬勵方式
鼓勵消費者減少使用塑膠袋及餐具。

三、新加坡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雖新加坡暫無強制限塑之政策，但在其推行新的產品包裝呈報框架（Mandatory Packaging

Reporting Framework）下，未來企業將會付出較多的心力在針對塑膠製品的研發設計進行改良
以減少包裝及塑膠的使用。

四、新加坡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1. 因為大部分食物容器受到污染後的回收價值並不高，就算民眾分類回收，回收商也未必願意接

受這些廢棄物，所以若食物包裝方式或材質，可以解決食物污染容器的問題，提高回收商收購
意願及效率，在合理的價格下相信會有潛在商機。

2. 機械回收廠在可能的情況下回收資源並將塑膠廢棄物轉變可以重新投入生產的有價值資源，這
將推動對回收的需求，並發展為一可行的行業。

3. 針對處理不適合機械回收的塑膠，例如受污染的塑膠袋和其他一次性塑膠，若能提供化學回收
解決方案或新的回收技術，或具有吸引力。

資料來源

‧https://www.nea.gov.sg/programmes-grants/schemes/singapore-packaging-agreement
‧https://www.nea.gov.sg/docs/default-source/media-files/news-releases-docs/cos-2019/cos-2019-media-factsheet--mandatory-packaging-repor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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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馬來西亞
摘要：馬來西亞在全球製造最多塑膠垃圾的國家中排名第 8，也是東協最大的塑膠產

品出口國之一，馬國中央政府在 2018 年推出「2018-2030 年零一次性塑料路線圖」
政策，分為 3 階段落實無塑膠袋及吸管政策，預計在 2030 年達到目標。馬來西亞
的限塑政策看似限制了塑膠產業的發展，但也促使塑膠袋製造廠商升級轉型生產可

生物分解的環保塑膠袋，而臺灣在環保產品領域的耕耘已久，因此臺灣機械業者應
以環保創意設計為方向，以先進技術與設備來拓展馬來西亞市場。

一、馬來西亞限塑政策概況

根據調查顯示，馬來西亞在全球製造最多塑膠垃圾的國家中排名第 8，每人每年平均使用的塑膠

袋或塑膠製品高達 50 公斤，遠高於全球平均值 20 公斤。在馬國人民普遍缺乏環保意識的情況下，
馬來西亞政府以政策、禁塑及收費為手段，來達成減少環境污染，塑造更健康及整潔的環境目標。
馬國第一個執行「無塑膠袋」措施的州屬是檳城，自 2009 年 7 月起，檳城便開始推行每週一為「無
塑膠袋日」的舉措。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無塑膠袋日更是增加為每週 3 天，2011 年起則升級
為全年皆是無塑膠袋日。為了響應州政府的號召，商家天天努力「減塑」，民眾亦勤於自備環保

袋購物，如需使用塑膠袋者，則必須支付馬幣 0.2 元（約臺幣 1.4 元）購買。多年過去，無塑膠

袋運動也從檳州延伸至全國，州政府也將目標「無塑」升級至「零塑」，以提高國民的環保意識。
馬 來 西 亞 中 央 政 府 在 2018 年 10 月 推 出「2018-2030 年 零 一 次 性 塑 料 路 線 圖（Malaysia’s

Roadmap towards Zero Single-Use Plastics 2018-2030）」政策，分為 3 階段落實無塑膠袋及
吸管政策，預計在 2030 年達到目標。

1. 第 1 階段是 2018 至 2021 年，餐館不能自動提供塑膠吸管，除非消費者要求；同時，州政府
會向商家徵收使用塑膠袋和吸管的污染費，由於各州環保意識及水準不同，污染費的開徵由各
州政府執行。

2. 第 2 階段是 2022 至 2025 年，馬來西亞政府已宣佈，將在 2022 年於國內所有類型商業場所實

施徵收塑膠袋費用，以禁止人民使用塑料、善用環保袋購物、無吸管飲用，並減少塑膠產品使
用。

3. 第 3 階段是 2026 至 2030 年，最終落實無塑膠袋和吸管政策。

馬來西亞各州政府目前陸續在各地落實，禁止塑膠袋、保利龍及塑膠吸管等一次性塑膠製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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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馬國直轄區（吉隆坡、布城及納閩）為例，自 2020 年起，開始全面執法禁用塑膠吸管，
預計在 2025 年達到全面禁止塑膠吸管的效果。

二、馬來西亞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由於馬國電器電子行業及汽車行業的強勁需求，再加上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馬國的橡塑膠

產業十分發達。馬來西亞塑膠生產及加工廠商數量約為 1,300 多家，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從事
塑膠產業的員工約 8.15 萬人，產值 309.8 億馬幣（約 2,175 億臺幣）。

馬來西亞是東協最大的塑膠產品出口國之一，主要出口的塑膠產品為初級塑膠，包括塑膠容器、
塑膠袋、塑膠盤、膠捲、塑膠片、塑膠膜、塑膠箔、塑膠條帶及其他塑膠製品。主要出口地包
括歐盟、中國大陸及香港、新加坡、日本和泰國等地。馬來西亞塑膠產業 2018 年的出口額為
146 億馬幣，出口占總產值比例為 47%。

馬來西亞全國 2018 年的樹脂消費量達 245 萬噸，人均消費量為 76 公斤，依其應用之市場分

類來看，包裝業占 48%、電子電器業占 27%、汽車業占 8％、建築業占 8％、家用品占 3％、
農業占 3％、其他占 3％。

馬來西亞塑膠產業 2014-2018 年重要數據

馬來西亞 GDP 成長率
塑膠製造商家數
員工人數

產值（億 / 馬元）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300

1,300

1,300

1,300

1,300

6.0％

82,000

5.0%

80,000

119.4
129.6
(+11.5%) (+8.5%)

樹脂消耗量（公噸）

215 萬
(+2.5%)

人均樹脂消費量（公斤）

79,000

5.9%

84,000

247.7
273.2
298.0
194.6
(+7.3%) (+27.3%) (+10.3%) (+9.1%)

出口值（億 / 馬元）
出口值占產值比例

4.2%

62%
71

52%

222 萬
(+3%)
72

4.7%

81,500
309.8
(+4%)

131.1
145.8
146.0
(+1.2%) (+11.2%) (+0.14%)
48%

226 萬
(+2%)
72

49%

235 萬
(+5%)
73

47%

245 萬
(+3%)
76

‧ 資料來源：An Advanced Plastics Recycling Industry for Malaysia White Paper by Malaysian Plastic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2. 馬來西亞的限塑政策看似限制了塑膠產業的發展，但也促使塑膠袋製造廠商升級轉型生產可生

物分解的環保塑膠袋，塑膠袋這個產品還是會繼續存在，減塑令可能會影響一些小公司的生存，
但是對整個產業來說影響不大。塑膠產品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也必不可少。

3. 由於馬來西亞是日本、美國等跨國企業電子電器產品的主要生產基地，又是東協最大的轎車市

場，馬國不但擁有 2 個國產汽車品牌（寶騰 Proton 和國產 Perodua），豐田 TOYOTA、本田

HONDA、日產 NISSAN、賓士 Mercedes-Benz、富豪 VOLVO、寶馬 BMW 和標緻 Peugeot 等
知名汽車品牌也都在馬來西亞設有生產工廠。馬來西亞在有電器和電子通訊業、汽車業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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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重要生產活動的強力支持下，限塑政策的影響可望降至最小。

4. 此外，塑膠產業因限塑政策，也開始積極發展「廢塑料回收」和「循環經濟」模式，以提升整
體產業價值鏈，將廢塑料作為資源重複使用、製成新產品或轉化為新能源，不但可以減少開發
更多天然資源，更可以提升長期經濟的成長。

三、馬來西亞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馬來西亞主要出口產業有電子資訊、紡織成衣、汽車零配件、鋼鐵及木材等，內銷產業有建築原
料及食品等，無論是出口或內銷都需要包裝，因此馬來西亞包裝工業可說是次工業中的主要工業
之一，尤其是電子元件工業包裝、塑膠包裝和食品包裝。

受到政府限塑政策的影響，塑膠製造商及包裝廠商除了轉型生產既環保又可分解的塑膠包裝產品
外，也積極開發「非塑膠 Non-plastic」的包裝材料，例如：紙材質、金屬材質及玻璃材質。而

在產品的包裝設計上，則融入了「可回收」及「減塑」的設計理念，從產品設計的初期就積極減
少塑料的使用。

以馬來西亞雀巢（Nestle）為例，為響應政府禁用塑膠吸管的政策，其在 2019 年底將 125 毫升
包裝的美祿（Milo）換上紙質吸管，以減少每年 4,000 萬根塑膠吸管的使用量。 馬來西亞雀巢是
馬國首家推出紙吸管的飲料公司。Nestle 總執行長祖安表示，公司將計劃分階段更換紙質吸管於

其他包裝的美祿產品上，公司的最終目標是每年淘汰超過 2 億根塑膠吸管。雀巢也承諾於 2025
年使用 100% 可回收或再循環包裝，為此，雀巢積極開發環保方案，目前雀巢塑膠包裝總數的三
分之二是以回收為設計概念。

四、馬來西亞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在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推動減塑並提升人民的環保意識下，也連帶地讓環保產品如吸管、可重複使
用的飲料提袋等產品備受關注。而臺灣在環保產品領域的耕耘已久，因此臺灣機械業者應以環保
創意設計為方向，以先進技術與設備來拓展馬來西亞市場。

1. 在產品環保創意設計方面，以珍珠奶茶為例，臺灣廠商可說是大馬珍奶風潮的引領者，但是隨
著塑膠杯及塑膠吸管的減塑要求，建議臺灣廠商可以創意及研發實力，發展珍奶手搖飲料產業
的系列環保產品，以產業減塑提供者為定位，以提升臺灣業者在珍奶產業鏈的價值。

馬來西亞本土珍奶品牌 Tealive，在 2020 年 2 月 推出了全馬首個「無吸管奶茶環保杯（Tealive

Eco Strawless Cup）」，環保杯採取了分層隔離的方式，將珍珠或是其他配料置於頂層，而奶
茶在下層，讓消費者每一口都能品嚐到奶茶與珍珠，而珍珠又不會因為泡太久而口感不佳。這
樣的設計大大解決了珍奶的吸管問題，又同時響應環保，減少一次性塑膠垃圾的產生。從產品

設計的初期就將包裝減塑問題考量進去，相信以臺灣廠商的研發及量產實力，將產品設計環保
化，是個值得深耕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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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技術輸出方面，由於循環經濟、廢料回收、廢料轉能源及零垃圾等議題，對馬來西亞來說還
是新領域，建議臺灣業者可以組團到馬來西亞參展或參訪，有助於提高公司曝光率，也有機會
與馬來西亞相關業者討論技術應用並建立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191025/%E5%A4%A7%E9%A9%AC%E4%BA%BA%E6%AF%8F%E5%B9%B4%E7%
94%A8%E5%A1%9150%E5%85%AC%E6%96%A4-%E6%AF%94%E5%9B%BD%E9%99%85%E5%B9%B3%E5%9D%87
%E5%A4%9A%E5%87%BA30%E5%85%AC%E6%96%A4/
‧https://mpma.org.my/v4/wp-content/uploads/2019/09/White-Paper-FINALR.pdf
‧https://www.mestecc.gov.my/web/wp-content/uploads/2019/03/Malaysia-Roadmap-Towards-Zero-Single-UsePlastics-2018-20302.pdf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190922/%E5%A4%A7%E9%A9%AC%E9%9B%80%E5%B7%A2%EF%BC%9A%E5%A
F%B9%E6%8A%97%E5%A1%91%E6%96%99%E5%BA%9F%E7%89%A9-%E7%BE%8E%E7%A6%84%E5%B9%B4%E5
%B0%BE%E6%8D%A2%E7%BA%B8%E8%B4%A8%E5%90%B8%E7%AE%A1/
‧https://www.tealive.com.my/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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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泰國
摘要：泰國預計在 2021 年，泰國將永久禁用包括一次性塑膠產品。泰國 Kasikorn

研調中心提出假設，禁令將大幅減少一次性塑膠袋的使用量，則其產業市值也將衰
退至 2.95 億泰銖。然而疫情影響下，舉凡餐飲外送、包裹運輸與網路購物的消費者

需求量都有所增加。從生產 95% 可回收包裝材著名的產業龍頭 SCG Packaging 公
司的營業額來看，其 2020 年第一季的營業額 ( 為 242 億泰銖 ) 年比成長 15%。

對橡膠產業而言，臺灣企業應致力於與泰國業務夥伴攜手合作，製造如醫用手套、

保險套、餵食管與導尿管等醫療用品，因為此類產品受「泰國 4.0 政策」的規範管理。

一、泰國限塑政策概況

自 2020 年起，泰國境內大部分的百貨公司、超市與便利商店都不再提供一次性塑膠袋給顧客。
預計在 2021 年，泰國將永久禁用包括一次性塑膠袋、吸管、塑膠杯，與發泡聚苯乙烯容器等 4

類塑膠產品。而泰國自然資源與環境部也表示，至 2027 年，泰國將成為零廢棄物社會，所有的
塑膠材料將可升級再利用。

二、泰國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根據泰國 Kasikorn 研調中心的數據顯示，到 2022 年時，泰國將可省下 130-290 億個塑膠袋。

因此，該研調中心也提出假設，若禁令將大幅減少一次性塑膠袋的使用量，則其產業市值也將衰
退至 2.95 億泰銖。雖然塑膠袋產業的供應鏈會因此大受影響，但也將為例如厚塑膠袋、塑膠布袋
與布袋等其他替代品，開啟機會之門。這些特定包裝袋的需求，預期將成長至 4.1 億只，價值約
46.3 億泰銖。

根據 2020 年 3 月份泰國橡膠局的報告，橡膠整體需求預期將會下滑，其中一個原因是泰國境內
包括豐田、本田、三菱與福特等各大汽車製造廠，皆因許多合作國家的車市需求下滑，目前暫停

生產，橡膠價格持續下跌。2020 年 3 月上海、東京兩地市場的橡膠存量更分別出現年比 44.5%、
18.48% 的降幅，由此可知泰國的橡膠目前已經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

三、泰國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但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此現象對包裝產業反而產生正面影響。以生產 95% 可回收包裝材著名的產
業龍頭 SCG Packaging 公司的營業額來看，其 2020 年第一季的營業額 ( 為 242 億泰銖 ) 年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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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15%。此優異成績主要是受到疫情要求的社交距離影響，舉凡餐飲外送、包裹運輸與網路購物
的消費者需求量都有所增加。而針對 2020 年的一次性塑膠袋禁令，泰國企業正準備以更永續的

環保包裝來因應。同時，受到新冠肺炎持續延燒的影響，泰國消費者對更衛生且更環保的包裝 /
餐具的意識也逐漸抬頭。

四、泰國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曼谷銀行在分析後建議，泰國塑膠製造商應轉型投入其他相關產業，如包裝、垃圾袋、生物塑料
與高品質塑膠袋等，這也為臺灣企業開啟許多契機，如：

1. 不必販售新商品，僅需為這些傳統塑膠製造商，導入可製造再用塑膠袋 / 可生物分解塑膠袋的
解決方案。

2. 推出可製造替代塑膠袋 / 食品包裝的新材料，如澱粉、樹葉、海藻、紙漿等等。

3. 將設計和創新與塑膠整合，製造出衣物、家用裝飾與日用品等，增加產品價值。
4. 專注於生產可再生 PET 的解決方案 / 機器。

5. 持續為泰國市場導入臺灣的升級解決方案，協助泰國品牌提升其形象與企業社會責任。

對橡膠產業而言，臺灣企業應致力於與泰國業務夥伴攜手合作，製造如醫用手套、保險套、餵食
管與導尿管等醫療用品，因為此類產品受「泰國 4.0 政策」的規範管理。此外，在新冠肺炎仍肆
虐全球的情況下，醫療保健業務不可否認地，也已輕微受到疫情的影響。

資料來源

‧https://www.bot.or.th/Thai/BOTMagazine/Pages/256301GoGreen.aspx
‧https://kasikornresearch.com/en/analysis/k-econ/business/Pages/z3078.aspx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900085/auto-parts-sector-shrivels
‧https://www.rubber.co.th/ewt_dl_link.php?nid=6499&filename=index
‧http://www.raot.co.th/ewt_dl_link.php?nid=5659
‧https://aeitfthai.org/featured-news/11967.html
‧https://www.thebangkokinsight.com/290052/
‧https://www.scgpackaging.com/home/index/EN
‧https://www.bangkokbanksme.com/en/anti-plastic-trend
‧https://techsauce.co/tech-and-biz/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businesses-under-the-measure-to-reduce-plasticuse
‧https://www.greennetworkthailand.com/upcycle-upcycling-recycle-%E0%B8%84%E0%B8%B7%E0%B8%AD%E0%B8
%AD%E0%B8%B0%E0%B9%84%E0%B8%A3/
‧https://mgronline.com/stockmarket/detail/9620000043829?fbclid=IwAR05XGVjlUhBRCzopHY3ahQLesHP0m3rFJ03EuctF
Pu5SLHcpU7YfdlGBH0
‧https://www.krungsri.com/bank/getmedia/2f5ad30c-1aee-439d-a443-0065b8d98a9a/IO_Rubber_190617_EN_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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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柬埔寨

一、柬埔寨限塑政策概況

2017 年柬埔寨環保部、經濟財務部及觀光部在 2017 年實施 168 法令，禁止所有零售商店提供免
費塑膠袋。據稱金邊市一天消耗量為 1 千萬個塑膠袋。

二、柬埔寨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該法案實施後，消費者需要支付 0.1 美元購買塑膠袋，所有商店、超市及百貨公司都不提供免費

塑膠袋，消費者開始改變消費行為自行攜帶購物袋。另外基本上，柬國並無橡塑膠產業，所有塑
膠袋都是進口。

三、柬埔寨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柬埔寨包裝機處於起步階段，限塑政策僅針對塑膠袋，對於包裝產業影響不大。

四、柬埔寨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柬埔寨並無橡塑膠機產業，主要是市場不大，民間工業能力薄弱，多仰賴外資協助建立產業。惟
柬國生產橡膠，臺灣廠商或許可以在柬國投資生產橡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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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印度
摘要：隨著印度經濟發展，國民消費能力上升，一次性塑膠製品使用量也快速增加，

卻成為印度都市治理重大隱患。20 年間持續嘗試透過政策規範對塑膠製品進行管理，
然而印度政府對一次性塑膠定義不夠明確，且無配套措施及替代方案。莫迪總理提

出限塑政策後，立即受到產業以無替代選項窒礙難行為由，提出強烈反對，因此短
期來看，限塑政策推動成效將十分有限。臺灣業者可由印度塑膠廢棄物管理辦法，
窺見印度政府對塑膠製品之生產標準定義，並選擇相關機械以打入印度市場。

一、印度限塑政策概況

1. 伴隨印度現代化發展，國民消費能力上升，印度一次性塑膠製品使用量也快速增加。但在缺乏
完善的垃圾清運機制下，過量的一次性塑膠製品也成為印度都市治理重大隱患，除印度大街小

巷隨地皆可見到諸如餐具、吸管、垃圾袋等碎屑之外，大小不一的垃圾袋造成的排水設施堵塞，
也成為印度每年雨季就到處重大淹水的原因之一。

而為了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使用，印度在過去 20 年間持續嘗試透過政策規範對塑膠製品進行

管理。印度中央政府於 2002 年起禁止生產厚度小於 20 微米之塑膠袋，於後各地方政府在十餘
年間陸續宣布各州的塑膠袋厚度禁用標準。2011 年，由印度環境及森林部首次提出塑膠廢棄
物管理辦法，後於 2016 年及 2018 提出更新，此辦法現為印度塑膠廢棄物管理之參考準則。

2. 而針對一次性塑膠製品，則是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由莫迪總理於獨立紀念日談話中宣布將推行
諸如：塑膠袋、吸管、塑膠攪拌棒、寶特瓶、食物包裝盒等一次性塑膠製品的限塑政策，並宣
誓將於 2022 年使印度達成全國不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的目標。

印度海運管理局於莫迪總理發表談話後，隨即發布管理辦法，成為印度首先響應總理限塑政策

的機關。該辦法明定印度領海內船隻禁用一次性塑膠製品範圍：餐具、盤碟和杯子；容量不超

過 10 升的水瓶（桶）及其他飲料瓶（桶）；垃圾袋和購物袋；容量小於 10 升的清洗液分裝容器；

包袋、托盤、容器、食品包裝薄膜；牛奶瓶、冷凍袋、洗髮水瓶、冰淇淋容器；水瓶和其他飲料瓶、
清洗液分裝容器、餅乾托盤（盒）；熱飲杯、隔熱食品包裝、易碎品保護包裝；微波爐用盤、
冰淇淋桶、薯片袋、瓶蓋等。

上述內容也成為其於政府機關推出限塑政策參考標準。截至目前，全印度約有 20 個州政府提

出不同範圍的一次性塑膠禁令。此外，新德里及孟買機場，也宣布響應限塑政策，機場內商店
47  |  全球限塑政策影響下橡塑膠及包裝機械未來展望

亞洲

及餐飲部門將停止提供一次性塑膠製品。

然而，在無配套措施及替代方案的前提下，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相關產業紛紛對限塑政策表達
強烈疑慮。不願具名的政府官員則在 2019 年 10 月表示不會立即針對限塑政策進行執法，而將
先透過宣導使民眾了解一次性塑膠製品對環境的危害，搭配政府發起並帶頭進營的環境清潔活
動，以及鼓勵店家配合停用一次性塑膠製品等方式漸進推廣限塑政策。

二、印度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截至目前，印度中央政府並沒有發布一次性塑膠製品定義，這也造成相關產業無所適從，並成為
限塑政策推動困境。

1. 印度塑膠製品產業公會（AIPMA）說明，印度塑膠製品產業在 2019 年總營業額達 3.5 兆盧比，

全國各地有約 5 萬家中小企業從事塑膠製品生產，每年消費 2,200 萬噸塑膠原料（含約 800 萬
噸再生料），從業人員約 400~500 萬人。而由於缺乏針對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明確定義，該公會

難以具體計算印度目前一次性塑膠製品之生產數量，但該公會認為保守估計占比至少達總量的
10%，因此倘若限塑政策執行，該產業將面臨立刻產線應聲下滑 10% 的危機。

2. 在產業方面，位於德里近郊的 Narela 工業區，園區內共有 1,800 家企業，其中 1,400 家從事
塑膠製品生產及回收。園區管理單位於 2019 年 10 月接受採訪時說明，自 8 月莫迪總理宣布限
塑政策目標後，該園區塑膠產業產量已下滑 40%，並已有 25% 員工失去工作機會。

由於經濟及就業影響範圍影響深遠，印度政府目前仍在慎重思考一次性塑膠製品之定義。在缺
乏明確定義的現況下，生產端目前面臨難以配合生產，使用端也無所適從的困境。因此短期來
看，限塑政策推動成效將十分有限，未來政府將如何具體化限塑政策，則有待後續觀察。

民間業者則提出建議，為方便民間配合限塑政策，政府應就一次性產品提出之明確定義，如厚

度 50 微米以下，或使用 20% 以下再生原料之塑膠袋為一次性塑膠製品，如此業者才有規則可
以遵循生產及使用。

然而，雖然中央政府至今未對提出一次性塑膠製品的定義，印度各地方政府仍提出不同範圍地
方版本的一次性塑膠製品定義，如：寶特瓶、塑膠袋、塑膠餐具、塑膠吸管等，因此也已造成
前述產品生產機械需求顯著下滑。

三、印度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一般普遍認為：寶特瓶、塑膠袋、塑膠餐具、塑膠吸管及如速食餐廳使用的番茄醬等小塑膠包等
將被歸類為一次性塑膠製品。而在前述塑膠製品類別中，印度各處可見的路邊小店中所販售的小

包裝食品、香料、菸草、洗髮精、沐浴乳、洗衣粉等皆屬於使用一次性塑膠包裝之民生必需快銷品。
因此在莫迪總理提出限塑政策後，立即受到產業以無替代選項窒礙難行為由，提出強烈反對。

1. 印度商工總會（FICCI）說明限制一次性塑膠製品使用政策將造成多數快銷品價格立刻上升，且
極可能造成小包裝民生用品如一次性洗髮精、沐浴乳、洗衣粉等產品立即消失，此將對廣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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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且為數眾多的低所得族群造成重大影響。FICCI 也指出該政策恐將造成相關產業共 130 萬個
工作機會消失，並造成食品加工業銷售額下滑 9,000 億盧比以上。

2. 印度商業總會（ASSOCHAM）表示，印度包裝產業 2020 財年營業額約 5.15 兆盧比，包裝產業

占了印度塑膠製品的 35%，而在塑膠製品產業有 50%~60% 從業人員屬非正式就業，限塑政策
將造成前述非正式就業人員大量失去工作機會，恐將打擊社會秩序及民間經濟，影響層面十分
深遠。

四、印度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由於缺乏全國通用的一次性塑膠製品定義，加上各地政府禁用範圍不一，因此目前並無法明確指
出哪些類別的機械在印度已無市場。惟我業者可由印度塑膠廢棄物管理辦法，窺見印度政府對塑
膠製品之生產標準定義，並選擇相關機械已打入印度市場。

此外，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替代品，如：玻璃、包裝紙、紙箱、竹製一次性餐具、不織布提袋等製
造機械，也是我業者可進軍印度之產品。

另有鑑於印度環保意識抬頭，除塑膠回收相關機械外，固體廢棄物、污水處理等領域亦有潛在商
機。

資料來源

‧https://www.downtoearth.org.in/news/pollution/no-ban-on-single-use-plastics-to-be-phased-out-by-2022-67064
‧https://www.businesstoday.in/current/economy-politics/ban-on-single-use-plastic-what-products-industries-will-behit/story/379134.html
‧https://theprint.in/india/this-is-why-modi-govt-is-going-slow-on-single-use-plastic-ban/354888/
‧https://theprint.in/india/its-like-demonetisation-plastic-industry-ban-confusion-business-uncertainty/29928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ase-out_of_lightweight_plastic_bags#Asia
‧https://dgshipping.gov.in/writereaddata/News/201910170533471492393DGS_Order_05of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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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

哈薩克

拾參、哈薩克
一、哈薩克限塑政策概況

2019 年 9 月 20 日哈薩克環境、地質和自然資源部同阿塔梅肯企業家協會，以及哈薩克環境組織
協會簽署了逐步棄用塑膠袋備忘錄。按照備忘錄內容，商城和大型超市將不再為顧客提供免費塑
膠袋，預計收費政策將塑膠袋使用減少至 30%，2025 年計劃將完全禁用塑膠袋。

二、哈薩克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哈國廢品回收是最有前途的行業。 目前只有 170 家小型和中型企業做廢品分選和重新回收。預計

2030 年廢品回收率達到 40%，2050 年達到 50%。因此存在廢品回收高科技需求。目前在哈國回
收的材料大多用來製成紙板、聚合物基複合材料以及檢查井蓋等。

哈國連鎖經營協會已開始實行購物塑膠袋收費政策。如：Technodom Operator、Vkus Mart 等

零售業者不再給顧客提供免費塑膠袋；Ken Mart、Magnum 為顧客提供可降解塑膠袋和可多次使
用的環保購物袋；Мetro 一直實行塑膠袋收費制度。 除此之外，Magnum 和 Metro 把收費塑膠
袋資金全部捐給慈善機構。

三、哈薩克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這幾年哈薩克開始關注環保問題。 目前哈國建設了 4 家垃圾加工廠、成立了 Kazwaste 廢物回收

協會（包括 500 家關注環保問題的企業家），但塑膠總回收率只能達到 14%。有些製造業者開始
生產再生塑膠之生活用品，如 Zeta、Raduga KDR 公司等。

歐洲國家為鼓勵回收廢塑膠瓶等，在超市安裝反向自動販賣機，哈薩克沒有這種機器。 因此臺灣
業者除了給哈國回收市場提供現代化的塑膠成型機械外，可以提供反向自動販賣機。

資料來源

‧https://ru.sputniknews.kz/economy/20190920/11583685/Kazakhstan-otkazhetsya-ot-plastikovykh-paketov-k-2025godu.html
‧https://greenkaz.org/index.php/press-centr/novosti-koalicii/item/2478-zelenaya-ekonomika-rk-vnedrenie-vie-sudbaplastika-i-ekologicheskie-proekty-strany
‧https://kzaif.kz/society/v_rk_budut_vnedryat_novuyu_strategiyu_kompleksnogo_upravleniya_othodami
‧https://tengrinews.kz/money/soyuz-torgovyih-setey-otkajetsya-ot-besplatnyih-paketov-380026/
‧https://kursiv.kz/news/biznes/2020-02/kogda-musornyy-biznes-v-kazakhstane-stanet-po-nastoyaschemu-dokhodn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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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國家

中東國家

拾肆、中東國家
一、以色列限塑政策概況

以色列政府宣佈自 2017 年起，所有零售店面都禁止提供免費塑膠袋。但僅限零售店面，並要求

店面針對每一個空的塑膠瓶提供 0.3 以幣的回收費，但對塑膠吸管，至今仍沒有任何限制，由於
政策執行不徹底，對以國的塑膠射出機械產量及包裝產業鏈沒太大影響。

以色列依循歐洲規格，若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塑膠成型機械，除了打入歐洲市場外，亦可試
著開發以國市場。

二、杜拜限塑政策概況

阿 拉 伯 聯 合 大 公 國（UAE）： 根 據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的統計，每年全球產生 90 億公噸的塑膠廢棄物但回收率只有 9%，其他無

法回收的不是埋入地下就是沈入海底。報告中亦指出若情況無法改善，到 2050 年的塑膠廢棄物
將達 120 公噸，塑膠產業亦將消耗全球石化產品總量之 20%。塑膠製品為人類生活帶來便利，也
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2019 年 2 月的全球政府高峰會議（The World Government Summit）中指出，UAE 每年使用

110 億個塑膠袋，等於每人平均每年使用 1,184 個，相較全球每人每年平均使用 307 個塑膠袋，
UAE 居民使用量超高。UAE 政府早在 2009 年著手規劃禁用塑膠袋政策，在 2013 年開始全國階
段性停用塑膠製品。

杜拜國際機場和 Dubai World Central 已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禁用只能單次使用的塑膠袋。阿

布達比亦祭出法規將在 2021 年起禁用只能單次使用的塑膠袋、之後陸續將停用塑膠飲料杯及杯
蓋、塑膠餐具、塑膠吸管、塑膠攪拌棒和任何塑膠食物容器。在 UAE 中東、北非及亞洲擁有 26

家購物中心、13 家飯店、46 家影城和超過 285 間家樂福的 Majid Al Futtaim 集團亦宣布跨年度

的停用塑膠袋計畫，預計在 2025 年全面停用單次性使用塑膠袋，家樂福和其他商場日後也將不
提供消費者免費塑膠袋。

三、阿曼限塑政策概況

緊鄰 UAE 的阿曼擁有天然美景和豐富的海洋資源，吸引許多觀光客，也帶來許多污染。根據聯合

國的資訊，阿曼的沙漠營地和海龜生態欣賞讓阿曼在 2018 年間迎來了 230 萬名遊客。然而任意

拋棄的塑膠袋常被海龜和海豚當成食物誤食而卡在這些稀有海洋生物的腸胃或呼吸道中，嚴重傷
害了海洋生態。阿曼王國宣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將全面禁用單次使用之塑膠袋，違者將罰款
2,000 阿曼幣，約為 5,200 美元，再犯者罰金將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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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林限塑政策概況

巴林也在 2019 年 7 月提出不同階段停用膠製品的法規，第一階段為禁用只能單次使用的塑膠袋
以及禁止進口無法生物分解的塑膠袋，之後陸續將在部分購物中心和超市永久禁用塑膠袋。

五、科威特限塑政策概況

科威特的科學研究單位在 2019 年揭露，塑膠廢棄物占該國總廢棄物的 18%，相當於 18 萬 1,440
噸。科威特政府決定制訂政策向社會宣導塑膠廢棄物污染的嚴重性，全國陸續替換改用可生物分
解的塑膠製品。

資料來源

- 杜拜：
‧https://www.arabianbusiness.com/travel-hospitality/435099-dubai-airports-prepares-for-single-use-plastics-ban
‧https://www.arabianbusiness.com/politics-economics/434499-abu-dhabi-set-to-substantially-reduce-single-useplastics-by-2021

- 阿曼：
‧https://www.arabianbusiness.com/culture-society/442923-oman-to-ban-single-use-plastic-bags-from-next-year?utm_
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rabianbusiness_newsletters&utm_email=dubai@taitra.org.
tw
- 巴林：
‧https://www.arabianbusiness.com/politics-economics/422022-bahrain-says-to-phase-out-use-of-plastic-productsfrom-july
- 科威特：
‧https://www.constructionweekonline.com/products-and-services/258670-kisr-kuwait-produces-181440-tonnes-ofannual-plastic-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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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澳洲
摘要：雖然澳洲政府並未強制實施禁用一次性免費塑膠袋政策，但澳洲民眾環保意

識強，因此聯邦、州政府乃至地方單位已建置完善的環保規範及法規。另外澳洲絕
大部份橡塑膠製品都由海外進口，因此新一波限塑政策對本地橡塑膠產業並未產生
太大衝擊。

在限塑趨勢持續發展下，許多零售業者及餐飲服務業者，紛紛轉向更環保的包裝材
料，尤其是可取代塑料產品的包材、吸管、餐具和包裝器皿等，因此對如紙類、可

生物分解的塑膠袋、可回收使用材料或具環保概念的新材料都趨之若鶩，建議臺灣
橡塑膠機械業者可以開發生產環保塑膠製品機械。

一、澳洲限塑政策概況
1. 一次性免費塑膠袋

澳洲政府並未強制實施禁用一次性免費塑膠袋政策，而是由各州 / 領地 / 特區自行決定；南澳

州於 2009 年 5 月起實施禁用，北領地及首都特區開始於 2011 年，塔斯馬尼亞州為 2013 年，
昆士蘭州及西澳州於 2018 年 7 月，維多利亞州從 2019 年 11 月起禁，而人口最多的新南威爾
斯州則預計將於 2021 年起開始實施禁用。

由於提供一次性免費塑膠袋的主要通路為連鎖超市，澳洲兩大超市巨頭 Woolworth 和 Coles

旗下連鎖店已於 2018 年 7 月起取消提供免費塑膠袋，據澳洲零售協會指出，前述作法執行

三個月後全澳即減少了 80% 的塑膠袋垃圾，也避免高達 15 億個一次性塑膠袋流入市面。目
前 Woolworth 和 Coles 除改販售可重覆使用的不同材質購物袋外，亦考慮效法其他超市，如
Harris Farmer，推出紙製購物袋。

2. 塑膠容器或包裝回收政策

澳洲各州皆有針對家用垃圾分類回收規範，聯邦政府對商業包材及食品塑膠容器 ( 如飲料水瓶
或食物器皿 ) 等也設有回收退費機制 (Container Deposit Schemes )，迄今全澳僅剩塔斯馬尼

亞州及維多利亞州分別將於 2022 及 2023 年時推出相關實施作法，其餘各州 / 領地皆已推行相
當時日。

近年來澳洲許多環保組織提出對塑膠吸管、一次性塑膠餐具和飲料攪拌棒等產品不夠環保的質
疑，故各州政府都開始將這些項目列入討論議題，其中南澳州已計劃於 2020 年起首開先例，
禁止使用塑膠吸管、餐具和飲料攪拌棒等一次性塑膠產品。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  56

澳洲

二、澳洲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多年來綠色永續早已成為全球趨勢，加上澳洲環保意識強，從聯邦、州政府乃至地方單位已
建置完善的環保規範及法規，且行之有年。此外，澳洲絕大部份橡塑膠製品 ( 如超市購物袋的

HDPE 高密度聚乙烯及零售塑膠袋的 LDPE 低密度聚乙烯等 ) 也都由海外進口，因此新一波限
塑政策對本地橡塑膠產業並未產生太大衝擊。過去五年來，由於限塑禁令及主要農產區長期乾
旱影響所致，澳洲本地所生產的塑膠品產量由 2018 年至 2019 年已下降 3.8%。

三、澳洲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澳洲本地製造業者為配合政府規範減塑及環保要求，例如原供應農產品和食品儲存、包裝及運

輸用之傳統塑材，因減塑及環保要求，改生產柔性塑膠條、薄膜和板材、塑膠袋和麻袋等產品。

四、澳洲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如前所述，在限塑趨勢持續發展下，市場上許多零售業者及餐飲服務業者，為了響應政府政策

及企業環保形象，亦紛紛轉向更環保的包裝材料，尤其針對可取代塑料產品的包材、吸管、餐
具和包裝器皿等需求甚殷，因此對如紙類、具生物分解的塑膠袋、可回收使用材料或具環保概
念的新材料都趨之若鶩。我國廠商研發能力強，客製化彈性大且品質穩定，如能針對澳洲特性
開發相應需求之產品，將極有機會進入此潛力市場。

資料來源

‧https://www.environment.gov.au/protection/waste-resource-recovery/plastics-and-packaging
‧https://bagban.com.a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tainer_deposit_legislation_in_Australia
‧https://www.broadsheet.com.au/sydney/city-file/article/nsw-will-finally-ban-single-use-plastic-bags#:~:text=NSW%20
is%20the%20last%20state,ACT%20also%20have%20similar%20polic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9/jul/06/leading-the-country-south-australia-to-ban-plastic-cutlerystraws-and-stirrers#:~:text=South%20Australia%20will%20become%20the,announced%20by%20the%20state%20
government.&text=It%20is%20also%20considering%20outlawing,lightweight%20plastic%20bags%20in%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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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洛杉磯

壹、美國 - 洛杉磯
摘要：限塑法規已全面性地改變了塑膠產業的商業模式，此外也讓塑膠袋業者和塑
膠公會每年投入上百萬美元在行銷支持「回收利用塑膠製品而非禁用」，並和政府
打限塑相關政策的官司，生質塑膠成為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替代品，需求持續增加。
當中又以聚乳酸（PLA）潛力最為可期，主因在於其成本和其他材料相比，較為親民，
也最接近傳統石化塑膠價格。在限塑風潮下，今年已出現全球搶料的狀況。在限塑
議題的大框架下，包裝機械可歸類出兩大趨勢「能利用各種環保材質製作的機械」
及「自動化機器人」。由於環保塑膠材質推陳出新，而不同產業對於塑膠材料的需
求又不同，若國內業者可研發擁有高度製程相容性和多元性的塑膠機械或包裝機械，
則較有機會搶得先機。另一方面，整體包裝供應鏈下，從撿貨、包裝到堆貨上架，
機器人在各個環節都能有所應用，基於降低人事成本考量尤其在疫情影響下的人事
限縮，業界越來越多廠商投入機器人的應用與發展。

一、美國洛杉磯限塑政策概況

根據聯合國環境署資料，自 1979 年塑膠袋引進美國後，因其耐用性、防水性及可多功能使用，
塑膠袋便取代紙袋受到消費者普遍使用，據統計全美一年使用 3,800 億個塑膠袋及塑膠包裝。

加州政府於 2014 年通過禁用一次性塑膠袋法案，並於 2016 年開始實行，成為全美第一個禁用一

次性塑膠袋的州，若消費者要求商家提供可重複使用的紙袋和塑膠袋，則會被隨袋徵收 10 分美

元的費用。加州更進一步宣布自 2019 年起，除非消費者主動要求，否則禁止該州餐廳、速食業者、
路邊攤販提供消費者塑膠吸管。其他限塑及環保相關政策包含，大型超市需在店內設置塑膠袋回
收桶、消費者購買塑膠製罐裝飲料時會被預收 5 分美元至 10 分美元不等的回收金，待消費者將

飲料罐拿至資源回收站回收時才能將預繳金取回。另一項正在審核通過的加州限塑法案，則規定
飲料製造商將來所使用的寶特瓶本身需要包含更多可回收的材質。

然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加州州長 Gavin Newsom 於 2020 年 4 月 23 日宣布限塑法規將暫
停施行 60 天。

二、美國洛杉磯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全美共有 344 個塑膠袋製造和回收工廠，塑膠產業協會（Plastic Industry Association）數據指

出，限塑政策影響全美因製造塑膠袋或相關流程所產生的 30,900 工作機會。限塑政策之中的徵收

塑膠袋稅及禁用塑膠袋政策對消費者和企業主皆造成影響。塑膠產業協會主席 William Carteaux
表示，限塑法規已全面性地改變了塑膠產業的商業模式，此外也讓塑膠袋業者和塑膠公會每年投

入上百萬美元在行銷支持「回收利用塑膠製品而非禁用」，並和政府打限塑相關政策的官司，以
及向大眾宣傳限塑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工作機會消失、隨袋徵收的 10 分美元若應用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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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策上將更有效益等。

由於禁用塑膠吸管政策，對吸管製造商造成嚴重衝擊，一家大型塑膠吸管製造商 Dart Container

表示，該公司已停止製造塑膠吸管，改生產可直接飲用的塑膠飲料蓋。部分塑膠業者也表示願意
投資新的製程，但仍等待原料買家給予更明確的購買承諾。

為解決一次性塑膠製品對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在不影響人類生活便利性的前提下，近年來以生
物可分解塑膠取代石油化學衍生的塑膠製品，逐漸受到重視。目前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生質塑膠是

可生物分解的，在經過特定化學反應設計，一旦於使用後丟棄，就會迅速分解，不會對環境及

野生動物造成危害。生質塑膠成為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替代品，需求持續增加。當中又以聚乳酸

（PLA）潛力最為可期，主因在於其成本和其他材料相比，較為親民，也最接近傳統石化塑膠價格，
在限塑風潮下，今年已出現全球搶料的狀況。

三、美國洛杉磯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1. 雖然限塑政策可能對包裝產業鏈帶來營運及製造面的改變，但根據包裝及處理科技協會 PMMI

（Packaging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Institute）發表的「2019 年全美包裝機械產業研究報

告」指出，全美對於包裝機械的需求持續提升。由此報告數據顯示，2018 年全美包裝機械市
值為 112 億美元，較 2017 年上漲 8.8%。而 2018 年透過美國製造之包裝機械出貨之國內物流

市值約為 87 億美元，並預計以年複合成長率 3.8% 上升至 109 億美元，其中食品運送銷售額

佔 38.8%，飲料運送銷售額居次佔 23.6%。此外，2018 年美國製造之包裝機械市值約為 95 億
美元，而 2019 年全球包裝機械市值達 479 億美元，預計在 2027 年達 705 億美元。

2. 美國包裝機械需求的成長同樣代表著機械終端用戶，如食品和飲料製造商對於機械的功能條件
要求增加。例如，電子商務的崛起使得終端用戶想要耐久又能保護商品的包裝，使其商品不會
因歷經繁複供應鏈而受到損傷，卻又同時具有成本效益及產品永續性。此外，終端用戶除了需

要完善的包裝產品線外，同時也需要可替換組裝不同模組的自動化包裝機械以應付各種產品包
裝尺寸和提升最小存貨單位（SKU）
。為符合食品安全衛生規範，食品及飲料運送的廠商正尋求
具有追蹤和序列化功能的包裝機械，使該廠商能在整個供應鏈過程中監控商品運送。

3. 在全美限塑政策逐步施行及環保意識高漲下，美國麥當勞及連鎖百貨業者 Target 宣布將逐漸使

用更環保的包裝材料取代發泡塑膠聚苯乙烯（Expanded Polystyrene）製品。Target 產品包

裝總監 Kim Carswell 表示，2022 年前所有 Target 自有產品將全面禁用發泡塑膠聚苯乙烯包裝，
雖然此種包裝能保護商品免於破損，但基於其不易回收特性及對海洋生態的破壞，Target 決定
全面禁用。

連鎖量販巨頭 Walmart 也公開表示，該公司立志達到零塑膠浪費，採行作法包含減少使用塑

膠、增加回收利用、支持改善減少塑膠浪費的創新系統。同時 Walmart 也要求產品供應商減
少不必要的商品塑膠包裝，提升包裝的可回收性和可回收材質，以利於 Walmart 向顧客宣導
教育塑膠減量、再利用及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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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樂公司也致力於蒐集及再利用等同於一個寶特瓶或是鐵鋁罐的回收材料製作飲料包裝，
該公司表示至 2030 年前可確保所有的飲料包裝可以 100% 回收再利用，而每個飲料包裝至少
有 50% 是由回收材料製成。

美國大型包裝材料製造商 Ranpak 正在銷售可保冷的膠體包裝替代品，由可持續採購的木材製
成，可以替代聚苯乙烯泡沫塑膠和塑膠包裝材料。另一家大型塑膠包裝製造商 Novolex 表示，
將支持塑膠袋回收再利用計畫而非支持禁用塑膠袋政策和政府徵收塑膠袋稅。

四、美國洛杉磯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使得禁用一次性塑膠製品議題再度被討論。為防止病毒透過重複使用的包

裝傳播，許多州暫緩實施限塑政策，加州更有許多超市回復提供一次性塑膠袋，部分美國塑膠業
者因此業績增長。在限塑議題的大框架下，使用環保及永續材質是不變的主軸，有些美國塑膠及

包裝業者之案例可供臺灣業者參考。如加州包裝業者 Emerald Packaging，為因應新冠肺炎爆發，
該公司投資一種生產塑膠包裝袋的機械，透過此機械生產出的包裝可延長食物保鮮日期以減少食
物的浪費。

根據包裝及處理科技協會 PMMI 於 2020 年初針對塑膠及包裝機械相關業者所做的訪問調查，
可以歸類出兩大趨勢「能利用各種環保材質製作的機械」及「自動化機器人」。其中能展現高

度靈活性的自主移動機器人（autonomous mobile robots）和協作式機器人（collaborative

robots）更是 2019 年底拉斯維加斯包裝博覽會的一大主題。由於環保塑膠材質推陳出新，而不

同產業如食品、家用品、個人衛生用品及藥廠對於塑膠材料的需求又不同，若國內業者可研發擁
有高度製程相容性和多元性的塑膠機械或包裝機械則較有機會搶得先機。另一方面，自動化機器
人的技術也日漸受到重視，可應用在整體包裝供應鏈下從撿貨、包裝到堆貨上架等各個環節都基

於降低人事成本考量尤其是疫情影響下的人事限縮，業界越來越多廠商投入機器人的應用與發展。

資料來源

‧https://www.pmmi.org/
‧https://www.plasticsindustry.org/
‧https://www.calrecycle.ca.gov/plastics
‧https://www.cnn.com/2018/09/20/us/plastic-straws-banned-in-california/index.html
‧https://www.thisisplastics.com/economics/how-plastic-bag-bans-impact-the-economy/
‧https://publicintegrity.org/environment/pollution/pushing-plastic/inside-the-long-war-to-protect-plastic/
‧https://www.packagingdigest.com/sustainable-packaging/target-mcdonalds-and-others-nix-eps-packaging-2017-08-15
‧https://www.healthcarepackaging.com/home/article/21135782/voice-of-the-packaging-industry-sustainable-packaging
‧https://www.profoodworld.com/business-intelligence/article/21130307/us-packaging-machinery-industry-continuesto-grow-at-steady-pace#:~:text=U.S.%20Packaging%20Machinery%20Industry%20Continues%20to%20Grow%20at%20
Steady%20Pace,-OEMs%20are%20feeling&text=The%20value%20of%20domestic%20shipments,of%203.8%25%20
to%20%2410.9%20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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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 - 芝加哥
摘要：限塑政策下，袋裝稅增加中低收入戶的額外支出，造成部分家庭的負擔，亦

威脅著美國中低工作階層，減少相關的工作機會，塑膠袋禁令和增收稅收對小企業
產生重創。一些企業開始改頭換面，但 Jewel-Osco、Target 和 Walgreens 等公

司則採用了鼓勵重複使用的塑膠袋，其厚度至少為 2.25 密耳（mils），是舊塑膠袋
的 4 倍，且使用紙購物袋增加了 50％。

一、美國芝加哥限塑政策概況
州 State

引用條文 Citation

法令現狀

2016 HB 372

限制

伊利諾州
Illinois

2016 HR 1139

通過

密蘇里州
Missouri

2015 HB 722

限制

2019 HB 1200

限制

愛達荷州
Idaho

北達可達州
North Dakota

內容簡述 Summary

聲明關於塑料袋或其他“輔助容器”的
使用，處置或銷售的任何法規應僅由立
法機關制訂的法規加強。

在伊利諾伊州成立“回收塑膠星期五”，
透過回收用過的塑膠袋並鼓勵消費者使
用可重複使用的購物袋。
商家可自行決定是否要提供紙袋或塑膠
袋。 為降低當地使用塑膠袋或紙袋，頒
布法令，增收額外費用或稅款。
禁止公營部門介入或監管輔助容器的使
用。

轄區內各城市各有其塑膠袋裝政策，如芝加哥亦徵收額外袋裝稅等，不勝枚舉。

二、美國芝加哥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根據美國可回收塑膠袋協會（American Recyclable Plastic Bag Alliance）的聲明指出：
1. 袋裝稅增加中低收入戶的額外支出，造成部分家庭的負擔：

I. 糧食價格持續飛漲，消費者即使沒有額外袋裝徵稅，生活用品及食糧食等雜費已是負擔沈重。
II. 根據美國農業部報告，於 2018 年，總共有 1,430 萬個美國家庭無法負擔其糧食的支出。強

調重點應該放在解決可負擔的糧食需求與價格問題上，而不是通過禁止或徵稅袋子來損害經
濟和加重民眾日常生活消費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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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塑膠袋徵收稅款威脅著美國中低工作階層，且將影響美國製造的工作機會，政府應禁止徵收
塑膠袋稅：

在美國，塑膠袋製造和回收行業同時代表著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在許多產業遭受失業和經濟
困境之際，塑膠袋徵稅為誤導性政策並威脅就業、經濟復甦和美國競爭力。手提袋禁令和額外
徵收稅收讓美國家庭在每次的生活消費中增加成本，也對當地企業與中低收入家庭造成傷害。

3. 塑膠袋的禁令和額外徵稅重創了美國的工人階級，並減少相關的工作機會：

I. 對塑膠袋徵稅的法案影響全美 344 個工廠，含括導致近 30,000 個美國製造和回收工作，以
致工作將減少或消失，造成嚴重傷害。

II. 低收入勞工表示，這是“歧視性”政策，特別是對於那些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從事低薪工作的
人，此族群甚至提起訴訟。

III. 美國塑膠袋製造商為美國工作職位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水和福利，促進美國就業。此外，該
產業製造商致力投資於創新的綠色技術，而技術正在徹底改變塑膠回收行業。

IV. 塑膠袋禁令和增收稅威脅著該行業及其工作機會，阻礙了美國的全球競爭力。

4. 塑膠袋禁令和增收稅收對小企業產生重創：

I. 國家政策分析中心（NCPA）在 2012 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禁止使用塑膠袋將對其地區的
零售和就業產生負面影響，而將消費者轉移到無禁令以外的區域的商店。

II. 康乃狄克州 2019 年的塑膠袋增收稅導致購物者跨州採買來避免這項費用。

III. 此禁令將可能導致小企業裁員。在洛杉磯，實施塑膠袋禁令區內的商店被迫解僱員工，部分
高達 10％。相比之下，根據報告，非禁令區的商店增加了 2.4％的就業率。

IV. 在 西 雅 圖 禁 止 使 用 塑 膠 袋 後， 近 40 ％ 的 受 訪 商 店 老 闆 稱 其 手 提 袋 成 本 增 加 了 40 ％ 至
200％。增加的成本直接對商店的營運造成負面影響。

V. 在稅收與罰款的等法規威脅下，迫使企業遵守塑膠袋的禁令，這些規定提高企業經營成本。

三、美國芝加哥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芝加哥市自 2015 年起禁止大型零售商店使用塑膠包裝的法令生效後，生鮮購物零售商馬里亞諾
（Mariano's）等一些企業開始改頭換面。 但是，Jewel-Osco、Target 和 Walgreens 等公司則
採用了鼓勵重複使用的塑膠袋，其厚度至少為 2.25 密耳（mils），是舊塑膠袋的 4 倍。

根據伊利諾伊州零售商協會（Retail Merchants Association）表示：於禁令實施的一週前，一個
芝加哥雜貨店平均塑膠袋分發量為 20,000 個，禁令之後為 10,500 個（減少的原因並非來自於顧

客願意重複使用塑膠袋，而是塑膠袋變厚，從以往需要使用 2 個才能支持重物包裝，改為只需 1
個即可）。但是，由於包裝袋較厚，因此實際上來說塑膠材料用量是以前的兩倍。

雜貨商馬里亞諾（Mariano's）表示在實行限塑政策第一年，使用紙購物袋增加了 50％，且紙購

物袋並不是完全的環保，相較於一次的塑膠袋，紙購物袋至少需要重複使用三遍，才能減少對全
球暖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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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芝加哥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根據 Vox 媒體 5 月 20 日的報導：由於 Covid-19 大流行改變了全球的生活方式，嚴重破壞經濟，
消費者被迫做出妥協與改變。零售商禁止消費者攜帶自己的環保袋，各州或各城市對於一次性塑
料禁令，不得已作出改善或延後執行。市政當局出於疫情感染方面的擔憂，亦減少回收。

零售商的店內回收區同樣處於中斷狀態，預計在未來 10 年塑膠袋產量將增長 40％。例如星巴克

咖啡於 3 月即宣布將不再接受客戶使用自己的杯子；紐約州亦於 4 月宣布其塑膠袋禁令由 5 月 15

日生效延後至 6 月中旬；麻薩諸塞州、緬因州和俄勒岡州情況類似；新罕布什爾州要求所有食品
雜貨商在疫情過渡期，須暫時使用一次性紙袋或塑膠袋。

甚至連舊金山為 2007 年即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袋的美國領航者，也於 3 月底發布法令，禁止企
業使用客戶自己的環保袋、杯子或其他可重複使用的物品。雜貨店或零售商不再需要針對每個一

次性袋子收取 10 美分。疫情前已逐步淘汰的不可回收塑料聚苯乙烯（Polystyrene），又稱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Styrofoam），又重新流行。

目前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正在重新審核相關法令：建議重新營業的餐館改用一次性

菜單、盤子和器皿、並換成單份調味品。塑膠工業協會執行長 Tony Radoszewski 在 3 月 18 日表

示：使用一次性塑膠用品是為保障餐飲及前線人員的健康，降低感染風險，要求該部門廢除一次
性塑膠的禁令。由於多數餐館面臨關閉，而美國人又因居家避疫無法外出用餐，外賣和送餐服務
（通常使用一次性塑料容器）受到相當青睞。2020 年第一季，美國的第二大外送平台 Grubhub

營業額 $ 36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2%。目前，使用其平台點餐人數約為 2,390 萬人次，較
去年同期的 1,930 萬份訂餐量增加了 24％。

資料來源

‧https://www.chicagomag.com/Chicago-Magazine/August-2016/Plastic-Bag-Ban/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fulltext.asp?DocName=09900HR1139ham001&GA=99&LegID=97340&SessionId=88&Spe
cSess=0&DocTypeId=HR&DocNum=1139&GAID=13&Session=
‧http://www.ilga.gov/legislation/BillStatus.asp?DocNum=1139&GAID=13&DocTypeID=HR&LegId=97340&SessionID=88&
GA=99
‧https://legislature.idaho.gov/sessioninfo/2016/legislation/h0372/
‧https://www.legis.nd.gov/assembly/66-2019/bill-actions/ba1200.html
‧https://legiscan.com/ND/research/1200/2019
‧https://ballotpedia.org/Missouri_House_Bill_722_(2015)
‧http://www.thereg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Harris-Tribal-Regulation-Single-Use-Plastics-Table.pdf
‧https://www.bagtheban.com/learn-the-facts/jobs-and-economy/
‧http://www.ncpathinktank.org/media/the-economic-effect-of-plastic-bag-bans
‧https://www.thisisplastics.com/economics/how-plastic-bag-bans-impact-the-economy/
‧https://www.vox.com/the-goods/2020/5/20/21254630/plastic-bags-single-use-cups-coronavirus-covid-19-delivery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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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 - 舊金山
摘要：加州飲料容器回收和減少廢棄物法案要求，在該州出售或出售的每個飲料容
器都必須具有最低退款價值，另除非消費者要求，否則餐廳不得向消費者主動提供

一次性使用的塑膠吸管。限塑趨勢下，建議臺灣業者可生產易回收塑膠製品，並往
再生與材料應用及研發生物可分解塑膠等方向發展。

一、美國舊金山限塑政策概況
1. 加州現有法規說明如下：

I. 加州飲料容器回收和減少廢棄物法案要求，在該州出售或出售的每個飲料容器都必須具有最
低退款價值。根據該法案，要求資源回收和回收部計算每個具有指定廢料價值的飲料容器的

加工費，飲料製造商必須支付該加工費。2016 年 11 月 8 日，加州選民批准了 SB 270 提案

67，即全州一次性攜帶手提包禁令。大多數雜貨店、附帶藥房之零售店、便利店、食品市場
和酒類商店將不再能夠為客戶提供一次性塑料手提袋。取而代之的是，這些商店可以在銷售

點向顧客提供可重複使用的食品袋或再生紙袋，費用至少為 10 美分。許多城市和縣都制定
了袋裝法令。

II. 加州於 1991 年制定了《剛性塑料包裝容器（RPPC）法》，以減少在加州垃圾掩埋場處置的

塑料廢物量，並增加對消費後塑料的回收利用。該法律規定，銷售 RPPC 中持有的產品製造
商必須符合合規性選項之一。銷售包括直接銷售以及在加州提供銷售的產品（包括零售、通

路經銷商、批發商和網路銷售）。CalRecycle 可能會對產品製造商因不遵守規定而處以罰款，
並對容器製造商因未能向產品製造商提供訊息而受到處罰。CalRecycle 每年審查一定百分比
的註冊產品製造商，以驗證是否符合適用的 RPPC 法規。

III. 塑料袋店內回收計劃要求所有附有藥房的受監管的超級市場和大型零售商店，都有放置塑料
手提袋回收垃圾箱。該計劃要求參與的商店將回收箱放置在消費者容易接近的位置，確保回
收的袋子被回收，並提供可重複使用的袋子。此外，商店會跟蹤塑料手提袋的收集、運輸和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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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美國 AB 1884 法案明定，除非消費者要求，否則餐廳不得向消費者主動提供一次性使用的
塑膠吸管。法案另明定，違反規定的業者前兩次給予警告，之後再犯則處罰鍰每天 25 美元
（約合新臺幣 753 元），但罰鍰每年總額不得超過 300 美元。

2. 加州未來相關立法：

I. 美國加州立法人員提出了三項影響深遠的一次性塑料製品相關立法，包括 2030 年逐步淘汰

不可回收的一次性塑料包裝容器等案，可望交由州長紐森（Gavin Newsom）簽署，但遭到

塑料製造商和消費品公司反對，部分公司展開遊說活動，欲反對或削減這些法案。

II. AB 792 法案 - 加州眾議員丁右立（Phil Ting）撰寫 AB 792 法案，要求飲料容器需在 2035
年前，至少有 75％為再生含量，進一步限制塑料製品。

III. 1080 和 SB 54 法案 -AB 1080 和 SB 54 法案擬逐步淘汰不可回收一次性包裝，該法案則通

過要求容器由可回收或堆肥材料製成，限制原始塑料的生產。加州雜貨業協會（California
Grocers Assn。）表示支持 AB 1080 與 SB 54 法案。

二、美國舊金山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政策影響下一次性使用塑膠市場需求減少，消費者對一次性使用塑膠產品反感加深，建議臺灣機

械業者開發可使用重複性包裝材料、回收包裝材料之包裝機械，以及研發可生產易回收、可分解
塑膠製品之像塑膠機械。

資料來源

‧https://www.calrecycle.ca.gov/plastics/carryoutbags
‧https://www.calrecycle.ca.gov/Plastics/RPPC/
‧https://www.calrecycle.ca.gov/Plastics/AtStore/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720180AB1884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NavClient.xhtml?bill_id=201920200AB792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920200AB1080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NavClient.xhtml?bill_id=201720180SB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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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美國 - 紐約
摘要：環保訴求會促使下游塑料和橡膠產品製造商專注於產品創新，亦將影響行業

運營商所需的設備類型。禁塑令加速了替代材料的開發與使用，例如：可堆肥的生
物塑料、紙，厚塑料和可氧化降解的塑料袋。其中紙類在零售包裝上使用的最多。

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各種可回收的替代原料，以及因應美國新型材料使用的機械設
備。

一、美國紐約限塑政策概況

紐約是自洛杉磯於 2014 年 8 月後，在今年 3 月 1 日針對所有需要收取紐約州營業稅的商家禁止
分發一次性塑料袋（豁免袋除外）的第三個州。惟此禁令不包括：用來包裹生魚肉類的袋子、散
裝物品（例如水果和蔬菜）的袋子或用於運送或運送食物的袋子以及食物儲藏袋。紐約雖還未明

訂禁用塑膠吸管，但已有多家餐館商家聯手自主停用塑膠瓶與吸管。另外，紐約市、長島蘇福克

郡 (Suffolk County)、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則規定民眾購物時需支付 5 美分購買一次
性購物紙袋。

而近期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紐約州環保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日

前宣布，原本延至 5 月 15 日執行的紐約州禁塑令，再次延期至 6 月 15 日執行。

二、美國紐約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美國的橡塑膠產業長期以來反對禁塑令，持續透過政客遊說，利益團體的結合，提倡塑膠仍是
目前為止最安全、耐用甚至環保的材質。不僅標榜一昧禁止使用塑膠會打擊經濟利益，更會對

環境保護造成反效果。例如 American Progressive Bag Alliance 在反對州和地方政府提議的
塑料袋禁令的運動中投入了大量資金。這些活動通過成功遊說包括德州，明尼蘇達州和佛羅里
達州在內的全國各州立法機關，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當地禁令。整體產業趨勢主張將焦點轉向
改變使用者的習慣（延長塑膠袋的使用週期），以及加強回收效能。

再者，因為限令也開了很多例外，例如雖然禁止一次性的塑膠袋，但允許商家提供 10 美分的
厚型塑料袋。這個替代塑料袋雖被歸類為可重複使用，但基本上它們與一次性袋子相差不大，

消費者通常使用一次後就習慣丟棄。因此塑膠袋截至目前為止並未在美國達到大規模的禁用。
產業銷售在 2019 年至 2020 年中雖有明顯消減，未來仍有持續成長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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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塑膠膜片袋製造 (Plastic Film, Sheet & Bag Manufacturing) 銷售概況
Year

2019

Revenue

2020

2.83%

Consumer spending

0.33%

2.59%

2021

0.43%

-4.55%

4.84%

消費者支出水平影響到對塑料包裝產品、袋子和其他產品的需求，這也是很好用來觀察塑膠袋

零售商、批發商和經銷商表現的指標。預計 2020 年消費者支出將提升，這也為該行業帶來了
潛在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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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 Film, Sheet & Bag Manufacturing
Source: IBISWorld

2. 以產業鏈中的 Plastics & Rubber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為例，整體銷售並未因為限塑令
影響下滑，反而從 2019 年起持續成長。2020 年預計整體營收為 39 億美元。

不過環保訴求會促使下游塑料和橡膠產品製造商專注於產品創新，亦將影響行業運營商所需的
設備類型。例如，下游塑料板生產商 Spartech LLC 擁有各種產品配方的專利權。該公司基於

對環境的關注，使用再生塑料和製造易於回收的塑料產品，不但影響了行業的客戶生態，也預
期帶動下游製造工廠為因應新原料的使用而更新機械設備。

71  |  全球限塑政策影響下橡塑膠及包裝機械未來展望

美洲

橡塑膠製造機械 (Plastic Film, Sheet & Bag Manufacturing) 銷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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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紐約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禁塑令另一方面加速了替代材料的開發與使用，例如：可堆肥的生物塑料、紙，厚塑料和可氧
化降解的塑料袋。其中紙類在零售包裝上使用的最多。立法者廣泛支持紙作為塑料袋對環境的

損害較小的替代品。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 Terry Webber 表示，紙
是一個可再生、可循環利用和可堆肥的資源。

四、美國紐約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各種可回收的替代原料，以及因應美國新型材料使用的機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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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加拿大
摘要：加拿大將於 2021 年開始實施禁用一次性塑膠用品，但禁止塑膠種類名單目前

尚未決定。因按照加拿大環境保護法，制定此類禁令之前必須首先進行科學評估。
但加拿大大型企業多響應政府政策，禁用一次性塑膠產品，一次性使用的塑膠用品
機械產量需求將逐漸降低。一次性塑膠包裝產品的禁用對生產廠商、消費者兩方造
成不小衝擊，但同時也開啟可重複使用、回收、再利用、可堆肥的綠色包裝新市場，

例如甘蔗吸管、玉米澱粉餐具等在加拿大市場需求漸增。建議我國塑膠業者朝可回
收塑膠材料、生質塑膠材料發展，朝著綠色包裝市場趨勢開發相關塑膠成型 / 包裝機
械，加上臺灣優異的技術與品質，市場拓展空間大。

一、加拿大限塑政策概況

1. 加 拿 大 政 府 對 於 自 然 環 境 的 維 護 一 直 不 遺 餘 力， 在《 加 拿 大 環 境 保 護 法 (Canadi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的制定下，推動多項綠色經濟政策及措施，扶植綠色產業發

展及創新。有關《加拿大環境保護法》內容，可至網站 :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

acts/c-15.31/。截至目前為止，加拿大政府有超過 10 項防止塑料廢物和海洋垃圾的聯邦法案，

法規和協議 ; 例如，2017 年 6 月發布了《化妝品塑膠微粒條例 the Microbeads in Toiletries

Regulations》，該法規禁止生產，進口和銷售含有塑料微粒的盥洗用品、非處方藥和天然保
健品。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許多企業紛紛停止一次性塑膠產品使用，根據加拿大政府的統計，加拿

大每年使用 150 億個塑膠袋，而塑膠吸管更是每天使用了 5,700 萬根。不僅如此，加拿大每年
僅有 10% 的塑膠成功被回收利用，更由於自 2018 年中國大陸拒絕協助回收塑膠以來，加拿大
的塑膠問題出現了新的緊迫性。

加 拿 大 聯 邦 政 府 於 2019 年 6 月 宣 布， 加 國 將 致 力 於「 海 洋 塑 膠 憲 章 」(Ocean Plastics

Charter) 付諸為行動，將於 2021 年開始實施禁用大多數的一次性使用的塑膠製品，來減少該
國每年扔掉的 2 萬 9,000 噸塑膠垃圾。另外，並要求塑膠製造商和使用塑膠包裝的公司負責塑
膠產品的回收和再循環，將塑膠製品再循環的重擔從城鎮政府轉移至企業，將更有成本效益、
提高再循環的比例以及更好地保護環境。

2. 加西卑詩省溫哥華市自 2020 年 4 月 22 日 ( 地球日 ) 起禁用塑膠吸管，2021 年 1 月 1 日起禁
用塑膠袋 ( 包括可生物分解材質的各類塑膠袋 )，是加拿大第一個實施限塑令的大城市。一旦溫

哥華塑膠袋禁令實施後，商家將以環保袋或紙袋取而代之，紙袋必須內含 40％的回收材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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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第一年可以收取每個紙袋 0.15 加幣、每個回收袋 1 加幣，第二年開始各漲價至 0.25 加幣、

2 加幣。雖然塑膠杯和餐具未列入禁令，但限於客戶要求才提供，自 2021 年 1 月起，每個杯
子收費 0.25 加幣。吸管部分，如果客戶要求，企業仍必須能夠提供可彎吸管，以利殘障者飲

食；珍珠奶茶用的較粗吸管則有一年緩衝期，以利業者尋找替代方案。此外，溫哥華市政府已
於 2020 年 1 月 1 日開始，禁止店家使用保麗龍 ( 發泡聚苯乙烯 ) 餐飲容器供應餐點和飲料，

但用於包裝未煮熟食物 ( 例如需加工的肉類、海鮮、雞蛋或蔬菜 ) 的保麗龍托盤，則不受限制。
另卑詩省省會維多利亞市早在 2018 年中開始實施塑膠袋禁令，卻面臨加拿大塑膠袋協會的法
律挑戰，卑詩省上訴法庭最後裁決無效，表示法令需得到該省環境部的核可。

今 (2020) 年 3 月底，卑詩省首席衛生官 Dr. Bonnie Henry 宣布，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間，規定

店家必須提供購物袋，客人不能使用自備的容器、環保袋或購物箱，部分散裝食品亦暫停出售；
一些大型超市如 Walmart 已開始免費提供一次性塑膠購物袋，以防止病毒散播。加拿大塑膠

工業協會 (Canadian Plastic Industry Association) 表示，因疫情影響，塑膠購物袋訂單需求
暴增，塑膠製造廠連日趕工以滿足市場需求。加國聯邦政府亦推遲一次性塑膠禁令政策諮詢。

3. 據加拿大綠色和平組織稱，加拿大每年製造約 325 萬噸塑膠垃圾，可裝滿 14 萬輛垃圾車，相
當於 80 億加元，高達九成的塑膠垃圾被埋入垃圾掩埋場。另據加拿大政府統計，加拿大每年

使用 150 億個塑膠袋，每天使用 5,700 萬根塑膠吸管，然而，僅有 10% 的塑膠能成功回收利用。
另據溫哥華市政府提統計，溫哥華市每週有 260 萬個一次性塑膠杯和 200 萬個塑膠袋被扔進垃
圾箱，被扔棄塑膠杯數量幾乎占市內所有垃圾數量的一半。溫哥華市府每年處理一次性用品垃
圾開銷高達 250 萬加幣。

雖然加拿大將於 2021 年開始實施禁用一次性塑膠用品，但禁止塑膠種類名單目前尚未決定。
因按照加拿大環境保護法，制定此類禁令之前必須首先進行科學評估。目前，加拿大政府已委

託專業團隊進行關於塑膠污染的研究報告，在經過評估及提供足夠的證據之後，加國政府才會
開始著手制定禁止使用多種一次性塑膠用品的法律。預計禁用項目包含塑膠袋，礦泉水瓶、塑
膠吸管、免洗餐具、盤子和攪拌棒…等。

二、加拿大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加拿大大型企業面對限塑政策，也有相對應的措施與行動，各大企業的因應對策多以配合政府

要求、減少提供與使用一次性塑膠，或是轉向使用生質塑膠、可回收或可當堆肥材料為主。例
如在全加擁有 255 家分店的加拿大連鎖超市集團 Sobeys 自今 (2020) 年 1 月 31 日起不再提供

一次性塑膠袋，減少大約 2.25 億個塑膠袋用量，是加拿大第一個禁用塑膠袋的超市。Sobeys
並推出一系列可重複使用的網狀購物袋，這些購物袋是以保特瓶製成的回收纖維為材質，可作

為購買水果及蔬菜時的塑膠袋替代品。除 Sobeys 外，Safeway、FreshCo 及 Foodland 等超
市亦計劃不再提供塑膠袋。加拿大星巴克 (Starbucks) 及宜家家居 (Ikea) 亦均相繼宣布，禁止
或不提供一次性塑膠製吸管，以減少廢棄物及降低對環境之損害。加拿大第二大連鎖速食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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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 A&W 於 2018 年 6 月起已全面停用塑膠吸管，改用美國 Aardvard 公司之紙吸管，瓷盤及不
銹鋼刀叉代替內用塑膠餐具，並將庫存中 14 萬隻塑膠吸管打造成「改變示好的 (Changing is
Good)」的戶外裝置藝術。加拿大北約克大型商場 Yorkdale Shopping Centre 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禁止商場內之所有商店及餐廳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成為加國第一家禁止提供一次
性塑膠吸管的商場；目前商場內用餐區部分商店，已開始使用可重複使用之餐具，包括水杯及

餐盤等，使廢棄物物減少大約 65％，盼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轉為提供可循環再利用的吸管以
保護地球生態。隨著加拿大大型企業響應政府政策，禁用一次性塑膠產品，包括塑膠吸管、塑
膠袋、塑膠餐具等一次性使用的塑膠用品機械產量需求將逐漸降低；然而，也為相關替代品如
環保吸管、環保餐具機械市場帶來廣大的商機。

2. 加拿大將於 2021 年開始實施禁用一次性塑膠用品，雖然禁止塑膠種類名單目前尚未決定，預
計禁用項目包含塑膠袋，礦泉水瓶、塑膠吸管、免洗餐具、盤子和攪拌棒等塑膠製品。就市場
面來說，塑膠業者大受打擊，若在沒有政府適時提供補助及輔導轉型的情況下，因橡塑膠用品
市場需求驟降下，影響程度小至減產，大至塑膠業者、橡塑膠機械產業及包裝產業等相關企業

裁員或倒閉，屆時對加國經濟影響將是相當巨大。因此，按照加拿大環境保護法，制定此類禁
令之前必須首先進行科學評估後，才會制定禁止使用多種一次性塑膠用品的法律。

三、加拿大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1. 針對塑膠污染、過度使用塑膠包裝之產品，加拿大政府對塑膠污染策略進行線上調查顯示，
90% 加拿大受訪者十分擔心塑膠污染自然環境的問題；82% 受訪者認為，個人及公司企業都

有責任減少塑膠污染，尤其加國政府應該儘速處理塑膠污染問題。此報告計進行 1,500 份有效

問卷，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不會購買過度包裝之產品，因此，該報告建議，廠商應減少塑膠

包裝以符合消費者環保意識的抬頭。溫哥華、渥太華、蒙特婁及多倫多等市，已有少數無包裝
或極少包裝之食品雜貨店，出售蔬菜、肉類、雜貨、家居用品等都不使用塑膠包裝，消費者須
自備盛物盒。

2. 另為達到塑膠包裝減量目標，加拿大政府於 2019 年挹注 2,880 萬加幣投資加國造紙公司
Domtar Inc.，支持該公司位於 Espanola 的紙漿和特種造紙廠之設備升級，協助生產取代一次

性塑膠製品之紙類產品。Domtar Inc. 是北美生產紙漿及紙業製造商，亦是創新纖維領先者，

目前該公司正進行最新隱形纖維技術 (Stealth Fiber Technology)，研發生產更堅固的重型紙
張產品，盼未來可取代一次性塑膠製品，作為醫療包裝和食品包裝等使用。此創新技術有助於

Domtar Inc. 紙漿廠每年減少 4.8 萬噸溫室氣體排放，相當於減少 1.6 萬輛汽車的廢氣排放量，
同時，該公司技術創新生產有助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的使用，並提升在全球紙漿和紙張生產市
場之競爭力。

3. 一些企業已開始自行減塑。舉例來說，加拿大連鎖超市集團 Loblaws 及 Metro 規定向顧客徵
收每個塑膠袋 5 分加幣，達到減塑目的。而另一連鎖超市集團 Sobeys 更進而於今 (202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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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開始停止提供和使用所有塑膠袋，而改用可以循環使用的紙袋，或是環保購物袋。加拿大

連鎖漢堡包店 A&W 也在 2018 年底放棄使用塑膠杯，加上改用可分解的包裝，循環再用的杯、
碟和餐具，減少數以百萬計的塑膠垃圾。

4. 一次性塑膠包裝產品的禁用對生產廠商、消費者兩方造成衝擊，例如，因成本考量，加國本地
的珍珠奶茶連鎖店業者多尚未改採用環保材質的杯子、封膜及吸管等耗材，但在 2021 年限塑
令正式執行之後，業者若考慮以紙、甘蔗或樹薯粉製成的吸管及環保材質的杯子取代，但其成

本是塑膠製品的 2 至 3 倍，業者利潤空間勢將受到影響。但同時也開啟可重複使用、回收、再
利用、可堆肥的綠色包裝新市場，例如甘蔗吸管、玉米澱粉餐具等在加拿大市場需求漸增。

四、加拿大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1. 據加拿大創新、科學及經濟發展局資料顯示，加拿大橡塑膠產業共計 1,900 多家公司、約
93,000 多名員工，年產值高達 350 億加幣，占加國製造業產值 5%，未來倘禁止使用一次性塑

膠產品，對加拿大經濟之衝擊是外界關注之焦點。對此，加拿大政府表示，會與業界合作，包
括建立製造商責任制度，也就是生產和使用塑膠包裝的企業，得幫忙處理相關廢棄物。另加拿

大塑膠工業協會 (Canadian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CPIA) 設定「2040 年前使加拿大塑

膠包裝 100% 可重複使用或回收再利用」的目標。目前加拿大正朝著 2040 年起垃圾掩埋場沒

有塑膠包裝的目標前進，而實現目標需要在整個價值鏈上進行基礎設施的升級以及包裝設計改
進。其中成功關鍵仍須仰賴民眾一起參與回收計畫，杜絕亂丟垃圾的行為，才能發揮最大的回
收成效。建議我國塑膠業者朝可回收塑膠材料、生質塑膠材料發展，打入外銷市場。

2. 依據加拿大統計局資料顯示，2019 年加拿大進口橡塑膠機械設備 (HS 8477) 總額約 6 億 4,100

萬美元，較 2018 年減少 4.25％；2019 年加國塑橡膠機械設備前 10 大進口來源國排名順序
及市占率依次為美國 (32.99%)、德國 (16.94%)、中國大陸 (15.64%)、奧地利 (4.49%)、法國
(4.37%)、義大利 (4.17%)、日本 (3.56%)、荷蘭 (3.45%)、臺灣 (1.31%)、波蘭 (1.23%)；其

中，加拿大自臺灣進口橡塑膠機械設備總額約 840 萬美元，市占率 1.31％，較 2018 年微幅成

長 0.55％。然而，今 (2020) 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隨著供應鏈的短缺或中斷，將導致
許多企業因此停工及生產效能降低等問題，恐將影響加拿大中、短期機械市場需求。

3. 臺灣出口加拿大橡塑膠機械主力產品是塑膠射出成型機、押出成型機、中空成型機等；無論在
設計、製造、組裝等方面都已相當成熟，並以品質優良、價格合理在國際市場有口皆碑，且已
獲得加國業者認可，成為加拿大橡塑膠機械設備的第 9 大進口來源國。雖然目前市場比重低於

2％，但若臺灣業者朝著綠色包裝市場趨勢開發相關塑膠成型 / 包裝機械，加上臺灣優異的技
術與品質，則市場拓展空間仍大。

4. 另外，以近年席捲加拿大的臺灣珍珠奶茶連鎖店為例，在 2021 年限塑令正式執行之前，珍奶
業者已經開始搜尋環保替代品，考慮以紙、甘蔗或樹薯粉製成的吸管及環保材質的杯子取代。
其中，有臺灣移民看見全球環保趨勢及商機，在加拿大設立臺灣先盟公司子公司，該公司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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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發植物纖維材料應用技術，不但研發出「咖啡渣吸管」，更將分解技術應用於甘蔗纖維，
積極將臺灣研發製造的甘蔗纖維吸管引進加拿大，搶占環保商機。

臺灣的一次性甘蔗纖維吸管，比紙吸管更耐用、韌性更高，並能百分之百自然分解。以往一支
塑膠吸管成本約 4 分加幣（約新臺幣 0.9 元），若換成甘蔗纖維吸管成本增加到 12 分加幣（約
新臺幣 2.7 元），成本是塑膠吸管的 3 倍，有珍奶業者認為增加的成本在可以承受範圍內，已
經打算採用甘蔗纖維吸管，為全球環保盡一份心力。

5. 臺灣作為主要橡塑膠機械出口國之一，在循環經濟的浪潮下，臺灣機械產業展現軟硬體整合能

力，順應全球循環經濟，結合智慧製造進行創新轉型，以高效、低污染之優勢滿足全球塑膠應
用產業需求，開創臺灣的獨特利基，締造綠色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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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巴西
摘要：因巴西目前限塑政策尚未納入工業用途，僅限於消費端之通路與餐飲業，故
影響較為有限。在巴西各界設法減少塑膠垃圾之時，巴西政府當局亦鼓勵商家業者
使用紙及生物降解等對環保污染較不具危害之材質製成之包裝產品，因此我商可在
這些方面加強投資並設法與巴西業者合作，俾進一步提升我國產品在巴西市場之佔
有率。

一、巴西限塑政策概況

巴西參議院環境委員會於 2019 年 4 月 24 日表決通過全巴西禁用塑膠吸管、塑膠包裝袋及在化妝
品中使用微塑料之法律草案，此草案目前尚待全體國會議員之表決。不過，在此之前，已有聖保

羅 (Sao Paulo)、亞克力 ( Acre)、果亞斯 (Goias) 及北大河 (Rio Grande do Norte) 等 8 個州及首府 巴西利亞和聖保羅、里約、瑪瑙斯及維多利亞等 27 個市鎮已先後頒訂此方面之相關法令。譬如：

1. 聖保羅州政府曾於 2015 年 5 月 5 日發佈政令禁止境內超市使用塑膠袋，改用生物成型袋
(Bioplasty bag) ，後又於 2019 年 7 月 16 日發佈政令規定，境內商店禁用塑膠製的吸管，違
者視情節輕重而定，將被處以 530.6 元巴幣至 5,306 元巴幣之罰款。

2. 除州政府要求境內商店禁用塑膠吸管之外，聖保羅市政府於 2020 年 1 月亦頒佈政令，規定市

區酒吧、餐廳及旅館不得使用一次性塑膠杯子、盤子、刀叉及攪拌器，違返此規定者可被處以
1,000 千至 8,000 元巴幣之罰款。

3. 果亞安尼亞 (Goiania) 市政府在 2008 年 5 月 29 日通過第 16268 號法律，規定市區商店改用

生物降解袋子，並規定違法者若再犯，將被處以最高 7,000 元巴幣的罰款。果亞斯州政府則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下令境內商店禁用境內商店禁用塑膠製吸管，違者視情節輕重而定，將被
處以 500 至 3,000 元巴幣之罰款。

4. 巴西利亞市議會於 2008 年 10 月 8 日通過第 4278 號法律，規定市區商店改用生物降解袋子或

可重複使用的袋子來包裝客戶購買之產品，並規定違法者若再犯，將被處以 500 元巴幣的罰款。

5. 美景市 (Belo Horizonte) 在 2011 年通過禁止使用由石油產品製成的塑料袋之 9529 號市政法
並規定，如果不遵守新法規之企業在 30 天后仍繼續違反該標準，將被通知並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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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西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里約州商業總會指出，在該州政府頒佈州境內超市禁用塑膠袋之 8006/18 號政令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正式生效後，里約州使用之塑膠袋數量在短短一個多月減少 39%；聖保羅州超市業同業公
會亦 (APS) 指出，該州超市在聖保羅州政府於 2015 年 5 月 5 日發佈政令禁止境內超市使用塑膠
袋一年後，減少的塑膠袋數量約達過去一年總數的 70%。如果巴西國會表決通過巴西全面禁用一

次性塑料產品之法案，則巴西在塑膠袋、塑膠吸管及杯子、盤子、刀叉等一次性塑膠產品之產量
及消費量勢必大幅減少。

據巴西塑膠業同業公會 (Abiplast) 公佈的資料顯示，巴西塑膠產品消費量從 2017 年的 761 萬公

噸減至 2019 年的 750 萬公噸，在建築、汽車及機械等 26 種消費項目中，食品及飲料等與塑膠袋、
塑膠吸管及杯子、盤子、刀叉等一次性塑膠產品之項目比重亦從 2017 年的 26.4% 減至 2019 年
的 24.49%。

三、巴西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1. 因巴西目前限塑政策尚未納入工業用途，僅限於消費端之通路與餐飲業，故影響較為有限。依
據巴西包裝業同業公會 (ABRE) 公佈之資料顯示，該產業 2019 年產值約達 802 億元巴幣 ( 約折
合 161 億 7,587 萬美元 )，其中塑膠製包裝品之產值比重達 41%，在鐵、木製、玻璃、紙張及

塑膠等 5 項包裝製品項目中，比重最高。2018 年產值約達 785 億元巴幣 ( 約折合 161 億 7,587

萬美元 )，其中塑膠製包裝品之產值比重達 40%，在鐵、木製、玻璃、紙張及塑膠等 5 項包裝
製品項目中，比重亦最高。2017 年產值約達 673 億元巴幣 ( 約折合 161 億 7,587 萬美元 )，其
中塑膠製包裝品之產值比重達 40%。

2. 巴西包裝業除供內需亦有出口。2019 年巴西包裝業出口金額達 5 億 4,540 萬美元，其中塑膠

製包裝品之出口值比重佔 30.6%，亦是在鐵、木製、玻璃、紙張及塑膠等 5 項包裝製品項目中，
出口比重最高之包裝材料。2018 年巴西包裝業出口金額達 5 億 8,287 萬美元，在鐵、木製、
玻璃、紙張及塑膠等 5 項包裝製品項目中，出口比重最高，達 34%；2017 年巴西包裝業出口

金額達 5 億 4,403 萬美元，在鐵、木製、玻璃、紙張及塑膠等 5 項包裝製品項目中，出口比重
亦最高，達 39.18%。

3.ABRE 曾在 2018 年預言，在軟塑膠、硬塑膠、金屬、紙箱、紙及玻璃等 6 項包裝製品項目中，

軟塑膠包裝產品年消費比重可望從 2014 年的 37.8% 減至 2014 年的 37.6%，硬軟塑膠包裝產
品年消費比重則可望從 2014 年的 30.5% 減至 2024 年的 30.2%，紙包裝品之年消費比重則可
望從 2014 年的 5.5% 增至 2024 年的 5.9%。

四、巴西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雖然目前巴西僅少數幾個州及市政府限制使一次性使用之塑膠杯、塑膠吸管及塑膠杯等塑膠產品，
但是在巴西年產塑膠垃圾 1,135 萬公噸，為全球第四大塑產品汙染國，另在巴西民眾環保意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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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抬頭的影響下，預料巴西國會終將通過該國全面禁用塑膠吸管、包裝袋等塑膠包裝材料之法規
草案。而在巴西各界設法減少塑膠垃圾之時，巴西政府當局亦鼓勵商家業者使用紙及生物降解等

對環保污染較不具危害之材質製成之包裝產品，而且巴西塑膠業者也希望能大幅增加塑膠垃圾之
回收，因此我商可在這些方面加強投資並設法與巴西業者合作，俾進一步提升我國產品在巴西市
場之佔有率。

資料來源

‧www.abre.org.br
‧www.abiplast.org.br
‧https://www.bndes.gov.br/wps/portal/site/home/financiamento/g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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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義大利
摘要：2021 年起義大利政府依照歐盟法令 (direttiva 2019 /904/UE) 針對一次性使
用塑膠製品課徵塑膠稅 (Plastic tax)，費用將完全轉嫁給消費者，亦計畫 2021 年

前逐步淘汰僅使用一次的塑膠用品。各企業龍頭帶頭響應政策積極研發可分解材質

作為包裝材料，並積極發展回收再生的循環經濟商業模式。建議臺灣業者加強開發
相關塑膠成型機械或相關新型可分解材質原料，以此為利基拓銷市場。

一、義大利限塑政策概況

義大利向來重視因塑膠所帶來的環境汙染議題，義國為歐盟 28 個成員國之一，其國家整體環保
政策亦需配合歐盟大方向，以下列舉近年來生活層面限塑政策：

1. 2018 年 1 月起義大利為響應歐盟推行之減塑方案，於超市、水果店、麵包店等零售通路，所

有散裝食品（如生鮮蔬菜、水果等）所使用之包裝袋，皆需強制額外付費，以期望降低個人塑
膠袋之使用量。如零售業者違反此項法令 (l'articolo 9-bis dellalegge di conversione n. 123)
將被處以 2,500 至 25,000 歐元罰款。

2.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義大利政府依照歐盟法令 (direttiva 2019 /904/UE) 針對一次性使用塑膠製
品課徵塑膠稅 (Plastic tax)，費用將完全轉嫁給消費者，以每瓶礦泉水舉例而言，大約每瓶增

加 0.04 至 0.05 歐元，目的為使人們於購買塑膠製品前，再次思考是否有其他方式可替代，以
期扭轉日常生活習慣。

3. 此外，義大利政府亦計畫於 2021 年前逐步淘汰僅使用一次的塑膠用品（如吸管、外帶餐具、
塑膠棉花棒、冷藏分裝袋等），以達成 2030 年前每件塑膠製品都可重複使用或再回收利用之
終極目標。

二、義大利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自 2018 年義大利政府規定超市、水果店、麵包店等零售通路，對於散裝食品分裝袋強制收費，
並且材質僅能使用生物可分解材質，因此零售業者紛紛以生物可分解材質包裝袋代替塑膠袋，進
而影響橡塑膠業者加強研發新型可分解材質或新型可分解材質塑膠製造機型，以負起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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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義大利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依據義大利國家塑膠製品回收與包裝產業公會 (Consorzio Nazionale per la Raccolta, il Riciclo

ed il Recupero degli Imballaggi in Plastica 簡稱 COREPLA) 資料顯示，歐洲為全球第二大塑膠

產業生產地區，占全球塑膠製造市場近兩成生產量，義大利占歐洲總生產量之 14.2%，為歐洲繼

德國後第二大塑膠產業生產國，在塑膠製品中又以包裝業為最大需求，佔比將近四成，再來依序
為建築與營造產業、醫療器材、機械工業及家具類、汽車製造與汽車零配件、電子與電器用品、

家用品、紡織、鞋靴與運動用品以及農業設備及相關用品，有鑑於包裝產業為塑膠製品占比最高
的產業，義大利政府對於包裝產業的最末端客戶 - 消費者實行包裝袋付費機制，來抑制最終端消
費者使用的習慣與頻率。

義大利於 2018 年實行「散裝食物塑膠袋收費政策」後，義大利各大小超市及零售業者都開始降
低一次性包裝產品使用量，並將所有散裝食物包裝袋改為生物可分解材質包裝袋，但即便是生物

可分解材質一次性包裝袋亦要收費，費用依照每間店家政策向消費者收取，每個包裝袋約為 0.10
至 0.50 歐元不等。

對於義大利包裝業者最直接的影響，除了逐漸降低塑料成分使用外，目前各企業龍頭紛紛承擔起
永續環境的社會責任，帶頭響應政策積極研發可分解材質作為包裝材料，或甚至積極發展回收再
生的循環經濟商業模式。

四、義大利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義大利因應《歐盟循環經濟的塑膠策略 (2018-2030)》，製造業者皆著手生產再生塑料之生活用
品以符合政府規範，建議臺灣業者加強開發相關塑膠成型機械或相關新型可分解材質原料，以此
為利基拓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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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荷蘭

一、荷蘭限塑政策概況

1.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零售商免費提供塑膠袋，目的在減少街頭和海上的塑膠垃圾，並防止

資源浪費。如果消費者仍想要塑膠袋，必須付費購買。零售商可自訂塑膠袋價格，建議價格為

0.25 歐元。該禁令也有例外，如為保護食物，消費者可免費獲得塑膠袋，但其厚度必須比 15
微米薄。

2. 荷蘭政府與製造商達成協議，設計產品時需將減少塑料廢料納入考量。

3.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小於 1 升容量的塑膠瓶飲料如礦泉水、果汁等售價含押金制，避免消費者
亂丟。至於 1 升容量以上的塑膠瓶飲料早已實施售價含押金制。

4. 荷蘭支持歐洲委員會在 2021 年前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製品，這意味著一次性塑料如吸管，攪
拌器將禁止使用。

5. 荷蘭基礎設施暨水管理部長 (Minister of Infrastructure and Water Management) 與超過 70
家企業包括食品公司，超級市場，節慶活動業者，餐飲業者，製造商，包裝商及環境組織締結
《塑料公約》。共同目標是在 2025 年實現以下 4 點：
I. 塑膠產品及包裝均由 100％可回收塑料製成。
II. 與 2017 年相比，塑料使用減少 20％。

III. 一次性塑料產品及包裝至少有 70％可再回收利用，且不會降低品質。
IV. 所有一次性塑膠物品至少包含 35％的再生塑料。

資料來源

https://www.government.nl/topics/environment/ban-on-free-plastic-b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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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國
摘要：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產品主要針對丟棄式餐盤，杯子，餐具 ( 醫院，監獄，航

空、鐵路、航海運輸暫不受此限 )，吸管，飲料攪拌棍，棉花棒等 10 種塑膠產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對此法國業者研究或使用可分解材質 ( 如含植物成分達

50% 以上 )，或直接採用天然材質 ( 麥稈作為吸管 )，或生產增加使用次數之手提袋，
保溫袋。臺灣業者可針對上述一次性塑料產品提供替代性之環保材質或可回收材質之
產品，所替代之產品，建議使用再生材料，製造對環境影響最少的產品，即所謂「生

態設計」，並考量產品延續精神 ( 從產品生產到淘汰，資源回收或循環再利用之間的
時間 )，以符合法國政府限塑禁令之規範。

一、法國限塑政策概況

1.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袋 ( 法案依據 : Loi du 17 août 2015，施行細則 Décret du 31 mars
2016)

2015 年歐盟痛下決心處理塑膠包裝之棘手問題，規定會員國在 2019 年末每人每年使用之塑膠
袋減至 90 個，2025 年再減至 40 個。根據法國通路商業聯合公會 (Fédération du Commerce
de la Distribution ) 資料顯示，該指令公布之前，2002 年法國消耗之塑膠袋 ( 指結賬時收銀員

附贈用於可包裝提攜之塑膠袋 ) 高達 105 億個，2014 年雖遞減至 5 億個塑膠袋，但尚不包括
120 億個其他用途之塑膠袋。

2016 年 7 月 1 日開始，法國收銀機櫃台不再提供「一次性使用」塑膠袋，2017 年 1 月 1 日起，
禁止其他用途 ( 包裝水果、蔬菜、漁產、散裝產品 ) 使用之塑膠袋。違反規定者，得處 2 年徒刑，
以及罰款 10 萬歐元。

然而，根據法國通路商業聯合公會說明，被禁用的塑膠袋僅指厚度小於 50 微米的塑膠袋，超
過 50µ 厚度可多次使用的塑膠袋，以及通路商製作販售之手提袋不在禁止之列，兩者每年流通

之數量高達 10 億個之多。此外，小商店，露天市場之蔬菜水果攤和外賣店之塑膠袋幾乎完全

自動地提供予消費者，且未受行政當局控管。負責調查塑膠袋流通的 ONG Surfrider 也未能查
出這些塑膠袋源出何處，他們推測這些塑膠袋和商品同時來自外國。Zero Waste France 委託

Club Bio-Plastique 進行調查，法國 8 個城市 161 家商店中，僅賣場，書店，藥房 3 個銷售通
路遵守塑膠袋禁令。另一個問題是「有機分解袋」(sacs biodégradables)。一般消費者望文生

義認為這種包裝袋會在大自然中自行分解，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自行分解必須某些諸如工業
堆肥槽內足夠高溫度，高濕度等條件齊備之後才會產生。因此，寄望法國家庭可以自己堆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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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機袋就更加不可能了。

2.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產品 ( 法案依據 : Loi Egalim du 2 octobre 2018，施行細則 Décret
2019-1451 du 24 décembre 2019)

上述施行細則主要針對丟棄式餐盤，杯子，餐具 ( 包括餐刀，叉子，湯匙，但醫院，監獄，航

空、鐵路、航海運輸暫不受此限，其生效日期自 2021 年 7 月 3 日開始 )，調理套餐，冰淇淋盒，
生菜盒，吸管，飲料攪拌棍，杯蓋及棉花棒等 10 種塑膠產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

二、法國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HSCODE

84771000

2019 年法國橡塑膠機械進口市場

進口金額 ( € ) 2019/2018 成長率

歐洲供應比重

98,355,618

-3.02%

78.50%

84772000

43,757,465

+42.90%

93.98%

84773000

10,624,205

-55.27%

74.95%

84774000

13,623,638

+7.6%

92.05%

排名前 3 名主要供應國

37.35%
(德)

52.59%
(德)

29.87%
(義)

61.57%
( 德國 )

16.82%
(奧)

10.64%
(日)

22.54%
(德)

9.27%
( 波蘭 )

31.05%
(義)

21.26%
(義)

2.42%
(奧)

4.96%
( 美國 )

2019 年法國橡塑膠機械進口市場以歐洲為主要供應地區，以供應國論，德國和義大利穩坐冠亞軍

寶座。市場規模增減各異，押出機進口量大增 ( 歐洲佔 93.98%，美洲 3.58%，亞洲 2.37%)，吹
製成型機則大減 ( 歐洲佔 74.95%，亞洲 12.85%)，而射出機 ( 歐洲佔 78.50%，亞洲佔 19.33%)
和真空成型機及其他熱定型機 ( 歐洲 92.05%，美洲 5.26%，亞洲 2.53%) 兩者略有斬獲。
1. 亞洲供應國情況如下（佔法國市場 %）：
I. 射出機：日本 (10.64%)，大陸 (5.46%)
II. 押出機：大陸 (2.14%)

III. 吹製成型機：馬來西亞 (3.32%)，大陸 (1.59%)

IV. 真空成型機及其他熱定型機：臺灣 (1.60%) ; 2018 年之金額為 295,391 歐元，2019 年為
217,620 歐元。

2. 法國業者針對禁止使用一次性之塑膠產品法令之影響，研究或使用可分解材質 ( 如含植物成分

達 50% 以上 )，或直接採用天然材質 ( 麥稈作為吸管 )，或生產增加使用次數之手提袋、保溫袋。
某些環保團體甚至建議擴大限塑範圍 ( 包括放棄使用可分解塑膠袋 )，將全部使用紙質為材料製
成之包裝 ( 麥當勞之類的外賣店，其紙杯根本無法回收再生使用 )。

三、法國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法國塑膠包裝及軟包裝企業公會 (ELIPSO)2016 年公布之年度經濟報告中之營業額為 77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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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 年更達到 79 億歐元 (+2.6%)，使用之塑膠原料計 480 萬公噸，其中使用量最大

產業為包裝業，占 45.1%，營造業佔 18%，汽車業佔 9%，電氣及電子佔 5%，其他佔 23%。儘
管欠缺 2018 年及 2019 年之年度報告，且最新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產品限令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實施，真正影響之後果目前尚無統計數字，然而未來這些一次性使用之塑膠產品將受到一定的影
響。

四、法國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法國政府限塑禁令於 2020 年至 2021 年將拓展至所有一次性的塑料，包含棉花棒的棒子、攪拌棒、
免洗杯盤、吸管等等，臺灣業者可針對上述一次性塑料產品提供替代性之環保材質或可回收材質

之產品，所替代之展品，建議使用再生材料，製造對環境影響最少的產品，即所謂「生態設計」，
並考量產品延續精神 ( 從產品生產到淘汰，資源回收或循環再利用之間的時間 )，以符合法國政府
限塑禁令之規範。

有鑒於法國政府於已明文規定禁止使用厚度小於 50 微米的一次性塑膠袋，許多超市轉而提供紙
袋或生物袋 (sac biosourcé)。受到政策推動 ( 如智慧食品選擇或複合新材料與包裝 )、及環保意

識抬頭等影響，法國綠色包裝市場綠色商機也開始發芽，許多廠商開始著手優化及減少包裝，除
了使用再生材料外，亦縮減其產品包裝。

法國國際包裝展（ALL4PACK Paris），為兩年一次的展覽，是歐洲最專業並致力於推動永續包
裝及物流生態系統的專業展會。2018 年展會吸引了共計吸引了 79,000 位專業人士，超過 1,350
家參展廠商，有八成以上的參觀業者具有採購權，並直接進行現場採購。2020 年於 Paris Nord

Villepinte 舉行，是我包裝機械及塑膠包裝廠商拓展歐盟市場的最佳平台。

資料來源

http://www.elipso.org/en/about-elipso/

91  |  全球限塑政策影響下橡塑膠及包裝機械未來展望

歐洲
德國

德國

肆、德國
摘要：德國環保部有意加速推動一次性塑膠產品禁令，透過新包裝法的上路減少塑膠
垃圾，目前禁止了薄塑膠袋（厚度低於 50 微米）的使用。歐洲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

塑膠垃圾被回收，提高回收比例和讓塑膠產品重覆進入再生循環系統才是塑膠產業的

未來趨勢。2020 年的疫情讓人們更重視食品衛生，而包裝有助於提高食品衛生，未來
提高回收率、生物分解塑膠（非石化產品）以及研發代替品為塑膠包裝產業的主要發

展方向。臺灣業者可針對「塑料射出成型機 - 符合 ISO20430 國際安全標準」、「包
裝機械業 - 衛生包裝、安全食品和藥品的需求」、「環保塑料科技 - 可回收薄膜材料

開發」、「回收塑料機械 - 塑料辨識分類科技應用」、「工業 4.0 應用 - 智慧機械與
碳纖複材」進行產業轉型。

一、德國限塑政策概況

1. 德 國 包 裝 法 Verpackungsgesetz， 簡 稱 VerpackG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取 代 原 有

的 Verpackungsverordnung（VerpackV）， 目 的 是 為 了 減 少 包 裝 垃 圾 和 提 高 回 收 率，

對所有德國生產廠商、進口商和國外電商皆適用，也就是說誰把包裝帶進市場裡，就要
負 責 包 裝 材 料 的 回 收 或 再 利 用， 規 定 所 有 廠 商 必 須 上 網 註 冊 登 記（ZSVR, Zentrale Stelle

Verpackungsregister），廠商註冊登記後也會被公佈在網站上供查詢，以確保廠商資料公開

透明，除了註冊登記之外，還要上回收系統申請許可，並根據包裝的種類和量繳交費用，缺一
不可，違反者處以高額罰金。

註冊和回收系統分兩個階段提高包裝材料的回收率

包裝材質

2019 年以前之回收率

2019 年起之回收率

2022 年起之回收率

紙

70%

85%

90%

玻璃

鐵金屬
鋁

飲料包裝

其他包裝
塑料

75%

70%

60%

60%

60%

36%

80%

80%

80%

75%

55%

58.5%

90%

90%

90%

80%

70%

63%

2. 為了減少塑膠垃圾，2016 年德國政府與商家達成協議，商家不再免費提供消費者塑膠購物袋。

2019 年歐盟通過塑膠禁令，自 2021 年起禁用一次性塑膠產品，包括吸管、餐具、餐盤、塑膠管、
攪拌棒、餐盒、薄塑膠袋、保利龍、食品和飲料的發泡聚苯乙烯材質包裝等。德國環保部有意
加速推動一次性塑膠產品禁令，趕在 2021 年以前於德國實施，也透過新包裝法的上路減少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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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垃圾，目前禁止了薄塑膠袋（厚度低於 50 微米）的使用，但厚度低於 15 micrometer 又屬
於可以使用的特例。德國政府現階段並沒有全面禁止塑料包裝或塑膠袋的計劃。

二、德國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德國每年塑膠產量超過 1,400 萬公噸，主要應用在包裝、建築和汽車產業，其他如電子 / 電機、
農業、運動休閒、家居產品和家居、醫療產業等也都需要大量的塑膠供應。
根據德國塑膠加工製造業公會 (GKV) 的統計

2017-2019 德國塑膠加工在不同產業的產量下表：
包裝業
建築業
零件

消費品
總計

2017

2018

2019

5.1

5.3

5.3

4.4

4.5

3.4

4.4

3.4

1.5

3.3

1.5

14.4

1.6

14.8

14.6

2017-2019 德國塑膠加工在不同產業的營業額下表：
包裝業

建築業

2017

14.71

19.68

2018

變化

14.83

-0.3%

19.30

-4.8%

20.18

19.20

20.27

總計

63.75

65.90

10.17

2019

單位：10 億歐元

17.87

零件

消費品

單位：百萬噸

10.57

20.59

10.39
65.11

2.0%

-1.7%

-1.2%

2. 2019 年一方面由於限塑的影響，另一方面汽車工業和機械工業景氣不佳，間接影響了塑膠的
應用，所以整體呈現了下滑的趨勢。但長期來看，隨著經濟成長，不論是輕質材料、醫療和電

子科技的新應用都離不開塑膠，所以塑膠產品的需求也會跟著增加，IHS Markit 甚至評估至

2030 年全球塑膠需求會比現在多出一倍。此外，歐洲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塑膠垃圾被回收，
其他的不是掩埋就是焚燒，提高回收比例和讓塑膠產品重覆進入再生循環系統才是塑膠產業的
未來趨勢。

三、德國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2019 年德國塑料包裝產量 435 萬 6,000 公噸，營業額 147 億 7500 萬歐元，約 44% 應用在食品
包裝上。即使德國民眾普遍環保意識提升，去年塑膠包裝產量也小幅減少 2.4%，但塑膠包裝市場
需求增加仍舊會是避免不了的趨勢，2020 年的疫情讓人們更重視食品衛生，而包裝有助於提高食

品衛生，未來提高回收率、生物分解塑膠（非石化產品）以及研發代替品為塑膠包裝產業的主要
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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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塑料包裝協會 (IK, Industrie¬vereinigung Kunststoff¬verpackungen) 之統計
塑料包裝產品

德國 2018-2019 年塑料包裝產品產量如下表：
2018

2019

單位：1,000 公噸

變化

包裝膠膜

1,963

1,669

-1.4%

塑膠杯、塑膠
罐、塑膠棧板

735

727

-1.1%

塑膠袋、提袋

514

476

PET 塑膠瓶

503

481

塑膠塞

350

335

其他塑膠瓶
塑膠桶
其他
總計

塑料包裝產品

183
243
242

4,461

182
253
234

4,356

2018-2019 德國塑膠包裝產品營業額如下表：
2018

2019

-7.4%
-4.3%
-0.6%
-4.2%
-4.0%
-3.1%
-2.4%
單位：百萬歐元

變化

包裝膠膜

5,256

5,151

-2.0%

塑膠杯、塑膠
罐、塑膠棧板

2,627

2,546

-3.1%

塑膠袋、提袋
塑膠瓶

塑膠塞
塑膠桶
其他
總計

1,515
2,024

1,491
1,016
1,151

15,097

四、德國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1,433
2,085

-5.4%
2.2%

1,426

-4.4%

1,112

-3.4%

1,022
14,775

0.6%

-2.1%

1. 塑料射出成型機 - 符合 ISO20430 國際安全標準

根據德國機器製造業公會（VDMA）的最新公告，塑料射出成型機 / 注塑機 ISO20430 已於今

（2020）年 4 月正式發佈，這是全球首項有關橡塑膠機械的統一安全標準。ISO（國際標準組織）
是由 121 個成員國共同組成。

該專案項目的召集人和秘書處均設在德國，由隸屬德國 VDMA 的塑膠及橡膠機械協會主管。射
出成型機 ISO20430 是以現有的歐洲標準 EN201 作為基礎。

據了解，該項目耗時七年有餘，目的是結合現行的各國地區標準，並融入當前的技術水準加以

制定，以期與時俱進、建立跨國準則。該項統一安全標準的 EN-ISO 版本將在未來幾個月內發

佈，該版本包含歐洲機械指令（European Machinery Directive）和附加 ZA 條款。我業者有

必要進一步了解，在軟、硬體方面跟進轉型，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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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裝機械業 - 衛生包裝、安全食品和藥品的需求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數據，去（2019）年德國的包裝機械製造業已連續第九年增
長。然而由於去年下半年訂單活動疲軟，尤其是國外訂單減少，VDMA 分會 - 德國食品加工和
包裝機械協會已先行預測，今年該業的表現堪慮。

另一方面，今年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疫情波及，需求方面的中斷尤其明顯 ; 不僅來自歐洲的訂單
大減，來自亞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訂單也減少了，首季訂單量同期比下降了 19%。但是德國
包裝機械協會認為，隨著政府官方限制措施的放鬆，市場需求將迅速恢復，特別是全球對於衛
生包裝、安全食品、藥品的需求將不斷增長。

3. 環保塑料科技 - 可回收薄膜材料開發

依據歐盟塑料循環經濟聯盟 Circular Plastics Alliance（CPA）宣言，歐洲有超過 175 家公司
和官學組織，簽署承諾在 2025 年前，於新產品中使用 1,000 萬噸的再生塑料，以此落實循環

經濟政策。近年致力鑽研可回收薄膜和含可回收材料薄膜技術的德國押出機大廠 Reifenhäuser
表示，該業附有建立收集系統、回收塑料廢料，且最大程度減少生產廢料的共同責任。

在產業面上，包裝容器項目採用量少質輕，但張力韌性相同的薄膜，可達成減塑的目的。再者
如優化機器製程以求無廢料產生，或是廢料在製程中立即回收，也能有類似的效果 ; 新型的橡
塑膠機械在設計上均可採用這項科技應用。

另一個大方向則是改用環保素材、減少化學用料以利回收，或是採用容易拆解分類的包裝。我

業者或可在 CPA 架構下，與聯盟的其他成員一起開發現代技術，在創新配方和工藝的研發領域
上，研究可回收包裝的解決方案。

4. 回收塑料機械 - 塑料辨識分類科技應用

塑料辨識分類的概念與技術在德國、日本已相當成熟。例如德國 IoSys 公司收集近三千種不同
塑膠的光譜，以此數據庫做為塑膠辨識的依據，即能以紅外線光學自動塑膠辨識分選機，用來

分類 PS、ABS、PP、PVC、PET、與 PC（或 PC/ABS）等各類塑膠廢料。其後再經過自動化
的輸送帶機器，單批就能分類六種，適合塑膠回收廠使用，例如報廢回收的桌上型電腦整塊塑
膠面板，就能藉由自動辨識分選系統。

此類自動辨識分選輸送機器有助於廢塑膠回收廠後續的處理、粉碎、清洗等製程，達成高純度
的結果。分類後的廢塑膠純度愈高，廢塑料分類愈細，可以產生的再生造粒後次料的純度就愈
高，以此能提升再生塑料的價值。

德國業界早有多家大廠導入是項應用，例如德國知名清潔劑製造商 Werner & Mertz GmbH 一
向主打環保標誌，目前即採用紅外線光學自動化分類技術，進行塑料顆粒的分類再利用，以生
產回收塑料瓶，旗下 Frosch 家用洗滌劑系列就以此為標榜。

5.「工業 4.0」應用 - 智慧機械與碳纖複材

在智慧機械應用下，全電動式射出成型機在功率、節能、降噪，以及維修檢控上，都較舊型機

種表現佳。臺灣在發展中、小噸數機器的發展機會較大 ; 由於機械的精密關鍵零組件仍在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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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掌握中，如何逐步應用伺服馬達與變頻馬達，製作自動化與客製化、少量多樣，以符合工
業 4.0 的智慧化機械，是臺廠值得考慮轉型的方向。

此外，3D 列印技術與高分子材料，如超輕碳纖維複材的化學科技應用，也從上游至下游、自
產品設計到機械製造，也啟發了橡塑膠產業鏈中應用思維的改變。最佳例證是電動車經濟的發
展趨勢，電動車的興盛對於橡塑膠機產業是項利多機會，使用塑膠複合材料將是大勢所趨。

由於鋼鐵使用非常耗能，再者電動車要求輕量化，以減少龐大的電池組所帶來的整體負重，從

車體板金到零組件，汽車製造業已由單純的金屬沖壓轉變成大量採用複合材料射出纖維。以汽

車油門踏板為例，從鋼鐵變塑膠金屬複合材料將降低 60% 重量，傳動軸等零組件平均也能減
輕半數重量。

資料來源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themen/abfall-ressourcen/abfallwirtschaft/abfallrecht
‧https://www.gkv.de/de/
‧https://kunststoffverpackung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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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西班牙
摘要：配合歐盟 2021 年即將上路之限塑法規，西國政府擬將更加嚴格限制一次性使

用之塑膠產品，亦將於 2023 年起針對塑膠產業課增 7 億 2,400 萬歐元之稅率。越來
越多店家以紙製用品代替塑膠用品，也將促進橡塑膠產業升級轉型，加強提供產業價
值鏈並投資循環經濟及塑料回收等相關應對策略。我國廠商可以環保材料加強開發新
產品，勢必能跟上此波全球環保潮流。

一、西班牙限塑政策概況

為了配合歐盟規範，西班牙政府已於 2018 年規定店家停止免費提供塑膠袋，每個塑膠袋收取 5
分歐元至 0.3 歐元之間。另為配合歐盟 2021 年即將上路之限塑法規，加上近年西國政府為促進
循環經濟之成效，政府鼓勵西國民眾使用持續性及耐用性之材料以減少廢棄物之產生。西國政府

擬將更加嚴格限制使用如：飲料杯、杯蓋、食品容器等一次性使用之塑膠產品並加強教育消費者
一次性塑膠產品對環境負面影響等相關資訊。西國財政部亦將於 2023 年起針對塑膠產業課增 7
億 2,400 萬歐元之稅率，並於同年起禁止店家免費提供消費者塑膠容器產品並於需於消費發票上

清楚標注塑膠類容器價格，違規者最高可罰 200 萬歐元。西國政府預計至 2026 年全國市面上販
售並使用塑膠類產品將較 2022 年大幅減少 50%，並於 2030 年將再次下降 70%。

二、西班牙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西班牙塑膠產業佔西班牙 2.7%GDP 並提供 25 萬 5 千人之就業市場。隨著西國政府將對一次性使
用之塑膠產品予以重稅，業界專業人士擔心將影響到該產業之就業人口及出口市場，亦將嚴重影
響到產業競爭力。然隨著歐盟及西國政府對一次性使用之塑膠產品規範日漸嚴格，亦促進塑橡膠

產業升級轉型，加強提供產業價值鏈並投資循環經濟及塑料回收等相關應對策略。以西班牙為例，
西國超市皆已停止免費消費者提供塑膠購物袋，有需求之民眾需另外購買使用。多數西班牙民眾
亦隨身攜帶購物袋以便不時之需，大量減少國內塑膠購物袋之浪費。

三、西班牙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根據西媒 Cinco Días 指出，儘管歐盟 2021 年限塑法規尚未正式上路，然塑料容器產品銷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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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現下滑跡象。餐飲容器批發商 Fracovi 表示該司已開始進行紙吸管及相關環保材料進行產品
開發，然此舉將造成成本上升且於生產過程中恐造成更多材料浪費問題。該報導亦指出儘管包裝

產業面對消費者習慣改變及歐盟法規修改之挑戰，但根據歐睿信息咨詢有限公司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資料顯示，直至 2023 年世界糧食需求將增長 28％，包裝產業將需求仍有大幅成

長空間。隨著減塑意識高漲，西班牙越來越多店家以紙製用品代替塑膠用品，如多數餐廳多以紙
製餐盒及紙袋替代傳統使用之塑膠食物容器及塑膠袋，有效減少一次性使用之塑膠垃圾產生。

四、西班牙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在國際間限塑潮流驅使下，各國製造商紛紛尋求替代塑膠的解決方案。傳統塑膠加工與材料技術

的應用領域亦從就綠色環保、回收再利用、永續環境之方向發展，並串聯上游廠商化學原料，連

結下游廠商創造高價值產品藉此進入歐洲市場 。隨禁塑法規日漸嚴格，紙製品及其他環保材料成
為塑膠替代品之選擇。其他塑膠代替品如甘蔗、棕櫚葉及小麥玉米製成的紙漿等環保產品逐漸受
到矚目。如近期由咖啡渣製成的可分解咖啡杯及甘蔗渣製成之環保外帶餐盒等，我國廠商亦可以
環保材料加強開發新產品，勢必將能跟上此波全球環保潮流。

資料來源

‧https://www.elespanol.com/invertia/economia/empleo/20200304/sector-plastico-impuesto-planea-sanchez-riesgoempleos/472203512_0.html
‧https://www.orm.es/informativos/noticias-2020/el-gobierno-establecera-un-impuesto-sobre-los-envases-de-plasticode-un-solo-uso/
‧https://www.iberley.es/noticias/pagara-impuesto-plasticos-uso-30086
‧https://www.europapress.es/economia/macroeconomia-00338/noticia-sector-plastico-cree-impuesto-preparagobierno-pone-riesgo-255000-empleos-20200304130509.html
‧http://dis.um.es/~barzana/Divulgacion/Plasticos/Plasti01.html
‧https://ide-e.com/wp/el-sector-de-plastico-y-caucho-parte-1-mercado-y-economia/
‧https://www.elperiodico.com/es/medio-ambiente/20200601/espana-tramita-anteproyecto-ley-plasticos-de-un-solouso-798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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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匈牙利
摘要：匈牙利將從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未來將開始降低

一次性包裝產品，預計將引入可重複使用的包裝。匈牙利塑膠產業產量從行業別來
區分，主要使用於產品包裝，其次為建築及汽車產業。包裝需求的改變，也會對包

裝機械帶來影響。匈牙利市場除了重視價格外，對於售後服務也非常重視，且因匈
國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故臺灣廠商亦可多提供功能較單純且價格合理之機型，並

在歐洲國家設有發貨倉庫，以快速提供零配件之更換需求。另因應《歐盟循環經濟
的塑膠策略 (2018-2030)》，多數製造業者開始生產再生塑料之生活用品以符合市
場趨勢，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塑膠成型機械，來藉此打入歐洲市場。

一、匈牙利限塑政策概況

1. 歐盟限塑措施將於 2021 年 1 月生效，歐盟將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製品，如塑膠塞、餐具、盤子、
吸管、飲料攪拌器和氣球棒等輕量一次性塑料製品。匈牙利原將配合歐盟措施，惟因考量新冠

病毒疫情對塑膠製品業者的影響，政府於 5 月 28 日宣布將延後半年實施，匈牙利將從 2021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

2. 匈牙利政府將提供 100 億福林（約 2,900 萬歐元），來協助業者提升技術及轉型。政府目前規
劃中之限塑產品為：
I. 棉花棒

II. 餐具：叉子、湯匙、刀子
III. 盤子
IV. 吸管

V. 飲料攪拌棒

VI. 汽球棒 ( 用來固定氣球 )

VII. 用 EPS (Expanded polystyrene) 製成的食物容器

VIII. 用 EPS (Expanded polystyrene) 製成的飲料容器

IX. 用 EPS (Expanded polystyrene) 製成的透明塑膠杯、杯子、罐子

二、匈牙利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根據 MMSZ（Hungarian Plastics Association），相關塑料在 2018 年共使用 3,185 噸。雖沒有

確切的總產值，但以平均價格估算，大約是 2 0 億福林 （690 萬歐元）。因主要是進口，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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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者雖有負面影響，影響有限，對整個產業而言影響不大。

在國家提供補貼轉型的支持下，匈國業者可以生產可多次使用的物品來代替一次性用品（在

節 日、 活 動 中， 塑 料 杯 可 以 使 用， 而 不 是 一 次 性 使 用 ）， 例 如 用 polystyrol 代 替 foamed
polypropilen。

三、匈牙利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未來將開始降低一次性包裝產品，預計將引入可重複使用的包裝。匈牙利塑膠產業產量之行業別

分布，主要使用於產品包裝，其次為建築及汽車產業。包裝需求的改變，也會對包裝機械帶來影
響。

包裝

38%

建築

15%

汽車

11%

匈牙利塑膠產業產量以產業別區分
消費性用品
8%

電子
6%

運動用品及玩具

四、匈牙利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5%

農業
4%

家具
3%

其他

10%

匈牙利橡塑膠機械仰賴進口，2018 年進口總額達 4,550 萬歐元，主要自歐洲國家進口，尤其是前
2 大進口國奧地利及德國佔進口總額 7%，中國大陸為其第 5 大進口國，臺灣為第 9 大進口國。
再加上其目前使用年限超過 10 年的塑橡膠機械達 45%，具市場潛力。

在中高階橡塑膠機械，匈牙利仍習慣向歐洲國家採購為主，以確保品質及售後服務，至於低階機
型則多向中國大陸採購，近年來因為臺灣橡塑膠機械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提高，且許多企業使用

過臺灣製機械後均有品質佳、價格合理之評價，故對臺灣橡塑膠機械的接受度也相對提高，也讓
臺灣近 2 年來皆在前 10 大進口國之列。經拜訪當地的橡塑膠製品大廠及機械經銷商，匈牙利市

場除了重視價格外，對於售後服務也非常重視，且因匈國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故臺灣廠商亦可
多提供功能較單純且價格合理之機型，並在歐洲國家設有發貨倉庫，以快速提供零配件之更換需
求。

因應《歐盟循環經濟的塑膠策略 (2018-2030)》，多數製造業者開始生產再生塑料之生活用品以
符合市場趨勢，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相關塑膠成型機械，來藉此打入歐洲市場。

資料來源

‧https://hungarytoday.hu/gulyas-hungary-ban-single-use-plastics-july-2021/
‧ 電訪 Hungarian Plastic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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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保加利亞
摘要：儘管因疫情因素塑膠製品的使用量成長，由於尚未確定 2021 年歐盟新法規以

及限塑政策，保加利亞部分業者已暫時停止增加機器設備的投資。鑒於綠色環保是全
球必然的發展趨勢，建議臺灣業者朝可長期使用、可回收、可重複運用的方向去開發
塑膠包裝機械，以符合歐洲法規及消費者環境意識，同時開發循環經濟商機。

一、保加利亞限塑政策概況

1. 保加利亞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開始徵收塑膠袋的環保稅，要求塑膠袋製造商或進口商為每個塑
膠袋支付 0.15 列弗（0.07 歐元），該費用隨即轉嫁至零售商和消費者，因此塑膠袋使用量在
徵稅的第一個月即減少一半以上。

2. 歐洲議會於 2019 年 3 月 27 日宣布在 2021 年前停止使用拋棄式塑膠製品，重點如下：
I. 2021 年前禁止使用拋棄式塑膠餐具、棉花棒、吸管和攪拌棒。
II. 2029 年前塑膠瓶回收目標達到 90％。
III. 更徹底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

二、保加利亞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保加利亞今年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居家防疫期間餐飲外送業務量激增，拋棄式塑膠餐具、
塑膠餐盒及塑膠袋使用量也快速成長。業者預估後疫情時代，今年暑假保加利亞餐飲旅遊業的
塑膠製品使用量仍會持續增加。

2. 儘管今年塑膠製品的使用量成長，保加利亞塑膠業者表示，由於不確定 2021 年歐盟會推出什
麼新的法規以及限塑政策，因此已暫時停止增加機器設備的投資。

三、保加利亞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保加利亞今年由於 COVID-19 危機和對疫情傳染的恐懼，拋棄式塑膠包裝製品的使用不減反增，

零售超市原本散裝的麵包或其他食品，均改成以塑膠袋獨立包裝，避免受到汙染，包裝產業微幅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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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加利亞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歐洲議會的「歐洲減塑政策 (European strategy for plastics)」指出，現在是產業轉型的時刻，
應該改變目前塑膠製品的設計、生產、使用及處理方式，目標是使用期限更長、更容易回收再利

用以及更容易收集。同時指出到 2030 年，所有歐盟市場的塑膠包裝必須是可重複運用及可回收

的。根據歐盟統計局資料，保加利亞在回收塑膠包裝廢棄物方面在歐盟中排名第二。歐盟統計局
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發布，2017 年保加利亞塑膠包裝廢棄物回收率為 65%，在歐盟僅次於立陶
宛 ( 回收率 74%)，遠高於歐盟平均的 42%。

保加利亞業者久聞臺灣在塑膠製品的回收及再生很有經驗，對於與臺灣廠商合作有高度興趣。鑒

於綠色環保是全球必然的發展趨勢，建議臺灣業者朝可長期使用、可回收、可重複運用的方向去
開發塑膠包裝機械，以符合歐洲法規及消費者環境意識，同時開發循環經濟商機。

資料來源

‧https://www.novinite.com/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
‧https://ec.europa.eu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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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羅馬尼亞
摘要：2020 起，可回收再利用之包裝材料需佔業者包裝材料總用量之 5%，之後每

年比例持續增加 5%，直至 2025 年，製造或進口不可分解材質塑膠袋需繳交 0.03
歐元 / 袋之環境稅。大型超市連鎖業者開始使用生物可分解材質之塑膠袋，臺灣業者
可加強開發可回收使用或生物分解材料之包裝材質，及其對應之成型機及包裝機械，
即有機會打入歐洲市場。

一、羅馬尼亞限塑政策概況

1. 為遵守歐盟限塑政策，羅馬尼亞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超市及市場禁止使用提袋式塑膠袋 (50
微米以下 )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販售。

2.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可回收再利用之包裝材料需佔業者包裝材料總用量之 5%，之後每年
的比例需持續增加 5%，直至 2025 年

3. 製造或進口不可生物分解材質塑膠袋之製造商及進口商，需繳交 0.03 歐元 / 袋之環境稅

二、羅馬尼亞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因提袋式塑膠袋 (50 微米以下 ) 已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販賣，而進口或製造傳統塑膠材質
塑膠袋業者需繳交環境稅，羅國廠商為降低營運成本，對於這類的材質及其製造機械需求會愈來
愈少，將影響到我國相關製造及出口業者。

三、羅馬尼亞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羅國實行限塑政策後，大型超市連鎖業者如家樂褔、Kaufland 及 Mega Image 等零售業者都開始
使用生物可分解材質之塑膠袋，有些業者更進一步全面禁用傳統塑膠材質的包裝材料，及相關塑

膠餐具如吸管、托盤、刀叉及杯碗。羅國第一大零售商 Kaufland 表示將於 2025 年前減少 20%
的塑膠用量，自有品牌的商品包裝將使用 100% 可回收材質，並在各門市設立 PET 瓶、鋁罐及紙
類產品回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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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羅馬尼亞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臺灣業者可加強開發可回收使用或生物分解材料之包裝材質，及其對應之成型機及包裝機械，或
是可處理及再加工利用這類材質的機器，響應歐洲的限塑政策，即有機會打入歐洲市場。

資料來源

‧https://www.energyworldmag.com/romania-thin-plastic-bags-banned-july-1/
‧https://business-review.eu/makeitgreen/the-retailers-gave-up-plastic-bags-kaufland-goes-further-with-the-anti-plasticstrategy-186478
‧https://www.pwc.ro/en/tax-legal/alerts/Legislative-amendments-in-the-field-of-packaging-and-packaging-wastemanagement.html
‧www.eea.europa.eu
‧https://home.kpmg/ro/en/home/insights/2019/07/modificari-contributii-fond-medi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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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波蘭
摘要：波蘭國內的塑膠產業是該國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每年創造超過 217 億美元的

營業額。波蘭塑膠產業不斷蓬勃發展，在 2012 年到 2018 年間，收入更增長 50%。
然而歐盟於 2019 年頒布的 The Single-Use Plastics Directive（一次性塑膠產品指
令），在執行上的成本將會非常高，除可能使不少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外，消費者恐怕

也不會買單 ，不少塑膠包裝材的生產商與經銷商都已經開始注意到訂單量的大幅下
滑。

受到全球限塑運動影響，波蘭雖未針對薄型塑膠袋的年均用量制定規範，但也發展出
塑膠袋使用費的共識。然而波蘭市場上環保替代商品仍顯匱乏的狀況，主要是因為：

第一，與其高生產成本有關；第二，某些替代品仍未於波蘭販售。當地需要生產符合
當地需求且成本較低之環保替代商品，建議臺灣業者可以導入相關機械。

一、波蘭限塑政策概況

波蘭係全球第 17 大塑膠出口國，占比為 1.9% 。波蘭國內的塑膠產業更是該國經濟的重要來源之
一，僅次於食品、汽車和金屬工業。據統計，該國塑膠產業共有 16 萬名員工、8 千家公司，每年

創造超過 850 億波蘭茲羅提 ( 約 217 億美元 ) 的營業額。直至 2018 年，波蘭塑膠產業不斷蓬勃
發展，在 2012 年到 2018 年間，收入更增長 50%。
1. 法規限制：

受到全球限塑運動影響，波蘭雖未針對薄型塑膠袋的年均用量制定規範，但也發展出塑膠袋使

用費的共識。該項費用係針對厚度 15 到 50 微米的塑膠包裝材，也就是商店收銀台內最常見的

塑膠袋；每只塑膠袋徵收強制回收費 0.2 波蘭茲羅提 ( 約 0.05 美元 )，並於 2018 年初開始實施。
不過，用來裝麵包、水果、蔬菜的「隨手撕」( 波蘭語為「zrywki」，是厚度 15 毫米的塑膠袋 )
則仍免收費。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使該國塑膠袋使用費系統更完整的法規變更也已生效：當商店與零售
業提供塑膠袋給消費者時，每只塑膠袋除須支付消費者 0.2 波蘭茲羅提外，更必須記錄、並鍵
入廢棄物資料庫中。

目前，新隔離法規也正依照修訂後的市政衛生與秩序法，以及環保署條例實施中。在 2019 年
6 月時，波蘭更發展出收集與回收塑膠袋的新法規系統，包括實施所謂的「擴大生產者責任」

( 波蘭語為「rozszerzona odpowiedzialność producenta 」，簡稱 ROP)，涵蓋了整個產品生
命週期：自設計、通路、使用，到重複使用和正確的廢棄管理等。而波蘭環署長則同時宣布，

將採用回收塑膠瓶再生的廢棄物系統，但由於實施費用較高的緣故，此法規目前仍在研議當中。
自 2017 年 7 月起，波蘭雖實施選擇性的廢棄物收集法，但至 2020 年初，其影響範圍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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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因此，從 2020 年 1 月開始，政府宣布所有國民需負責將家用及工業廢棄物分成五大類

( 分別是紙張、玻璃、金屬與塑膠、生物廢棄物，以及一般垃圾 )。雖然新法規對波蘭國民而
言仍顯陌生，但隨著廢棄物收集單位進一步組織化、分類與回收基礎架構更完善，此法規應
能很快成為國民新標準。

2. 環保趨勢與活動

絕大多數的波蘭消費者宣稱，願意捨棄日常用的塑膠製品，換上更環保的替代品（GfK 報導註）：
有 77% 的受訪者樂意自備可重複使用的包裝袋至商店採買，63% 的受訪者願意馬上捨棄塑膠
吸管的使用，而有 67% 的受訪者則願意前往不提供塑膠包裝袋的商店內消費。

但與此同時，消費者也抱怨製造商和零售業者無法充分滿足消費者的期望。僅 9% 的受訪者表

示曾聽聞商店將不提供包裝袋；整體而言，僅有 7% 的波蘭消費者認為國內市場上有些企業正
積極致力於減少塑膠廢棄物。而受波蘭消費者認可為具有積極作為的品牌包括：伊夫黎雪（佔

受訪者回覆 13%）、可口可樂（9%）、BIO Organica（7%）以及 Żywiec Zdrój（4%）。雖

然波蘭市場上已開始出現更多環保聲浪，但多數大廠牌仍未充分支持宣導，因此並未能對生態
環境做出更多貢獻。

其實，波蘭市場上環保替代商品仍顯匱乏的狀況，主要是因為：第一，與其高生產成本有關。
比較鮮明的例子就是馬拉松參賽者所收到的補給包，縱使有再生紙杯、亞麻布袋等選擇，但商

品成本也會因此反映在參加費用上；第二，某些替代品仍未於波蘭販售。再回到前述馬拉松的
例子，雖然可食用飲料膠囊已經問世許久，馬拉松參賽者早就能使用這種較昂貴的「環保」選

擇，但在跑步的當下，最方便的仍是輕巧且易攜帶的塑膠水瓶；但這樣一來，活動難免就被冠
上不環保的反宣傳效果。

雖然舉步維艱，但有些大型企業與地方政府也已緩步實施更環保的策略。雖然規模不大，但也
包括：

I. 擁有 Reserved 服飾品牌的 LPP 公司，已成為波蘭首間加入塑膠管理領域循環經濟之全球倡

議的企業。這家頂尖的服飾製造商已承諾，直至 2025 年，都將改用可 100% 回收的包裝材。
此外，該公司也將把販售再生紙袋所得的部分收入捐出，用以重建遭到破壞的卡舒比森林。

II. 波蘭連鎖雜貨店 Kaufland 將不再販售塑膠瓶裝水，並塑膠瓶使用量則限制為每年 9 萬瓶。

III. 2019 年 5 月，波茲南地方政府更率先樹立榜樣，宣布市府辦公室與各市政單位，將不再使
用拋棄式塑膠產品。而次年 3 月，市立法人公司 Aquanet 也開始一項運動，提倡直接由水
龍頭飲水，不再購買瓶裝水。

IV. 2020 年 1 月底，瓦登堡市議會通過了一項歷史性的決議，就是全面禁止商店販售塑膠袋，

這也是波蘭首次影響規模龐大的措施。此項措施適用於材料厚度少於 50 微米的輕量塑膠購
物袋、「隨手撕」( 厚度小於 15 微米 )，以及厚塑膠袋 ( 厚度 50 微米 ( 含 )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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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蘭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塑膠產業最重要的成本就是原料。對初級形式塑膠生產商而言，原油與其衍生物的價格即是關

鍵。2018 年其材料與能耗佔收入的 69.3%；過去在 2012 年曾高達 75.9%，而這個比例的最低

點則是在 2016 年的 58.4%。原料價格下跌則會轉化為營利成長的一大助力，2018 年其銷售盈
利能力為 7.1%( 對比 2012 年則為盈虧 )。

2012 到 2018 年間，因塑膠價格下滑，導致塑膠產品生產商的材料與能耗成本下降，2018 年
時佔收入的 55.5%( 與 2012 年相比，下滑 1.6 個百分點 )。不過，勞動成本則是一直以驚人的

速度成長，甚至比收入增長更快；塑膠產品生產商發現，2018 年的勞動成本已增加到收入的
10.7%( 與 2012 年相比，上升 1.4 個百分點 )，而初級形式塑膠生產商的勞動成本佔比也提高
至 4.5%( 上升 1.1 個百分點 )。不過，2018 年波蘭塑膠產品出口銷售的收入佔比為 43%，對比
2012 年的 38%，一直都呈現系統性的成長。

2. 歐盟於 2019 年 6 月 5 日所頒布的 The Single-Use Plastics Directive（一次性塑膠產品指令）

同意禁止歐洲海岸常見的 10 種塑膠製品及「氧化性可分解塑膠 (Oxo-degradable plastic)」的
使用，並且加重生產者的處理責任，希望藉此有效解決塑膠垃圾對海洋造成的汙染問題。對波

蘭而言，在經濟方面的挑戰甚大，因為在執行上的成本將會非常高。根據 EC 資料統計，波蘭

國內 5 萬家塑膠加工廠商，絕大多數都屬於中小企業，因此將面臨須變更生產線與相關衍生費

用的巨大困境。除此之外，塑膠產品相關產業，如濕紙巾、香菸等生產商，也將須支付公共區
域清潔費用。

不過，限塑運動下亦有提前部屬的良好範例，如 M.S. Ortis 公司 ( 聚丙烯吸管製造商 ) 早在新
法令實施前許多年，就已經推出可由生物分解的吸管 ( 以甘蔗、小麥、馬鈴薯澱粉及麻料所製成 )
產品，但這項產品因價格高於塑膠吸管 4 倍，一直到 2019 年前都乏人問津。

目前在公共場所內，已可見愈來愈多的紙製、金屬或小麥製吸管，這個趨勢雖應繼續推廣，但
其替代產品的品質與價格，卻仍是限塑實施成功與否的主要關鍵。

三、波蘭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據波蘭當地 Deloitte 的數據統計，該國每年的塑膠需求為 350 萬噸，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在包裝
材生產。波蘭包裝材產業的員工人數與肉品加工業差不多，更比汽車生產或家電業的員工人數要

高出許多。其中，PET 塑膠瓶生產則佔整個包裝材生產的 14% 左右。塑膠材料大多是用在可重
複使用的購物袋、保鮮膜與食物盛裝盤上。除此之外，家用的包裝材中，僅有 40% 為再生材料 ( 前
提是特定回收站內所有包裝材均妥善處理 )。

根據包裝產業工會與 EKO-PAK 包裝材生產商表示，2019 年的歐盟指令對飲料產業也有不小衝擊。
由於該決策已然實施，因此在接下來的 4 到 5 年內，產業的額外投資支出將為 20-25 億波蘭茲羅
提左右，如此龐大的成本，除可能使不少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外，消費者恐怕也不會買單 ，不少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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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包裝材的生產商與經銷商都已經開始注意到訂單量的大幅下滑 ( 約 30-45%)。

四、波蘭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由於波蘭目前未有多元化的生態性環保解決方案，除日常的努力推廣外，也必須讓民眾能實際在
不同的地方看見替代產品，並融入於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裡，像是食品與飲品業可採

用木製或金屬吸管、可再用的攜帶型餐具、多種供冷熱飲使用的隨行杯、多種耐用與可再用式的
經濟型餐盒、新式的飲料與食品包裝解決方案等等。雖然波蘭人對新產品的接受度尚可，但他們
其實也不太喜歡使用跟生活習慣相差太多、或者難以記住其使用方法的產品，因此建議以導入特
定解決方案的角度，進行更詳細的調查報告。

此外，該國回收程序的效率仍低。波蘭回收業所面臨的問題不外乎貧困、不合法與回收不當。因

此，除專門技術外，任何不需要改變太多廢棄物回收習慣的回收科技、機械與增加效率的發明也
有商機。

資料來源

‧https://wspieramyeksport.pl/raporty-branzowe/B14.2/tworzywa-sztuczne
‧https://www.horecatrends.pl/trendy/119/konsumenci_nie_chca_plastiku_i_domagaja_sie_rozwiazan_ekologicznych_
raport,3369.html
‧http://www.pkobp.pl/media_files/1cb32472-6994-42f8-8267-ea97123ee675.pdf
‧https://www2.deloitte.com/pl/pl/pages/press-releases/articles/sektor-pakowan-skuteczny-recykling-produktow-zplastik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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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英國
摘要：英國目標在 2030 年要使塑膠包裝及一次性塑膠用品 100% 可重複使用、可

回收或回收再利用，並自 2022 年 4 月起透過對於包裝使用少於 30％的再生塑料者

徵收塑料包裝稅，產業機械在設計上應考慮塑膠回收利用等需求，發展永續性解決
方案。臺灣業者可朝開發節能、精準製造、一機多功能、減低廢料產生以及適用再
生塑料或生物可分解材料的機械性能發展。

一、英國限塑政策概況

1. 英國政府限塑相關政策：根據英國 25 年環境計劃（2019 年 5 月 16 日更新），長期政策方向
為消除可避免的塑料廢物，使資源生產率提高一倍，並在 2050 年前消除各種可避免的廢物。

2. 英國政府的限塑法規：英國環境部長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2019 年 5 月 22 日發布自

2020 年 4 月起禁止銷售塑料吸管、飲料攪拌器和塑料軸棉花棒的禁令。除了出於醫療原因需

要使用塑料吸管者仍可使用，餐飲場所，例如飯店和酒吧，不可展示塑料吸管或自動分送，但
可以根據要求提供。政府將在一年後盤點評估這些措施之影響。

二、英國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英國塑膠協會 (British Plastics Federation, BPF) 表示，「減少塑膠廢棄物、讓環境更美好，並

達永續發展」，是政府與大眾的共同願望，目標在 2030 年要使英國塑膠包裝及一次性塑膠用品
100% 可重複使用、可回收或回收再利用。產業機械在設計上或應考慮塑膠回收利用等需求，發
展永續性解決方案。

三、英國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鑒於在生產階段做出更明智的決策，可以避免 80％產品變成廢物時對環境造成的損害。英國政府
考慮自 2022 年 4 月起透過對於包裝使用少於 30％的再生塑料者徵收塑料包裝稅，來刺激對再生
塑料的需求。讓業者在生產階段即列入減塑之規劃。

2015 年英國政府實行「購物塑膠袋收費政策」，對一次性塑料袋收取 5 便士費用，該禁令成功的

使大型超市 Tesco, Sainsbury's, Waitrose, Iceland 的塑膠袋分銷量下降了 86％。英國最大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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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 Tesco 宣佈自 2019 年起，該超市所有自有品牌產品禁用不可回收塑膠包裝，逐步落實改變
其產品包裝的方式；Sainsbury's 宣布規模化的引入可重複使用的包裝，2025 年減少 50% 塑膠

包裝；Waitrose 則在部分分店發起零包裝實驗，鼓勵消費者自帶容器盛裝蔬菜、肉類與海鮮，以
及啤酒與紅酒等，秤重計算，顧客反應良好，已經有計劃擴大到更多分店。

四、英國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綠色塑膠產業發展已成必然趨勢，臺灣業者可朝開發節能、精準製造、一機多功能、減低廢料產
生以及適用再生塑料或生物可分解材料的機械性能發展。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
- Resources and waste strategy (18 December 2018):
- Summary of targets in our 25 year environment plan (16 May 2019)
- Gove takes action to ban plastic straws, stirrers, and cotton buds (22 May 2019)
‧Waste and Resources Action Programme (WRAP) Cymru. Circular Economy Fund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Developing sustainable plastic packaging.
- Funding opportunities - https://www.ukri.org/funding/funding-opportunities/
- Industrial Strategy Challenge Fund/Smart Sustainable Plastic Packaging https://www.ukri.org/innovation/industrialstrategy-challenge-fund/smart-sustainable-plastic-packaging/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
‧Waste and Resources Action Programme (WRAP) Cymru. Circular Economy Fund
‧https://www.ukri.org/funding/funding-opportunities/
‧https://www.ukri.org/innovation/industrial-strategy-challenge-fund/smart-sustainable-plastic-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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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俄羅斯
摘要：計畫自 2025 年起在俄羅斯全面禁止使用塑膠袋，提倡逐步替代塑膠免洗餐

具，5 至 10 年內完成。限塑政策首當其衝的是塑膠產品的製造商，生產量勢必下降，

對機台的需求也會減少，未來重複使用包裝材料需求亦會逐漸增加。俄羅斯本為塑膠
回收材料進口國，本身尚未建立完整回收系統，臺灣業者可以切入回收產業，讓塑膠

100％可重複使用、可回收再利用，而針對無法回收的塑膠產品（例如：薄膜、吸管
及微珠等），則以可做堆肥使用的生質塑膠為替代發展材料。另因應未來趨勢發展生
物可分解塑膠，應積極發展綠色新材料及相關製造機台。

一、俄羅斯限塑政策概況

2013 年俄羅斯通過零售商店禁止提供免費一次性塑膠購物袋法案。消費者需要為其付費。

2019 年 10 月，俄羅斯杜馬國家自然資源，財產和土地關係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瓦西里·弗拉索夫
（Vasily Vlasov）提案，計畫自 2025 年起在俄羅斯全面禁止使用塑膠袋，但此法案還在提案中，
未正式通過立法。

追隨國際發展趨勢，俄羅斯亦開始關注塑膠垃圾的問題。俄羅斯聯邦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部已成

立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擬定限塑方案。部長 Dmitriy Kobylkin 提倡逐步替代塑膠免洗餐具，並建議

5 至 10 年內完成，每年減少 10％ -20%。因為如果馬上完全禁止使用，塑膠原料和免洗餐具工廠
將關閉，會造成很多人失業。因此在未找到替代方案前，不可能採禁塑政策。

二、俄羅斯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1. 俄羅斯一次性塑膠餐具、購物袋、包裝等仍然普遍，消費者習慣購買，且沒有強制垃圾分類回

收政策，在綠色環保這條路上是覺醒較晚的國家，但隨著全球環保意識抬頭，及限塑趨勢，俄
羅斯也開始有了轉變。

缺乏限塑法規並不影響俄羅斯限塑環保意識的傳播。例如為提高社會環保意識，2018 年列寧
格勒州文化委員會禁止下屬機構和文化活動中使用免洗餐具、塑膠袋和塑膠包裝。

2019 年 11 月，綠色和平組織俄羅斯分部引用 Levada-center 民意調查結果，84% 的俄羅斯
人支持立法限制使用免洗塑膠製品。

2. 限塑政策對俄羅斯的影響應該從原材料說起，石油和天然氣是俄羅斯主要出口品，不過該國的

乙烯產能約佔全球產能的 2-3％。在俄羅斯石化產品的出口結構中，塑膠原料約佔 7％，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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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生產結構中，不到 10％。從這一趨勢來看，俄羅斯石油公司認為若全面禁塑，不會對石化
行業造成嚴重後果。

3. 此外，因有較長的過渡期，專家指出即使決定完全禁止使用塑膠，原材料供應商也可以輕鬆地
將自己調整為新型產品。石化產品在各個領域的廣泛使用具有特殊性。製造塑膠杯的聚苯乙烯
也廣泛用於建築，醫藥等領域。因此，一個行業對塑膠需求的減少可以通過其他行業塑料消耗

的增加來抵消。國家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但其在建築和家用電器領域的消費卻在積極成
長。塑膠還積極地用於相對較新的行業，例如機器人技術和 3D 列印。

4. 而俄羅斯聯邦石油公司（Rospotrebnadzor）也正在準備配套計畫，以逐步減少一次性塑膠袋
及一次性餐具生產數量，此方案也包括預計在 2024 年，俄羅斯計劃建立 210 個綜合設施，以

處理城市固體廢物（MSW）。這將使該組織回收該國 60％的垃圾。計劃將工廠建設為公私合

營的一部分，其中高達 30％的項目成本可以由國家預算撥款。10％的垃圾可回收二次利用。
該項目預算為 780 億盧布。

5. 但限塑政策首當其衝的是塑膠產品的製造商。 俄羅斯大約有 100 家塑膠餐具製造商，其中大多

數是中小型企業。該名單上的大型公司不到 10 家。主要影響塑膠加工商和基礎聚合物的生產
商。另外俄羅斯在 2019 年生產一次性塑膠袋的數為為 471 億個，限塑政策之後，生產量勢必
下降，對機台的需求也會減少。

三、俄羅斯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俄羅斯 2013 開始實行「購物塑膠袋收費政策」後，俄羅斯的大型零售集團如 X5 集團、Magnit、

lenta 業者都開始降低一次性包裝產品，並引入可重複使用的購物袋。俄羅斯零售及餐廳業者並
開始轉向可生物分解的塑膠產品包裝。

受環保團體呼籲影響，俄羅斯零售連鎖店已停止供應免費塑膠袋，並鼓勵消費者購買可重複使用

的織物袋取代。小型企業亦跟進，市面出現“無包裝”商店，顧客自帶袋子和容器購買五穀雜糧、
乾果、義大利麵等。如果沒有自己的購物袋，可以購買紙袋或租用罐子，罐子歸還時可享折扣。
此外，機場設有飲水機以減少購買瓶裝水。

零售業者逐步降低一次性包裝產品使用，預估未來重複使用包裝材料需求亦會逐漸增加。

四、俄羅斯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在俄羅斯市場方面，因應《2025，俄羅斯全面禁止使用塑膠袋及一次性餐具》的策略趨勢。

依據俄羅斯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的資料，俄羅斯每年產生約 300 萬噸的塑料垃圾，由於缺

乏聚合物處理回收法規，只有 12％被回收利用，其他皆被送至垃圾場。這造成可回收資源的短缺，
俄羅斯塑膠加工業者只能靠進口滿足。

俄羅斯原本就為塑膠回收材料進口國，本身尚未建立完整回收系統，臺灣業者可以切入回收產業，
讓塑膠 100％可重複使用、可回收再利用，而針對無法回收的塑膠產品（例如：薄膜、吸管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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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等），則以可做堆肥使用的生質塑膠為替代發展材料。打造再生塑膠供應鏈以便在經濟成本上，
盡可能降低對環境的影響。長期目標是降低再生材料與原始材料的成本，為供應鏈中的所有參與
者創造利潤與收益。

俄羅斯政府已開始注意垃圾的處理及回收問題，但因非優先考量，因此改革腳步緩慢，目前只是
限於如何消除非法垃圾掩埋場的問題。未來若能有效回收塑膠垃圾，將能促進塑膠回收機械的需
求。

另因應未來趨勢發展生物可分解塑膠，積極發展綠色新材料及相關製造機台。

資料來源

‧https://www.rbc.ru/business/06/06/2019/5cf7f5ce9a79476820f14567
‧https://tass.ru/obschestvo/6539904
‧https://ria.ru/20191119/1561100540.html
‧https://tass.ru/obschestvo/6539904
‧https://www.rbc.ru/economics/30/08/2019/5d67e17f9a7947d966d7f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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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奈及利亞
摘要：限塑政策的執行需要搭配奈國國內塑膠產業轉型，而這對於政府效能不彰，
且受 2020 年全球疫情造成經濟衝擊的奈及利亞來說，「限塑」淪為口號或是執法人
員用以斂財手段的可能性較高，全面實施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奈及利亞限塑政策概況

2019 年 5 月奈國聯邦政府眾議院正式通過法案，禁止提供與使用塑膠袋。眾議院議員們為了改善
奈國的環境汙染問題，一致通過了這項法案，法案註明政府將採取行動禁止使用、製造、進口所
有商業用或是民生用塑膠袋，以杜絕塑膠袋對於海洋、河流、湖泊、森林等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危

害，同時也能緩解塑膠袋造成的其他相關問題 ( 如廢棄物管理等 )。該法案並要求零售業者須開始
採用並販售紙袋作為替代品，若發現違法提供塑膠袋，可處以罰金 50 萬奈拉或是最高 3 年之有

期徒刑，若大型組織或具規模之企業未能遵守，則將處以罰金 500 萬奈拉。這項新法案相當的引
人注意，但對於非洲各國面臨之環境污染並未提供太多解決方案，塑膠袋在非洲各國商家與消費

者間使用相當普及，但近年來，人們開始注意到塑膠袋帶來的負面影響遠大於正面，非洲國家如
肯亞、坦尚尼亞、盧安達等國皆已明確規範禁止使用塑膠袋。

根據 Greener Ideal 組織報告指出，塑膠袋造成許多危害，包括於土壤裡逐漸稀釋出有毒物質、

造成當地物種誤食與導致死亡等。此外，大量廢棄塑膠袋亦堵塞了排水管與下水道，導致水流減
緩，甚至造成災害。

但限塑法案的通過，雖然能解決這些問題，但同時也為奈國 30 餘家塑膠袋製造商及所屬之 1 萬

餘名員工帶來了衝擊，可以預見在法案通過後不久，很多仰賴塑膠袋製造商及回收產業的員工們

將頓失生計，根據國家政策分析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NCPA) 調查，美國實

施限塑政策之初，亦造成了相關產業從業人員大量失業。奈國政府需採取輔導措施，協助這些受
衝擊之就業人口轉行，並趁機推廣不織布等其他替代用品生產產業，才能將限塑政策對於人民的
衝擊降到最低。

123  |  全球限塑政策影響下橡塑膠及包裝機械未來展望

非洲

二、奈及利亞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雖然奈及利亞政府已正式立法通過限塑政策超過一年，但實務上，包括傳統市場、現代化連鎖超
市等地，到處仍充斥著塑膠袋，排水溝也隨處可見廢棄塑膠製品，限塑政策的執行需要搭配奈國
國內塑膠產業轉型，而這對於政府效能不彰，且受 2020 年全球疫情造成經濟衝擊的奈及利亞來
說，「限塑」淪為口號或是執法人員用以斂財手段的可能性較高，全面實施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資料來源

‧https://venturesafrica.com/the-many-sides-to-nigerias-ban-on-plastic-bags/
‧https://www.thecable.ng/reps-pass-bill-to-ban-plastic-bags-prescribe-3-year-jail-term-for-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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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肯亞
摘要：肯亞是限制購物用塑膠袋，並未限制使用於食品的包裝材料，如：麵包袋、

食品包裝袋、衛生紙包裝袋，這些直接接觸食物的袋子仍可持續使用塑膠製品。臺
灣仍可針對食品包裝、印刷等機械進行推廣。

一、肯亞限塑政策概況

在 2007 與 2010 年時，肯亞曾兩度祭出限塑令，但也引來不少反對聲浪，例如塑膠袋製造商曾表

示，限塑令會導致 100 多家相製造商倒閉，還會影響約 6 萬個工作機會，因此前兩次的限塑政策
都不了了之。

肯亞政府最終決定將環保優於商業考量，2017 年 8 月 28 日起開始實施塑膠袋零容忍措施。並在
2019 年 2 月起禁止使用不環保的塑膠袋，鼓勵居民使用環保袋。據悉，「禁塑令」也是為了響應

聯合國發起的相關政策。2019 年 3 月時，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就是在肯亞首都奈洛比召開，
當時與會的 170 個國家共同決定，承諾將在 2030 年前「大幅減少」塑膠用量，其中包括減少使
用一次性塑膠製品。

「禁塑令」的罰款除了包含最高約臺幣 120 萬（4 萬美元）的罰款外，任何使用已被禁止塑膠袋
的人，可能被判處最高 4 年徒刑。

二、肯亞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2017 年約有 100 家製造商或商家因為違反塑膠袋禁令遭到罰款。根據肯亞製造商協會 (Kenya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KAM)，協會主席戈德卡 (Sachen Gudka) 指出，肯亞國內一共有

170 家與塑膠袋有關的製造商，其雇用人數佔了肯亞勞動力的 3％。戈德卡認為，政府當初採取
階段性禁止的方式會比較妥當，他也相信自從施行塑膠袋禁令後，就有 6 萬人因此直接或間接地
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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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

三、肯亞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肯亞是限制購物用塑膠袋，並未限制使用於食品的包裝材料，如：麵包袋、食品包裝袋、衛生紙
包裝袋，這些直接接觸食物的袋子仍可持續使用塑膠製品。

四、肯亞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臺灣仍可針對食品包裝、印刷等機械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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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南非

南非

參、南非
摘要：南非禁止使用部分塑膠袋，並與各相關產業和消費者團體進行協商，確保全
面禁止一次性塑膠是否為正確選擇。南非包裝協會 (Packaging SA, PSA) 2018 年 9

月上旬向環境事務部提交了《生產者擴展責任計劃》，包含透過重新設計和創新消

除不必要和有問題的一次性塑膠包裝、確保所有包裝都是可回收，可重複使用，或
可生物分解，或增加包裝的重複使用等方式達到限塑。南非塑膠射出機械主要為中
國大陸進口設備，臺廠在品質及價格方面若能維持性價比競爭力，可嘗試拓銷南非。

在塑膠之回收與材料開發，將是進入南非市場的切入點。南非塑膠回收業仍然分散

且相對不成熟，影響回收效率、品質和利潤。倘透過技術和營運投資實現工業化將
帶來更高的產量，品質和收入；合資也將提高營運、採購和銷售的經濟規模。

一、南非限塑政策概況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統計，南非每年每人使用 30 公斤至 50 公斤塑膠，遠低於美國和歐洲每
年每人 136 公斤和 139 公斤。但是，大部分塑膠最終都存在於海洋環境中。

南非沒有法律禁止塑膠袋，但為減少亂丟垃圾及顧客購買，南非在 2018 年 4 月份將塑膠稅提高
了 50％，至每個 12 分。

南非環境事務部正考慮全面禁止使用所有一次性塑膠材料，正在與各相關產業和消費者團體進行
協商，確保全面禁止一次性塑膠是否為正確選擇。
目前塑膠袋法規：

1. 禁止部分塑膠袋

I. 禁止製造、交易、銷售和使用厚度小於 80 微米塑膠薄膜製成的塑膠袋。

II. 雖有第一條款項規定，厚度在 30 至 80 微米之間的塑膠袋可製造，交易和商業銷售，在南非
境內使用，前提是：除非法律要求，不得有任何印刷，圖繪或標記。

III. 雖有第一條款項規定，厚度在 25 至 80 微米之間的塑膠薄膜麵包袋仍可製造，交易和商業
銷售，於南非境內使用，除非法律要求，不得有任何印刷，圖繪或標記。

IV. 第一條款項所述的禁令不適用塑膠薄膜收縮麵包袋。

2. 違規及罰則

I. 任何人違反，即屬犯罪，一經定罪：R100 000 以下罰款；10 年以下監禁；處以罰款和監禁；
處以該違規所涉事物商業價值三倍以下罰款。

II. 任何被裁定違反所訂規定，而在定罪後仍繼續違規，即屬持續犯罪，一經定罪，可處 R250
以下的罰款，或處以不超過 20 天的監禁，或同時處以罰款及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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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二、南非限塑政策對橡塑膠產業的影響

南非有越來越多的餐館拒絕使用塑膠吸管，並且零售商共同努力減少在產品中使用一次性塑膠，
因此反對使用塑膠的舉動似乎也引起了廣大公眾的共鳴。

根據南非稅務局 SARS 發布的 2017/18 年度稅收統計數據，今年隨袋徵收的塑膠袋徵稅帶來了

900 萬蘭特稅收，達到 2.42 億蘭特。雖然稅收增加，但實際銷售的數量卻大幅下降，因為塑膠袋

徵稅從 2016/17 年度的每袋 8 美分提高到 2017/18 年度的每袋 12 美分，銷售出的塑膠袋約 20
億個，低於 2016/17 年度的 29 億個。

南非政府於 2004 年實施了塑膠袋徵稅，以解決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起初徵收的稅率為每袋 3
分，從 2009 年 4 月提高到每袋 4 分，2013 年 4 月起提高到每袋 6 分，2016 年提高到 8 分，
2018 年提高為 12 分。稅收增加，但塑膠使用量減少，相關生產商產量也將減少。
Year

南非稅務局 SARS 發布的 2017/18 年度稅收統計數據

2012/13

2013/14

2015/15

2015/16

2016/17

2017/18

Revenue

Tax rate

Plastlc bags

R169 million

6 cents

2.82 billion

R151 million

R174 million

R183 million

R232 million

R241 million

三、南非限塑政策對包裝產業的影響

6 cents

6 cents

8 cents

8 cents

12 cents

2.51 billion

2.90 billion

2.28 billion

2.90 billion
2.00 billion

1. 南非包裝協會（Packaging SA, PSA）目標通過減少材料，回收和其他相關行動，以減少包裝

和紙廢棄物進入垃圾掩埋場，期待包裝和紙廢棄物掩埋率為零。PSA 通過分層方法進行廢棄物
管理，此為一國際公認的模式，為廢棄物管理，廢棄物減量、再利用、回收、處理和安全棄置
提供整體系統解決方案，最終減少南非對垃圾掩埋場的依賴。

為了實現此一目標，PSA 於 2018 年 9 月上旬向環境事務部提交了《生產者擴展責任計劃》，
瞭解全球市場透過原材料進口，填充與未填充包裝進口而影響當地的包裝市場。

計劃實施的五年內，將收集 / 轉移比率目標提高到 66.9％；歐盟 2025 年所有紙張和包裝的目
標設定為 65％。

2017 年南非包裝回收統計數據

包裝類型

消耗噸

收集噸

收集％

金屬

183.8

138.9

75.6

玻璃

758.8

330.7

紙

1,950.7

1,281.1

總計

3,761.1

2,146.8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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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8

395.4

43.6

65.7
45.5

57.1

南非

2. PSA 成員具有以下主要目標（基於“新塑膠經濟”目標）：

I. 透過重新設計和創新消除不必要和有問題的一次性塑膠包裝。
II. 確保所有包裝都是可回收，可重複使用，或可生物分解。
III. 增加包裝的重複使用，收集和回收。
IV. 增加包裝中的可回收成分。

四、南非限塑趨勢下臺灣業者的機會與轉型

非洲市場貧富差距大，較富有的國家已有塑膠回收的環境保護意識及概念，但較落後的國家仍需
低廉塑膠製品供應生活所需。南非塑膠射出機械主要為中國大陸進口設備，臺廠在品質及價格方
面若能維持性價比競爭力，可嘗試拓銷南非。

另依南非《生產者擴展責任計劃》，未來將對環境保護越來越重視，在塑膠之回收與材料開發，
將是進入該市場的切入點。由於財務考量，永續性發展目標，以及客戶對環保產品的渴望，大型
品牌業者和產業買主對回收塑膠的需求增長，但塑膠回收業仍然分散且相對不成熟，影響回收效

率、品質和利潤。透過技術和營運投資實現工業化將帶來更高的產量，品質和收入；合資也將提
高營運、採購和銷售的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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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亞洲

壹、亞洲
國家

類別

中國

包裝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江陰市潤法包裝製品有限公司

南京佳爾惠包裝有限公司

常州博潤包裝有限公司

江陰市美佳利日化包裝有限公司

無錫商之道包裝製品有限公司

南京源興包裝有限公司

常州市伊唯包裝有限公司

大連市包裝技術協會

黑龍江省包裝聯合會

長春市會志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大連新維特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www.yjx8889.1688.com

www.shop1445964966004.1688.com

www.njjiaerhui.1688.com

www.jsborun.1688.com

www.shop14592712630+86.1688.com

www.szdbzh.1688.com

www.shop1345655150439.1688.com

www.shop1431479965313.1688.com

+86-51685050269

+86-51257993379

+86-51086922797

+86-2585403779

+86-51985781296

+86-51086507955

+86-51083886698

+86-2558742957

+86-51985263979

-

+86-41139657998

www.cchuizhi.com

+86-43181129887

www.qcc.com/firm_s4009d688c25c9c4
+86-45182622384
63d7f3722f5+865ca.html

www.dlbaozhuang.com

+86-41139568312

+86-13818935281

包裝

上海昕合實業有限公司

www.shanghaixinhe.com

+86-2161509599

包裝

中國

億金鑫包裝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www.xzsybz.1688.com

+86-51986623328

www.zhanku.net/index.
php?homepage=zhenguan

中國

中國

徐州蘇原包裝製品有限公司

www.jsyrsl.1688.com

連絡電話

上海振貫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包裝

中國

常州市盈仁塑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網址

包裝

中國

中國

公司名稱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深圳市新中南塑膠包裝製品有限公司 www.xzhongnan.com
山東東辰瑞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重慶包裝協會

四川省包裝聯合會

成都包裝網

湖北省包裝技術協會設計委員會

湖北中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德威包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恒為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長沙君成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湖北省包裝技術協會設計委員會

湖北中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德威包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恒為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長沙君成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雲南省包裝行業協會

雲南僑通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雲南紅創包裝有限公司

雲南派祥包裝有限公司

南寧市索華塑膠廠

www.dongchenchem.com/

www.cqbzxh.com/

www.scbzlhh.com/list-4-1.html

+86-75527925573

+86-53183687968

+86-2363514005

+86-2886611401

www.bzjsxh.com/

+86-2886633598

www.zonyapp.com

+86-7135319077

www.11467.com/wuhan/co/8402.htm

www.hbdwbz.com

www.tangjiu.com/z_zchwbzjx

www.jcbzjx.com

www.11467.com/wuhan/co/8402.htm

www.zonyapp.com

www.hbdwbz.com

+86-2784527337

+86-7125272222

+86-4006501979

+86-18008404445

+86-2784527337

+86-7135319077

+86-7125272222

www.tangjiu.com/z_zchwbzjx

+86-4006501979

www.ynpack.org/

+86-8713333136

www.jcbzjx.com

www.qtprinting.com/

ynhcbz.ejxcl.com/

www.ynpxbz.com/

www.tianyancha.com/
company/464257734?hi=s

+86-18008404445

+86-8702229174

+86-8778896372

+86-87168336389

+86-138078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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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國家

類別

中國

包裝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福建省食品和包裝機械工業協會

廈門新星包裝有限公司

廈門瑞鎧印刷、包裝製品公司

廈門市冠發包裝廠

深圳市凱比奇包裝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銘達包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橡膠工業協會

上海橡膠工業同業公會

上海市化學建材行業協會管道分會

昆山塑膠行業協會

江蘇省橡膠工業協會

浙江三維橡膠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市山明橡塑膠有限公司

山東永盛橡膠集團有限公司

京東橡膠有限公司

www.tianyancha.com/
company/2329346554?hi=s

www.fmfzz.com/s/sphb

xxpacking.net.cn

-

www.guanfapack.com

www.kbqpack.com

www.szmdpacking. cn/

www.zjxjxh.org/index.php

www.srita.org/

gd.shhjxh.com/

www.ksslxh.com/

jsrubber.xzcit.cn/

www.three-v.com/

www.sunming.com/

www.yongshenggroup.com/

www.jingdong.cn/

+86-7715650898
+86-7714016195

+86-18577086728

+86-13905906255

+86-17759216777

+86-15280237898

+86-18850347262

+86-75586066996

+86-755-23400025

+86-57188084507

+86-2163616726

+86-2164687673

+86-51257695702

+86-2583311193

+86-57683518390

+86-76987927680

+86-5466893999

+86-3172332888

+86-57584366806

橡塑膠

東莞市明聚塑膠有限公司

www.mingjuplastics.com/

+86-769-88181396

橡塑膠

中國

廣西匯業塑膠彩印有限公司

www.gxnc888.com/

+86-13878751208

www.v-belt.com/

中國

中國

廣西南彩包裝有限公司

www.gxwtsl.com/

連絡電話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橡塑膠

中國

南寧市萬通塑膠彩印包裝廠

公司網址

橡塑膠

中國

中國

公司名稱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海南天然橡膠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www.hirub.cn/
四川省恒豐塑膠有限公司

台州富嶺塑膠有限公司

浙江東部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祥龍塑膠有限公司

杭州萬通塑膠有限公司

瀋陽塑料產業協會

黑龍江省塑料製品行業協會

大連市塑料行業協會

大連巔峰集團有限公司

大連橡膠塑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瀋陽鑫順隆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浙江華業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廣東仕誠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里安市國華機械有限公司

寧波市海達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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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9831669368

www.schfsj.com/

+86-2884818999

www.eastplastic.cn/

+86-57682665298

www.fulingplastics.com.cn/index.html +86-57686623058

www.fjxl.com/

+86-59185371307

-

+86-2422936119

www.hzwtsj.cn/

www.51sole.com/company/
detail_12657980.html

www.dlpia.org

www.dlrubber.com

www.dlrpm.com

syxslsj.d17.cc

www.huaye-machinery.com/index.
php/welcome

+86-57182476228

+86-45182703827

+86-41183037777

+86-41186595190

+86-41186651362

+86-24-83780878

+86-580-8051668

www.s-c.cn/

+86-75781207008

www.haidaj.com/chinese/

+86-57486370758

www.raguohua.com/index.asp

+86-57766868966

亞洲

國家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公司網址

中國塑膠機械工業協會

www.cpmia.org.cn/

湖北省塑膠經銷協會

www.lizhiguo0001.hardware.cn/

赫比（成都）精密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www.hi-p.com/cn/

湖北環亞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浩源塑膠有限公司

湖南蔚欣實業有限公司

湖南飛博塑膠有限公司

湖南省五陽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湖南博勝塑膠有限公司

衡陽市吉茂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張家界占生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長沙尚威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塑膠經銷協會

湖北環亞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浩源塑膠有限公司

湖南蔚欣實業有限公司

湖南飛博塑膠有限公司

湖南省五陽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湖南博勝塑膠有限公司

衡陽市吉茂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張家界占生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長沙尚威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雲南省塑料行業協會

昆明博明發經貿有限公司

宣威市中博塑料有限公司

貴州省塑料工業協會

雲南富華塑膠有限公司

雲南工博塑料製品有限公司

貴州鑫磊塑膠有限公司

貴州天鼎順風包裝有限公司

廣西塑膠行業協會

海南省塑膠行業協會

南寧市任盛塑膠製品廠

南寧市晟和興塑膠有限責任公司

海南天人降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廈門市塑膠橡膠同業商會

廈門正新橡膠工業有限公司

www.hbhuanya.com.cn

www.hbshysj.com

www.likuso.com/city20/170409.html

www.fable.com.cn

www.wuyangsj.com

www.hnbssj.cn

www.hyxbyxgs.net

www.11467.com/qiye/45365305.htm

www.hnsunway.com

www.lizhiguo0001.hardware.cn/

www.hbhuanya.com.cn

www.hbshysj.com

www.likuso.com/city20/170409.html

www.fable.com.cn

www.wuyangsj.com

www.hnbssj.cn

www.hyxbyxgs.net

www.11467.com/qiye/45365305.htm

www.hnsunway.com

www.ynpia.cn/

www.kmbmf.com/

www.11467.com/qiye/27234298.htm

-

www.ynfhsj.com/

www.yngongbo.com/

www.xlsj999.com/

www.gzhlbzd.com/

www.gxslxh.com/

www.hnpia.cn/Default.aspx

www.nnrssl.com/

www.nnshenghexing.com/Contact.
html

www.tianrenjiangjie.com/

-

www.xcs.com.cn

連絡電話

+86-1083162531

+86-2886180336

+86-2788612344

+86-7168304111

+86-7226430966

+86-73188701888

+86-13707321863

+86-7392658809

+86-18173172432

+86-13607348180

+86-13574466793

+86-73187879619

+86-2788612344

+86-7168304111

+86-7226430966

+86-73188701888

+86-13707321863

+86-7392658809

+86-18173172432

+86-13607348180

+86- 13574466793

+86-73187879619

+86-87163155801

+86-87164640009

+86-8747175700

+86-85185863248

+86-87167016737

+86-87167268303

+86-85182300035

+86-85186411684

+86-7714865052

+86-89868623728
+86-89868623738

+86-7713252398

+86-18978801155

+86-089868665726

+86-05925392816

+86-592621160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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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國家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類別

橡塑膠

福建正茂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www.jengmao.com/

+86-59185295551803

橡塑膠

佛山市鐵牛機械有限公司

www.liuweijia.cn.b2b168.com/

+86-75786220378

橡塑膠

廣東順虹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www.shunhongsuji.1688.com/

+86-75727686786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中國

橡塑膠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及包裝

橡塑膠
及包裝

中國

橡塑膠
及包裝

日本

包裝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日本

包裝

日本

包裝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連絡電話

www.xf68.cn

橡塑膠

中國

公司網址

廈門眾志豪橡膠製品有限公司

中國

中國

公司名稱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廈門奧泉橡膠有限公司

來福太 ( 廈門 ) 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www.aoquanrubber.com.cn

www.lifetime.com/

深圳市威爾達塑膠五金製品有限公司 www.lvjiagong.net
東莞市正工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市納金機械有限公司

豐鐵塑機 ( 廣州 ) 有限公司

惠州市星洲塑膠機械廠

深圳市松田利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模具工業協會

成都市機械製造業商會

重慶模具工業協會

日本食品包裝協會

日本包裝機械工業會

日本包裝管理士會

株式会社大伊豆

金方堂松本工業株式会社

押尾産業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東北ウエノ

Plastic Packaging Recycling
Council

日本包裝機械工業會
(Japan Packaging Machinery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橡膠協會

日本塑膠工業聯盟

全日本塑膠製品聯合會

西日本塑膠製品聯合會

中部日本塑膠製品聯合會

和泉化成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鈴木化学工業所

三扇化学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タイセイプラス

岐阜プラスチック工業株式会社

星和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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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

www.dgzgcn.com

www.naserland.com

www.fomtec- group.com

+86-5926153752

+86-13328303448

+86-13950102586

+86-13823773507

+86-76985925106

+86-76981086963

+86-2036850111

www.0752xz.com/ product/1.html

+86-2036850111

www.cdmould.com/

+86-2884808779

www.matsudarika.com

www.cdjxsh.com/

www.cqmj.org/

shokuhou.jp/

www.jpmma.or.jp/

www.ippj.net/

www.oizu.co.jp/

+86-75589632669

+86-2861300651

+86-2389078500
+86-2361199599

+81-336691244

+81-362222279

+81-666068768

+81-449750012

www.kinpodo.co.jp/

+81-30668815505

www.touhokuueno.co.jp/

+81-191325020

www.oshiosangyo.co.jp/

+81-335462261

www.pprc.gr.jp/

+81-335145893

www.jpmma.or.jp/

+81-362732766

www.srij.or.jp/

www.jpif.gr.jp/

+81-334012957

+81-366616811

www.jppf.gr.jp/

+81-335414321

www.chubu-pla.or.jp

+81-526548155

www.nishipla.or.jp

www.izumi-plastic.co.jp/

www.taisei-plas.co.jp/

www.suzukikagaku.co.jp/

www.risu.co.jp/gifu-plastic/

www.sansenk.co.jp/

www.seiwa-kasei.com/

+81-665386100

+81-586693131

+81-52403333

+81-564641058

+81-582652232

+81-568735770

+81-562476101

亞洲

國家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日本

橡塑膠

日本

橡塑膠

韓國

包裝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韓國

橡塑膠

以色列

橡塑膠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千代田合成

株式会社

藤和ライト工業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大京化学

株式会社

オプコ

岩崎工業

株式会社

角一化成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泉製作所

宮本樹脂工業

株式会社

ミツワ電機工業

旭電機化成

旭化工

エビス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ベス工業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山佳化成

株式会社 三共プラス

The JAPAN PLASTICS INDUSTRY
FEDERATION

Japa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日本塑膠機械工業會 (Association
of Japan Plastics Machinery)

日本聚烯烴產業同業公會 (JAPAN
POLYOLEFINFILM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

韓國包裝協會 (KOPA)

韓國工業包裝協會 (KAIP)

韓國包裝機械協會

韓國禮物包裝協會

韓國金屬包裝產業協會

韓國塑膠產業協會

韓國生物塑膠協會 (KBPA)

韓國橡膠產業協會 (KRIA)

公司網址

www.chiyota.com/corp/

www.hm.aitai.ne.jp/~joho/koyo/23towa.html

www.daikyo-c.co.jp/

www.opuco.co.jp/index.html

www.miya-pla.com/

www.lustroware.co.jp/

www.mitsuwa-ec.co.jp/

www.kakuichikasei.co.jp/

www.smile-asahi.co.jp/

www.izumiseisakusyo.meisho-hp.jp/

+81-568721151

+81-529081801

+81-753128501

+81-743561311

+81-729542381

+81-663803901

+81-524322611

+81-528817844

www.vess.co.jp/

+81-667455511

www.ebisu-grp.co.jp/company/outline/ +81-743560791

www.yamayoshikasei.com/

sankyo-plus.co.jp/

www.jpif.gr.jp/
www.jpif.gr.jp/1profile/shoukai.htm

www.jpca.or.jp/jpca/index.html
www.jpca.or.jp/jpca/members.html

+81-667097551

+81-666183010

+81-366616811

+81-332972011

www.a-jpm.jp/

+81-362732766

www.pof.or.jp/

+81-336399279

kopa.or.kr/

www.kaip.or.kr/

kpmasite.or.kr/

kgwa.or.kr/main/index.html

kompia.or.kr/

plaind.co.kr/

www.kbpa.net/

www.krisa.or.kr/

Israel Plastics and Rubber Center

www.isplrc.co.il/about

www.industry.org.il/index.
Association of Plastic and Rubber
php?dir=site&page=union_
Manufacturers in Israel
articles&op=category&cs=3382

Multipack

+81-561361266

+81-669235567

www.tasgar.co.il/ENG/

Su-Pad

+81-528418101

www.asahi-kakou.co.jp/

TASGAR LTD

Aran

連絡電話

www.aran-rd.com/

www.su-pad.co.il/contact-us/

www.multiplast.co.il/

+82-220268655

+82-312179453

+82-261233051

+82-25685939

+82-312028267

+82-220266889

+82-7088317472

+82-313837750

+972-86638100

+987235198801

+972-36130111

+972-46239000

+972-772307759

+972-8942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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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國家

以色列

以色列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及包裝

以色列

橡塑膠
及包裝

印尼

包裝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印尼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印尼

橡塑膠

印度

包裝

印度

包裝

印度

橡塑膠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印度

橡塑膠

柬埔寨

包裝

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公司名稱

Azur Technology & Marketing LTD

Pinto Technologies LTD

公司網址

www.azur.co.il/Default.
asp?sType=0&PageId=104400

www.pintotec.co.il/home.html

連絡電話

+972-97443111

+972-544473064

A.A. Neiger - Industrial Consulting
www.neiger.co.il/en
& Equipment Ltd.

+972-46291860

印尼瓶裝飲用水公司協會

aspadin.com/

+62-8119287508

Abadi Kemas Pitados, PT.

www.abadikemaspitados.co.id/

+62-2155737184
+62-2155798184

印尼包裝聯合會

www.packindo.org/

SRI KARYA BANGUN PRATAMA, PT. www.papadedeshop.com/

+62-217441775

+62-2122008882
+62-81382454553

www.astromesin.com/

+62-2129577485
+62-81388881615

印尼塑料工業協會（Inaplas）

www.inaplas.net/

+62-2198297778

Gaya Remaja Industri Indonesia,
PT.

foxstarsplastic.com/

+62-317887488
+62-317882504

www.tokopedia.com/globalindo1

+62-318672838

ASTRO MAKMUR SEJAHTERA, PT.

Heavypack Indonesia

印尼塑料回收協會 (ADUPI)

HINOKA JAYA MACHINERY, CV.

Globalindo Internusa, CV.

www.heavypack.id/

www.adupi.org/

www.mesinbatamerahinterlocking.
com/

+62-2122554677
+62-82114425067

-

+62-2182608723

Institute of Packaging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of India (IPMMI)

www.ipmmi.org/

Indian Printing, Packaging and
Allied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PAMA)

printpackipama.com

All India Plastic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IPMA)

www.aipma.net

+91-2267778899

All India Federation of Plastic
Industries-AIFPI

www.aifpi.com

+91-1145028719

-

+855-12714270

Packag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piai.org
India

PMMAI - Plastics Machinery
www.pmmai.org/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India

PlastIndia Foundation

All India Plast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AIPIA

Chamkar Daung Enterprise

Harta Packaging Industries
(Cambodia) Limited

Agri-field Co., Ltd

SN Group

KEM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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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lastindia.org

www.aipia.org

+91-2225003334

+91-2261509800

+91- 9717199385
+91-1143586060

+91-2226832911

+91-1149064336

www.hartapack.com/about-us/
subsidiary-profile/harta-packagingindustries-cambodia-sdn-bhd/

+855-888889196
+855-888889255

-

+855-12220313

agri-field.com/

www.facebook.com/KEMPackaging-661028587379773/

+855-89313848

+855-77666321

亞洲

國家

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及包裝

橡塑膠
及包裝

柬埔寨

橡塑膠
及包裝

香港

包裝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香港

橡塑膠

泰國

包裝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公司名稱

United Digital Supply (Cambodia)
Co., Ltd.

公司網址

UST Plastic Bottle Manufacturer

ustplasticbottle.com/

Modern Plastic & Packing
(Cambodia) Co., Ltd.

www.mpp-plastic.com/

MTC Master Taste (Cambodia) Co.,
mtcmastertaste.com/
Ltd

Sao Yupheng packaging & plastic

香港瓦通紙業廠商會有限公司

香港萬安機器廠

佳譽包裝設備有限公司

榮昌電機 ( 香港 ) 有限公司

美景機械工程

香港塑膠原料商會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

香港塑料袋業廠商會

香港塑膠機械協會

雅琪塑膠機器製造廠有限公司

創亞工業器材工程有限公司

億利達精密機器廠有限公司

亞非國際有限公司

喜高集團

高寶工業技術有限公司

司達行有限公司

仁興機器廠有限公司

www.sao-yupheng.business.site/

www.hkcpma.com/en/index.php

www.manonmfg.com.hk/
productcatagory_chinese.htm

www.well-techpackaging.com/index.
html

www.wingcheonghk.com/

www.mkmachine.com.hk/

www.facebook.com/hkpmsa/

www.hkplastics-ma.com/

www.hkpbma.org.hk/

www.hkpma.com/

www.akei.com.hk/

www.createxhk.com/main.htm

www.elitecorp.com/

www.asiaafrica.com.hk/index.html

www.hayco.com/

www.kobogroup.com/

www.sealtech.com/index.
php?route=common/home

www.yanhing.com/

Watana Bhand Packaging System
www.watanabhand.co.th/
Co., Ltd.

World Packaging Industry Co., Ltd. www.worldpack.co.th/en/Index.php

THAI VINYL COMPOUNDS Co., Ltd. www.tvcpd.com

SANG ROONG GROUP Co., Ltd.

Kirati Packaging Co., Ltd.

B.T.I. Packaging Co., Ltd.

Pasiam Industry Co., Ltd.

Sukee Pack Co., Ltd.

T.W.I. Package Co., Ltd.

P & P Inter Pack Co., Ltd.

Prime Packaging Co., Ltd.

www.srgplastic.com

www.kiratipackaging.com/

www.btipackaging.com/

連絡電話

+855-10508898

+855-11747071

+855-12793378

+855-61200024

+855-77889999

+852-23856894

+852-23443337

+852-23459193

+852-25524428

+852-90785180

+852-23752686

+852-25742230

+852-23945912

+852-29501923

+852-27411312

+852-26677393

+852-27971111

+852-27815923

+852-21689200

+852-24629059

+852-23593131

+852-23891338

+66-22910133

+66-28971434

+66-846753327

+66-819110018

+66-616036555

+66-23120234

www.pasiam59.com/

+66-34446783

www.twipackage.com/

+66-23855035

www.thaifoodbusiness.com/company/
+66-21364548
details/90091111/sukee-pack-co-ltd

www.ppinterpack.com/index.php

www.primepackaging.co.th/

+66-20013273

+66-3256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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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國家

類別

泰國

包裝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gaecopak.com/

UCP Trading Co., Ltd.

www.ucptrading.com/

+66-29934787

TK Bosaeng Co., Ltd.

www.tkbosaeng.com/

+66-38589586

www.vpproduct.com/

+66-21620286

Phoenix Rubber Products Co., Ltd.

Sri-Trang Agro Industry PCL

Master Glove Industry Co., Ltd.

V.P. Products Supply Co., Ltd.

Glovetex Co., Ltd.

+66-818457781

Chaiyakarn Plastic Co., Ltd.

www.garbagebag-cyk.com/contact/

+66-34825131

www.lpcinterplas.co.th/

+66-917796523

www.dhas.com/

+66-26680123

Belt and Bearings Co., Ltd.

Excel Union Plus Co., Ltd.

TBM Inter Polene Co., Ltd.

泰國

橡塑膠

DHA SIAMWALLA LTD.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泰國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66-28810340

-

橡塑膠

泰國

www.masterglovethailand.com/

+66-74374663

A. Interplas Co., Ltd.

CPL Group PCL

泰國

橡塑膠

www.sritranggroup.com/en/home

+66-23987688

+66-34878762

LPC Interplas Co., Ltd.

泰國

www.thairubberglove.com/th/index.
php

+66-20419860

www.glovetex.com

橡塑膠

橡塑膠

連絡電話

Golden Alpha (Thailand) Co., Ltd.

泰國

泰國

公司網址

www.pangolin.co.th/index.php

www.beltandbearings.com/index.
php?lang=th

+66-22590320

+66-892008159

www.xn-+66-20469630
12claa3ebfw1ax1c2ae4e0fi2ai3etk.net/

www.xn--22ceh4cl6cnn0kxa2df.com/%
E0%B8%AB%E0%B8%99%E0%B9%89
+66-918829098
%E0%B8%B2%E0%B9%81%E0%B8%A
3%E0%B8%81

GENERAL CHEMICALS (Thailand)
Co., Ltd.

-

+66-989954649

Enmach Co., Ltd.

enmach.com/

+66-20849996

Thai Mangkorn Plastic Co., Ltd.

www.thaimangkornplastic.com/

+66-27037395

P.S.D. STARPACK Co., Ltd.

Patankit Charoen (2529) Co., Ltd.

Union J. Plus (Thailand) Co., Ltd.

www.psd-starpack.business.site/

www.patankit.com/

www.unionjplus.net/index.php/home

+66-34442204

+66-28698970

+66-895555525

Thai Plastic Recycle Group Co.,
Ltd.

www.thaiplasticrecycle.com/en/about+66-830198363
us

TOP STAR TRADING Co., Ltd.

topstartrading.co.th/?lang=en

N.B.J. Polymer (Thailand) Co., Ltd. www.nbjpolymer.com/?lang=th

+66-34880153

AnanPlastic Printing Co., Ltd.

www.ananplasticprinting.com/

+66-818457205

PRIME POLY Co., Ltd.

-

+66-984536566

www.roungrojplastic.com

+66-24150736

Jomphan Group Co., Ltd.

SAHACHIT WATANA PLASTIC
INDUSTRY Co., Ltd.

Roungroj Plastic Ltd. Part.

Arun Siam Uniplas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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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mphangroup.co.th/home.php

www.sahachit.com

www.arunsiam.co.th/

+66-28624311

+66-28100819

+66-818250969

+6602-8732819

亞洲

國家

類別

馬來西亞

包裝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斯里蘭卡
越南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越南

橡塑膠

新加坡

包裝

新加坡

包裝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Advent Packaging Sdn Bhd

Asiatic Plastic Packaging
Industries Sdn Bhd

Combi-Pack Sdn Bhd

Lean Lee Trading Co Sdn Bhd

Thong Guan Plastic & Paper
Industries Sdn Bhd

TS Plastics Sdn Bhd

A & A Plastic Industries Sdn Bhd

Adikem Sdn Bhd

Beltec Sdn Bhd

Chong Wah Plastics Sdn Bhd

The Plastics & Rubber Institute of
Sri Lanka

Vietnam Plastics Association

The Vietnam Rubber Association

www.asiaticplastic.com

www.combi-pack.com.my

www.leanlee.com

www.thongguan.com

www.tsplastic.com

www.aaplastic.com.my

www.adikem.com.my

www.beltec.com.my

www.chongwahgroup.com

www.prisrilanka.com/

www.vpas.vn

www.vra.com.vn

www.smfederation.org.sg/
membership/industry-groups/
packaging-council-of-singapore

UTOC (SINGAPORE) PTE LTD

www.utoc.sg/

Laser Packaging Machine MFG. Pte
www.lasersp.com/
Ltd

NES Packaging Pte Ltd

www.nespackaging.com.sg/

連絡電話

+603-32500750

+605-5263917/3966/
0148

+606-7611268

+604-5021888

+604-4417888

+605-3652899/4899

+603-90769028/29

+603-5636 4615

+603-78591928

+603-78767066

+94-112864354

+84-2835218552

+84-2839322605

+65-68263030
+65-68263037
+65-94572801

+65-657477

+65-93642788

Mabuchi Singapore Pte Ltd

www.mabuchi.com.sg/

+65-67784008

Singapore Plastic Industry
Association

www.spia.org.sg/

+65-62665920

Seow Khim Polythelene Co Pte Ltd www.skp.com.sg/
TAI WAI PLASTIC & METAL
MOULDING CO.

Yeakin Plastic Industry Pte Ltd

Univac Precision Engineering Pte
Ltd

橡塑膠

緬甸

包裝

Shwe Mi Industrial Co., Ltd.

緬甸

包裝

East Star Machinery Trading Co.,
Ltd.

包裝

www.adventpac.com

Singapore Manufacturing
Federation (SMF) -Packaging
Council of Singapore (PCS IG)

新加坡
緬甸

公司網址

Myanmar Food Processo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MFPEA)

www.taiwai.com.sg/

www.yeakin-plastic.com/

www.univac.com.sg/default.html

www.mfpea.org/

www.shwemi-package.com/

+65-65452828

+65-62507763

+65-67537333

+65-68543333

+95-12300376

+951-227624
+959-8650437
+959-455012506

+959-799577777
www.facebook.com/shwemipackaging/ +959-799677777
+959-42071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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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國家

類別

緬甸

包裝

緬甸

橡塑膠

緬甸

橡塑膠

公司名稱

公司網址

New Super Industrial Co., Ltd.

www.newsuperindustrial.com/

Myanmar Plast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www.mpiamyanmar.com/index.php/
en/

www.facebook.com/skyplastic/

Popular Plastic Group Of Co., Ltd. www.popularplastic.com

緬甸

橡塑膠

SKY Plastic

緬甸

橡塑膠

Winner Plastic Manufacturing Co.,
www.winnermodern.com
Ltd.

緬甸

橡塑膠

Summit Plastic

緬甸

橡塑膠

Ever P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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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電話

+959-73162291
+951-8564733
+951-578870
+951-572582

+951-2314835
+959-428821182

+951-382805
+951-212900

+959-977828191
+959-977828192

+951-3685351
+951-3685379
+951-3685954

www.facebook.com/Summit-Plastic475848872590714/?eid=ARAu5d9ytsK
+959-778798044
5r-U-VsWGmMKsGQGc2LYwnBWCR7xIS +959-785551971
T_9iw3gx8uFnj09i8sTeEGWKWRiBlNg4t +951-201378
2DyVJf

www.facebook.com/EVERPlastic-2374316+86804071/

+959-975008561
+959-971068180
+959-967666313

亞洲、大洋洲

貳、大洋洲
國家

類別

澳洲

包裝

澳洲

包裝

澳洲

包裝

澳洲

包裝

澳洲

澳洲

澳洲

澳洲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Australia Packaging Covenant
Organisatio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Packaging

公司網址

www.packagingcovenant.org.au/

www.aipack.com.au/

Australian Packaging and
Processing Machinery Association www.appma.com.au/
limited

Australian Flexible Packaging and
www.fplma.org.au/
Label Manufacturing Association

Plastics Industry Manufacturers of
www.pima.asn.au/
Australia

Chemistry Australia

Society of Plastic Engineers

Australian Bioplastic Association

www.chemistryaustralia.org.au/

www.plastics.org.au/

www.bioplastics.org.au/

-

連絡電話

-

-

-

-

-

-

143  |  全球限塑政策影響下橡塑膠及包裝機械未來展望

各國企業名單

參、美洲
國家

類別

美國

包裝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Plastic Bags Industry

Sonoco Protective Solutions

Roplast Industries Inc

Blower-Dempsay Corp

Poly-Tainer/Cmd Corp

Flexible Packaging Association

Industrial Packaging Alliance of
North America (IPANA)

Bison Bag

King Plastics Inc

Arburg Inc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lec

JSW Plastics Machinery Inc

Design Octaves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for
Plastic Processors

The Association of Plastic
Recycler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lastics Distribution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for
Plastic Processors

Merrick Engineering, Inc.

Delphon Industries, LLC

Chawk Technology Intl., Inc.

Kennerley-Spratling, Inc.

Jatco, Incorporated

TNT Plastic Molding, Inc.

Jdr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hree-D Plastics, Inc.

Udecor, Inc.

Kas Engineering, Inc.

Edge Plastics, Inc.

Prince Lionheart, Inc.

U.F.O. Designs

Custom Plastics, LLC

Modified Plastic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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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網址

www.plasticbagsindustry.com/

www.Tegrant.Com

www.Roplast.Com

www.Pakwest.Com

www.Polytainer.Com

www.flexpack.org/

www.industrialpackaging.org/

www.bisonbag.com/

www.Kingplastics.Com

www.Arburg.Com

www.Aieco.Com

www.Jswpmi.Com

www.Designoctaves.Com

www.thisisplastics.com/

www.plasticsindustry.org

www.mappinc.com

wwwplasticsrecycling.org

www.iapd.org

www.plasticsindustry.org/

www.mappinc.com/

www.merrickengineering.com

www.delphon.com

www.chawktechnology.com

www.ksplastic.com

www.jatco.com

www.tntplasticmolding.com

www.socalplastics.com

www.3dplastics.com

www.udecor.com

www.kasengineering.com

www.odigrips.com

www.princelionheart.com

www.ufodesign.com

www.spinwelding.com

www.paltechologyinc.com

連絡電話

+1-6196617320

+1-5107850220

+1-5305329500

+1-7145479266

+1-8055263424

+1-4106940800

+1-4105440385

+1-7164344380

+1-7149977540

+1-9494531313

+1-6263330880

+1-9518980934

+1-8314648500

-

+1-2029745200

+1-3179132440

-

+1-9133451005

+1-2029745200

+1-3179132440

+1-9517376040

+1-5105762220

+1-510330299

+1-5103518230

+1-5104870888

+1-9518089700

+1-7147517084

+1-3238491316

+1-8775500600

+1-3104508925

+1-9517864750

+1-8059222250

+1-7148924420

+1-9099840200

+1-7145464667

美洲

國家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美國

橡塑膠

加拿大

包裝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公司名稱

Syntech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Inc.

Medical Extrusion Technologies
Inc.

Better World Manufacturing, Inc.

Lormac Plastics, Inc.

Newport Plastics, LLC

Pres-Tek Plastics, Inc.

Bee Bumble Plastics Inc

Dispensing Dynamics
International

Sr Plastics Company, LLC

Rolenn Manufacturing, Inc.

Plastic Industry Associati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 NAM

US Tire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TMA)

Dual Laminate Fabrication
Association (DLFA)

Excello Film Pak Inc

M&L Poly LLC

Salerno Plastic Film-Bags-USA

AICC Canada

Canadian Corrugated and
Containerboard Association

公司網址

www.sdm-plastics.com

www.medicalextrusion.com

www.betterworldus.com

www.lormac.com

www.newportplastics.com

www.prestekplastics.com

www.bumblebeeplastics.com

www.dispensingdynamics.com

www.srplasticsmolding.com

www.rolenn.com

www.plasticsindustry.org

www.nam.org/

www.ustires.org/

wwwdual-laminate.org/

www.excellofilmpak.com/

www.metropack.com/

www.salernobags.com/index.htm

www.aiccbox.ca

wwwcccabox.org/

Fladgate Packaging Systems

fladgatepackaging.com/

WJ Packaging Solutions

wjpkg.com/

Anypack Packaging Machinery Inc. wwwanypack.ca/

Tricorbraun Flex/
Taipak Enterprises Ltd

Wexxar BEL

Cam Industrial

Crown Packaging

GRIP Equipment

Flexible Packaging

Harlund Industries Ltd.

Ideon Packaging

Pal Distributors Inc.

Packaging Consortium (PAC)

Abbey Packaging Equipment

CAM Packaging Systems

www.taipakconverting.com

www.wexxar.com

www.camindustrial.net

wwwcrownpackaging.com/

www.conveycanada.ca

www.layfieldgroup.com

www.harlund.com

www.ideonpackaging.com

wwwpalgroup.ca/

www.pac.ca/

wwwabbeypackaging.com/

wwwcam-systems.ca/

連絡電話

+1-9094655554

+1-9516984346

+1-5592914276

+1-7607459115

+1-8008548402

+1-9093601600

+1-3107491655

+1-6269613691

+1-9515209486

+1-951682185

+1-2029745200

+1-2026373000

+1-2026824800

+1-6096360826

+1-7184990300

+1-8006420165

-

+1-8332008333

+1-9054581247

+1-6046127778

+1-6046710236

+1-6043035920

+1-6045221218

+1-6049309300

+1-4037200076

+1-6042777111

+1-6048891855

+1-6042755588

+1-8774275863

+1-6045240524

+1-2046972880

+1-4166464640

+1-9056813010

+1-90573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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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國家

類別

加拿大

橡塑膠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加拿大

橡塑膠

巴西

包裝

巴西

巴西

巴西

包裝

包裝

包裝

巴西

包裝

巴西

包裝

巴西

橡塑膠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Taipak

公司名稱

Canadian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公司網址

wwwtaipakconverting.com/

www.plastics.ca

Tire and Rubber Association of
Canada

www.tracanada.ca

Dynaflex Pipe Technologies Ltd.

www.dynaflexpipe.com

Canadian Manufacturing Coalition www.manufacturingourfuture.ca

Merlin Plastics

wwwmerlinplastics.com/

Hexion Canada Inc.

www.hexion.com

Precision ADM

www.precisionadm.com

International Rubber Productsltd. intlrubber.com/

Canadian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CPIA)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Mold
Makers (CAMM)

Canadian Machine Tool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 (CMTDA)

Canadian Tooling & Machining
Association (CTMA)

Plastic Machinery Inc.

En Plas Inc.

DELPAK EMBALAGENS LTDA

Alltech

Simco

Formatec

Sicemar Industria E Comercio

Tsong Cherng

Imexla Imp.E Exp. Latino
Americana Ltda

Steelmach Do Brasil L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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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9799970

+1-6045226799  

+1-6149862497

+1-7804402900

+1-8555007236

+1-5195992803

www.ctma.com/

wwwshoppmiplastics.com/

www.en-plasinc.com/

delpak.com.br/

almapal.com.br/

Benner

+1-6478088231

www.cmtda.com

ALMAPAL SA

Eurotec

+1-5192490366

wwwcanadianassociationofmoldmake
+1-5199190432
rs.com/

AVIVA FOODTECH COMERCIO
avivaembalagens.com.br/
IMPORTACAO E EXPORTACAO LTDA

Furnax

+1-9056787748

+1-9056787748

golpack.com.br/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de
Embalagens Plasticas FlexiveisABIEF
( 巴西軟塑膠包裝工業同業公會 )

+1-9056047989

www.plastics.ca/

Golpack

Embalamaq

連絡電話

+1-5196537265

+1-9058955054

+1-4162863030

+55-1146132727

+55-1143308020

+55-11950254744

+55-1137321666

www.embalamaq.com.br

+55-1139660063

www.abief.org.br

+55-11324092

www.furnax.com.br

+55-1132731000

www.eurostec.com.br

www.bener.com.br

www.grupoalltech.com.br

www.simcomaq.com.br

www.formatecbr.com

www.sicemar.com.br

www.tsongcherng.com.br

www.imexla.com.br

www.steelmach.com.br

+55-5430212948

+55-1938267373

+55-5430279300

+55-1937272800

+55-11966913023

+55-19-37272800

+55-1143612100

+55-1139263356

+55-5430288511

美洲

國家

類別

巴西

橡塑膠

巴西

橡塑膠

巴西

橡塑膠

巴西

橡塑膠

公司名稱

公司網址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ústria
do Plástico-ABIPLAST
www.abiplast.org.br
( 巴西塑膠工業同業公會 )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Ind.Artef.
Borracha-ABIARB
www.borracha.com.br
( 巴西橡膠工業同業公會 )

Associação Bras.de Ind.de PETABIPET( 巴西 PET 塑膠業同業同業
公會 )

www.abipet.org.br

Associacao Brasileira de
Importadores de Maquinas e
Equipamentos Industriais-AbIMEI www.abimei.com.br
( 巴西工業機械暨設備業進口商同業
公會 )

連絡電話
+55-1130609688
+55-1132512999
+55-1130781688
+55-115506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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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肆、歐洲
國家

類別

匈牙利

包裝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匈牙利

橡塑膠

西班牙

包裝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西班牙

橡塑膠

西班牙

橡塑膠

西班牙

西班牙

橡塑膠

橡塑膠

西班牙

橡塑膠

法國

包裝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Alpla Kft

公司名稱

BASF Hungaria Kft

Bericap Bt

BS Plastic Kft

Jasz-Plasztik Kft

UFM Bt

Agrofol Kft

Albis Plastic Kft

A-Plast Kft

Everplast Kft

ALPACK PLASTIC, S.L.

ANDALPLAST, S.L.

GRUPO BRAFIM

MESPACK

公司網址

www.alpla.com

www.basf.com/hu/hu

www.bericap.com

www.bsplastic.hu

www.jp.hu

www.ufm.hu

www.agrofol.hu

www.albis.com/en/welcome/hu

www.aplast.hu

www.everplast.hu

www.alzamora.com

www.andalplast.com

www.brafim.com

www.mespack.com/en/

連絡電話

+36-34512570

+36-12509700

+36-22887500

+36-78481700

+36-57413413

+36- 96577121

+36- 62556555

+36-49889611

+36- 28920 920

+36- 87350400

+36-972274515

+36-954795834

+36-937292400

+36-902180520

DNC packaging Machinery

dncpackaging.com/en/

+36-938401022

Itaigum, S.L.

www.itaigum.com/es/

+36-936525212

MAQUINARIA PARA EL CAUCHO S.L. maquinariacaucho.com/en/

Josán Automatismos, S.L.

Coemter S.A.

IMVOLCA Ｓ .L.

Entreprise Fidel - FIDEL

STIPLAS

JEANNE ARTHES

WERNER ET MERTZ FRANCE

SOFLAC

C.M.C. FRANCE

COOK INOV

GERMAY PLAST'IC

PRIPLAK

GUILLIN EMBALLAGES

ETS RENE MAIRE

FORPAK

NOTIS

BESTROM

CZMP

GRIEF

Inter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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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rupojosan.com

+36-965106493

+36-937188261

www.coemter.com

+36-972231361

www.fidel-fillaud.com/

+33-149711717

www.imvolca.com

www.stiplast.fr/

www.groupe-arthes.com/

www.rainett.fr/fr/index.html

+36-936626533

+33-320374720

+33-493709060

+33-169189500

www.soflac.fr/fr/

+33-56348755

www.cookinov.fr/

+33-237527259

www.cmc-france.com/trieur-apochettes/

www.germay-plastic.com/

www.priplak.com

www.groupeguillin.fr/

maire-sa.com/

+33-474640545

+33-298968780

+33-344269800

+33-381402300

+33-474121292

forpak.fr/

+33-389078104

bestrom.ru/

+7-8005557457

www.notis.ru/

czmp.ru/

www.greif.ru/

eng.big-bag.ru/

+7-3832926006

+7-8122446290

+7-4959335947

+7-3513999901

歐洲

國家

類別

俄羅斯

包裝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俄羅斯

橡塑膠

保加利亞

包裝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Eximpack

公司名稱

EMPACK

Aurora Pack Engineering

Danaflex

POLYPLASTIC Group

Alaince-Prom

Aleko Machinery

Polyplastic

AvangardPLAST

Formotronik

EASTPLAST

RUSMIR Engineering

Europpolymer-Trading

Renaissance Services

Don-Polymer

MIRPACK

RONA

BEROSSI

Success Factory

ANGORA

DIAPAZON

INTERM

K

KRITA

公司網址

www.eximpack.com/

empack.ru/

aurora-pack.ru/

danaflex.ru/en/

en.polyplastic.ru/index.html

www.aliance-prom.ru/

en.polimerexpert.ru/

polyplastic-compounds.ru/eng

apcompany.ru/

formotronik-nn.ru/

east-plast.ru/

rusmirplast.ru/

www.evropolymer-trading.ru

invent-group.ru/

don-polymer.com/

www.mirpack.ru/

www.ronacompany.ru/

berossi.ru/

tdfaus.ru/

td-angora.ru/company/

diapazon-zao.ru/

intermplast.ru/

www.jumboroll.ru/

krita.ru/

BYTPLASP

www.bytplast.ru/

Interbranch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Centre

eng.mnpc.ru/

Association of Plastics Processors
www.rusopp.ru/
Russian Federation

Unipack AD

Dunapack Rodina AD

Almer Ltd

ANL Bulgaria Ltd

Bonner Ltd

Danex 2002 Ltd

Eco Bottles Ltd

Pana Group Ltd

Sibex Ltd

Ultrapack Ltd.

www.unipackbg.com

www.dunapack.bg

www.almer-bg.com

www.anlbg.com

www.bonner-bg.com

www.danex2002.bg

www.ecobottles-bg.com

www.panagroup-bg.com

www.sibex-eu.com

www.ultrapackruse.com

連絡電話

+7-8126762415

+7-4993982187

+7-8452744248

+7-843212 5353

+7-4957456857

+7-4912701981

+7-8632618888

+7-957456857

+7-3833542245

+7-831225060

+7-4951911643

+7-4991618865

+7-8633090538

+7-4956206204

+7-4732006047

+7-4951269567

+7-4994503777

+7-4952150128

+7-9221347653

+7-3517001707

+7-4995506605

+7-3854406288

+7-8123297075

+7-4951059704

+7-4992705695

+7-4959026025

+7-8462059601

+359-61051104

+359-32904501

+359-29442620

+359-28689310

+359-33599915

+359-29581307

+359-73884115

+359-32963870

+359-885309924

+359-8284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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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國家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保加利亞

橡塑膠

英國

包裝

英國

英國

英國

英國

包裝

包裝

包裝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德國

德國

德國

www.bultechexport.com

ET Diovak - Yambol

www.diovak.biz

Technorubber Ltd.

www.technorubber.net

Diltech Ltd.

Jueng BG Company

Akumplast Jsc.

Color-plast Ltd.

Elplast Ltd.

Gama Plast BG

www.diltech.bg

www.jueng-bg.com

www.akumplast.com

www.colorplastbg.com

www.elplast-bg.com

www.gamaplastbg.com

Risk 91 Ltd.

www.plastmasoviizdelia.com

Processing & Packing Machinery
Association

www.ppma.co.uk/ppma.html

The Packaging Federation

Target Packaging Systems Ltd

Yorkshire Packaging Systems Ltd

www.packagingfedn.co.uk/

targetpackaging.com/

www.yps.co.uk/

+359-39163796

+359-32969396

+359-889444766

+359-31242284

+359-29292469

+359-58602793
+359-58602317

+359-42601866

+359-33198120

+359-32621138

+359-66803126

+44-2078087217

+44-2087738111

+44-1162893355

+44-1924441355

Anchor Plastics Machinery Ltd

www.anchor-pm.co.uk

+44-1895824301

包裝

義大利

Bultechexport

+359-28157181

橡塑膠

義大利

義大利

www.bppma.bg/en/

+359-29430500

+44-2074575000

橡塑膠

義大利

BULGARIAN PLASTIC PIPE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bap.bg/en/

+359-28921900

www.bpf.co.uk

英國

義大利

Branch Association Polymers

www.bakp-bg.com/

連絡電話

British Plastics Federation

橡塑膠

義大利

BULGARIAN RUBBER INDUSTRY
ASSOCIATION

公司網址

橡塑膠

英國

英國

公司名稱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Polymer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www.pmmda.org.uk
&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

Eastern Plastics Machinery Ltd

義大利自動化包裝機械製造商產業
公會 -UCIMA

財團法人義大利國家包裝品協會

B.M.B SpA

ITALTECH SpA

Nimax spa

INIPRESS SpA

ACMA S.p.a.

easternplastics.co.uk/

www.ucima.it/uc-it/

www.conai.org/

www.bmb-spa.com/

www.italtech.it/

www.nimax.it/

www.inipress.net/

www.acma.it/

+44-7729956487

+44-1376562288

+39-59512146

+39-2540441

+39-302689811

+39-302060400

+39-514199111

+39-422768318

+39-516349111

SACMI Group

www.sacmi.com/

SIPA S.p.A

www.sipasolutions.com/

+39-438911511

www.carbon-composite.com

+49-7171404946

義大利塑橡膠機械公會 -AMAPLAST www.amaplast.org

Buck Spritzgussteile Formenbau
GmbH

Carbon-Composite Technology

Chemo Kunststoff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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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gmbh.net

www.chemo-kunststoff.de

+39-542607111

+39-28228371  

+49-982991190

+49-6986787628

歐洲

國家
德國

德國

德國

德國

德國

德國

德國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包裝

包裝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Coko-Werk GmbH & Co. KG

DA Kunststoff GmbH

Duda Kunststofftechnik

DUROtherm
Kunststoffverarbeitung GmbH

E&H DESIGN
Kunststoffverarbeitungs GmbH

EM Kunststofftechnik GmbH

Eppler & Co GmbH

SC RIA DO TRADING SRL

S.C. PLASTIC & PAPER
DISTRIBUTION S.R.L.

公司網址

www.coko-werk.de

www.da-kunststoff.de

www.duda-kunststofftechnik.de

www.durotherm.de

www.eh-design.de

em-kunststofftechnik.de

www.eppler-reutlingen.de

www.riado.ro

vacuum-bags.ro/en/barrier-vacuumbags-en/

S.C. ROMCARBON S.A.

www.romcarbon.com/

S.C. ARTEGO S.A.   

www.artego.ro/en/home/

S.C. MARSAL PRODUCTION GROUP
www.marsalgroup.ro
S.R.L.

S.C. IMM HYDRO EST S.R.L.   

S.C. RONERA RUBBER S.A.   

S.C. THUNDERFLEX S.R.L.   

S.C. EURO BUSINESS S.R.L.   

Plastics Processor Employers
Association

imm-hydroest.ro/topic/index.htm

www.ronera.ro/

thunderflex.ro/

eurobusines.ro/

www.aspaplast.ro

連絡電話

+49-522228990

+49-646791561410

+49-82491719

+49-74566950

+49-673293260

+49-364812190

+49-707291000

+40-213227291

+40-755116156

+40- 238711155

+40-744553363

+40-253226370

+40-264225210

+40-248270390

+40-264351077

+40-268440319

+40-21413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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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名單

伍、非洲
國家
肯亞

肯亞

肯亞

肯亞

肯亞

肯亞

肯亞

肯亞

類別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肯亞

橡塑膠

南非

包裝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南非

包裝

包裝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橡塑膠

公司名稱

公司網址

Kenpoly Manufacturers Ltd

www.kenpoly.com

King Plastic Industries Ltd

tinyurl.com/y7crnarm

Kenya Suitcase Manufacturers Ltd www.kenyasuitcase.com

L.G. Harris & Co. Ltd

Nav Plastics Ltd

Metro Plastics Kenya Ltd

Premier Industries Ltd

General Plastics Limited

Nairobi Plastics Ltd.

Institute of Packaging SA (IPSA)

Packaging South Africa

Polyoak Packaging

www.lgharrisea.com

www.kennblest.com

www.metrogroup.co.ke

www.premierindltd.com

www.genplastkenya.com

www.nairobiplastics.com

www.ipsa.org.za

www.packagingsa.co.za/

www.polyoakpackaging.co.za/

Plastic Institude South Africa

pisa.org.za/

Aeroso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 (AMA)

www.aerosol.co.za

PET Plastic Recycling South Africa petco.co.za/

Plastics SA

SAPPMA

The Plastics Convertors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 (PCA)

Gundle Plastic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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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lasticsinfo.co.za

www.sappma.co.za/

www.pcasa.co.za/

gundle.co.za/

連絡電話

+254-709956789

+254-729313883

+254-206557983

+254-202016556

+254-6721752

+254-727533619

+254-202519611

+254-206530032

+254-202460981

+27-105940342

+27-120011914

+27-112476000

+27-793784746
+27-828931741

+27-116158875

+27-112340467

+27-113144021

+27-13144021

+27-113140019
+27-116534789

+27-11876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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