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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及及及及 PVDC 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專家小組會議專家小組會議專家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一、 時間： 101年 3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署 4樓第 1會議室 

三、 主席：陳委員政雄（委員互選）         紀錄：王耀晟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敬稱略）： 

專家小組委員  王委員怡仁、李委員哲瑜、邱委員政文、

陳委員政雄、趙委員家緯、吳委員焜裕(請

假)、李委員文智(請假)、洪委員明龍(請

假)、馬委員振基(請假) 

經濟部  (請假) 

行政院衛生署  鄭維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陳樺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請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  林俞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請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  賴瑩瑩、許智倫、    

王耀晟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謝勝海 

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  王慶華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啟肇、陳躍升、黃建元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金榮、王文通、林森源 

日商吳羽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陳郁亮、山本正孝、吉川亨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管國齊、倪祈安 

社團法人看守台灣協會  謝和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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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普聚益股份有限公司  鍾國生、許綉珍 

永發環境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楊為凱、蔡佳倫、吳怡虹 

五、 會議進行方式相關說明：（略） 

六、 承辦單位報告：PVC及 PVDC保鮮膜管理研析報告（詳

如附件） 

七、 由各委員互選主席、主席致詞、委員介紹：（略） 

八、 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 

(一)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詳如附件） 

1. 限制製造及販賣，將扼殺外銷全球且有競爭力之 PVC

保鮮膜產業，並影響相關從業人員就業，造成社會問

題。且 PVC保鮮膜尚無好的替代品，PE保鮮膜尚無

法取代。 

2. 國際管制之塑化劑，南亞保鮮膜從未使用；且國際管

制之 PVC包裝材，均不是 PVC保鮮膜。 

3. 南亞 PVC 保鮮膜僅使用 DINA 為塑化劑，廠內並無

使用 DBP， 100年 6月至 101年 2月送 SGS完成 4

次檢測，檢測結果「全未檢出 DEHP 及 DBP」，符

合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衛生署）公告之標準。 

4. 依據歐、美、日 3個協會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環保署）之函件顯示，禁用 PVC 保鮮膜理由不

充分，且無科學依據亦不合理，另歐、美、日等先進

國家皆未限制使用，請環保署慎重考慮撤回限制草

案。 

(二) 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詳如附件） 

1. PVC製造因技術純熟，於國內外皆長期生產，由於早

期工業水準與國家法令的因素，PVC製造廠土壤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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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有遭受污染的現象，現階段製造業者皆已採行各

項污染預防措施，可避免類似早期工業水準不足而導

致污染的情況再次發生。且國內已藉由積極整治作為

有效控制污染程度，進而逐步完成整治。 

2. 歐、美、日等國有相關研究指出，PVC並非戴奧辛污

染元凶，禁用 PVC 並無法消除戴奧辛問題。且目前

所有的焚化爐皆有戴奧辛之污染防治設備，環保署以

法規嚴格控制戴奧辛排放，故不會影響民眾健康及環

境安全。 

3. 歐、美、日等國皆未立法限制 PVC 產品的販賣，更

無製造廠因污染而認定需限制其販賣，建請參考各國

於污染預防上之努力，暫緩保鮮膜限制或禁止使用。 

(三)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戴奧辛排放已減量 82%，而透過燃燒條件控制生成戴

奧辛亦是大家有共識的。 

2. 所有的生產事業中，如果於設計面、操作管理面有任

何不當處皆有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包括石化業、煉

油業、鋼鐵業、高科技產業或食品業都有可能會有污

染風險。 

3. 針對台塑 VCM廠污染地下水事件，98年至 99年發

生仁武廠地下水污染事件，環保署於半年間進行約

30 場次的大型專案稽核，另外還包括消防及公安等

聯合稽查 2 場次。稽核結果顯示廠內已無洩漏的現

象，早期技術不成熟造成的地下污染，現階段已透過

整治廠址運作進行改善，主管機關每週 1 次進行稽

核，每月 1次採樣確認污染已受到控制，且整體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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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情形都符合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

理會（以下簡稱土基會）各項法規限制，於污染上皆

應可防範。 

(四)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1. 根據 100年銷售資料統計，保鮮膜類的銷售變動率為

負 8.9%，其中楓康 PVDC保鮮膜減少 6.3%，南亞 PVC

保鮮膜減少 14.4%，妙潔 PE保鮮膜則增加 1.2%。楓

康保鮮膜實際銷售量減少 90 萬支，推估南亞保鮮膜

則約減少 200多萬支，在兩家業者保鮮膜銷售共減少

約 300 萬支的情況下，簡報 P.20 之數據，保鮮膜含

氯量與焚化量含有機氯量之比值增加，請予以釐清原

因。 

2. 簡報 P.20與會議資料 P.177顯示，各材質保鮮膜之特

性 PMP 於透氧度及透濕度所表現的特性均較 PVDC

差。 

(五) 日商吳羽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1. 針對保鮮膜生產階段造成環境影響，日本生產階段之

EDC及 VCM檢查，皆依照日本政府所訂環境基準及

方針來進行，同時吳羽的日本工廠亦對環境負荷的減

輕投入大筆經費。 

2. PVDC保鮮膜使用階段健康疑慮，日本的 PVDC保鮮

膜使用日本 EFDA認可或登記的物質，同時亦符合台

灣 FDA訂定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3. 焚化爐中戴奧辛生成並非單純由廢棄物產生，空氣中

亦有充分的氯源，因此抑制戴奧辛生成的方法為透過

燃燒條件控制管理。且東京都一般垃圾焚化之資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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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於正確的管理焚化爐條件下，進入焚化爐的含氯

量與戴奧辛生成量並無正相關。 

4. 綜上，使用安全方面衛生署已有實施塑化劑檢測確認

符合標準規定，而實施戴奧辛管理及排放標準後，戴

奧辛生成量確實有降低，說明按照法律規定依循並無

錯誤，且戴奧辛生成與含氯量無關，重點在於焚化爐

燃燒條件如何抑制戴奧辛。因此，無法看出限制 PVC

及 PVDC保鮮膜之合理依據，且全球亦無其他國家限

制 PVC 及 PVDC 保鮮膜製造及販賣的規定，PVDC

協會認為此草案有不當的貿易障礙。 

(六) 社團法人看守台灣協會（詳如附件） 

1. PVC及 PVDC生產階段，VCM廠的氯氧化製程，以

氯化氫、乙烯與氧氣，在銅的催化下，於 225℃的溫

度下反應合成二氯乙烷，其製程條件有利於戴奧辛形

成。PVC 製程難以避免污染，戴奧辛的產生或 VCM

及 EDC 等致癌物的逸散，是製程本質所造成，是難

以避免的風險，製程即使更新改善，也難以有效降低。 

2. PVC 及 PVDC 保鮮膜使用階段，塑化劑種類多，目

前業者或衛生署針對毒性較高的塑化劑檢測，添加的

塑化劑非那些檢測項目時，檢測當然沒問題，而各式

的 PVC及 PVDC保鮮膜添加哪些塑化劑，在這樣的

高含量下有無健康疑慮，是衛生署要思考的問題。 

3. PVC 及 PVDC 保鮮膜處理階段，無論實驗室或焚化

爐實廠規模，許多證據證明氯含量和戴奧辛形成息息

相關。「斯德哥爾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中在要

求各國去除戴奧辛的產生時，建議作法之一就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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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排放有直接相關的物質，應加以取

代。」因此，環保署鑑於保鮮膜已有其他材質可取代，

而予以禁用，完全符合前開公約的要求。 

4. PVC 及 PVDC 保鮮膜只是戴奧辛眾多重要來源之

一，以後還要有其他類似的必要措施，畢竟沒有國家

可以一次推出所有必要措施，尤其是會影響到經濟的

措施，必然是逐步推行。WTO 講求的是經濟公平競

爭，但並未剝奪國家在環境社會面的治理權力，只要

不是為了刻意保護國內業者，就不會有違反WTO規

定的疑慮。 

(七) 衛生署 

1. 衛生署已訂定溶出標準，針對所有的塑膠類食品器

具、容器或包裝，規定 DEHP及 DBP分別為 1.5ppm

及 0.3ppm以下，至於前揭 2項外之塑化劑，衛生署

會考量國際趨勢、風險評估後基於消費者保護立場來

訂定。 

2. 衛生署於 99年 12月預告「塑膠類食品器具容器包裝

應標示事項」草案並於今年 7月正式實施，規定三大

類重複性使用之塑膠產品（如奶瓶、微波盒、水壺

等），需清楚標示材質及耐熱溫度。另外於保鮮膜方

面亦要求 PVC及 PVDC應加註使用於高油脂食品及

高溫食品勿與食品直接接觸，提供消費者明確訊息確

保正確使用。於市場監測方面，衛生署亦有針對市售

產品進行檢驗。 

(八) 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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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除訂有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外，亦訂定行

業別之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法規完整性及標準嚴

格性均已完備。 

2. 國內目前戴奧辛年排放總量已由 2002 年的

327gI-TEQ，下降至 2010 年 59gI-TEQ，排放減量達

82%。另環境空氣戴奧辛監測結果，亦均遠低於日本

環境戴奧辛空氣品質基準值（0.6pgWHO2005-TEQ/ 

m
3）。 

(九)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大型垃圾焚化廠已訂定進廠相關規範及標準，規

定廢棄物進廠需進行檢查，而末端排放管制則訂有廢

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針對操作條件進

行限制，且每年定期進行檢測，而對飛灰亦有訂定一

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及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

準。因此，針對進場及末端皆有進行管制，但對於源

頭含氯廢棄物進入焚化系統，仍有需要做適當的管制。 

九、 委員討論： 

(一) 王委員怡仁 

1. 對環保團體與業者在製造與使用階段的看法： 

（1）PVC 不等於 PVC 保鮮膜，PVC 保鮮膜為二次

產品，PVC製造為一次原料，把兩個不同議題

放在一起討論，已有問題失焦。 

（2）PVC保鮮膜為二次成品，其重要的污染管制，

應強調由 PVC粉製成保鮮膜，VCM等的含量

其與民眾高溫使用安全性息息相關，因此應加

強 PVC保鮮膜製造的 VCM排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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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限用保鮮膜造成的貿易障礙看法： 

（1）環保團體與業者的看法不同，應請政府單位澄

清，流程嚴謹。 

（2）貿易障礙應不是保鮮膜禁用的主題，應著重在

PVC保鮮膜的使用安全性與環境衝擊性。 

(二) 李委員哲瑜 

1. 業者強調生產管理得宜，然過去卻有公安事件，污染

土地目前管制土地使用的先例。PVC、PVDC生產過

程污染之疑慮並未去除。 

2. 家用保鮮膜占薄膜用量 39％，且其中九成為 PVC、

PVDC保鮮膜，其回收不易目前採焚化方式處理，禁

用 PVC、PVDC預估可減少 1,417公噸的氯進入焚化

爐，禁用確可減少戴奧辛產生之源頭。 

3. 業者提出含氯保鮮膜並非環境戴奧辛之唯一或重要

來源，然證據顯示不排除其相關性。 

4. 消費者教育成效不易短期看出成效，以 PMP、PE代

替 PVC、PVDC，至今家用仍極高比例使用後者，需

以法規面禁用安全疑慮（生產、使用、焚化三階段）

較高的 PVC、PVDC。餐飲業者過度依賴便宜、好用

的 PVC、PVDC，更須堅持以法規面禁用導正業者，

確保消費者安全。 

5. 歐、美、日並未禁用 PVC、PVDC，然未來趨勢為斯

德哥爾摩公約做出朝向「去除戴奧辛源頭」的決議。 

(三) 邱委員政文 

1. PVC製品種類繁多，硬質與軟質產品應用均因實際需

求不同而使用不同的配方成分，其中又以所使用的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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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劑最為複雜。資料中所提各國針對 PVC 產品（含

包材）所做的限制，均以成分中受管制的添加劑為

主，建議 PVC 系之保鮮膜應回歸至本身安全及使用

的議題進行討論，而非擴大引用其他的文件因不同緣

由或議題而偏離關鍵議題，如：(1)製程回歸至工廠安

全、管理規範，(2)焚化過程亦應回歸至焚化程序的管

理及控制。 

2. PVC管制或限用已逐漸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業者應

必須強化其製程及產品研發並加強對自身產品之安

全性的管控以示對消費者負責。 

3. 針對 PVC 及其延伸製品，若由「源頭減量」的方向

出發，則必須顧慮整體產業的衝擊及可行的替代方

案。 

4. 資料中保鮮膜焚化之有機氯含量的估算宜再釐清。 

(四) 陳委員政雄 

1. 生產階段方面，業者表示在生產部分已做很多努力，

且污染有明確的改善。而環保團體認為進焚化爐的含

氯量高，與後端產生戴奧辛有正相關。 

2. 國際趨勢方面， PVC 使用有越來越多國家進行管

制，此部分需持續追蹤。 

3. PVC 及 PVDC 保鮮膜使用方面的規範重點在於對消

費者安全性的問題或是對環境的問題，其他委員皆有

較明確的看法。起初從對健康上的影響，擴大至整體

對環境之影響，應持續了解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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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保署與衛生署針對相關法令規範已相當努力，例如

源頭控制、市售產品調查、加註警語等，希望減少後

續安全性顧慮的影響。 

5. PVC 保鮮膜為求其柔軟度必須有添加物改變其特

性，就消費者心態而言，使用的產品不應該有任何安

全性上的顧慮，針對保鮮膜含有塑化劑的問題，也許

大眾較能接受保鮮膜禁用。因此，源頭管制應該是比

較可行的作法，可以解決後續不論塑化劑是否釋出及

戴奧辛是否產生的問題，但對於業者經濟上的衝擊仍

應列入考慮，且應有配套措施。 

(五) 趙委員家緯 

1. 探討 PVC及 PVDC保鮮膜之限禁用時，應將其視為

PVC產品整體限用之初步工作，而非僅是保鮮膜的問

題而已。而環保署可提出整體的限禁用的路徑圖，以

讓民眾理解環保署的管制決心，也可向業者傳遞明確

的政策訊號。 

2. 戴奧辛的污染多針對 PVC 廢棄焚化處理階段之排

放，卻忽略於製程中戴奧辛的直接排放。環保署於戴

奧辛與重金屬排放清冊，明確列出氯乙烯製程中戴奧

辛的排放係數，其比重雖占 1.4%，但排放係數卻比

2009年高出許多。 

3. 戴奧辛雖可由末端管制方式進行管制，但台大環工所

進行的戴奧辛物質流研究分析顯示，戴奧辛抓取下來

後仍留在飛灰或底渣中（馬鴻文等，2007）。含有戴

奧辛及重金屬之飛灰或底渣，在後端處理以及再利用

上，仍存有非常高的疑慮。由此來說，從源頭減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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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戴奧辛是非常重要的。(馬鴻文，洪慧倫，洪明

龍，趙家緯，2007.11，「台灣戴奧辛物質流分析」， 

2007環境規劃與管理研討會)  

4. 國際上管制 PVC 的趨勢，尚缺少正在進行立法規範

之國家，包括美國加州州議會近年已提出立法限制

PVC於食品包裝上之使用，另外且有捷克、西班牙、

加拿大及美國幾個州皆有推動相關 PVC 的禁用。如

PVC為業者所說安全無虞，那麼為何國外多家大公司

願意針對 PVC進行減量。(附註：國際 PVC管制趨勢

http://www.chej.org/pvcfactsheets/PVC_Policies_Aroun

d_The_World.html ) 

5. 由於 PVC及 PVDC保鮮膜管制可能為未來從源頭管

制 PVC產品之先例，建議針對保鮮膜是否影響WTO

貿易障礙問題，應從產品端的管制與WTO的法令是

否有所衝突來進行探討。 

6. 建議環保署可參考政策環評的方式，將考量的準則以

其重要性進行權重分配。並將禁用與不禁用兩種政策

進行評估，比較整體性之績效表現來進行分析。 

7. 建議環保署於官方網頁上，成立 PVC 限禁用專區，

把相關資料上網，以期讓民眾理解 PVC的環境衝擊。 

八、結論： 

1. 請環保署針對會議資料中含氯保鮮膜氯含量占焚化

爐焚化之廢棄物有機氯含量，及限用含氯保鮮膜是否

造成WTO貿易障礙等再予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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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專家委員由不同角度看待此議題，讓問題得以釐清

並聚焦，請環保署再針對專家委員所提之不同面向意

見綜合考量。 

九、散會：12時 10分。 



PVC及及及及PVDC保鮮膜管理保鮮膜管理保鮮膜管理保鮮膜管理

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廢棄物管理處廢棄物管理處廢棄物管理處廢棄物管理處

101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2日日日日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
一一一一、、、、 會議進行方式相關說明會議進行方式相關說明會議進行方式相關說明會議進行方式相關說明

二二二二、、、、 廢管處報告會議資料及討論議題廢管處報告會議資料及討論議題廢管處報告會議資料及討論議題廢管處報告會議資料及討論議題

三三三三、、、、 請委員互選主持人請委員互選主持人請委員互選主持人請委員互選主持人三三三三、、、、 請委員互選主持人請委員互選主持人請委員互選主持人請委員互選主持人

四四四四、、、、 主持人致詞主持人致詞主持人致詞主持人致詞、、、、委員介紹委員介紹委員介紹委員介紹

五五五五、、、、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

六六六六、、、、 委員就議題進行討論委員就議題進行討論委員就議題進行討論委員就議題進行討論

七七七七、、、、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1/29

七七七七、、、、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離席

八八八八、、、、 委員作成結論委員作成結論委員作成結論委員作成結論

九九九九、、、、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專家會議機制專家會議機制專家會議機制專家會議機制

�藉專家間專業對話，針對業者回覆釐清之說明

，透過凝聚共識並以科學、專業的方式處理爭

議性的議題，會議結論將作為後續相關政策推

行參考。

�參與專家的任務，並非為其推薦單位或團體的

利益而發言，亦非站在維護自己的價值觀點而

發言，係基於所具專業與專業倫理，進行價值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2/29

發言，係基於所具專業與專業倫理，進行價值

與利益中立的、客觀的查核及討論。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發言方式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發言方式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發言方式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發言方式

�陳述意見時間以業者代表及環保團體雙方各10

分鐘為限，如仍有意見表達，應以書面為之。

但委員對議題本質或背景有疑問時，指定列席

團體或人員回答其疑問時，不在此限。

�委員討論時，主席得同意申請列席團體及人員

繼續列席旁聽；申請列席旁聽者，不得干擾專

家討論之進行，如有違反者主席得命其離場。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3/29

家討論之進行，如有違反者主席得命其離場。



PVC及及及及PVDC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

管理研析報告管理研析報告管理研析報告管理研析報告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廢棄物管理處廢棄物管理處廢棄物管理處廢棄物管理處

101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2日日日日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貳貳貳貳、、、、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貳貳貳貳、、、、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

參參參參、、、、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

肆肆肆肆、、、、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

伍伍伍伍、、、、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

陸陸陸陸、、、、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5/29

陸陸陸陸、、、、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

柒柒柒柒、、、、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

捌捌捌捌、、、、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立法院於99年1月通過主決議，因PVC及PVDC

材質保鮮膜回收不易，且焚化會產生戴奧辛，

要求本署儘速研議禁用PVC及PVDC保鮮膜之要求本署儘速研議禁用PVC及PVDC保鮮膜之

可行性，於8個月內提出禁用之規劃及相關措

施，並進行公告。

二、99年9月27日預告「限制聚氯乙烯及聚偏二氯

乙烯保鮮膜製造、輸入及販賣」草案並自102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6/29

乙烯保鮮膜製造、輸入及販賣」草案並自102

年1月1日生效，禁止PVC及PVDC保鮮膜製造、

輸入供零售業販賣，並禁止零售販賣。

貳貳貳貳、、、、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1/2)

一、塑膠薄膜製造輸入現況

家用保鮮膜占總塑膠薄膜銷售量比例39%(其中7成為

PVC；2成為PVDC；PE及PMP占1成)。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製造商製造商製造商製造商 輸入商輸入商輸入商輸入商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南亞 楓康吳羽 妙潔

材質材質材質材質 PVC PE PVDC PMP

用途別用途別用途別用途別 家庭用 超市用 工業用 家庭用(含

楓康及妙潔)
工業用 家庭用 家庭用

銷售量銷售量銷售量銷售量

( )
2,272 1,056 420 220 3,233 5 558 8

PVC；2成為PVDC；PE及PMP占1成)。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7/29

(公噸公噸公噸公噸)
2,272 1,056 420 220 3,233 5 558 8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29.23% 13.59% 5.40% 2.83% 41.60% 0.07% 7.18% 0.1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748 3,453 5 558 8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7,772



貳貳貳貳、、、、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製造輸入及使用現況(2/2)

材質材質材質材質 PVC PVDC PMP PE

銷售銷售銷售銷售量量量量
2,272 563 8 220

二、家用保鮮膜使用現況

銷售銷售銷售銷售量量量量

(公噸公噸公噸公噸)
2,272 563 8 220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74.2 18.3 0.3 7.2

耐冷熱溫度耐冷熱溫度耐冷熱溫度耐冷熱溫度
-60℃

～130℃

-60℃

～140℃

-30℃

～180℃

-60℃

～100℃

塑膠特性塑膠特性塑膠特性塑膠特性

延展性
透明度

低透氧率
低透濕率

不含氯
高耐熱

不含氯
無需添加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8/29

塑膠特性塑膠特性塑膠特性塑膠特性 透明度
粘度佳

低透濕率
較高耐熱

高耐熱
無需添加
塑化劑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NTD/m)
1.3 3.1 5.5 1.0

資料來源：99年10月6日台灣塑膠工業同業公會提供

參參參參、、、、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1/2)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99.04.27
邀集相關業者、公會及環保團體召開「限制PVC及PVDC保鮮
膜製造、輸入及販賣研商會議」。

99.08.17
組成專家小組召開第一次專家會議，評估含氯保鮮膜生命週

99.08.17
組成專家小組召開第一次專家會議，評估含氯保鮮膜生命週
期之環境影響，會議建議進一步蒐集環境影響相關量化數據。

99.09.27 預告「限制PVC及PVDC保鮮膜製造、輸入及販賣」草案。

99.11.03

日本於WTO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委員會議期間與我
國進行雙邊諮商，認為限制措施缺乏科學根據亦不合理，先
進國家無先例，且以焚化處理時產生戴奧辛及製造業者管理
不善造成污染為由採取禁止措施，並不符合WTO規範。

99.12.09
日本於第35屆台日經濟貿易會議提出不宜禁止PVC及PVDC保
鮮膜，而應控制焚化溫度來減少戴奧辛之生成。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9/29

99.12.09
鮮膜，而應控制焚化溫度來減少戴奧辛之生成。

100.03.24

日本第2次於WTO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委員會與我國
進行雙邊諮商，再度提出關切，並表示日方、美國及歐盟均
有相同關切，倘未獲解決，日方不排除於TBT委員會提出。



參參參參、、、、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辦理過程(2/2)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00.06.30

赴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召開第 35 屆台日經濟貿易會

議期中檢討會，日方關切本案辦理進度，我方說明將召開專

家小組會議釐清。

100.07.07100.07.07 召開第二次專家小組會議，會議重要結論為：保鮮膜生產階

段對環境影響應再蒐集本土資料；廢棄物處理階段雖有疑慮

但較輕微；使用階段對健康之影響，建議衛生署納入研析。

100.10.18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專案報告「PVC及PVDC保鮮膜限制使用

研析」，會議決議：請環保署會商相關機關持續溝通協調，

對其替代性、技術可行性、替代成本及產業衝擊等詳加研析。

對於限用及制定溶出標準兩種政策是否可以併行，亦請透過

專家會議討論。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10/29

專家會議討論。

101.3.22 依100年7月7日第二次專家小組會議結論，於100年8月函請業

者提供相關資料，經彙整並進一步研析PVC及PVDC保鮮膜之

環境影響，召開第三次專家小組會議。

肆肆肆肆、、、、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1/3)

�國際管制措施國際管制措施國際管制措施國際管制措施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2001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韓國自韓國自韓國自韓國自2001年年年年1月起月起月起月起，，，，禁止使用禁止使用禁止使用禁止使用PVC收縮膜及收縮膜及收縮膜及收縮膜及PVC薄片薄片薄片薄片(lamination)

2001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或塗佈或塗佈或塗佈或塗佈(coating)的包裝材料的包裝材料的包裝材料的包裝材料，，，，但未禁用但未禁用但未禁用但未禁用PVC及及及及PVDC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

2002
歐盟

日本

2002年公告，針對接觸含有油脂及脂肪性食品其器具及玩具及嬰幼

兒用品之塑化劑使用進行限制

2003 中國大陸 食品包裝用聚氯乙烯成型品規定VCM小於1mg/kg

2004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禁用禁用禁用禁用PVC包裝用於蛋包裝用於蛋包裝用於蛋包裝用於蛋、、、、鵪鶉蛋鵪鶉蛋鵪鶉蛋鵪鶉蛋、、、、炸物炸物炸物炸物、、、、海苔飯捲海苔飯捲海苔飯捲海苔飯捲、、、、漢堡漢堡漢堡漢堡、、、、三明治等三明治等三明治等三明治等

2008 美國
針對接觸含有油脂及脂肪性食品其器具及玩具及嬰幼兒用品之塑化

劑使用進行限制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11/29

劑使用進行限制

2009 加拿大
限制玩具嬰幼兒用品塑化劑使用 (DEHP、DBP、BBP、DINP、

DIDP、DNOP等，必須分別在0.1％以下)

2011 澳洲 公告玩具及兒童用品DEHP不得超過1％

2012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禁止非生物可分解塑膠產品，包括塑膠袋及包裝等拋棄式塑膠產品



肆肆肆肆、、、、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2/3)

�國內管制措施國內管制措施國內管制措施國內管制措施

� 公告回收清除處理費差別費率、訂定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

生標準、加強塑化劑管理，為主要國內管制措施。生標準、加強塑化劑管理，為主要國內管制措施。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1998

容器商品若使用PVC材質附件(包括蓋子、提把、座、噴頭、壓嘴、標籤及
其它附件，使用後併同容器廢棄者)，其回收清除處理費率之加重費率，由
30％提高至100％

2009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聚氯乙烯 (PVC)：鉛及鎘：100ppm以下； 二丁錫化物：50ppm以下；甲酚
磷酸酯：1,000ppm以下；氯乙烯單體：1ppm以下。
偏聚二氯乙烯 (PVDC)：鉛、鎘及鋇：100ppm以下；偏二氯乙烯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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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聚二氯乙烯 (PVDC)：鉛、鎘及鋇：100ppm以下；偏二氯乙烯單體：
6ppm以下

2010
預告「限制PVC及PVDC保鮮膜製造、輸入及販賣」草案限制PVC及PVDC

保鮮膜製造、輸入供零售業販賣，並禁止零售販賣

2011
100年7月20日新增將含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BBP)在內之22種鄰苯二甲酸
酯類，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公告列管為毒性化學物質

肆肆肆肆、、、、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國內外相關措施(3/3)

�自願性措施自願性措施自願性措施自願性措施
� 以電子產品如電腦、筆電、手機等之包裝PVC減量為主。

� 歐盟VCM產業已提出自願性措施，減少PVC造成之環境疑慮。� 歐盟VCM產業已提出自願性措施，減少PVC造成之環境疑慮。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2005 Microsoft公司宣布已完全排除PVC材質之包裝使用

2007

沃爾瑪量販店提出其將逐年減少使用PVC包裝
Samsung公司從硬碟產品汰除PVC材質使用
Toshiba針對筆記型電腦逐步減少使用PVC

2008 Apple於2008年完全排除使用PVC材質

2009
DELL及 Lenovo公司於2009年排除使用PVC材質
acer公司針對筆電及螢幕等產品逐步排除使用PVC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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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r公司針對筆電及螢幕等產品逐步排除使用PVC物質

2010

歐盟VCM產業提出了Vinyl Plus自願性協議計畫，提高回收目標
HP公司於2011年減少使用90%之PVC

Sharp公司提出於2010年排除PVC材質使用
LG公司提出從手機、螢幕及電腦等產品逐步推動

2011
Sony公司自2011年針對電線產品優先排除使用PVC材質；
Panasonic公司於2011年針對筆記型電腦排除PVC材質使用



伍伍伍伍、、、、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1/4)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

1.生產階段：PVC及PVDC生產階段對環境影響之各項問
題宜蒐集本土資料以利研判，業界宜提供

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專家小組專家小組

更完整資訊。

2.使用階段：因直接影響人民健康屬大眾關心之議題，
建請衛生署針對該部分再進一步研析。

3.廢棄階段：PVC及PVDC保鮮膜焚化處理產生戴奧辛有
其疑慮，但由於保鮮膜使用量少，故相對
較小。如只禁用含氯保鮮膜是否合理，宜
再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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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分析。

4.綜合意見：限制PVC及PVDC保鮮膜產生之衝擊方面，
於政策方向較確認後，透過貿易主管單位
與至WTO協商再做為決策參考。

伍伍伍伍、、、、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2/4)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

1.生產階段：產品毒性檢測、作業場所安全性及空氣污染
物排放符合相關法規標準。

業者業者業者業者

((((南亞南亞南亞南亞、、、、

興農興農興農興農、、、、日日日日

本吳羽本吳羽本吳羽本吳羽))))

2.使用階段：僅使用美國FDA、日本JHP認可之塑化劑。
氯乙烯單體之殘留量均符合法規標準。

3.廢棄階段：廢棄物中所含的氯源大多數來自非塑膠的垃
圾，即使是沒有塑膠，含氯的垃圾仍大量存
在，且焚化爐設計在800oC以上焚化，可避
免戴奧辛的產生。

4.綜合意見：若限制製造及販賣，將扼殺有外銷競爭力之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15/29

4.綜合意見：若限制製造及販賣，將扼殺有外銷競爭力之
產品，並會影響外匯收入及相關從業人員就
業，造成社會問題。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

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看看看看

1.製造PVC之工廠常造成地下水與土壤污染(例如仁武廠)。

2.PVC焚化時經煙道溫度自800oC下降時，將會產生戴奧

伍伍伍伍、、、、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3/4)

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看看看看
守台灣協會守台灣協會守台灣協會守台灣協會)

2.PVC焚化時經煙道溫度自800 C下降時，將會產生戴奧
辛，飛灰戴奧辛濃度高亦成為廢棄物處理嚴重問題。

3.保鮮膜為一次用產品、回收也有困難，應減少使用。

本署本署本署本署

1.曾發生頭份、林園、仁武等地PVC製造廠址因氯乙烯或
二氯乙烷超過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而成為污染控
制或整治場址之案例。

2.廢棄物焚化爐排放之戴奧辛占所有產生源之2.8%及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16/29

本署本署本署本署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2.廢棄物焚化爐排放之戴奧辛占所有產生源之2.8%及
7.6% ，如加計焚化飛灰及底渣中之戴奧辛，所占比率則
提高至22.2％。

3.國際趨勢方面，我國及歐美日等國針對塑化劑含量進行
管制，但近年來已有業者陸續自願性減少PVC材質使用。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意見內容

日本於第日本於第日本於第日本於第54

次次次次TBT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1.限制措施缺乏科學根據亦不合理，在先進國家未有先例

2.日方與美國及歐盟業者均有相同關切，且均提送評論在

伍伍伍伍、、、、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各界意見及專家小組討論結果(4/4)

次次次次TBT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會議期間與會議期間與會議期間與會議期間與
我國常駐世我國常駐世我國常駐世我國常駐世
界貿易組織界貿易組織界貿易組織界貿易組織
代表團進行代表團進行代表團進行代表團進行
雙邊諮商雙邊諮商雙邊諮商雙邊諮商

2.日方與美國及歐盟業者均有相同關切，且均提送評論在
案，盼台灣能考量渠等關切，取消限制措施。

3.應依WTO規定通知，並提供會員適當評論期。

4.倘未獲解決，日方未來不排除與美國及歐盟於TBT委員
會議提出關切。

刻正蒐集各界意見中，後續將邀集相關部會、公會、業者
及環保團體等各方，舉行公聽及研商會，日方與各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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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回覆我方回覆我方回覆我方回覆
及環保團體等各方，舉行公聽及研商會，日方與各界意見
將納入考量，後續將再依WTO規定辦理預告，並提供會
員適當評論期。



陸陸陸陸、、、、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1/4)

�生產階段生產階段生產階段生產階段

� 作業場所安全性：依業者提供之資料(100年4-5月26筆資料)

顯示台塑公司作業環境VCM檢測符合法規(3ppm)。顯示台塑公司作業環境VCM檢測符合法規(3ppm)。

� 空氣污染物排放：依台塑提供之資料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中VCM含量檢測結果0.2ppm以下（排放標準10ppm)，但

依本署稽查紀錄，97年起發生5起VCM洩漏超標案件。

� 水汙染物排放：依本署稽查紀錄，台塑仁武廠自92年知悉

廠區地下水汙染嚴重，又以VCM廠最為嚴重，但未立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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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地下水汙染嚴重，又以VCM廠最為嚴重，但未立即處

理，於98年11月方採取汙染控制及清除工作。

� 廢棄物處理：曾發生PVC製造廠產生之有機性汙泥未適當貯

存處理案件。

陸陸陸陸、、、、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2/4)

�使用階段使用階段使用階段使用階段
� 南亞公司表示使用己二酸雙異壬酯 (di-isonoyl adipate,DINA)為塑化

劑，且符合美國FDA及日本JHP標準。

� 吳羽公司僅使用日本、美國及歐盟所認可之塑化劑及添加劑。

� 衛生署檢測市售保鮮膜之塑化劑如下，DBP及DEHP溶出標準各為

0.3ppm及1.5ppm以下。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材質材質材質材質 DBP(ppm) DEHP(ppm)

大潤發大潤發大潤發大潤發PE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 PE 未檢出 未檢出
妙潔耐高溫保鮮膜妙潔耐高溫保鮮膜妙潔耐高溫保鮮膜妙潔耐高溫保鮮膜 PE 未檢出 0.07

鑽石牌無毒保鮮膜鑽石牌無毒保鮮膜鑽石牌無毒保鮮膜鑽石牌無毒保鮮膜 PE 未檢出 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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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牌無毒保鮮膜鑽石牌無毒保鮮膜鑽石牌無毒保鮮膜鑽石牌無毒保鮮膜 PE 未檢出 未檢出
南亞南亞南亞南亞PVDC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 PVDC 未檢出 未檢出
楓康吳羽保鮮膜楓康吳羽保鮮膜楓康吳羽保鮮膜楓康吳羽保鮮膜 PVDC 0.08 0.06

家福家福家福家福PE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保鮮膜 PE 未檢出 0.42

南亞保鮮膜南亞保鮮膜南亞保鮮膜南亞保鮮膜 PVC 0.05 未檢出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http://www.fda.gov.tw/files/site_content/1000602_保鮮膜相關資料.pdf



陸陸陸陸、、、、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3/4)

�使用後處理階段使用後處理階段使用後處理階段使用後處理階段(1/2)

� 目前袋膜類僅回收購物用之PE或PP提袋，PVC及PVDC保鮮膜尚無

法回收，故以焚化處理。PVC及PVDC保鮮膜每年家用各2,272及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焚化量焚化量焚化量焚化量(公噸公噸公噸公噸)
有機氯量有機氯量有機氯量有機氯量

*(%)

焚化量含有機焚化量含有機焚化量含有機焚化量含有機
氯量氯量氯量氯量(公噸公噸公噸公噸)

保鮮膜含氯量保鮮膜含氯量保鮮膜含氯量保鮮膜含氯量/焚化量含焚化量含焚化量含焚化量含
有機氯量有機氯量有機氯量有機氯量(%)

95 5,683,032 0.08 4,546.43 31.17

法回收，故以焚化處理。PVC及PVDC保鮮膜每年家用各2,272及

563公噸，相當每年1,417公噸的氯進入焚化爐。

� 焚化爐焚化之廢棄物有機氯含量約為0.08-0.16%，初步研析PVC及

PVDC保鮮膜含氯量約占焚化廠之進廠總量所含有機氯之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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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5,683,032 0.08 4,546.43 31.17

96 5,948,764 0.16 9,518.02 14.89

97 6,110,838 0.14 8,555.17 16.56

98 6,092,928 0.09 5,483.64 25.84

99 6,235,389 0.13 8,106.01 17.48

100 6,355,423 0.11 6,990.96 20.27

陸陸陸陸、、、、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各階段之影響分析(4/4)

�使用後處理階段使用後處理階段使用後處理階段使用後處理階段(2/2)

�現已將所有戴奧辛排放源納入管制，其年排放量

由91年的328 g I-TEQ降至99年排放量為59 g I-

TEQ/年，減量82%。

� 94至99年度環保署針對運轉之大型垃圾焚化廠進

行93爐次不定期稽查工作 (稽查率為26%)，戴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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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排放不合格計5次，其中96年至98年稽查無不合

格之情形。



柒柒柒柒、、、、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1/4)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國際貿易

�輸入業以楓康吳羽自日本進口PVDC保鮮膜

所受衝擊最大，年營收約5.36億，占興農公

司總年營業額7.7％。

�禁止輸入可能引起貿易障礙，應至WTO預

告諮詢各會員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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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諮詢各會員國意見。

柒柒柒柒、、、、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2/4)

�國內製造業國內製造業國內製造業國內製造業

�製造業中以南亞受衝擊最大，其內銷家用

PVC保鮮膜產值約2.55億元，占該公司年

總產值1,573億元之0.16%。

�目前國內PVC及PVDC保鮮膜市占率約

92.5%(國內製造74.2%，日本輸入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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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國內製造74.2%，日本輸入18.3%)

，業者表示現有設備無法改生產PE保鮮膜

，需再增購生產設備滿足市場需求。



柒柒柒柒、、、、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3/4)

�民眾消費習慣民眾消費習慣民眾消費習慣民眾消費習慣

�若限制使用PVC及PVDC保鮮膜，可改用

PE及PMP保鮮膜。

�PE保鮮膜：價格與PVC相近，但延展性

、自黏性、透明度較PVC差。

�PMP PVC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24/29

�PMP保鮮膜：使用特性與PVC相近，但

價格較PVC貴2-3倍。

柒柒柒柒、、、、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本公告實施後可能影響評析(4/4)

�環境效益環境效益環境效益環境效益

�限制PVC及PVDC保鮮膜製造、輸入供零

售業販賣，並禁止零售販賣，每年約可

減少使用2,835公噸含氯家用保鮮膜，相

當於每年減少1,417公噸的氯進入焚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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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1/3)

�PVC製造廠曾發生污染，以致廠址成為污染控制

或整治場址，雖業者表示PVC製程已改善，但能

否降低污染疑慮。否降低污染疑慮。

�含氯保鮮膜重量占焚化廠進廠總量之0.045％，然

而其含氯量約占焚化廠之進廠總量所含有機氯之

15-31％。

�實驗室規模之研究顯示，含氯量為影響戴奧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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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規模之研究顯示，含氯量為影響戴奧辛生

成量之重要因素；而焚化爐實廠規模之研究則因

進料氯含量極低，呈現無相關性或相關性較低。

捌捌捌捌、、、、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2/3)

�大型垃圾焚化爐之廢氣戴奧辛排放量逐年降低，

歷年稽查結果顯示，多可符合法規標準，且現已

將所有戴奧辛排放源納入管制，戴奧辛排放已減量將所有戴奧辛排放源納入管制，戴奧辛排放已減量

82%，故是否透過燃燒條件控制及避免低溫再合成

，即可有效控制戴奧辛。

�各國多針對塑化劑進行管制，另有許多電子產品

業者自願性減少PVC包裝，歐盟PVC產業亦提出

資源永續立目標 循環利用創新局 27/29

業者自願性減少PVC包裝，歐盟PVC產業亦提出

自願性計畫，期減少PVC之環境疑慮，故除法令

限用外，是否有其他可行措施。



捌捌捌捌、、、、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待釐清事項(3/3)

�業者表示僅使用符合我國及歐美日標準之塑化劑

，並檢測符合標準，保鮮膜使用階段之人體健康

影響，建請衛生署參考專家意見，檢討現行衛生影響，建請衛生署參考專家意見，檢討現行衛生

標準是否應修正。

�限制使用PVC及PVDC保鮮膜及由衛生署制定食品

器具容器包裝衛生相關溶出標準二種政策是否可

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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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行。

簡簡簡簡 報報報報 完完完完 畢畢畢畢

敬敬敬敬 請請請請 指指指指 教教教教

簡簡簡簡 報報報報 完完完完 畢畢畢畢

敬敬敬敬 請請請請 指指指指 教教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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