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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由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臺北辦公室（以下簡稱「綠色

和平」）評析臺灣主要零售通路企業在塑膠包裝使用以及減

塑行動的表現。

塑膠污染已是全球危機，一次性塑膠製品完整的生命週期，

從開採、製造、使用到終端處理，都存在對環境的威脅。大

量的塑膠使用加劇我們對石化產業的依賴，加劇氣候變遷；

一次性塑膠短暫使用後成為廢棄物在環境中存在數百年之

久，分解成細小的碎片，進入人類與動物的食物鏈，衝擊生

態平衡與健康。

生活中許多塑膠製品都是設計為一次性使用，超市、超商等

零售通路商是民眾最常接觸一次性塑膠的場域，每天賣出無

數的生鮮食材、民生用品、飲料、零食 ... 等，無一不用塑膠
包裝，一次性塑膠的過度使用及其帶來的環境危害已經在過

去幾年被廣泛報導，零售商擁有上架商品、包裝方式與促銷

模式的決定權，也因如此，更應積極扮演「守門人」的責任；

同時，因應全球塑膠污染，各國政府限塑政策與民眾減塑意

識快速興起，臺灣政府亦公布 2030年全面禁用四種一次性
塑膠產品，民眾對消費選擇背後的環境意識愈發明確，零售

企業不能僅固守強調「方便」的經營思維，更應積極反思包

裝的必要性，重新思考如何將商品交到消費者手上，淘汰「拋

棄式」行為，成為改變的帶動者。

這份報告評析臺灣九家主要的量販店、超市和超商等零售通

路企業在塑膠包裝使用以及減塑行動嘗試的表現。綠色和平

依據在臺灣的分店數以及營業額盤點全臺九大零售通路企

業，於 2019年 5月統一發出《零售業塑膠使用調查問卷》，
針對「一次性塑膠包裝」、「一次性塑膠製品」、「供應鏈

合作」、「員工訓練、消費者溝通及政策倡議」四個主題進

行了解，提供企業有約兩個月的時間就問卷內容提供資料。

九大零售通路企業包含（依字首筆畫排序）：大潤發量販店、

好市多、全家便利商店、全聯福利中心、美廉社、家樂福（含

量販店與便利購）、統一超商、頂好超市、愛買量販店。其

中大潤發、家樂福沒有針對綠色和平的問卷提出回覆。

本報告依據各零售通路企業所提供之資料，以及透過公開可

取得之資料（包含官方網站、年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

是媒體資料），依據減塑政策、減量行動、倡議與創新、資

訊透明四個範疇，進行環保減塑評比。

執行摘要

Credit: PJ/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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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結果與主要發現

• 整體而言，依據企業所提供之訊息及所得公開資料，

九家企業沒有一家減塑「合格」，原因是企業皆未針

對減少塑膠包裝的單位總數，提出完整而全面的整體

減塑政策或目標。

• 一次性塑膠包裝減量行動：大部分企業限於「使用可

回收材料」、「轉換成其他一次性材料」或是「藉由

單一產品的包裝輕量化來減輕整體重量」等嘗試，無

益於整體減量。如：家樂福表示肉品以替換成生物可

分解材質包裝，愛買量販店同步提供紙袋供消費者選

用；統一超商跟全家便利商店（以下簡稱「全家」）

著重在單個產品的包裝輕量化。

• 一次性塑膠製品減量行動：即使政府提出 2030 年全面

禁用四種一次性塑膠產品，但少有企業主動以「全面

淘汰」提前因應。目前僅有全聯、頂好超市表示即將

全面停止提供塑膠湯匙；大潤發、好市多已全面淘汰

一次性購物塑膠袋，算積極因應。統一超商、全家、

好市多雖然有停止提供塑膠吸管，但是改提供就口杯，

無益於整體減量。

• 資訊公開方面：目前企業皆難以提供企業營業範圍內

塑膠使用量的數字。僅有全聯以及全家便利商店兩家

零售通路表示，預計在 2020 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中揭露塑膠使用總量，以及跟減塑有關的行動與成效。

• 倡議與創新方面：多數超市有鼓勵自備環保杯優惠誘

因，家樂福和愛買有針對熟食區域鼓勵自備容器，愛

買、家樂福、全家，有二手袋或租借袋的嘗試，然而

沒有企業提出建立在物流系統上、整體朝向「可重複

使用、重複填充」1 方向的轉型規劃，目前僅全聯表示

預計推廣部分產品的可重複填裝方案，美廉社則回覆

同屬三商家購集團的心樸市集有引入重複使用和可再

重複填充的包裝。

• 綜觀所有企業，全聯、家樂福、統一超商、全家便利

商店、好市多五家企業，減塑所做的努力高於平均表

現；愛買、大潤發量販店、頂好超市、美廉社則低於

平均表現。

• 在高於平均表現的五家企業中，全聯在資訊透明上尤

為突出，但在倡議與創新表現仍須努力；家樂福與好

市多，在資訊透明上表現不佳；統一超商、全家便利

商店在四個範疇表現平均較好。

• 全聯提供了多項一次性塑膠包裝和製品的全年使用數

字，並表示正在收集數據，預計在 2020年的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中揭露塑膠使用總量；另外，全聯回覆有多

項「正在評估中」的計畫，如：容器租借、購物袋租借、

採用可重複填充的包裝 ...等，綠色和平肯定全聯展現
的積極態度，綠色和平鼓勵全聯應立即承諾會於 2020
年的社會企業責任報告書中揭露完整的塑膠足跡 2 、淘
汰不必要的塑膠包裝，訂定減量目標，承諾會逐步淘

汰難以回收以及不可回收的塑膠包裝，並持續積極向

社會大眾溝通其減塑的嘗試與成效。綠色和平將繼續

和全聯保持溝通，監督他們完成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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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超商的環境政策明確地指出減少廢棄物產生的關

鍵在於從源頭減少，亦已關注到店面內的廢棄物因設

置客席而有大量的廢棄物，但卻沒有整體的減量政策，

僅著重在單一產品的包裝輕量化、採用可回收材料等

無助於整體減量的方法，亦缺乏對整體塑膠使用量的

掌握。綠色和平期許全臺分店數最多、門市分布最廣

的統一超商，發揮影響力，立即設定全面淘汰所有一

次性塑膠製品的時間，包含購物袋、各種材質的免洗

餐具與吸管；展開實驗計畫，提供租借杯或是租借容器；

同時立刻進行塑膠足跡的盤點，並落實資訊揭露。

• 全家便利商店缺乏整體減量政策，僅著重在單一產品

包裝輕量化；部分分店有參與提供租借杯和二手袋，

在倡議與創新方面有部分成績；另外，全家便利商店

表示預計開始盤點塑膠使用總量，並在 2020年的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中揭露跟減塑有關的執行成效。綠色

和平期許全家一次到位，建立在完整掌握塑膠使用總

量的基礎上，設定全面淘汰所有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時

間，並應積極展開重複使用的實驗計畫，持續向社會

大眾溝通其減塑的嘗試與成效。綠色和平將繼續和全

家保持溝通，監督他們完成承諾。

• 法國品牌家樂福（臺灣分公司）無回覆綠色和平本次

的調查。其總部曾公布自有品牌「使用 100%可重複
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包裝」之公司政策，並已揭露

了自有品牌在歐洲範圍的塑膠包裝使用總重量，然而

臺灣家樂福是否有在臺灣落實其總部所公布的全球政

策，因未有充裕公開資訊，綠色和平無法了解進度為

何。此外，臺灣家樂福是唯一提出自有品牌減量目標

的零售通路，然而也僅只是在 2018年的地球日官網文
宣提到「計畫於 2020年將自有品牌產品的包裝數量減
少 5%」，未觀察到後續有其他相關作為，因此無法得
知執行成效。不過，家樂福提供環保押金袋、自備容

器購買熟食優惠、於宜蘭店全面淘汰塑膠袋等減塑措

施，在各零售業者中表現較為突出。綠色和平鼓勵家

樂福應向臺灣民眾分享全球政策在臺灣的落實情形，

並公布臺灣在地的減塑政策，讓大眾了解家樂福的未

來規劃。

• 好市多採取了全球統一的包裝政策，是唯一一間針對

「包裝」制定永續政策的業者，這是其他業者目前缺

乏的部分。然而其內容缺乏塑膠使用量的揭露，亦沒

有任何整體塑膠減量的目標，反而是關注於可回收材

料、轉換成其他一次性材料等無益於整體減量的方向。

綠色和平無法全面掌握這些全球政策在臺灣的實施程

度，鼓勵好市多應向臺灣民眾分享更多全球政策在地

的執行現況，並且積極朝向「可重複使用包裝」的解

決方案邁進。

• 在低於平均表現的四家企業中，頂好超市主動不提供

塑膠吸管、預計全面淘汰塑膠湯匙；愛買量販店臺北市

分店提供購物押金袋、提供自備容器購買便當優惠；大

潤發量販店已於 2017年全面淘汰塑膠購物袋，分別在
減量行動、倡議與創新範疇有所努力，然而這些努力僅

是針對「一次性塑膠用品」，應該要盡快針對營業範圍

內海量的「一次性塑膠包裝」做出更多努力。另，全臺

擁有 700間分店的美廉社，因幾乎沒有任何可搜尋到
的公開減塑作為及資訊，綠色和平建議美廉社應積極跟

進，提出相關減塑方案。

綠色和平更鼓勵四大零售領導品牌—全聯、家樂福、統一超

商、全家便利商店，應展現領導品牌的影響力，承諾完整的

減塑政策。全聯和統一超商身為本土超市與超商龍頭，在此

次評比中，全聯的回覆與表現，均較為正面積極，有意在

2020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揭露塑膠足跡，並評估可重複
使用與填充的商業模式，值得期待；而統一超商在所有零售

通路企業中，分店數最多，此次評比卻僅著重在回收部分的

努力，更無意落實資訊透明，令人憂心，綠色和平認為統一

應負起更多責任，展現減塑決心；全家分店數僅次於統一，

針對評比的回覆展現相較積極的意願，值得肯定，也提醒全

家應該走在正確的整體減量方向，而非僅止於單一產品的包

裝輕量化；家樂福曾經提出整體自有品牌包裝減量，亦有全

球的指導性政策，然而家樂福沒有回覆問卷、向社會大眾分

享減塑成效，頗為可惜，綠色和平亦鼓勵家樂福應展現國際

企業的視野，交代全球政策在臺灣實施的進度與未來規劃。

建議與訴求

面對急迫的海洋塑膠污染，我們沒有時間再猶豫不前，

綠色和平鼓勵臺灣九大零售通路企業應展現承擔環境

責任的決心，設定減塑目標，積極推廣和採用可重複

使用的替代方案，跟消費者一起共同解決塑膠危機。

零售通路企業應盡快展開以下行動：

• 承諾整體塑膠減量目標，並制訂明確的計畫與時

間表

• 設定全面淘汰一次性塑膠年限，包含塑膠包裝以

及製品

• 以重複使用為原則，開發可規模化的替代方案，

並投入員工訓練以及消費者溝通，推廣替代方案。

• 全面盤點並公布塑膠足跡，包括塑膠包裝以及塑

膠製品的重量、數量以及種類，並定期向公眾分

享減塑進度，以及創新方案與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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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塑膠污染危機，零售通路商無法迴避的責任

無所不在的塑膠危害

身處在全球海洋塑膠垃圾成災的當下，每年估計最多約有

1,270萬噸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 3 ，塑膠在我們生活中幾乎
無所不在。全球塑膠的產量在過去 50年間不斷飆升，從
1964年的 1,500萬噸增加到 2014年的 3.11億噸，其中
26%是用於塑膠包裝 4 。

生活中許多塑膠包裝與製品都被設計為一次性使用，短暫使

用後成為廢棄物在環境中存在數百年之久。塑膠垃圾已無所

不在，從最高的山到最深的海溝都已發現塑膠垃圾 5 6  。近
700種海洋物種正受到海洋垃圾的直接威脅 7 ，據估計，每
3隻海龜，就有 1隻吃過塑膠 8 ，90%海鳥體內含有塑膠 9 
，多項研究在 48種鯨魚和海豚的體內發現各種海洋垃圾碎
片，當中 46%正是塑膠。2019年 3月，一隻鯨擱淺在菲律
賓海灘，胃裡塞滿了 40公斤的塑膠垃圾 10 。塑膠不只以海
洋垃圾的形式危害動物的健康，微塑膠 11 有可能攜帶化學添
加劑進入環境，將更多環境中的有機污染物和致病菌 入食

物鏈。微塑膠已經全面進入人類生活中，不管是我們吃的食

物、喝的水，甚至是我們呼吸的空氣，都已發現微塑膠的身

影 12 13  14  ，世界衛生組織呼籲，我們亟需更多關於微塑膠
的研究，評估塑膠微粒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15 。

超過 90%的塑膠生產都來自於化石原料，對塑膠製品需求
越高，石化產業對於石油的開採就不可能趨緩，碳排放量也

將隨之顯著增加。現今塑膠生產（含生產過程的排碳及塑膠

產品本身的碳足跡）已佔全球碳排放量的 6%，相當於全球
航空業碳排放的總和，若我們對塑膠的需求維持不變，到

2050年塑膠生產將佔石油消費總量的 20%16 。國際環境法
中心的報告亦指出，若計入塑膠自生產至焚燒處理等整個生

命周期，2019年所產出的二氧化碳多達 8.5億噸，相當於
189台 500兆瓦燃煤機組的總排放量 17 。

塑膠製品在陽光下裂解時，會釋出甲烷（Methane）與乙烯
（Ethylene）兩種化合物，其中又以製造塑膠袋的常見材料
聚乙烯（HDPE）釋出程度最嚴重，而甲烷的暖化能力，與
其他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相比高出 21倍，儘管裂解速度緩
慢，但若不妥善控制且塑膠數量龐大時造成的溫室效應，將

使全球升溫的情況更加嚴重 18 。

塑膠包裝中添加的化學品（如添加劑、改質劑或塑化劑）尤

其應被重視，塑膠包裝或容器中的塑化劑經常會透過包裝或

溶出，殘留在食物中，而這些化學品不乏內分泌干擾素造成

內分泌失調，可能阻害人體生殖機能或引發健康危害 19 。美
國環保署指出在美國多個飲用水系統中存在全氟及多氟烷

基物質（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20 。
PFAS曾經廣泛用於食物包裝，卻是持久有機污染物，雖然
目前已在美國禁用，仍會長期在環境中留存，影響嬰兒發育

和人體免疫系統、甚至有可能致癌。台大醫院研究團隊亦呼

籲臺灣民眾生活中應盡量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使用，也盡量

避免用保鮮膜微波加熱食品 21 。

塑膠製品整個生命週期都存在對環境的威脅，沒有人能否認

Credit: Saeed Rashid/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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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在 2019 年調查發現，全臺主要的零售通路業者有近八成的生鮮商品使

用塑膠包裝，包含塑膠袋、網袋、塑膠盒、塑膠托盤和塑膠膜 ... 等」

塑膠所帶來的危害與衝擊，為了一時的方便使用，將付出巨

大的環境代價，後果令人難以想像。

回收難以解決問題

1950年代以來全球共生產約 83億公噸塑膠，即使全球統一
的回收標誌運行已有 40年之久，其中僅 9%回收；2013年
全球使用的塑膠包裝中，僅有 14%被回收與再利用，其餘約
14%進入了焚化爐、40%進入垃圾掩埋場，更有近三分之一
直接進入我們的自然環境之中 22 。由此可知，塑膠廢棄物並
未被妥善管理回收，事實上，全球生產的所有塑膠中，燃燒

的廢料比回收的多 23 ；以臺灣現況而言，每天仍有大量的塑
膠垃圾被送進焚化爐 24 。而燃燒塑膠會釋放出有毒物質（例
如戴奧辛，是一種劇毒物質，長期接觸會損害免疫系統、發

育、內分泌系統及生殖功能，還可以導致癌症 25 ），進而危
害人體健康。

以環保署公告可回收的塑膠袋 26 為例，即使臺灣政府從 2002
年開始就逐步禁止免費提供塑膠購物袋 27 ，2018年的使用量
仍高達 150億個，目前的回收率僅有 9% 28 29 。在臺灣能稱
上回收率好的品項僅有 PET，據估回收率達 96%，但換算下
來仍有高達 1億 8800萬支寶特瓶流落在外 30 ，必須說明的
是，寶特瓶回收後也僅能做降級回收 31 使用。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可回收材質的塑膠」極有可能最終被

焚燒處理或流入自然環境，政府與企業不能再聲稱回收能解

決問題。唯有重新全面思考產品的生產、運輸、消費和終端

處理，如何採用可重複使用的包裝，並確保資源的封閉式循

環，進而革新整個物流與販賣模式，才能根除這個錯誤認知。

零售通路在減塑的關鍵角色

最貼近民眾日常生活的零售通路，每天販售無數的生鮮食材、

民生用品、飲料、零食 ... 等，幾乎所有產品都使用一次性的
塑膠包裝，零售商擁有對上架商品、其包裝方式以及促銷模

式的決定權，同時可以與產地供應商、製造商、供貨商、進

口商和物流商等業者溝通合作，在當今的塑膠污染扮演著「守

門人」的角色。臺灣的零售通路以量販店、連鎖超市以及便

利商店，三者市佔率約佔整體零售業的 70%為最大宗 32 。超
市等零售通路早期以提供多元、便利、快速和低價等銷售模

式進入民眾日常生活，大量的一次性塑膠便伴隨著「拋棄式」

的使用行為，與推崇快速消費的非永續商業模式成長，通路

門市自此成為一次性塑膠包裝的大本營。綠色和平在 2019
年調查發現，全臺主要的零售通路業者有近八成的生鮮商品

使用塑膠包裝，包含塑膠袋、網袋、塑膠盒、塑膠托盤和塑

膠膜 ...等 33 ，即便使用可回收的塑膠材質，這些體積小、重
量輕、難以良好分類並統一收回的塑膠包裝，對於回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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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仍然難以有效回收再利用 34 。

而近年來零售通路紛紛發展的網路購物商業模式以及飲料、

熟食等餐飲服務，更引發包裝材料過度使用、大量飲料杯

無法回收與廢棄物處理的質疑聲浪 35，曾有媒體追蹤臺灣四

大超商年銷售的咖啡杯數量約為 4.57億杯，且實務上的回
收相當困難 36　37 。

習以為常的銷售模式帶來大量的浪費與廢棄物處理問題，

對零售業者來說是個深刻警訊；過去我們已經為食品安全、

剩食浪費等問題，呼籲通路商的經營思維必須與時俱進，

除了便利與低價，消費者更在意環境與健康，這也是近來

影響通路商品牌形象的重要因素，許多零售業者已經展開

行動，如家樂福的食物轉型計畫 38 、全聯的農家直採計畫 39 
、全家超商的友善時光計畫 40 ... 等等。今天面對無人能倖
免的海洋塑膠危機，身為關鍵角色的零售通路商，責無旁

貸，應從對塑膠包裝過度依賴中覺醒，重新思考塑膠包裝

的必要性。

源頭限塑蔚為趨勢，消費者意識快速覺醒

針對源頭禁用不同塑膠製品的立法，以及快速覺醒的消費

者意識，也正提醒著零售通路商必須快速採取行動。隨著

對塑膠污染的關注日益增加，全球的國家、城市、企業和

社區都在積極採取行動。許多政府都禁止使用不同類型的

一次性塑膠，最常見的是塑膠袋。中國，印度，義大利和

法國以及十多個非洲國家／地區都採用了不同形式的塑膠

袋禁令 41   42 。2018年，歐盟通過了「循環經濟塑膠策略 43 
」，以引導「改變塑膠產品的設計，使用，生產和回收方

式。」44  為方向，歐盟委員會接著提案逐步禁止海洋廢棄
物中最常見的 10種一次性塑膠製品 45 。

臺灣最早的限塑政策從 2002年環保署推動「購物用塑膠袋
及塑膠類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開始，針對部分營業場

所不得提供免費塑膠袋、且不得提供塑膠類免洗餐具開始，

民眾開始逐步養成自備購物袋、自備環保餐具之習慣 46 ；
2018年配合政府推動全國擴大限塑，臺北市與新北市量販
店、超市及超商不能再販售一般購物用塑膠袋，只能販售

兼具購物袋與專用垃圾袋功能的塑膠袋 47 48；同年，政府更

進一步發佈「海廢治理行動方案」，將於 2030年逐步限制
吸管、塑膠袋、免洗餐具與手搖飲料杯，即使在推動的前

期有諸多爭議，但現已公布實施第一階段的禁用塑膠吸管 49 
以及免洗餐具擴大限用的方式 50 ，且受到業者、地方政府以
及消費者的積極響應 51  52  53 。

面臨革新商業模式挑戰，
哪家企業能率先展開明智行動？

臺灣消費者正對超市展開減塑作為發出高度呼聲，綠色和平

2019年 3月針對全臺 20至 55歲，每週到超市和賣場等通
路消費的民眾，進行消費者意向調查。結果顯示，82%的
民眾支持賣場主動減少使用塑膠包裝，77%的民眾願意購
買裸裝的生鮮蔬果。而零售業積極搶攻的 30歲以下年輕族
群，也分別有 82%希望賣場減少使用塑膠包裝，73%的人
願意買裸裝蔬果 54 。

零售業正處於變革的時刻，臺灣的連鎖量販店、超級市場

以及便利商店的界線日趨模糊，彼此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

烈，擺脫價格戰，創造「方便」以外的價值、注重購物經驗、

增加自有品牌競爭力，以及會員經營提升黏著度等，是量

販店、超市及超商以及在形塑品牌競爭力的重要關鍵 55 。在
民眾對消費選擇背後的環境意識愈發明確之際，零售通路

商也應反思包裝的必要性，重新思考如何將商品交到消費

者手上。我們期待臺灣的零售通路能有著眼未來趨勢的智

慧，明智地展開行動，淘汰「拋棄式」行為，成為改變的

帶動者。

Credit: Aaron Hsiang/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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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一次性塑膠包裝帶來的環境問題，零售通路企業應開

發以「重複使用、重複填充」為原則的包裝替代方案；將包

裝設計提升為該產品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目前蔚為潮流的趨

勢，更為企業和消費者帶來更多好處。重複使用的模式不僅

可以為企業降低成本，優化物流與營運，還可以為顧客提供

個人化需求，從而提高品牌忠誠度，和消費體驗。更可以同

時幫助企業收集顧客喜好 56 。重複使用包裝可以分為以下模
式 57 ：

• 在家重複填充 （Refill at home）：例如顧客透過網購或
店家獲得濃縮型式的產品補充包 58 ，在家使用自來水稀
釋並重新填充於可重複使用的容器當中。此模式有助於

企業減少運送成本，包裝可退還和重複使用，也能增進

顧客忠誠度。

• 到站點重複填充 （Refill on the go）：例如顧客自帶容器
至實體商店（或販賣機）補充食品或家用清潔劑等產品

（例如購買米、麵、堅果、油、醋、或洗髮精、洗衣精

等，類似的販售商店例如Unpackaged U.商店 59 、Home 
Work 家務室 60 、富穀樂糧行 61 ）。此模式允許顧客依需
求購買或客製化，企業也可收集顧客愛好資訊。

• 在家即可歸還 （Return from home）：例如顧客利用物
流服務，歸還產品包裝與空容器，讓企業可以清洗與重

複填裝產品（例如 LOOP平台，與知名品牌合作，顧客
訂購的食品或個人用品，會盛裝在可重複使用的容器中

送達 62 ）。此模式的成功關鍵是建立物流、清洗與重複
裝填的基礎設施。

• 到站點歸還 （Return on the go）：例如顧客在甲地租借
容器並在乙地歸還，或用戶透過郵遞、回收機歸還可重

複使用的產品包裝與容器（例如：小琉球「琉行杯共享

行動 63 」、台大校園「杯特循環租借杯 64 」）。此模式
的關鍵在於押金／誘因機制的設計，鼓勵用戶歸還包裝，

押金又不至於過高令顧客難以負擔。此外，企業需確保

站點的數量、密度，以利方便歸還。包裝的標準化、與

不同品牌或異業共享物流和清洗設施，則有助於擴大規

模。

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提供租借餐盒、租借容器等新創企業

在不同的國家與地區出現 65 ，在臺灣也不乏提供飲料杯、餐
具、甚至餐具清洗設備租賃的商業模式 66 ；或是提供可自備
容器填充的洗衣精機器、無包裝商店出現在社區角落 67  68 。
目前雖然都是小規模，但每一個具體案例都告訴我們，企業

與消費者如何透過合作來共同面對塑膠污染。

重複使用模式對企業的六大效益

1. 濃縮型的補充產品，降低成本：經濃縮的補
充產品，供顧客自行填充於可重複使用的容

器，可望降低運輸成本多達 90%。例如，個
人清潔用品 Blueland69 。

2. 允許客製化訂購，提供個人化需求：一些重
複使用的商業模式滿足消費者的個人化需求。

例如，百事可樂 Spires飲料機 70 ，讓用戶混
合和搭配口味、選擇所需的量，並個性化包

裝。

3. 共享設計，優化物流與營運：跨品牌和產業
鏈共享可重複使用的包裝設計，實現了配送

和物流的規模經濟。例如，可口可樂在巴西 71 
所有品牌，推出可重複使用的通用瓶。

4. 透過押金制度和獎勵計劃，提升品牌忠誠：
可重複使用包裝的押金和獎勵計劃，能夠提

高品牌忠誠度。例如，RePack72 提供線上購
物抵用金，鼓勵顧客歸還可重複使用的電子

商務包裝。

5. 較佳設計，提升消費體驗：Loop平台為知名
品牌產品重新設計可重複使用包裝，一併提

升質感、使用感受或功能（例如，雙層金屬

桶讓冰淇淋離開冰箱後保持數小時不化）。

以多次重複使用分攤成本。

6. 運用智能系統，收集顧客喜好：可重複使用
的包裝，能夠運用 RFID智能標籤、傳感器和
GPS追蹤等技術，以深入收集商業資訊和消
費者偏好。例如，MIWA73 智能供應和零售系
統等系統使用可重複使用的膠囊，可以追蹤

供應鏈、監察庫存和自動排序。

重複使用、重複填充：

零售通路企業應盡快採取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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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目前有許多新興的開發技術，從藻類或沼氣提取來

做為原料 74 ，但是目前大多數的生物基質塑膠還是來自
於農業作物 75 ，全球目前超過一半的生物基質塑膠產於
亞洲 76 ，廣泛使用生物基質塑膠可能會使生產國大面積
推廣傳統密集型農業，進而影響在地糧食系統發展，威

脅糧食安全、導致土地衝突、影響生物多樣性，而土地

利用變化也有可能導致溫室氣體排放增加 77 。目前為止
還沒有全面考量預防性、與生態農業相容的生物基原料

的認證。

把塑膠包裝轉換成紙包裝，更是對經濟和環境都不利的

選擇，目前全球紙包裝的消費量正在增加 78 ，這已經對
全球有限的森林資源產生影響，若對包裝或其他一次性

用途的紙材料需求增加，負面影響更鉅。即使是森林管

理委員會（FSC）認證的材料，仍需要額外的分析與調
查對生態的全面影響。統一超商就表示其對調棒及免洗

餐具等耗材的採購，是有通過 FSC永續森林認證，但
這些一次性使用的耗材，其實有可重複使用的替代方案

更值得提倡與推行。

 就某些層面而言，使用替代材料取替傳統塑膠可能緩
解部分的環境衝擊，然而通常也會帶來另一種的負面環

境影響，尤其是在缺乏整體減量目標、資訊透明、明確

採購原則等配套行動下。為了真正解決一次性產品和包

裝的過度消費所帶來的問題，我們需要系統性的擺脫一

次性文化。

就某些層面而言，使用替代材料取替傳統塑膠可能緩解

部分的環境衝擊，然而通常也會帶來另一種的負面環境

影響，尤其是在缺乏整體減量目標、資訊透明、明確採

購原則等配套行動下。為了真正解決一次性產品和包裝

的過度消費所帶來的問題，我們需要系統性的擺脫一次

性文化。

生物塑膠或紙包裝並非替代方案

為了因應公眾日益關注的一次性塑膠問題，許多公司紛

紛以「生物塑膠（Bioplastic）」作為傳統塑膠的替代品，
臺灣最普遍被討論的生物可分解塑膠材質為 PLA （聚
乳酸 ，Polylactic acid 或 Polylactide，簡稱 PLA），在
本次的調查中也發現，有許多的零售業者紛紛採用聲稱

「環保材質」做為傳統塑膠包裝的替代方案，例如家樂

福的肉類商品包裝將全面採用所謂環保材質 PLA。然
而在缺乏更進一步的配套措施與減塑政策下，這可能會

帶來更大的環境衝擊。

所謂「生物塑膠（Bioplastic） 並沒有統一的定義，生
物塑膠包括了「生物基質塑膠（Bio-based plastic）」
以及「生物可分解塑膠（Biodegradeble plastic）」。
生物基質塑膠是指由生物質資源（例如糖，澱粉，植物

油和植物材質）製成的塑膠，並再分成「生物可分解」

以及「不可生物分解」兩種。「生物可分解」一般表示

在某些嚴苛的環境條件下這樣的物質可以在一定期限

內被微生物分解，另外一種「生物可分解塑膠」為「生

物可堆肥塑膠」，指分解過程將產生堆肥或腐殖質，可

以與有機廢物一起添加到工業堆肥中。

PLA 是利用玉米、馬鈴薯，及其他含碳水化合物的作
物為原料製造，經發酵後產生乳酸，將乳酸聚合，形成

聚乳酸，PLA 分解最後剩下二氧化碳、水與其他殘留
物，但是要讓這些聽起來非常「天然」事情發生其實

相當耗工，因為 PLA這些生物可分解塑膠並不會在自
然環境下自己分解，而是須在工業堆肥環境，高溫（超

過攝氏 70度）、高濕與厭氧菌的環境下，才可能在 90 
天內可分解九成；由於生物可分解塑膠外表和傳統塑膠

無差異，消費者難以分辨，若在回收時混入傳統塑膠，

可能導致回收材的品質降低。目前臺灣的回收體系與基

礎設施尚無法負荷大量 PLA的終端處理。

Isabelle Rose Povey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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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給零售通路企業的四大呼籲

綠色和平呼籲零售通路企業應盡快展開以下行動：

承諾減塑政策

設定企業整體的塑膠減量目標，轉換成有利於重複使用的產

品包裝與運輸系統，而非僅是改用另外一種材質的包材。

設定全面淘汰時間

企業應承諾逐步淘汰一次性塑膠包裝，優先淘汰對人體健康

有害、不必要的、不可回收的、已有明確替代方案、即使屬

於政府公告可回收但是在實務上難以有效再利用，以及最終

進入焚化爐或是掩埋場的塑膠包裝，在零售業常見的包裝包

括：聚氯乙烯（PVC）、發泡聚苯乙烯（保麗龍）、保鮮膜、
有色塑膠、裝湯汁或醬料、餅乾糖果等小包裝袋，以及內層

有錫箔或鋁箔的複合性材質 ...等。

除此之外，臺灣政府已經公布 2025年擴大限用、2030年將
全面禁用四大一次性塑膠製品，包含塑膠購物袋、飲料杯、

免洗餐具以及塑膠吸管，並從內用區逐步開始。而因應此政

策，已經有部分的零售通路企業做出反應，如統一超商、全

家超商紛紛改變飲料杯設計淘汰吸管的使用；頂好超市表示

已先行不主動提供塑膠吸管、不再採購塑膠湯匙；家樂福在

部分店面實施全面不提供免洗餐具並實施餐具租借服務 79 
... 等等，但是這些措施還遠遠不夠，企業應該展現社會
責任，立即設定全面淘汰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時程。

採用可行的替代方案，投入消費者溝通
與供貨商溝通合作，盡可能採用已可行的無包裝、可重

複填充或可重複使用包裝的替代方案。即使沒有辦法一

次全面到位，也可以選定部分的商品（如自有品牌、特

定的商品系列、最主要的供應商產品），或選定店面首

先展開實驗計畫，以持續尋求可規模化的方案，和創新

的技術模式。同時投入員工訓練以及消費者溝通，推廣

替代方案，讓大眾理解改變的原因。

落實資訊透明

詳實統計與資訊透明是有效管理的基礎，綠色和平呼籲

零售通路企業應逐年盤點並公布營運範圍內的塑膠足跡，

包括塑膠包裝以及塑膠製品的重量、數量以及聚合物種

類，作為總體塑膠減量的基準。沒有基準的設定，企業

無法衡量整體塑膠使用是減少還是持續增加。另外，企

業也應與自有品牌以及其他品牌供應商合作，了解其塑

膠使用情形與減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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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零售通路企業減塑評比

評比方式說明

這是綠色和平在臺灣第一份針對零售通路企業在塑膠包裝

使用以及減塑行動的表現評析報告。綠色和平依據在臺灣

的分店數以及營業額盤點全臺九大零售通路企業，於 2019
年 5月統一發出「零售業塑膠使用調查問卷」，針對「一
次性塑膠包裝」、「一次性塑膠製品」、「供應鏈合作」、

「員工訓練、消費者溝通及政策倡議」四大主題進行了解，

企業有約兩個月時間就問卷內容提供資料。九大零售通路

企業包含（依字首筆畫排序）：大潤發量販店、好市多、

全家便利商店、全聯福利中心、美廉社、家樂福（含量販

店與便利購）、統一超商、頂好超市、愛買量販店。其中

大潤發、家樂福並未提供問卷回覆。

本報告依據企業所提供之資料，以及透過公開資訊可取得

之資料（包含官方網站、年報、或是媒體資料），依據減

塑政策、減量行動、倡議與創新、資訊透明四個範疇，進

行評比 80 。

• 減塑政策

評估企業如何為「減少塑膠使用」制定完整的公司政

策與準則，以減少塑膠用量、並為自身的塑膠足跡負

責，轉換為更永續的商業營運模式。要在這一範疇取

得好的表現，企業需針對減塑制定完整的政策，並有

明確的執行準則。例如：塑膠整體減量目標、供應商

包裝規範，以及淘汰不可回收或難以回收之塑膠。

• 減量行動

評估企業如何針對一次性塑膠包裝與製品採取減量措

施，並有明確的減量或淘汰的時間表。要在這一範疇

取得好的表現，企業必須公開承諾逐步減少一次性塑

膠使用，並說明其行動計畫。

• 倡議與創新

評估企業是否正在規劃或實施可重複使用的替代方案，

並主動與相關方合作，推動替代方案的規模化。要在

這一範疇取得好的表現，企業需與其自有品牌及上架

品牌供應商合作，提供以重複使用為原則、可規模化

的替代方案，而非僅是單一計畫、或是將一種一次性

材料替換為其他一次性使用的材料。

• 資訊透明

評估企業是否把資訊揭露作為重要原則，讓大眾了解

其塑膠的使用情形以及公司的減塑政策。要在這一範

疇取得好的表現，企業需提供年度塑膠使用量，包含

塑膠包裝以及一次性塑膠物品的重量、數量以及類別，

並承諾未來會持續追蹤、公布。

綠色和平「零售業塑膠使用調查問卷」說明

這份問卷目的是為了瞭解臺灣主要零售通路企業的

塑膠使用情形、減塑嘗試、目前面臨的挑戰，掌握

企業的減塑企圖心與承諾，並檢視目前採取的解決

方案是否有需要進一步改進與創新的地方。調查主

題包含：

• 一次性塑膠包裝：設計為僅使用一次然後丟棄

的塑膠（包括可回收或不可回收類型）包裝，

包含包裝用塑膠袋、塑膠盒、網袋、托盤、瓶

子、小袋 ... 等，本次調查詢問企業 2018年置
於市面銷售的初級包裝 81 使用包裝個數 82 ，以
及是否有任何整體減量的政策、目標或策略。

• 一次性塑膠製品：指由企業提供的如塑膠購物

袋、生鮮塑膠袋、免洗餐具、飲料杯、調味料

盤、攪拌棒 ... 等等，本次調查詢問企業的年
度使用量、減量措施，以及是否有設定全面淘

汰目標。

• 供應鏈合作：詢問企業與自有品牌供應商、其

他品牌商供應商、蔬果供應商、海鮮供應商之

合作情形，以減少一次性塑膠包裝，以及管理

與農業、漁業生產活動有關之塑膠廢棄物 83  84 
。

• 員工訓練、消費者溝通及政策倡議：詢問企業

投入員工訓練以及消費者溝通之方式、內容與

程度，以及是否有用任何形式支持減少塑膠污

染的創新政策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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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福利中心

基本資料

全聯福利中心屬於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臺灣最主要的零售通路，全臺約有 984 間分店，是全臺分店數最多的超

市 85 ，2018 年營收約為 1200 億 86 。

全聯近年展店計畫持續積極，不僅有小型店面往社區深入、或是大型店面搭配座位區、提供現烤麵包以及現煮咖啡，

同時開始網路購物的服務。

全聯福利中心的自有產品，除了生鮮類產品之外，另有與廠商共同開發商品 WE SWEET、READ BREAD、美味堂等烘焙

類產品。

整體建議

身為臺灣本土企業、零售通路龍頭，全聯相較於其他企業，對營運範圍使用的塑膠包裝以及塑膠製品使用量有較詳實

的掌握，並且願意配合綠色和平的問卷調查，向社會大眾公布，表示對其塑膠污染議題的重視，也展現對資訊揭露必

要性的認知。綠色和平樂見全聯已經開始思考對塑膠使用應負起的環境責任，也希望全聯更積極的對制定長期減塑計

畫，促進實質的減量成果。目前全聯尚未提出整體的塑膠減量目標、沒有承諾會逐步淘汰一次性的塑膠包裝，也未提

供重複使用的替代方案實施期程。綠色和平鼓勵全聯應展現本土零售通路龍頭的影響力與環保意識，率先承諾減塑行

動。

全聯表示目前已經在收集數據，規劃在 2020 年的社會企業責任報告書中揭露塑膠使用量以及相關作為。綠色和平鼓勵

全聯立即承諾在 2020 年完成盤點，並於當年社會企業責任報告書中揭露完整的塑膠足跡；立刻淘汰不必要、難以回收

以及不可回收的塑膠包裝：例如，可從生鮮蔬果區有「天然包材」的品項著手（如根莖類、乾貨類）擴大裸賣的品項；

淘汰網袋、塑膠膜、有色塑膠 ... 等難以回收的塑膠；依據塑膠足跡的盤點數據設定整體減量目標。除此之外，全聯應

規劃以重複使用為原則的減塑方案，開設實驗店面向消費者推廣可重複使用的販賣模式，如：容器租借，購物袋租借、

租借杯等，並與洗衣精、洗手乳等品牌的供應商合作，提供可重複填充的販賣形式。

長期而言，全聯應承諾會持續擴大「重複使用包裝」的規模，並積極與供應商合作，朝向更永續的商業模式轉型。持

續追蹤並公布塑膠足跡，並向大眾說明減塑的成效。

減塑政策

全聯雖然提出「2021 年蔬果將 100% 不使用塑膠盒包裝，裸賣蔬果可達到 50%」的規劃，但是由於沒有統計整體塑膠

包裝的使用量，因此也無法進一步估算這樣的措施是否帶來整體的塑膠減量，相當可惜。

全聯亦有交代在材質改變以及物流用品回收等作為，例如規劃針對進口的肉類及海鮮產品的包裝改用貼體包包裝、規

劃 PLA 的回收計畫，以及回收物流使用的保麗龍箱，但對於真正的解決方案－「重複填充、重複使用包裝」，則缺乏

清晰的細節。

減量行動

全聯有針對「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減量措施：減少對消費者提供生鮮袋的數量、提供自備飲料杯優惠，待各店庫存的

塑膠湯匙全數使用完畢之後將全面停止提供。

針對「一次性塑膠包裝」，全聯亦有透過與供應商溝通，正努力全面淘汰保麗龍使用、規劃 2021 年 50% 的蔬果將採

用裸賣、已全面淘汰 PVC 保鮮膜，這些是很好的第一步，但這些零星的交代無法提供清晰的整體減塑路徑。

倡議與創新
全聯的答覆中雖然提到諸多未來將嘗試的方向，包括：租借購物袋、可重複填充容器（如：洗手乳、洗衣精商品）、

租借杯等機制，但沒有說明期程以及評估規劃。

資訊透明

全聯是唯一在評比中，於「資訊透明」得到較好表現的企業。全聯在這次的調查揭露了其營運範圍內多項「一次性塑

膠製品」在 2018 年的使用總量，包括付費塑膠購物袋共約 2,300 萬個、雙北兩用袋共約 890 萬個、飲料杯約 200 萬個、

耐熱生鮮袋約 7 萬卷、塑膠湯匙約 78 萬支；然而在「一次性塑膠包裝」的資訊上則較不足，僅提供 2018 年 PLA 的塑

膠盒與托盤用量共約 2,900 萬個，其他則無統計。

然而全聯也表示，預計在 2020 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揭露塑膠使用總量，若全聯確實揭露包含了一次性塑膠製品

以及一次性塑膠包裝的使用重量與數量，將是臺灣零售業在面對塑膠污染議題上的一大進展。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17% 17% 1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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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便利商店

基本資料
全臺第二大便利商店，營運範圍包括臺灣本島與離島，2018 年分店數 3,326 間 87 。2018 年營收 717.2 億元 88 。約 200

個自有品牌商品，包括即食品、冷凍產品、零食與部分日用品。

整體建議

全家表示 2020 年的社會企業責任報告書內預計加入逐年減塑成效的追蹤，綠色和平期許全家可以趁此機會一次到位，

全面盤點並揭露塑膠足跡；設定全面淘汰所有一次性物品的時間；拓展租借杯計畫和二手袋計畫到更多地區和分店，

並展開其他租借容器的實驗計畫

長期而言，全家超商應規劃以重複使用為原則的創新替代方案，以減量為修先，淘汰不可回收及難以回收的塑膠包裝；

增加無包裝的商品、改為可重複使用之包裝；設定完整機制為營運範圍內的塑膠包裝負起全責，負責塑膠垃圾的收回、

回收再利用以及妥善的終端處理。

減塑政策

如同統一超商，在缺乏塑膠包裝的統計、盤點與資訊揭露，且僅著重於單個包裝品項的重量減輕，全家便利商店目前

無法提出整體的塑膠減量計畫；然而相較於統一，全家便利商店有一個較好的進展，表示預計會開始進行盤點塑膠使

用總量，並且將於 2020 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揭露減塑成效。綠色和平提醒全家，唯有總量減少才算是真正對環

境有益的成效。

減量行動

全家已經全面不使用 PVC、保麗龍，這是很好的第一步；全家改用就口杯的方式淘汰塑膠吸管使用，無助於展現整體

的減塑成效；除此之外，全家亦推出號稱天然材質可分解吸管與餐具販售，需十分小心這些產品的原料來源以及終端

處理對於環境的真實衝擊；並且評估是否真的有助於改善用過即丟的使用行為。

倡議與創新

全家便利商店在響應減塑措施與投入創新嘗試方面，都展現能量，包括在離島小琉球的分店加入租借杯計畫 89 ，以及

在臺南的 25 間分店加入二手袋計畫 90 ，這些方案都實踐了重複使用的思維。然而可惜的是，這些計畫都沒有進一步擴

大的計畫。

全家便利商店的分店數規模和營運地域僅次於統一超商，在實施租借杯、租借容器等計畫上必有諸多可評估之處，應

積極進行。

資訊透明
不論是塑膠包裝，或一次性塑膠製品的使用量，全家便利商店都沒有提供太多資訊。全家便利商店目前僅粗略的揭露

自有品牌中鮮食類的塑膠包裝材質。雖然全家正在評估計算其塑膠使用量，並表示會揭露減量的成效，但是在有任何

承諾或是具體行動之前，都無法評估何時才會落實。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14% 14%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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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市多

基本資料

全名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是美國的零售通路品牌，全球最大的零售通路商之一。在臺灣有 13 間分店 。經營自有品

牌科克蘭（Kirkland Signature），產品線從食品、日用品、家具、清潔用品和紙類等多種品項。

整體建議

好市多以其官方網站的永續承諾 - 包裝章節 91 ，作為對綠色和平調查問卷的答覆，這個資料內容雖然作為好市多全球

營運的普遍準則，但是綠色和平無法取得在臺灣實際落實情形。

好市多目前在努力全面淘汰保麗龍，但未能公開說明如何顯著減少其整體塑膠足跡，並轉換成更永續的銷售模式。

2019 年 6 月的綠色和平美國辦公室零售業減塑評比報告中，好市多美國總部表示正在考慮改進企業的一次性塑膠策略

並實施新的政策 92 ，綠色和平認為好市多應把握此次機會，展現跨國企業的影響力以及社會責任，向臺灣消費者說明

全球政策在臺灣的實施情形、制定在臺灣落地的減塑政策與目標，改變使用大量拋棄式塑膠包裝的銷售模式。好市多

的改變可以帶來零售通路產業的連鎖效應。

減塑政策
好市多的官網指出，其減塑目標為在保護商品前提下，減少使用塑膠，並致力於使用可回收之 PET 塑膠，然而沒有提

出整體的塑膠減量政策，而是強調其普遍採替換材質以及商品回收標示，此做法並無益於整體減量。

減量行動

在一次性塑膠製品上，好市多完全不提供塑膠購物袋，提供回收的紙箱給消費者使用，這是其他零售業者可以積極參

考的做法。另外，好市多也表示因應政府禁用塑膠吸管，但是改用就口杯的作法，僅是轉用成另外一種一次性塑膠，

無法展現整體減塑成效。

另外在一次性塑膠包裝上，好市多的嘗試多限於材質的轉換，如：用可回收或可堆肥的纖維取代保麗龍、從最不可回

收的塑膠包裝材質過渡到其他較可回收的材質（如：紙質包裝），但這樣的方式僅是從一種材料替換成另外一種一次

性材料，並非永續的銷售模式。

倡議與創新
如同前述，好市多強調採用另外一種一次性的材料，而非可重複使用以及可填充的包裝替代方案，好市多應該發揮其

全球通路的影響力，與供應商溝通；革新物流模式，採用可重複使用的包裝模式。

資訊透明 好市多的整體塑膠足跡並不透明，其在官方網站上的永續承諾章節並沒有交代任何的減量目標或是行動時間表。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15% 21%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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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超商

基本資料
統一超商是全臺最大的便利商店，2018 年底共有 5,369 間店面 93 。2018 年營收約為 1,534.1 億元（便利商店部門），

佔總公司之佔比約 63%94 。約 300 個自有品牌商品，涵蓋食品飲料與日用品。

整體建議

統一超商是臺灣連鎖便利商店龍頭，以分店數規模和營運地域分布之廣，能展現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然而統一超商在

這次的調查，回覆令人憂心，統一超商的環境政策雖明確指出減少廢棄物產生的關鍵在於從源頭減少 95 ，亦已關注到

店面內的廢棄物因設置客席而有大量的廢棄物（2018 年全臺 4,736 家門市不可回收廢棄物達 39,644.23 公噸）96 ，但

是統一超商並沒有整體的減量政策，而是僅強調個別塑膠包裝輕量化、產品開發僅朝向可回收方向努力，這些作法並

無法有效的幫助企業減少整體塑膠使用量，「可回收」也並不等同於實際確可回收再利用；除此之外，統一超商缺乏

對整體塑膠使用量的掌握，亦無表示是否會盡快進行盤點。

統一超商應發揮對業界和消費者的影響力，更積極地提倡和嘗試重複使用模式。應立刻設定全面淘汰所有一次性物品

的時間，包含購物袋、各種材質的免洗餐具與吸管；以小琉球的租借杯計畫為起點，在其他地區的分店展開實驗計畫

提供租借杯或是租借容器；同時立刻進行塑膠足跡的盤點，並落實資訊揭露。

長期而言，統一超商應規劃以重複使用為原則的創新替代方案，以減量為優先，淘汰不可回收及難以回收的塑膠包裝；

增加無包裝的商品、改為可重複使用之包裝；設定完整機制為營運範圍內的塑膠包裝負起全責，負責塑膠垃圾的收回、

回收再利用以及妥善的終端處理。

減塑政策

統一超商表示，會朝向制定塑膠包裝減量目標努力，但單單只是輕量化，並不能代表在總體用量上確實減少，統一超

商並沒有表示是否會訂定總體減量目標與計畫。

統一超商表示有回收業務用牛奶空瓶、採用可重複使用的蓄冷材，然而消費後的一次性塑膠包裝與塑膠製品是更關鍵

的挑戰，統一超商僅表示其食品開發朝向包材可回收，然而便利超商大量販賣如御飯糰、便當、三明治、微波冷凍食

品 ... 等即食鮮食，這類的包裝即使採用可回收材質，但由於含有食物殘渣與油脂而無法回收再用；另外零食類的包裝

也因是複合材質，屬於不可回收的塑膠，僅能當一般廢棄物經焚燒或掩埋處理。

減量行動

統一超商在因應政策禁用內用吸管上，全面改用就口杯、召集團內各企業一起響應，統一超商表示自實施以來平均每

天減少 118.2 萬根塑膠吸管使用量，然而替換成塑膠的就口杯杯蓋，仍是一次性塑膠製品，難以帶來整體減量。

另外，統一超商推出號稱天然材質可分解吸管與餐具販售 97 ，在提供像這樣的選擇給消費者之前，需十分小心這些產

品的原料來源以及終端處理對於環境的真實衝擊；並且評估是否真有助於改善用過即丟的使用行為。

倡議與創新
統一超商位於離島小琉球的分店，響應當地其他團體的發起，加入了租借杯的計畫，這是統一超商很好的機會，累積

與消費者溝通經驗，探索如何將這樣的模式應用到其他分店。以統一超商的分店數規模和營運地域分布之廣，相較於

其他超市，應有更多的潛力，關鍵在於企業是否有決心。

資訊透明

統一超商 2018 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部分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採購量，包括 PLA 材質咖啡杯、霜淇淋杯與思樂

冰杯，總數 23,682,900 個 98 ，然而完全缺乏塑膠包裝的資訊。

同樣為超商類型的全家便利商店表示考慮將揭露其塑膠使用量，並預計於 2020 年將減塑政策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

環，綠色和平呼籲統一超商應積極看齊。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12% 13% 1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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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福

基本資料

家樂福屬於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是法國的零售品牌，包含量販店以及超市型（家樂福便利購）兩種店面型態，在全臺

約有 128 間營運。2018 年的營業額約為 700 億 99 。

家樂福擁有超過 1,000 種商品的自有品牌，除了生鮮產品的商品，也包含如調味料、衛生紙、食品乾貨等民生產品 100 

。

整體建議

家樂福並沒有正式回覆本次綠色和平發出的零售業塑膠調查，本報告的資料大部分是來自於公開可取得之資料。從公

開資料可以看出家樂福有不少減塑的嘗試，這也表示家樂福的實際減塑作為可能比本次評比還要高；家樂福在臺灣耕

耘 30 年，食物轉型計畫以及對自有品牌的推銷規劃深受消費者喜愛與支持，2018 年首度任用臺籍總經理 101，在臺積

極擴張企圖心極強，可惜家樂福並未回覆綠色和平的調查問卷並向消費者公布相關資訊。

家樂福是全球前十大零售通路之一，已加入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的「新塑膠經濟承諾」102 ，家樂福法國總部有公布自

有品牌「100% 可重複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包裝」之公司政策 103 ，但是並不清楚家樂福的全球政策在臺灣實際執行

的狀況。

綠色和平鼓勵家樂福展現跨國企業的思維，向公眾說明在地社會責任，說明全球政策在臺灣的實際執行計畫與進度，

公布在臺營運範圍的塑膠足跡，訂定整體減塑政策，展開可重複使用的規劃方案。

減塑政策
家樂福是唯一提出自有品牌減量目標的零售通路，然而也僅只是在 2018 年的地球日官網文宣提到「計畫於 2020 年將

自有品牌產品的包裝數量減少 5%104 」，如果真正做到將是好的一步，然而家樂福並未進一步交代目前的執行成效。

減量行動

家樂福規劃於 2019 年針對肉品產品全面改變設計，以貼體包裝的方式淘汰保麗龍使用 105 ，率先淘汰保麗龍是積極的

方向，家樂福亦展現了能與供貨商展開創新嘗試與合作的示範，然而值得提醒的是，這樣的措施對一次性使用包材沒

有減少，另外，雖然家樂福聲稱採用的是 PLA 環保材質，然而目前臺灣的基礎設施尚無法負荷大量 PLA 的終端處理，

若無相應完善的收回再處理計畫，其對環境帶來的危害並沒有比傳統塑膠來的少。綠色和平建議家樂福應進一步思考

長期而言，如何革新物流系統，從源頭減少塑膠包裝的可行性。

家樂福有實施部分措施以減少塑膠包裝及塑膠製品的使用，如與地方政府合作提供環保押金袋 106、自備容器購買熟食

優惠 107 、於宜蘭店不提供塑膠袋 108 ，在各零售業者中表現較為突出，但可惜的是，缺乏具體的資訊說明實際的減塑成

效。

倡議與創新

在替代方案的提倡方面，家樂福有部分自主發起以及自願性配合政府回收的實驗性計畫，包括配合環保署計畫在物流

環節回收塑膠膠膜 109 ，與臺南地方政府合作首間智慧回收站 110 ，開設永續概念店提供環保杯、回收紙袋等嘗試 111 ，

但是並不清楚這些計畫未來是否有規模化實施於其他店面，或是其他品項的可能性，且這些嘗試僅關注「一次性塑膠

製品」。

家樂福應再朝向可重複填充或重複使用包裝規劃的構想，而不是停留在材質的改用而已（如：前述的貼體包裝）。

資訊透明

家樂福在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中公布在歐洲地區（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 的營運範圍，自有品牌使用

的年度塑膠包裝總量為 57,000 公噸，並且正在對其他營運範圍進行統計 112 ；然而，在缺乏正面回覆之下，綠色和平無

法掌握家樂福在臺灣的塑膠包裝使用量和統計進度，綠色和平鼓勵家樂福應盡快向大眾公布。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14% 15% 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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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好超市

基本資料

頂好超市屬於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總部牛奶國際控股公司設立於香港。頂好超市在全臺超過 200 家分店 113 ，另有

經營 Jason’s Market Place，在臺灣分店約 26 間。

針對自有品牌商品，經營有「First Choice」以及「No frills 特惠牌」兩個系列，分別採國外進口、臺灣在地代工不同

的生產製造方式，產品範圍涵蓋了酒類、冷凍食品、民生用品等，共超過 400 項產品。

整體建議

頂好超市是臺灣超級市場業的前三大通路，分店數僅次於全聯以及美廉社。與近年來急起直追的競爭者全聯以及家樂

福相比，本次調查發現，頂好超市對於自身塑膠包裝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並不積極，不僅鮮少在跟企業相關的公開資料

中看到跟塑膠包裝有關的資訊，此次的調查也表示難以配合提供相關資訊。

從近期頂好超市推動的促銷活動中強調價格優惠，綠色和平建議應更積極關注銷售產品的包裝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制

定完整的減塑政策以及相應的在地行動，在同業中持續維持競爭力。

減塑政策
不管是牛奶國際公司、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或頂好超市，皆沒有與減塑相關的政策，且極少有跟塑膠污染相關的公

開呼籲或表述。

減量行動

頂好超市有採納以下針對「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減量措施：響應限制塑膠吸管政策自主性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給消

費者、提供自備環保杯優惠、提供超市環保袋 ... 等；另外，頂好超市表示即將淘汰塑膠湯匙，庫存用完即不再提供；

然而在一次性塑膠包裝沒有其他著墨。

倡議與創新

頂好超市的 SuperStore 店型中，設置如傳統市場的裸賣區，強調省去塑膠包裝讓消費者可以更直接接觸食材，並選購

自己喜愛的份量、減少不必要的浪費。這是正確的方向，但是在缺乏整體減塑政策與塑膠足跡的揭露，難以評估這樣

的措施是否有助於減少整體塑膠使用量。另外，應該繼續評估更多擴大裸賣、鼓勵消費者自備容器，和提供可重複使

用容器的選擇。

資訊透明
頂好超市有揭露 2018 年薄型塑膠袋的使用量為 8,832 卷，然而針對其他一次性塑膠製品以及塑膠包裝的使用量，表示

數據難以取得。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10% 8%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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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買量販店

基本資料
愛買量販店分店數 26 間，營運範圍包括北、中、南、東臺灣，離島無分店。屬於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營

收 151.32 億元 114 。亦有經營愛買線上購物平台。自有品牌約 300 種商品。

整體建議 愛買並無承諾，或公開減塑策略。面對當前的塑膠危機，並無資訊顯示遠百企業已有關注，或投入資源應對。

減塑政策 並無公開資訊顯示其有全面性的減塑政策，能查得的資訊非常有限。

減量行動
愛買表示在烘焙區除了提供塑膠袋，還有提供紙袋供消費者選擇；另外在熟食區預計提供紙盒，這些措施錯誤地將僅

把原先的一次性材質替換為另外一種一次性材質（如改換為紙盒、紙袋）視為減量，並無法展現任何的減量實質成效。

倡議與創新
在朝向重複使用、重複填充，以替代一次性塑膠上，愛買實行的方案包括鼓勵自備容器、推出押金環保袋，或部分分

店加入二手袋循環回收站行列。沒有跡象顯示愛買有更多積極主動的創新，包括展現影響力與供應商協商。

資訊透明 沒有任何可公開查詢的資訊，顯示愛買有全面性的減塑政策，或掌握其總體塑膠足跡，也沒有表明近期會公開。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6% 7%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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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廉社

基本資料

美廉社母公司為三商集團，屬於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全臺共有約 700 家門市，離島無門市 121 。美廉社為全臺第二

大超市通路，2018 年營收 119.88 億元 122 。以社區經營為主，訴求低價，近年持續展店，並開設新品牌如超市與餐廳

複合式的超市 SimpleCITY 美廉城超，有機商店心樸市集，會員制三商大美折扣超市，與線上購物 Go 美廉。自有品牌

集中於民生日用品。

整體建議
規模已達全臺第二大超市通路，美廉社於減塑相關資訊仍然太少。三商家購向綠色和平表示會落實多元社會責任，弭

除浪費，但並無跡象將擔當領袖角色，或向公眾公開更多。

減塑政策 美廉社並無公開資訊顯示其有全面性的減塑政策，減少塑膠足跡。

減量行動
同為三商家購的心樸市集，納入了重複填充的銷售形式 123 ，淘汰購物塑膠袋，並鼓勵顧客使用二手紙袋，此為正確的

方向，卻僅在為數一間的心樸市集中實施，其他 700 家美廉社門市則完全沒有進行。

倡議與創新
綠色和平並未找到美廉社更多創新嘗試或計畫，投入心力與供應商溝通，也尚無資源投入擴大發展與重複使用、重複

填充有關的規劃。

資訊透明 不論在網站或公開資訊，美廉社並無公開其減塑政策、作法，或總體塑膠足跡。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1% 1% 2% 0%

大潤發量販店

基本資料
大潤發量販店全臺分店數22間，營運範圍包括北區、桃竹苗區、中區、南區與臺東，離島無分店。由法國歐尚（Auchan）

集團經營，2017 年營收 260 億元 115 。

整體建議 大潤發是另外一間具規模的零售通路，卻錯失機會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對塑膠足跡負責。

減塑政策
大潤發在官網上交代停用購物塑膠袋的減塑行動，與一年減少 730 萬個塑膠袋的成效 116 。除此之外，並沒有整體淘汰

一次性塑膠的策略或目標。

減量行動
在 2017 年中，大潤發曾以自主提前於全臺分店淘汰購物塑膠袋 117  118 的措施登上新聞版面，但後續除了部分分店加入

回收二手袋站點的行列 119 ，沒有更多減塑行動的訊息，在減塑的議題上相對安靜。

倡議與創新
儘管大潤發曾在訪問當中表示，將在包裝面克服食品保存安全等問題，成立無包裝食品區，讓消費者能帶著容器來填

裝購買食品，減少產品外包裝使用量 120 ，但綠色和平並未發現後續規劃與實行的細節。

資訊透明 沒有關於大潤發整體塑膠足跡的資訊，或整體減少一次性塑膠的作法或承諾。

總體得分  減塑政策   減量行動   倡議與創新   資訊透明

7% 7%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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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文簡稱 （依字首筆畫排序） 正式全稱

大潤發、大潤發量販店 大潤發流通事業有限公司

好市多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全聯、全聯福利中心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廉社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美廉社）

家樂福 （含量販店與便利購）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頂好、頂好超市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頂好

Wellcome、JASONS Market 

Place）

愛買、愛買量販店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愛買）

附錄  企業名稱對照 註腳與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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