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源回收標誌代表的意義 

回收標誌所代表的意義，由源頭說起，是基於資源循環再利

用、萬物生生不息的精神，就好比是人體血液循環般，當心臟跳

動將血液分送到身體各器官使用過後，又會循著靜脈 再逆流回心

臟產生新的血液供人體使用。這樣的循環過程乃是回收標誌所代

表的真正意涵。另外，回收標誌之式樣跟中文字之『回』字有異

曲同工之妙，因此當商品上，標示出資源回收標誌 ， 就是意謂該項物品或容器為環保

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5 條所公告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

容器。 

1.基於資源循環再利用、萬物生生不息的精神，凡從事廢容器或物品製造或輸入業者，

須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推動資源物質回收、清除及處理之用，並於應標示回收相

關標誌之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範圍標示回收標誌 ，方便民眾辨識。 

2.回收標誌中四個逆向箭頭中，每一個箭頭分別代表資源回收四合一制度中之一者，即

為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回收基金四者共同參與資源回收工作。 

3.只要係屬本署公告之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範圍皆應標示有回收標誌。  

綠色環保標章 

「一片綠色樹葉包裹著純淨、不受污染的地球」象徵「可回收、

低污染、省資源」的環保理念環保標誌制度於 1977 年由德國首創執行，

推出了「藍天使標章」，到了 90 年代在全世界蓬勃發展，相繼有日本、

加拿大、美國等約 50 餘國紛紛建立此一制度。 

台灣於 2002 年 3 月 19 日評選出我國的「環保標章」，使消費者能清楚

的選擇有利環境的產品，同時也促使販賣及製造之廠商，能因市場之供需，自動發展有

利於環境的產品。 

  節能標章  

電源、愛心雙手、生生不息的火苗，組成了節能標章。 

心型及手，代表用心節約，實踐省油省氣省電，紅色火苗代表可

燃油氣，電源插座代表生活用電，倡導響應節能從生活做起。 

貼上這個圖樣，代表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標準高 10-50％，不但品質有保障，更省能省錢。

希望藉由節能標章制度的推廣，鼓勵民眾使用高能源效率產品，以減少能源消耗。 

  

資源回收標誌，是中國字「回」轉化而成的圖形。 

由四個從四邊向中心逆轉的箭頭所組成。基於節能環保資源循環再利用，象徵萬物生生

不息的精神，提醒大家這是可以循環再利用的資源。 

http://tw-recycle.org/default.htm
http://tw-recycle.org/engery_saving.aspx


    每一個箭頭分別代表參與資源回收制度中的一員：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

收商及回收基金會等四者。只要是印有回收標誌的容器，即表示它是可回收的。 

回收的觀念的養成，是希望能讓垃圾減量，並使資源再利用。 

    除了回收標誌外，我們還常會在塑膠類容器看到用三個循環箭頭包圍著阿拉伯數字

1 至 7 的號碼標誌。這代表著 7 類不同的材質，為了利於後端的細分類再利用，故需有

不同的標示。這分類是屬於國際通用的塑膠分類回收標誌。 

以下為塑膠回收分類代碼所代表的意義: 

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 

法規緣起 

  環保署為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政策，於 86 年修正公告廢棄物清理法，其中重要的修

法理由即規定「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應有明顯的標示及必要設施，以利民眾辨識回

收」。 

  環保署依當時公布的廢棄物清理法之授權，於 86 年 6 月 11 日公告「應由業者回收之

一般 容器上所應標示之回收標誌、應載內容及回收相關規定」。本公告規定塑膠類包裝

容器除標示回收標誌外，並規定應標示材質通用符號，亦即現行法規所稱之塑膠材質回

收辨識碼。開啟了我國法令公告強制應回收之塑膠容器應標示材質辨識碼的先河 

  

材質辨識碼由來 

  我國「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係引用美國塑膠工業協會（Society of the Plastics Industry）

於 1988 年所發展出來的塑膠辨識碼（Resin identification code），目前為世界通用的辨識碼。

塑膠辨識符號包含了三個順時針方向的箭頭，形成一個循環狀的三角形，並將編碼包圍

於其中（如圖），分別編上 1 到 7 號，代表七類不同的塑膠材質。 

 

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俗稱寶特瓶。 

 

高密度聚乙烯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HDPE) 

 

聚氯乙烯（Polyvinylchloride,PVC） 

 

低密度聚乙烯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LDPE) 

 

聚丙烯（Polypropylene，PP） 

http://tw-recycle.org/PET_recycle.aspx
http://ivy5.epa.gov.tw/epalaw/search/LordiDispFull.aspx?ltype=16&lname=4140
http://recycle.epa.gov.tw/other/can1.html#1
http://recycle.epa.gov.tw/other/can1.html#2&4
http://recycle.epa.gov.tw/other/can1.html#3
http://recycle.epa.gov.tw/other/can1.html#2&4
http://recycle.epa.gov.tw/other/can1.html#5


 

聚苯乙烯（Polystyrene，PS），若是發泡聚苯乙烯即為俗稱之「保麗龍」。 

 

其他類（OTHERS），如包括美耐皿、ABS 樹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壓克

力）、聚碳酸酯（PC）、聚乳酸（PLA）等。 

   

材質辨識碼功能 

  資源回收品質的提升與再利用率的提高，有賴回收時按不同材質正確的分類；塑膠

材質回收辨識碼則有助教育民眾依照回收系統配合分類，並輔助回收系統中回收業者與

與處理業者進一步細分類與再利用。因此，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和材質使用上的安全性

與耐熱度是無關的。如要了解塑膠材質安全性與耐熱能力等資訊，可到行政院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設置之「塑膠食品容器宣導網站」查閱

( http://www.pidc.org.tw/PlasticsPackage/Pages/default.aspx )。 

  

認識公告應回收塑膠容器 

  塑膠包裝材料的使用與現代工商業社會的生活形態息息相關。由於人口的高度成

長，並向都市集中，使得如何利用輕便的包裝方式來方便物品的貯存與運輸，以及增加

物品的保存期限，變得非常重要。而塑膠包材正好可以滿足這些需求。 

  由於塑膠密度低，重量比金屬或玻璃都輕很多，在加工或使用時比較輕便。塑膠有

很強的韌性，不像玻璃那麼容易破碎，不像罐頭受到壓力時容易凹陷，也不像紙那樣容

易被撕裂。因此成為現代許多商品常用的包裝方式。 

  塑膠是由許多所謂的「單體」聚合而成的高分子物質。因不同的結構而各有其特殊

的性質。常用於食品包裝容器的塑膠種類很多，包括聚乙烯（polyethylene, PE），聚丙烯

（polypropylene, PP），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 PVC），聚苯乙烯（polystyrene, PS）

等，性質皆不盡相同。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本來是

用於紡織的原料，近二十年來才跨界大量用於塑膠容器用途。 

以下就主要的塑膠材質列表說明使用於常見的應回收容器及回收再利用方式。 

一、PET（寶特瓶） 

 

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ＰＥＴ) 

http://recycle.epa.gov.tw/other/can1.html#6
http://recycle.epa.gov.tw/other/can1.html#7
http://www.pidc.org.tw/PlasticsPackage/Pages/default.aspx


 
辨識特徵：透明、因採吹瓶製成，

瓶底有一圓點（一體成型無接縫） 

˙ＰＥＴ最初的用途是做為人造纖維，及底片、磁帶

等，在 1976 年才用於飲料瓶。 

˙以ＰＥＴ 為原料做成的容器，就是俗稱的「寶特

瓶」。 

˙寶特瓶的硬度、韌性極佳，質量輕（僅玻璃瓶重量

的 1/9 ～ 1/15），攜帶和使用方便，生產時能量消耗

少， 加上不透氣、不揮發，耐酸鹼，是碳酸飲料的

好包材。 

˙為碳酸飲料、茶、果汁、包裝飲用水、酒及醬油等

產品之主要的填充容器，此外，如清潔劑、洗髮精、

食品用油、調味品、藥品、及化妝品等，近年來亦多

使用 PET 作為包裝容器。 

˙寶特瓶耐熱溫度約：60℃～85℃。 

再生料及再生品： 

  寶特瓶經回收清洗粉碎後，做成瓶片，再經重新聚合製成酯粒(chip)，即可抽絲、

紡織做成紡織品。例如圖中環保袋及是以 5 個 1250c.c.寶特瓶製成。此外寶特瓶再成料

還可以做成單絲，為芭比娃娃的頭髮或是拉鍊的原料；或是做成板材（薄片）或是做

成塑膠再生酯粒射出成型各種塑膠製品 。 

   

  

二、PE（聚乙烯） 

 

HDPE 

 

LDPE 
 

聚乙烯 

(Polyethylene,ＰＥ) 



 
辨識特徵：不透明（清潔

劑瓶）或半透明（牛奶瓶） 

˙ＰＥ是工業、生活上應用最廣的塑膠，一般常分為高

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與低密度聚乙烯（ＬＤＰＥ）

兩種。 

˙ＰＥ對於酸性和鹼性的抵抗力都很優良。ＨＤＰＥ較

ＬＤＰＥ熔點高、硬度大，且更耐腐蝕性液體之侵蝕。 

˙目前市面上所見到的塑膠袋及各種半透明或不透明

的塑膠瓶大多屬ＰＥ材質。市售裝填乳品、清潔劑、食

用油、農藥…等，多半以ＨＤＰＥ瓶來盛裝；而ＬＤＰ

Ｅ則在現代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不過不是因為它做成

的容器，而是你隨處可見的塑膠袋，大部分的塑膠袋和

塑膠膜是用ＬＤＰＥ做成的。 

˙HDPE 耐熱溫度約：90℃～110℃，LDPE 耐熱溫度約

70℃～90℃。 

再生料及再生品： 

  回收後經粉碎、清洗、烘乾製成塑膠碎片，再經熱熔、押出，抽製塑膠再生

酯粒，可射出成型各種塑膠製品，如垃圾桶、工具箱、腳踏車踏墊、文具盒等具

彈性之塑膠再製品。 

  

  

 三、PVC（聚氯乙烯） 

 

聚氯乙烯 

（Polyvinylchloride,PVC） 



 

辨識特徵：透明、瓶底有一條

線。 

˙ＰＶＣ材質的發明相當早，且多應用於工業產品

中，由於ＰＶＣ同樣具有其他塑膠材質的優點，且

在加工、可塑性上相當優良，加上價錢便宜，使用

很普遍，大多在非食品用途方面，像水管、雨衣、

書包、建材、塑膠膜、塑膠盒等等。 

˙在容器用途上，多用於填充植物油、清潔劑、糕

餅盒等 

˙由於該材質含有氯元素，在製瓶、填充、回收再

處理之過程中疑有氯乙烯單體（ＶＣＭ）易釋出，

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再加上近年來環保意識高

漲，業者已逐漸改用其他材質為填充容器裝填產

品。 

˙PVC 耐熱溫度約 60℃～80℃。 

再生料及再生品： 

  回收後經粉碎、清洗、烘乾製成塑膠碎片，再經熱熔、押出，抽製塑膠再生

酯粒，可射出成型各種塑膠製品，如塑膠地墊、水管等。  

    

  

四、PP（聚丙烯） 

  

聚丙烯 

(Polypropylene,ＰＰ) 



 
辨識特徵：外觀和 PE 容器類似，表面

較粗糙，韌性更強。 

˙ＰＰ與ＰＥ可說是二兄弟，但若干物理性能及

機械性能比ＰＥ好，因此製瓶商常以ＰＥ製造瓶

身，瓶蓋和把手用有較大硬度與強度的ＰＰ來製

造。 

˙ＰＰ熔點高達 167℃，耐熱，製品可用蒸氣消

毒是其特點。 

˙以ＰＰ製瓶的，最常見的是豆漿、米漿瓶，還

有用來裝 100％純果汁、優酪乳、果汁飲料、乳

製品 (如布丁)等， 

˙較大的盛器，像水桶、垃圾桶、洗衣槽、籮筐、

籃子等等多是以ＰＰ做成。 

˙近年來亦大量使用於製成免洗餐具或免洗杯

(如供飲料店業裝填外帶飲料使用）。 

˙該材質容器係屬不透明或半透明容器，具備有

耐酸鹼、耐化學物質及耐碰撞等優點，耐熱溫度

約 100℃~130℃。 

再生料及再生品： 

  回收後經粉碎、清洗、烘乾製成塑膠碎片，再經熱熔、押出，抽製塑膠再生酯粒，

可射出成型各種塑膠製品，如垃圾桶、花盆、電器外殼、文具、塑膠椅把手及輪子等具

彈性之塑膠再製品等。 

  

  

 五、PS（聚苯乙烯） 

 

聚苯乙烯 

(Polystyrene,ＰＳ) 



 

 

辨識特徵：PS 屬硬膠類的塑

膠，重擊易脆裂，容器輕折有

白痕出現，發泡製品即為保麗

龍。 

˙ＰＳ吸水性低，且其尺寸安定性佳，可用射模、

壓模、擠壓、熱成型加工。 

˙一般依其是否經過「發泡」製程區分為發泡與未

發泡兩類。未發泡ＰＳ主要應用於建材、玩具、文

具等，也可常見製成容器填充發酵乳品（如養樂

多、優格等乳酸產品）等，近年來亦大量使用於製

成免洗餐具，如免洗杯、沙拉盒、蛋盒等。 

˙發泡ＰＳ（俗稱保麗龍）則是在製程中利用發泡

劑作 20 倍至 100 倍不等之發泡，用於包裝家電或

資訊物品之緩衝包材或具隔熱效果之冰淇淋盒、魚

箱等，一般稱為 EPS（Expanded Polystyrene）；製

成免洗餐具，這種保麗龍通常先做成平板，稱為 PSP

（Expanded Polystyrene Paper），再成形加工成各種

容器，亦有以食品級 EPS 注模成型的保麗龍，如咖

啡杯，燒仙草杯等即是。 

˙PS 耐熱溫度約 70℃～90℃，避免裝填滾燙開水，

油炸食品。此外亦不宜裝含酒精或柑橘類飲料。 

再生料及再生品： 

  回收後經粉碎、清洗、烘乾製成塑膠碎片，再經熱熔、押出，抽製塑膠再生

酯粒，可射出成型各種塑膠製品，如花盆、文具、電器外殼、等硬質易碎、不具

彈性之塑膠再製品。 

        

  



六、PLA（聚乳酸） 

  

PLA 

聚乳酸 

(PolyLactide,P L A) 

辨識特徵：透明，與杯 OPS、PET 容

器外觀相似，不易辨別。 

˙PLA 是完全由植物(玉米、甜菜、小麥、甘薯等)

中萃取出的澱粉，經過發酵、去水及聚合等過程製

造而成。具低碳低耗能的環保優勢。 

˙PLA 早期是開發在醫學上使用，手術縫合線及骨

釘等。 

˙因為是線形結構聚合物，在耐熱性和材料強度上

的不足，可利用化合的方式結合其他高分子塑膠原

料，以提高其性能達到部分產品所需要的機械特性。 

˙適合的加工方式有：真空成型、射出成型、吹瓶、

透明膜、貼合膜、保鮮膜、紙淋膜等。目前 PLA 的

產品應用範圍有：塑膠杯、冷熱杯盤、花束包材包

裝、衣物纖維等。 

˙PLA 耐熱溫度約 50℃。 

再生料及再生品： 

  本材質因與其他傳統塑膠外觀不易辨別，造成回收再利用困擾。若回收後可正確分

類，經粉碎、清洗、烘乾製成塑膠碎片，再經熱熔、押出後，亦可抽製再生酯粒，目前

再良好的控制下，可製成育苗杯、花盆、杯架等生質塑膠再製品。 

 

以上各材質耐熱溫度資訊引用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塑膠食品容器宣導網站

（http://www.pidc.org.tw/PlasticsPackage/Pages/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