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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浪費加劇地球暖化

全球每年1/3

食物遭到浪費，
總數約13億噸

13億噸 44億噸
2011年，全球食物
浪費所產生的碳排放
高達44億噸[含土地
使用]。

8%
這相等於全球人
為碳排放的8%

資料來源：FAO，2015。Food wastage footprint & Climate Change.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nr/sustainability_pathways/docs/FWF_and_climate_change.pdf



減少食物浪費有助地球降溫

-14%
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中心
（PIK）指出減少食物浪費有助於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預計至2050

年時，來自農業的碳排放可望減少
高達14%。



歐美各國急切關注食物浪費議題

制定減量目標

企業加入回應

針對通路商部份制定相關政策



制定減量目標(一)

2020年

-50%
2014年歐盟提出「對抗
食物浪費年」，提出為
期4年的「FUSIONS」計
畫，由13個歐盟國參與，
目標訂在2020年減少歐
盟地區50%的食物浪費。

2030年前

-50%
-50%

2014年義大利民間團體
提出「米蘭議定書」，
希望比照京都議定書的
減碳模式，讓全球食物
浪費減半。

2015年9月，美國農業
部長宣布將在2030年以
前，減少美國50％的食
物浪費。



制定減量目標(二)

2030年前

-50%
[零售與消費者]

2015年9月，聯合國公佈最新的永續發
展目標(SDGs)，其中目標 12. 3為：在
西元 2030 年以前，將零售與消費者階
層上的全球糧食浪費減少一半，並減少
生產與供應鏈上的糧食損失，包括採收
後的損失。



企業加入回應

30位
2016年1月：30位國際領袖組成於
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組成
「倡導者12.3」(Champions 

12.3)，共同努力減少全球糧食損
失與浪費。成員包括大型企業的執
行長(雀巢、特易購[Tesco]、聯合
利華)、政府部長，以及研究、跨
政府機構、基金會、農民組織與公
民團體組織的主管。



針對通路商部份制定相關政策

2016年2月：法國
通過強制要求大型
超市捐出未售出食
品的法案。

2016年3月：義大利
通過惜食法案，以抵
扣加值稅、簡化捐贈
食物的程序，鼓勵超
商捐贈食物。



台灣面對食物浪費的情況

沒有足夠基礎統計研究

官方沒有對家戶廚餘以外做基礎統計
及研究

法令及回收配套不完善

事業廚餘定義不明、管理不足、權責
混亂

廚餘後端通路尚未完整打通

國家欠缺減少食費目標、政策

國家欠缺整體面對食物浪費的方向、
目標、策略及規劃



調查方式及目標

方式：

 2015年11月10日及12月23日以公文的方式發函至
15間通路商企業。

 其中包括9間超市及6間量販店企業。

目標：

 了解通路商面對剩食的情況、處理方式，及對善用
或減少剩食之態度；

 探討可以鼓勵其減少食物浪費或捐贈其食品的政策。



接獲近5成回覆

 2016年1月，接獲7家企業回覆，1家拒絕回覆，7家
沒有回覆。[註：1家企業已於2015年12月底結業]

回覆率為47%，拒絕或沒有回覆率為53%。

回覆問卷之通路商類型：43%為量販店企業，57%
為超市企業。

有回覆
拒絕或沒有回覆



逾七成通路商有統計棄置剩食之金額

72%
• 72%通路商回覆實質棄置剩食之金額上限
• 14%回覆只統計數量沒有金額之統計
• 14%通路商回覆無法回覆。

14% 14%



賣場及超市每年共丟棄近40億元剩食

 大賣場棄置剩食情況較超市高出接近4倍：

 大賣場：每月營業額之0.5%至3%

 超市：每月營業額之0.01%至1.2%

 以經濟部統計處公布2014年台灣量販店及超市的總營業額來估算，
全台量販店每年約棄置30.8億元的剩餘食物，超市則為7.3億元 。

超市

大賣場

0.5% 至 3% 0.01% 至 1.2%

30.8億元 7.3億元



「豐盛」「新鮮」「好看」的代價(一)

賣場及超市會為銷售中的食品訂下1至5種剩食標準。
 剩食以「快將到期」（100%）為主，其次為「包裝有破損」
（57%）、「外表不佳」（43%）及「過熟」（43%）。

 量販店認為「外表不佳」及「過熟」問題比較重要，而超市則多關
注「包裝有破損」的問題。

為食品定越多門檻的通路商，剩食越多，相對丟棄的金額
也高。

快將到期 包裝有破損

2 3

外表不佳及過熟



食品在銷售過程中被界定為剩食的原因（可選多個答案） %

快將到期 100%

包裝有破損 57%

外表不佳 43%

過熟 43%

錯誤標籤或標籤不清楚 29%

其他 29%

產品大小不一 0%

存貨過多 0%

品牌停產 0%

試用產品 0%

已過推廣期 0%

「豐盛」「新鮮」「好看」的代價(二)



生鮮食材為剩食重災區(一)

 「蔬菜」（57%）、「水果」（57%）和「肉類」（57%）
最常成為賣場及超市裡的剩食。
 量販店：主要剩食為生鮮蔬菜及水果

 超市：主要剩食以海鮮及肉類為主。

 北部分店為主的通路商：剩食多為蔬菜及水果

 中南部分店為主的通路商：剩食多為海鮮及肉類為主。

蔬菜類 水果類 肉類



生鮮食材為剩食重災區(二)
食品在銷售過程中最常被界定為剩食之種類
（出現最多的三類剩食）

%

蔬菜 57%

水果 57%

肉類 57%

海鮮 43%

罐頭食品 14%

餅乾、零食 14%

便當/壽司 14%

麵包 14%

熟食(小菜、飯菜類) 14%



賣場及超市剩食尚未充份利用
當作廚餘丟棄 +

拼入生活垃圾焚化 減價促銷

29% 21%
在有效期內
轉型為熟食 退貨給供應商

捐贈給社福團體
或食物銀行

5% 3% 0%

利用廚餘機
製作堆肥

0%

42%

賣給養豬戶作動物飼料

通
路
商
回
覆
最
常
利
用
的
處
理
方
式



善用或減少剩食之態度仍有改善空間

只有86%的賣場及超市有實施善用或減少剩食的措施。

 14%沒有採取措施來善用或減少剩食的通路商表示，沒
有採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沒有訂立相關指引」。

 至於在未來一年採取措施來善用或減少剩食的可能性，
通路商回應不知道。

有措施
86%

沒有措施

14%



善用或減少剩食措施應更多元

分送員工、延長進貨期限及捐贈食品目前尚未成為通路
商善用或減少剩食的主要方式。

讓人感到疑惑的是通路商是否真的經常採用「減價促銷」
來減少剩食，因為前述提問中只有2成的剩食會採用此
方法。

建立完善及清楚
的食品標籤

與供應商在訂貨方面
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減價促銷 定期檢討
採購的份量

超過八成通路商(83%)會採用以下措施：



善用或減少剩食之措施2
善用或減少剩食的措施（可選多個答案） %

減價促銷 83%

定期檢討採購的份量 83%

與供應商在訂貨方面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83%

建立完善及清楚的食品標籤 83%

維持良好的倉儲設備和環境(如低溫、乾燥等) 67%

建立良好的倉儲紀錄 67%

延長進貨期限 0%

分送給員工 17%

教導員工做好剩食分類的工作 33%

捐贈給食物銀行 0%

捐贈給社福團體 0%

其他 0%



認知減少剩食很重要，但欠缺行動力
重要企業社會責任範疇包括：

訂立負責任的採購策略，減少貨品剩餘量（86%）

關注消費者的權益（86%）

環境保護（71%）及有效的管理方式（71%）。

 100%回覆之通路商認為善用或減少剩食有利環保。

 100%回覆之通路商認為善用或減少剩食應納入企業社
會責任的項目之內。

 83%的通路商有將善用或減少剩食納入公司的社會
責任中。

可是目前仍未能從回覆通路商的企業網頁、CSR報告
或其他資料中看到相關項目。



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
企業社會責任範疇（可選多個答案） %

訂立負責任的採購策略，減少貨品剩餘量 86%

關注消費者的權益 86%

環境保護 71%

有效的管理方式 71%

員工的勞動權益 57%

參與社區的發展 57%

其他 14%

沒有特別關注哪一方面 0%



對善用或減少剩食的態度
善用或減少剩食的好處（可選多個答案） %

環保 100%

有效運用資源 86%

減少公司庫存壓力 86%

提高公司利潤 71%

順應國際趨勢 43%

幫助弱勢社群改善生活 43%

其他 14%

沒有好處 0%



尚未全面訂立善用或減少剩食
目標，如何減費差異甚大

不足7成的通路商有為善用或減少剩食訂立目標。

未來一年各回覆通路商希望比去年具體減少0.1%至
10%之剩食，比例較極端，顯示各通路商對減少剩
食的態度差異甚大。

有目標
67%

沒有目標

33%



通路期盼政策支持和指引減費方向

 超過一半的通路商認為，有3項措施對於鼓勵減少食物浪費或
捐贈食品的政策十分有效或頗為有效，包括：「協助訂立捐贈
者免責條款」(57%)、「提供捐贈者稅務優惠」 (57%)及「立
法規定不同規模商業機構之最高食物廢棄物數量」(57%)。

協助訂立捐贈
者免責條款

提供捐贈者稅
務優惠

立法規定不同規模商業機
構之最高食物廢棄物數量



各項鼓勵減少食物浪費或捐贈食品的政策
十分
有效

頗為
有效

成效
尚可

成效
很小

完全
無效

沒有
意見

A. 協助訂立捐贈者免責條款 14% 43% 0% 29% 0% 14%

B. 提供捐贈者稅務優惠 0% 57% 0% 29% 0% 14%

C. 提供社福團體或食物銀行之配對服務 0% 43% 14% 14% 0% 29%

D. 立法規定商業機構必須公開及申報廚餘垃圾之統計
資料

0% 43% 43% 14% 0% 0%

E. 立法規定不同規模商業機構之最高食物廢棄物數量 0% 57% 14% 29% 0% 0%

F. 立法規定業者在一年間食物廢棄物排放量達到一定
程度後，必須主動回報回收再生的情況，成效不彰者將
會被科以罰金。

0% 43% 29% 29% 0% 0%

G. 徵收廚餘垃圾費用 0% 29% 29% 29% 0% 14%

H. 立法規定一定規模的量販店或超市必須將剩食全數
捐贈給社福團體或食物銀行

0% 43% 14% 29% 0% 14%



小結
通路商棄置食物情況嚴重

 賣場及超市每年共丟棄近40億元剩食，大賣場棄置剩食情況較超市
高出接近4倍

「豐盛」「新鮮」「好看」的標準讓生鮮食材容易變
成剩食重災區

賣場及超市剩食尚未充份利用
 近三成剩食被當作廚餘丟棄並送進焚化爐

 沒有任何剩食會捐贈剩食給社福團體或食物銀行

通路商認知減少剩食很重要，但欠缺行動力
 尚未全面訂立善用或減少剩食目標

 減費目標差異甚大

通路期盼政策支持和指引減費方向



面對剩食
通路商可以怎麼做？



案例分享：
英國特易購[Tesco]



背景

 TESCO為全球三大零售商之一

在英國擁有6種不同型式的零售店，共3,529間分店

從2004年開始食物捐贈計劃

 2013年邀請第三方公正單位進行食物浪費查核
(Food waste audit)，發現棄置的食物中4成為麵
包，2成為生鮮食材。

 2013年公司總經理Dave Lewis指出雖然公司食物
浪費只有 1% 左右，但卻相等於 55,400 噸食物，
沒有任何人希望可食用的食物遭到浪費。



自行向大眾揭露公司剩食情況

了解食物浪費在哪裡
 檢視每種產品從生產、加工、
零售以至消費每個階段的浪費
情況

定期向大眾公佈調查結果

http://img.thesun.co.uk/aidemitlum/archive/0183

3/waste_chart_1833787a.jpg



對症下藥，多管齊下
調整生產、包裝及促銷策略

 減少分店出售麵包的數量

 與WRAP合作重新設計產品包裝，於包裝袋上印上最佳
儲存方法及簡易食譜

 取消買一送一政策，改為自由搭配或單件降價

 與供應商合作調整部份產品的賞味期限

消費者教育
 網頁、dm專欄、包裝

http://i.dailymail.co.uk/i/pix/2015/11/13/09/2E58BD5300000578-

3316789-image-a-2_1447408499009.jpg



訂定減費目標，從產地開始

訂定目標，展現減費決心
 承諾2025年前減少20%的食物浪費量

 承諾2017年所有英國分店設立「社區食物連線站」
(Community Fod Connection)以作捐贈剩餘
食物

 加入跨國減少食物浪費的團體——「倡導者12.3」
(Champions 12.3)

放寬農產品外觀之採購標準
香蕉、豆子



總結及建議

基礎研究是減費的第一步
 希望政府能於1個月內完成有關食品工業、食品零售
及批發業的棄置食物量調查，並向公眾公告調查結果，
以讓大眾了解食物生產和浪費間的關係

 2030年減少50%是國際趨勢，台灣應儘快跟進
 政府應以跨部會方式來制定台灣減少食物浪費的目標
及規劃，朝向2030年減少50%的目標，以跟上國際
趨勢

 制定的過程及方式應加入公眾參與及監督

源頭減量應多管齊下
 除協調、遊說通路商進行剩食捐贈外，更應積極研擬
其他有關減少食物浪費的規劃，如制定最高食物棄置
量、事業廚餘處理流向管理、消費者教育等



建議

尋找問題根源，對症下藥，朝向永續消費及
生產的未來

 鼓勵通路商企業進行食物浪費查核，尋找問題
根源，以對症下藥，並於企業年度CSR報告中
向大眾公布調查結果、剩食數量、處理方式及
未來目標，展現實現永續消費及生產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