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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化工 

 

綠色化工主要是以環境考量為主，顧名思義是在綠色化學基礎上，

以減少排放廢棄物、減少危害性化學品、使用最少天然資源與減少能源使用的化工程序設計。

1913 年合成氨的產生，1941 年殺蟲劑 DDT 進入市場，化肥、醫藥成為化學工業的重要產業。

1928 年第一個抗生素 － 青黴素的發現，開創了抗生素藥物的發展。1921 年乙烯製造，奠定

了石化工業發展的基礎，1930 年開始生產聚氯乙烯，1938 年開始生產化纖尼龍。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開始生產順丁烯橡膠。由於價廉的石油、天然氣大量提供，導致石化工業的蓬勃

發展。1953 年發現了 DNA 的雙螺旋結構，為研究基因工程藥物奠定了基礎，製藥也成為化

學工業的一環。 

隨著化學工業的發展，在追求舒適生活的同時，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全球性危機 — 人

口激增、資源銳減、環境破壞、生態破壞等。工業污染與資源枯竭主要源自以不可再生的石

化資源為原料以及化學與物理變化的加工過程。對化工生產過程中污染的控制與處理，發展

了水處理技術、大氣汙染處理技術、固體汙染處理技術和噪音汙染處理技術等。但隨著處理

技術的速度遠遠落後於環境汙染的速度，且汙染處理的費用不斷增加，地球的生態環境迅速

惡化，已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評價化工程序是否符合綠色化學的要求，化工產品是否是綠

色化學產品，可將產品、合成方法與程序、反應條件、原料四個因素聯繫起來進行評估。 

傳統化學工業也不是全部都對環境、對人類產生危害，僅指產生危害的部分，或者稱作“非

綠色化工”。未來 “非綠色化工”發展之受阻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 

(1) 公害、汙染使人們對“傳統化工”產生恐懼感，聞名汙染事件如： 

(a) 1976 年義大利賽維索化學汙染事故； 

(b) 1979 年美國三浬島核電廠洩漏事故； 

(c) 1984 年墨西哥液化氣爆炸事件； 

(d) 1984 年印度博帕爾毒氣洩漏事故； 

(e) 1986 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廠事故； 

(f) 1986 年萊茵河汙染事故。 

(2) 政令、法規、法律對“傳統化工”制約嚴格：1990 年美國頒布了污染防治法案，所謂污染

防治就是使得廢物不再產生，不再有廢物處理的問題。環境保護三大政策是： 

(a) 預防為主； 

(b) 誰汙染誰處理； 



正誠勤儉 工業報國 

 

綠能及綠色化學電子月刊  3 

(c) 強化環境管理。 

(3) 處理、賠償費用高：“傳統化工”難於承受，綠色化工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綠色化

工不僅將為傳統化學工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必將推動綠色能源工業、綠色製造工業和

綠色農業等新興領域的建立與發展。 

時代潮流推動綠色化工，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全球逐漸自發地掀起了反污染、反公

害、保護環境活動，這種 “綠色浪潮”成為時代的主要潮流。聯合國順應時勢，於 1972、1992

年兩次召開了世界最高層級的環境會議，為興起的綠色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綠色浪

潮之影響更為永續與深遠。 

 

本文節錄(譯)自： 

1. Turton, R., R.C. Bailie, W.B. Whiting and J.A. Shaeiwitz, Analysis, Synthesis, and Design of 

Chemical Processes, 3
rd

 Edi., Pearson Education, Inc., U.S., 2009.  

2. 宋曉嵐與詹益興編著，綠色化工技術與產品開發，化學工業出版社，北京，2005。 

 

 

 

按此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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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a magnificent glob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 

 

The main concern of 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is our environment. As 

the name stands, it is a design, based on green chemistry,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sses such that wastes and harmful chemicals are reduced or minimal resources 

and energy are consumed. Ammonia was synthesized in 1913, and insecticide DDT was marketed 

in 1941.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medicines became major product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tibiotic medicines was initiated by the discovery of the first antibiotic, penicillin, 

in 1928. In 1921 polyethylene produc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of petrochemical industry. Nylon 

production started in 1938. The production of butadiene rubber was introduced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Petrochemical industry flourished due to cheap petroleum and massive availability of the natural 

gases. The foundation of genetic engineering medicine resear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discovery 

of DNA double helical structure in 1953. The pharmacy becomes a membe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pursuit of comfortable life, a 

series of severe global crises was triggered – rapid population increase, sharp decreas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devastation,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etc.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drainage stem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non-renewable petrochemical resources as raw 

materials and the associated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duction processes. From pollu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du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re developed techniques 

such as water treatment, air pollution treatment, solid wastes management, and noise pollution 

treatmen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stagnation of treatment technology with respect to the speed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lso with ever increasing costs of pollution treatment,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deteriorating rapidly and is threatening the human livelihood seriously. 

To evaluate whether a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ss complies with green chemistry requirements, 

and whether the product is a green chemical product, we can use these four elements: the 

product itself, its synthetic method and procedure, reaction conditions, and the livestock.  

However, traditional chem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is not entirely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 being. We can only claim that it is “non-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for the part that is 

harmful.  



正誠勤儉 工業報國 

 

綠能及綠色化學電子月刊  5 

In the future, “non-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will be hampered by several factors: (1) public 

hazards and pollution cause fear to “traditional chemical engineering”. Well known pollution 

incidents such as (a) 1976 chemical pollution in Ceveso, Italy, (b) 1979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Power Plant leakage event, (c) 1984 gas explosion in Mexico, (d) 1984 poisonous gas leakage in 

Bhopal, India, (e) 1986 Chernobyl nuclear power plant incidence in the Soviet Union, (f) 1986 

pollution of the Rhine River. 

(2) The “traditional chemical engineering” is strictly confined by decree, regulation, and law: US 

proclaim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bill in 1990. The so-called prevention is no 

waste generated, or difficult for treating them. The three polic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a) prevention is the main stream, (b) who will take care the pollution? and (c) reinforc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 The “traditional chemical engineering” is not able sustain the high cost of treatment and 

compensation (of the damage by pollution). Thus, the only choice i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brings not only a revolution change of traditional one, but also buil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ovel field such as green industrial energy, green 

manufacture, green agriculture, and etc.  

Green chemical engineering is promoted by the trend. Anti public damage, mo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re raised globally since the sixties of last century. The “green tide” 

becomes the main wave of the trend of time. UN took the advantage and called two 

environmental meetings with the world top leaders in 1972 and 1992, respectively. The outcomes 

of these meetings added more fuel to the rise of green wave and made its influence more 

sustainable and profound.  

 

Reference: 

1. Turton, R., R.C. Bailie, W.B. Whiting and J.A. Shaeiwitz, Analysis, Synthesis, and Design of 

Chemical Processes, 3rd Edi., Pearson Education, Inc., U.S., 2009.  

2. 宋曉嵐與詹益興編著，綠色化工技術與產品開發，化學工業出版社，北京，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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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要聞 

3R + 3G 節能減碳 展現花博對生態環境之關懷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是我國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舉辦的世界級博覽會，「環境生態關懷」為此次

博覽會將展現之特點，在臺北花博設計理念中，節能減碳措施包括 3R 「減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回收 Recycle」

與 3G「綠建築 Green Building、綠能源 Green Energy、綠色運輸 Green Transportation」等，將全面落實環境保育

之設計，達到節能減碳目的。 

鑽石級綠建築 節能最高標的 

3G 中之 Green Building 綠建築即為省能源、省資

源、低污染之建築，以建立舒適、健康、環保之居住

環境，符合「舒適性」、「自然調和健康」、「環保」等

三大設計理念。位於新生公園區內的「夢想、未來、

生活」3 座新建展館，目前皆已獲得鑽石級綠建築的

最高榮譽，不僅利用屋頂層覆土植栽，可降低室內

溫度攝氏 4 - 6 度，同時也利用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

再生能源特性，達到節能之目的；三館建築主結構

採用鋼構，避免使用高耗能鋼筋混凝土，施工十分

迅速。此外，三館皆使用地冷系統，抽取室外空氣，

利用通過地冷調節室內溫度，替代傳統空調系統，達

到降低室溫之效。 

使用再生能源 減少碳排放量 

在綠能源 Green Energy 部分，即所謂再生能源，以

不造成環境污染為前提，全區大量使用太陽能及風力發

電，可節約電力能源之使用，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另外，廢水再利用部分，透過常用之綠地、被覆地、透

水鋪面設計、花園土壤、雨水截留設計，保持土壤蓄水

▲ 由遠東集團贊助興建之流行館，外牆使用回收數百

萬個寶特瓶再製成寶特磚，PET 瓶內裝的空氣提供

保溫效果及阻熱效果，實踐 3R 之理念。 

▲ 花博會場多處朝向 3R 及 3G 的設計理念努力，如

新生三館的綠建築、太陽能光電板發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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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展場內規劃雨水收集系統重複利用做為清潔用水；美術公園區則規劃礫間靜化工法，引河水灌溉新生及美

術公園區花卉，一年間接減少約 28,324 公斤碳排放量。 

在展場交通載具部分，園區內 BRT 接駁公車使用油電混合動力低底盤公車；花博展區內提供電動車供參觀

民眾搭乘接駁，亦較一般車輛排放之二氧化碳來得少，達到減碳之目的。 

綠能城市及節能減碳為全球趨勢，也是此次臺北花博積極展現的特點與成果，根據實際估算，此次花博約

減少 13,000 公噸的碳排放，相當於間接栽種 75 座大安森林公園的樹木，展現出花博實踐環境保育和 3R 與 3G

的最高目標。(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全文請參閱：http://www.2010taipeiexpo.tw/ct.asp?xItem=11612&ctNode=5716&mp=3 

 

按此回目錄 

 

 

  

http://www.2010taipeiexpo.tw/ct.asp?xItem=11612&ctNode=5716&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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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宏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雲平總經理 

 

採訪、記錄、整理／翁茂盛、吳政達 

 

壹、前言 

宏力生化科技公司 (Grace Biotech Corporation) 成立於 1998 年，從事環保材料之研究與開發，為台灣生物

可分解塑膠研發產業的先鋒。主要業務為生物可分解澱粉樹脂，係一種生物可分解聚酯。全生物可分解玉米澱

粉樹脂粒產業屬於從無到有的創新事業，且進入門檻極高，屬高資本與技術密集特性之產業。宏力生技公司歷

經 10 年摸索才充份研究開發出量產配方及自動化製程及設備技術。有鑑於許多不可分解性塑膠在使用後，被棄

置農地、垃圾場、河川或海洋環境而無法分解所造成的環保問題，現今業界乃致力於研發可於自然環境中生物

可分解之環保性產品。微生物聚酯不只是可以製造成為環保性產品，更可作為生物分解性塑膠瓶、包裝膜，或

是纖維、紙或卡片的防水隔膜 (取代無法分解的聚乙烯膜或鋁膜)，同時亦可以應用在生物醫學領域，如製造為

骨板，骨釘，手術縫線，藥物釋放或細胞增生載體等，可達到在自然環境中由生物分解之目的。 

為解決全球能源危機與環境污染問題，宏力生技公司推出新一代玉米澱粉基全生物可分解塑膠「GraceBio 

GB100」來減少塑膠袋之「白色污染」問題，這是一種將植物澱粉轉化成 100％可堆肥與全生可分解塑膠粒。GB100

可經加工成為全生物可分解塑膠膜、袋類成品，其主要優點包括以玉米澱粉為主原料，材料資源循環使用；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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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後可藉由微生物將產品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回歸大自然；燃燒所產生熱量遠低於傳統塑膠，可減緩「溫室效

應」；可在傳統吹膜機械加工成購物袋、垃圾袋、農業覆蓋膜、網袋等產品，無需變更機械設備。 

該公司生產生物可分解塑膠部分產品與大同大學生物高分子研究室合作，在陳志成教授所率領團隊專利合

作下，其技術達世界級水平，榮獲中華民國、比利時、德國、日本、美國等國之可堆肥環保標章認證。 

 

貳、訪談記實 

 請教貴公司在何種機緣下，成為台灣生物可分解塑膠研發產業的先鋒？ 

本公司自 1999 年創立，草創時期技術承繼來自美國 UCLA 及史丹佛大學的一群生化科學家。當時技術以澱

粉熱塑化理論為基礎，成為台灣第一個研發製作生質塑膠公司。之後在擁有超過 15 年生分解塑膠研究實力之新

研發團隊注入下，我們成功於 2005 年開發出 100%全生物可分解及可堆肥塑膠。 

自早期的生質塑膠到 2005 年開發出的全生物可分解及可堆肥塑膠，再到 2006 年陸續榮獲國際性可堆肥塑

膠認證及中華民國環保標章。本公司除了不斷努力追求符合國際標準水平的產品，也以國內唯一同時榮獲歐、

美、日、台等國環標認證的廠商身分，全力將國人自行研發出以生化技術製作的生分解塑膠推廣到全球市場。 

 

 請問生物可分解塑膠與生物可分解澱粉塑膠產業的關聯性？ 

生物可分解塑膠廣泛的指符合國際性標準，可在指定環境下經由自然界產生微生物進行分解成二氧化碳、

水及生物基質後回歸自然循環，無碎片及有毒殘留的塑膠材料。生分解塑膠種類可大致分為石油系、可再生資

源系、及石油與可再生資源複合系。石油系生分解塑膠指的是由石油提煉出，經特殊合成後製作出可生物分解

的塑膠，例如 PBS、PBAT 等；可再生資源系指的是用澱粉等材料經發酵後聚合而成的可生物分解塑膠，例如 PHA、

PLA (聚乳酸)等；石油與可再生資源複合系則是前二者混合的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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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分解澱粉塑膠亦稱之為澱粉基塑膠 (Starch-Based)，是一種結合天然高分子材料如澱粉、纖維素等及

石油系生分解塑膠的複合材料，目的在於降低材料中石油比例來減少石油消耗及降低材料成本提升市場接受度。

目前在膜、袋類產品應用市場上生分解澱粉塑膠擁有最大的使用佔比量。 

 

 請問貴公司的生物可分解澱粉塑膠比起傳統塑膠有何環保上的優勢？ 

傳統塑膠擁有重量輕、耐用、易加工等優異特性讓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材料，但其不易分解、

消耗石油、不易回收等缺點也讓人們看到了白色汙染的嚴重後果。生分解塑膠即是為了解決傳統塑膠的缺點而

開發出的新穎材料。 

我們宏力生化的生分解澱粉塑膠採用非基因改良之澱粉製成，原料來源不虞匱乏，減少對石油或樹木資源

的依賴，保存珍貴石化及林木資源給後代子孫做更有價值之運用。相較於傳統塑膠需要幾百、甚至上千年才能

分解完畢，生分解澱粉塑膠可藉由微生物進行快速的分解，最終以二氧化碳、水、生物基質等型態，在數個月

內回歸大自然。採用焚化方式處理時，宏力的生分解澱粉塑膠在燃燒時不產生毒氣，所釋放熱量僅傳統塑膠如

聚乙烯的一半，且無殘膠問題，有助於延長焚化爐使用壽命。相較於來自石化燃料的傳統塑膠在燃燒時釋放出

大量二氧化碳，生分解澱粉塑膠採用生長過程中吸收二氧化碳的可再生資源為材料，可 抵消燃燒時所產生之二

氧化碳，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全球暖化效應。 

另外，宏力生分解澱粉塑膠符合 EN 13432 及 ASTM D 6400 國際可堆肥標準，成品袋可與廚餘、落葉一同進

入工業堆肥設施無須額外處理，三個月內可完全分解且不殘留有毒物質。加工方式如同一般低密度聚乙烯 (LDPE)，

可在 LDPE 押出機上加工，不需另外更改設備。 

 

 請介紹生物可分解塑膠的國內及全球市場概況。 

由於生分解塑膠仍未能達到傳統塑膠在應用上的多樣性，且原料及製造成本較高，整個產業乃處於萌芽階

段。唯各國政府已預見石油的枯竭終將導致傳統塑膠供需不均、價格飆升，環保團體亦擔憂傳統塑膠生產及濫

用對環境的污染及氣候的負面影響，近年來紛紛以政策及呼籲來支持綠色塑膠的推廣。 

國內生物可分解塑膠市場主要分為食品容器包裝材及膜袋包裝材兩種。食品容器包裝材主要採用進口的 PLA

聚乳酸材料製成，國內加工廠商技術成熟，產品除了國內銷售之外大都出口。膜袋包裝材主要市場為政府機關

之綠色採購，其中環保清潔袋品項為國內生分解塑膠市場主要銷售。目前亦有大型連鎖零售商店以及有機商店

連鎖開始採用生分解塑膠袋，象徵國人環保意識抬頭。 

全球生分解塑膠市場主要以歐洲為最大消費地區，佔超過 50%全球市場。北美洲為全球生分解市場佔有率

第二，近年來有明顯成長，多個城市已自行宣布禁用塑膠袋的法令。其他如南美洲的智利與阿根廷皆有傳出將

要頒布禁止塑膠袋的法令，預期將帶給生分解塑膠市場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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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 

感謝王總經理在百忙之中願意接受本刊的採訪，王總經理對於公司經營有其獨到的理念，在採訪過程中，

為我們詳細解說，讓我們一窺產業界在市場經營的需求與困難。與宏力公司的產學合作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與

產業銜接的窗口，透過合作共同研發、測試，也能讓參與的學生學習到不少寶貴的經驗，獲益良多。 

 

 

按此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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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新知 

夏威夷在太陽能利用上的現況和政策 

本社 

 

上二期談到太陽熱建築在美國本土的概況，這一期將目光轉到美國最晚加入的第五十州，竟然有很大的驚

奇。 

夏威夷是美國最小一州，但在利用太陽能方面卻是全國之冠。在 2006 年以前美國有一半太陽能熱水器是賣

到夏威夷。在太陽能光電板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2008 年有 8.6 MW，2009 年增加到 12.7 MW，增加率高達 48%。

為什麼夏威夷在太陽能方面增加如此迅速？第一個原因是當地的電費很貴，相對的裝置太陽能就不是那麼貴了。

第二個原因是夏威夷的天氣，陽光充足，也無虞冰雪損壞機器，消耗及維護費用低。第三是夏威夷政府的補助

方案十分誘人，住戶若裝置太陽能熱水器可得到政府補助 750 至 800 美元，及夏威夷電力公司補助 1,000 美元，

另外在電費方面可減稅 35%或最高 2,250 美元。 

若裝光電板，補助更為可觀，以一個 4,000 W 的機具為例，安裝及機器費用可抵聯邦稅 5,000 美元，州稅

8,400 美元，關稅 964 元，共 14,364 美元約佔總費用一半。換句話說政府補貼 1/2 款項。每年電費可省 1,152 美

元，約 12 年可回本。夏威夷政府更獎勵住戶和公司行號在土地上設永續能源者可減財產稅 25 年 (不包括利用

石化、核能及地熱的機具)，有這麼多的優惠措施無怪夏威夷在使用日光能上是全國之冠。 

 

取材自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rea/blog/post/2010/10/hawaii-riding-high-on-solar-power 

 

 

 

按此回目錄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rea/blog/post/2010/10/hawaii-riding-high-on-sola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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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第十四屆綠色化學暨工程年會紀實 

學術獎得主 廖俊智教授 

作者╱甘魯生 

 

今年的學術獎頒給了在加州州立大學格杉磯分校 (UCLA) 工程暨應用科學學院化學暨分子生物 Chancellor

教授廖俊智 (James C. Liao) 來表揚他能夠再利用二氧化碳生物合成比乙醇 (含 2 個碳原子) 多的碳原子的醇化

合物 (higher alcohols)。 

廖教授 1980 年畢業於台大化工系，1982 年負笈赴美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改攻生物工程。1987 年畢業

後在紐約柯達總部任職三年，之後轉任教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化工系。1997 年被 UCLA 延攬任教至今。廖教授是

UCLA 第一位總統獎得主，華人為第二位 (註一)。 

比乙醇碳原子多的醇類，特別是含 3 到 8 個碳原子的不論是作為化學原料或燃料 (註二) 都比乙醇為優。但

是這些醇類都不能直接由二氧化碳生物合成或由碳水化合物還原。尤其是含 5 個碳原子的醇從未在生物圈中產

生過。 

現在廖教授發展出技術成功的以微生物利用二氧化碳合成了有 3 到 8 個碳原子的醇化學物。 

下圖是以 Synechococcus elongatus PCC7942 菌行光合作用產生異丁醛 (isobutyraldehyde) 反應示意圖。異丁

廖俊智教授得獎留影 (攝影／甘魯生) 

右為頒獎人美國環保署副署長 Steve Owens 

左為 Easel Biotechnologies 資深副總裁 Sanjay Gu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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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是許多化學物的原料，其中包括異丁醇 (isobutanol) (註三)，異丁醇可為汽油的替代品。 

 

CO2

Synechococcus elongatus PCC7942

photosynthesis

O

isobutyraldehyde isobutanol

OH

 

 

二氧化碳是眾所週知的溫室氣體，吾人正因它的逐漸增加所引起各種自然災害而煩惱。現能反其道而行將

二氧化碳轉變為燃料和其他化學原料，而且其過程 (光合作用) 是非常乾淨，碳數比乙醇高的醇的含能量高、吸

水性低、蒸氣壓低 (不易污染空氣) 等優點。如果每年能生產 600 億加侖 (約佔 25%之汽油) 就可以去除 500 百

萬噸二氧化碳，這數字約等於全美國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之 8.3%。 

教授的發明得到的專利權歸學校，學校將專利授權給公司生產。UCLA 允許發明人擔任公司的共同創辦人或

董事 (註四)。於是直接剌激了研究和發展，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 

廖教授的研究成果不但得到美國環保署的肯定，也得到美國能源部的青睞，給他三年共 4 百萬經費研究以

電力來再利用二氧化碳產生異丁醇。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機構 KAITEKI Institute Inc. (TKI) 也和廖教授合

作來研究再利用二氧化碳來生產工業品如汽車的保險桿、包裝物、尿布和 DVD 等。 

再利用二氧化碳產生燃料及其他化學原料的好處還有不需要用糧食來換乙醇，不需要處理廢棄物。用微生

物則不需要廣大的土地。希能引起國人投入這方面的研究。 

 

註一：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院士是 2000 年學術獎得主。 

註二：汽油主要成份為五碳至十碳之碳氫化合物。 

註三：Nature Biotechnology 27, 1177 - 1180 (2009) 

註四：廖教授是 Easel Biotechnologies, LLC 的共同創辦人並兼董事。 

 

延伸閱讀： 

1. 2010 Presidential Challenge Academic Award: 

http://newsroom.ucla.edu/portal/ucla/making-it-green-ucla-s-james-liao-160734.aspx 

2. Nature Biotechnology 27, 1177 - 1180 (2009): http://www.nature.com/nbt/journal/v27/n12/abs/nbt.1586.html 

3. Easel Biotechnologies, LLC: http://www.easelbio.com/ 

 

 

按此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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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愛護地球的新夥伴“綠色環保塑膠” 

 

作者╱陳志成、王金煌、蔡秉勳 

 

一、序論 

目前常用塑膠具有多種便利特性，可以堅硬似鋼亦可以柔軟如絲，而且非常

安定，使它具備耐候性或機械強韌性。但上述的特性卻也是隱含其重要缺點，亦

即是不易分解性，所以塑膠廢棄物的處理問題相當棘手，若直接置於戶外掩埋場

則不易分解而造成環境污染，如圖 1 與圖 2 為傳統塑膠廢棄物棄置自然環境污染

的情況；若利用焚化爐燃燒處理，則產生廢氣等問題。若採用回收策略，則終將

因為回收物的性質變化而仍然會產生無法分解的塑膠廢棄物。由於全球石油存量

減少，石油價格由 2008 年 1 月初每桶 100 美元飆漲到 2008 年 7 月的 140 美元 ，

雖然油價時有起落，但是可以預知未來塑膠材料的價格將會隨著石油資源逐漸缺

乏而上升。根據統計，台灣每年消費型塑膠袋使用量約 10.5 萬噸，其中購物用

塑膠袋 (主要材質為聚乙烯) 每年約 6.5 萬噸，估計約近二百億個，帄均每人每

天約使用 2.5個。而分析各國帄均每人之單位國民生產毛額產生之塑膠廢棄物量，

於美國為 1.9 公克/美元，日本 1.2 公克/美元，德國 0.5 公克/美元，韓國 5.0 公

克/美元，而台灣地區則為 5.9 公克/美元，顯示我國垃圾中塑膠廢棄物量較其他

國家高出許多。國內環保署於 2002 年 7 月 1 日起，陸續施行對於購物用塑膠袋

與塑膠類 (含保麗龍) 免洗餐具的限用政策以降低傳統塑膠的使用。上述方法只

能降低塑膠廢棄物的生成量，並無法徹底解決大量的塑膠廢棄物所造成的環境衝

擊。採用紙類來減緩傳統塑膠使用量之策略，因為紙類材料來自於珍貴的森林資

源，而森林乃是人類免受於溫室效應之主要利器，尤其因為近來之溫室效應已有

愈演愈烈之趨勢；森林不是容易再生的資源，而用過的紙之回收，不只是要花費

很多能源，同時再生用紙仍然需要新的紙漿。在製紙過程，因為性能要求，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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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紙製品表面，塗覆一層聚乙烯或聚丙烯類塑膠，而造成紙類難以分解，同時

也增加回收的困難度。另外，可預知未來塑膠或紙類材料價格將持續上漲，加上

各國逐漸增加對傳統塑膠的高回收處理費與關稅，這將是生物可分解性塑膠

(biodegradable plastics) 發展與其未來價格上之競爭優勢。 

 

 

 

 

 
 

 

 

 

二、生物分解性塑膠介紹 

生物分解性塑膠可以描述為具有一般塑膠類似的機械性能與物化性質，使用

後廢棄於土中或湖泊、海洋裡，可因微生物的作用而使其分解成二氧化碳、水與

有機質，其商品開發應用性如表一。生物分解性塑膠依生產方式可分為三大類：

澱粉混煉系、微生物醱酵系與化學聚合系。澱粉混煉系主要使用不同種類澱粉，

如玉米澱粉與馬鈴薯澱粉，每年皆有穩定的產量。其基本技術為利用擠壓機加工

將澱粉或天然高分子 (可考慮纖維素等原料) 與部分的生物分解性聚酯混煉製得，

其相較於其它生物分解性塑膠的的製造步驟與成本都要來的簡單與低廉；而且材

質性能的應用範圍也比其他種類的生物分解性塑膠來得廣泛，可應用於包裝盒、

農業覆蓋膜、購物袋及緩衝材料等。生物分解性塑膠中的微生物系，通常是利用

醱酵系統的放大培養程序，微生物在生長的過程中會代謝培養基中的營養源轉換

成聚羥基烷酯 (PHA) 高分子儲存在細胞內。所以在培養程序中菌種、營養源的

種類還有培養條件的策略都會直接影響到的高分子所生成的含量。產品應用面則

PHA 可以製造成為多種環保性產品，諸如可生物分解性塑膠瓶、包裝膜、纖維、

圖 1 保特瓶棄置後的汙染 圖 2  塑膠廢棄物棄置於河川的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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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或卡片的防水隔膜 (取代無法分解的聚乙烯膜或鋁膜) 等，同時亦可以應用在

人體醫學中，如製造成為骨板、手術縫線、藥物釋放或細胞增生載體等。生物分

解性塑膠中的化學合成系 (chemical synthesis) 多為聚酯 (polyester)，乃利用傳統

化學的聚縮合方法所得的，如聚乳酸  (PLA) 、脂肪族 / 芳香烴共聚酯

(aliphatic-aromatic copolyester) 等產品，此類產品生產步驟繁瑣且成本價格較高，

而此類產物中若仍需利用石油資源者則多須與前兩種(澱粉系與微生物系)的產物

共同加工，以利產品之推廣。 

表一、生物可分解性塑膠產品的主要用途 

應用領域 用途說明 

1. 應用於室外大自然環境 

‧農漁業資材 

‧土木建築用資材 

‧野外休閒用品 

‧ 農業用披覆膜、育苗用容器、發泡水果套網、堆肥袋、種子之

被覆材料、農藥瓶、魚網、釣魚線。 

‧ 植生網、護土網、水土保持用布材、隔水材料、山中和海中之

土木工程用型材。 

‧ 高爾夫球座、釣具、登山用品、海上運動用品。 

2. 使用後難以回收的場合  

‧食品包裝材料  

‧個人衛生用品  

‧文具和日常用品 

‧ 生鮮食品的包裝托盤、速食店用容器 (碗、盤、湯杯、便當盒)、

飲料容器及拉環、吸管、餐桌巾、保鮮膜、包裝袋、清潔袋、

廚餘袋。 

‧ 牙刷、免洗衣褲、紙尿布、婦帅衛生用品、一次拋棄型醫療器

材和復健用品。  

‧ 原子筆外套、鉛筆盒、輕便雨衣、購物袋、防靜電袋、捆包帶、

清潔瓶、化妝品容器。 

3. 特殊機能用途  

‧緩釋性 

‧吸水性和保水性 

‧生體內可分解和吸收  

‧低透氧性、非吸著性  

‧低融點 

‧ 醫藥品緩釋制放系統、農藥和肥料緩釋材料。 

‧ 沙漠或荒地的育林用素材。 

‧ 手術縫合線、人造骨骼皮膚。  

‧ 食品包裝薄膜、飲料用包裝材的內部塗佈材料。  

‧ 包裝、製本、製袋時採用的接著劑。 

 

三、目前國內外生物分解性塑膠的發展情形 

目前國外發展生物分解性塑膠的大型企業，如美國 Metabolix 公司以微生物

醱酵生產的 PHA 的共聚高分子；英國 ICI 公司以微生物醱酵生產的 PHB-co-PHV

的共聚高分子，品名為“Biopol”；美國 Cargill Dow 公司以醱酵及合成法生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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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 (PLA)；義大利 Novamont 公司以澱粉為基材混煉生產的“Mater-Bi”等商

品；日本昭和高分子以化學合成脂肪族聚酯“Bionolle”；日本三井化學生產聚

乳酸 (PLA)；德國 BASF 生產脂肪族/芳香烴共聚酯“Ecoflex”。 

國內發展生物分解性高分子的廠商，如宏力生化科技公司自行研發生產可分

解玉米澱粉樹脂，商品“Grace-Bio”已通過歐盟、美國、日本等國之生物分解測

試要求，而獲得全生物分解性可堆肥的認證標章；偉盟工業以進口聚乳酸 (PLA)

作為生物可分解性塑膠之主原料。景碩企業原本為高科技工業材料供應廠商，其

生物科技部門供應生物可分解醫藥用聚乳酸 (PLA) 粒。興技生物科技主要製造

及設計生物可分解性材料以及相關的醫療材料和藥物制放等應用，提供聚乳酸和

聚乳酸 /甘醇酸共聚物。遠東紡織企業發展類似同 BASF 的全生分解聚酯

“Fepol ”。 

四、生物分解性塑膠市場規模及未來市場預估 

歐洲生分解協會估計 2007 年的全歐洲塑膠市場總量為 48,000,000 噸，其中

生物分解性塑膠應用合計約 75,000~100,000 噸，年成長率高於 20%。生物分解性

塑膠市場開發較快的歐盟國家為英國、義大利、荷蘭及德國，接下來為比利時、

法國、奧地利、瑞士及北歐，生分解產品已開始傳入大部分的歐盟國家。 

專家認為生物分解性塑膠的應用技術來取代 5 ~ 10%的全部塑膠市場是較合

理的數據。依照理論上的可能市場，2020 年歐洲生物分解性塑膠市場將達到約

佰萬噸規模，2020 年全球將達到貳佰萬噸至四佰萬噸之規模。根據歐盟 IPTS 預

估報告和目前對整個市場前景和潛力的預測，於 2006 年預測 2010 及 2020 年生

分解塑膠全球產量規模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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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歐盟 IPTS 評估於有無法令監督下之生物分解性塑膠市場規模 

 

 

 

 

 

 

 

五、展望 

近十年來，居住地球的人們開始感受所居住的環境氣候異常，如冬天變短了、氣溫上升

了、雨季減短了與颶風強度提升了等等，皆是地球所發出的警訊。然而檢視造成此氣候變遷

的元兇則為居住地球的我們。經諸多科學家的研究證實，地球的臭氧層已經破了一個大洞，

無法像先前一樣為我們擋下強大的太陽輻射，這將是工業革命後演化的石化產業所帶來的生

態破壞。當時，大家都在消費地球資源，忘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資源與環境是無法瞬間替代

的與恢復緩慢的，待所有的氣候異象產生後，大自然的力量反噬，才讓人們正視著保護自然

環境的重要性。畢竟我們與這顆藍色星球密不可分，綠色塑膠的開發則能節能減碳，降低與

減緩自然環境的汙染，實為世界大眾所推廣。如果您也抱持著熱愛地球的熱忱，推廣綠色產

業與支持綠色塑膠的概念，相信諸位也是愛地球的新夥伴，讓我們為後代子孫保留最美麗的

藍色星球。 

 

 

 

按此回目錄 

  

 年度 無法令支持和監測 有法令支持和監測 

Europe 

歐洲 

2010 500,000 噸 1,000,000 噸 

2020 875,000 噸 1,750,000 噸 

World 

世界 

2010 1,275,000 噸 2,500,000 噸 

2020 2,020,000 噸 4,175,00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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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園園通通訊訊   

塑膠回收標誌淺談(二) 

作者╱台北市立中崙高中 鈞愷 

 

上期討論了聚對酞酸乙二酯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E 或 PET)。這期來說一說聚

氯乙烯和聚丙烯。不過在此之前先介紹下面這個回收標誌。 

 

 

四個逆向箭頭代表回收工作參與者: 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

及回收基金。凡是標示有此標誌之物品 (膠塑製品之外有鋁罐、鐡罐、玻

璃瓶、紙箱等) 用完之後皆需回收。社區民眾要自動做好分類，這是現代

國民的義務，也是責任。 

 

 

聚氯乙烯 (PVC 或 V) 

  聚氯乙烯 (polyvinylchloride, PVC 或Ｖ) 是由氯乙烯單體聚合而成。

是常見塑膠中唯一含氯 (重量佔 57%) 者。合成反應式如下圖。 

C C

Cl

n C C

ClH

H H

n
H

H

H

polymerization

 

 

PVC 的密度為 1.38 克/立方厘米，熔點在攝氏 185 至 205 度，成型溫度：攝氏 160 - 190

度。耐熱性較差，在攝氏 80 度即開始軟化，攝氏 100 度或長時間的陽光曝曬下就會分解，所

以純的 PVC 的用途不大。因此做成最終製品之前，一般要依產品之用途加入各種助劑如：熱

穩定劑、紫外線穩定劑，潤滑劑、增塑劑、抗衝改性劑，熱改性劑、填料、各種顏料等。添

加助劑後之聚氯乙烯產品因為防火做為防火材料、不易被酸鹼腐蝕的特性而被廣泛應用於各

式產品如電線外皮、光纖外皮、建築裝潢用品、醫療用品等。聚氯乙烯雖有阻燃 (離開火焰

即熄滅) 的性質，但在火焰中燃燒會放出氯化氫及戴奧辛等氣體，有劇毒，然而各種添加劑

亦有毒性。根據一些醫療研究顯示，PVC 增塑劑也許會導致慢性病：譬如硬皮病、癌症和引

起兒童過敏。因此使用 PVC 製品要留意，它的回收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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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 (Polypropylene，簡稱 PP) 

將聚氯乙烯分子中氯原子以甲基替代就成了聚丙烯 (polypropylene 或

PP)。也可以看成聚乙烯有一個碳的支鏈。聚丙烯是一種半結晶的熱塑性塑

料，熔點為攝氏 171 度。具有較高的耐衝擊性，機械性質強韌、具彈性。而

抗多種有機溶劑和酸鹼腐蝕的特性。不但在工業界有廣泛的應用。在日常生

活中最常見的就是粉紅色或白色塑膠免洗餐具 (碗、杯、碟、盤等)、包裝材

料、纖維製品 (繩、保溫內衣、褲)、文具、傢俱、實驗室器皿、汽車零件及錢幣 (澳大利亞) 

等，用途非常廣泛。2007 年全年的銷售達 650 億美元。 

PP 受日光或紫外線照射會分解成自由基，再與氧作用而成醛和酸。所以 PP 要添加紫外

線吸收劑及抗氧化劑以防止分解。對健康才有保障。 

 

C C

CH3H

H H

n

 

PP 分子式 

 

附錄：在介紹了三個標示之後讀者也許會奇怪標示內的數字有何意義。這數字是為了方便廢

棄物的分類，與此廢棄物的性質 (如抗熱性、有無毒性) 無關。 

 

 

 

下期待續… 

 

按此回目錄 

  



建教合一 研究發展 

 

綠能及綠色化學電子月刊  22 

副刊 

英文補給站：who, whom, whose 和 who’s 的用法 

本社 

 

Who, whom, whose 都是『誰』的代名詞，用於人。who 是主格，whom 是受格，whose 是所

有格。 

 

who 可代表 he, she, they, we 

Who cooked the dinner tonight? (晚餐是誰煮的？) 

Who is at the door? (是那一位？) 

 

whom 可代表 him, her, them, us 

Whom you cooked the dinner for? 

Whom did you hire to fix the door? 

 

不過將 whom 用於句頭已經退流行了，所以上二句用 who 也行。 

如果一定要用 whom，用 To whom，此時絕不能用 who。 

 

whose 可代表 his, her, their, our 

Whose book is on the table? (不能用 who 或 whom)  

 

who 也可作關係代名詞用，受格時則為 whom。如: 

I am trying to find a person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son. 

He is the kind of person who will not lie to a friend. 

The lady, whom I just visited, is a famous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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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正式的口語裡，whom 是比較少用到的也常被省略。如： 

The speaker whom you have met yesterday is now in my office.  

 

在口語時可說成： 

The speaker you’ve met yesterday is now in my office. 

 

但是注意，若作為介係詞的受格時，則不能省略： 

The professor to whom you sent the report is very pleased with your writing. 

  

who’s 的發音和 whose 相同，但 who’s 為 who is 或者是 who was 的縮寫，所以在意義上 who’s 

≠ whose。 

 

 

按此回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