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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實例
咖啡膠囊鋁殼回收技術之研究

王�� /�勝奈�科技研發工�師
許景翔 /�勝奈�科技�經理

本研�主�是利用�學方式回

收咖��囊的��殼，�咖��

囊���，��殼�環�鹼性�

剝除劑溶�，�其製成氫氧��

(Al(OH)3)�末，而咖����回收

變成�料、衣服。實驗結果顯�，

�剝除劑���效、���溶��

�殼，�濾掉�層的�料��層的

���，再經由�鹼中和，就��

�得氫氧���澱。�原本在使用

�廢�的咖��囊變成可再利用的

�源，�成�環經濟的理�，�助

於�囊咖�產�的永續經�。

一、前言

咖��囊的�色在於，���

單方便的沖泡出一杯⾹�的咖�，

根��國咖�協會 (National Coffee 

Association)�計，��已�四�之

一的�費者使用咖��囊。�而在

驚人的銷售量背後，使用��置產

生的環�問題，使咖��囊的發明

者 John Sylvan都�為：「���真

�悔發明了它！」。

�製的咖��囊�可���阿

�海�症 (Alzheimer’s disease)，根

� SGS檢測，每顆雀巢�囊沖泡的

咖���量為 0.15ppm，因此長期

�用是否會�成�金屬在��的�

積，也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計，�球每年超� 200億

個�囊被使用，產生的垃�高� 9

��噸，而只� 5%被回收，�就

是�絕大��都被�置。被當成垃

�的�囊�到�埋場�埋，得�上

�百年才����，而被�去��

爐的�囊，除了會�成 PM 2.5�

戴�辛的��汙�，���的爐�

若�理不當，�會�成土壤的汙

� [1-2]。少�被回收的�殼，則�

行冶煉製成�錠，但是會產生具�

性的廢��，會���中的���

應，產生�刺激性的�� [3-4]。�

合上�，找到��、環�的咖��

囊的回收技�，已成為一項重�的

課題，也是本研究重點。

咖��囊可�為咖��、��

���殼三大部�，��許�可回

收的成�。咖����大量的��

物，很�合當�料，或�咖���

合再生紙�、澱�，製成各類紙製

品，���咖���油�，做成防

�的纖維，��許�不同種類的回

收用� [5]；耐�的���則�回收

製成�器�殼、輪子��彈性的產

品；而�殼��回收再製成各種�

製品。

NESPRESSO咖�已�一套咖�

�囊的回收��，但是�的回收是

使用傳�高��、產生��廢��

的�煉方式，雖���上朝向�環

經濟��，可是使用的方法仍�

會對環境�成傷�。本研�提出

另一種�效、��的回收方式：

使用環�鹼性剝�劑溶���殼

�，再經由�鹼中和，�得氫氧�

� (Al(OH)3)�澱，�成回收�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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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方法

(一 )��

本研�是�使用�的市售�製

咖��囊�行測試，先��單的工

具��囊�部切開，�咖��倒出

�，�其�乾，測得咖���水率

66%，再����的�囊�為咖�

�、�殼、�料+����三部�，

�� 1所�。各組成的重量���

別為咖�� 80%、�殼 19%、�料

+��� 1%，�� 2所�。本研

�僅��殼�行至下一個步�。

(二 )溶��殼

��殼�環�鹼性�剝除劑

�行溶�，濾掉�� (�料 +��

� )，依照氫氧��在不同 pH值�

的溶�度 (表 1)，可�發現在 pH

值為 6�溶�度��，故�濾液�

行�鹼中和至 pH=6，��得到�

�氫氧���澱。實驗�作�� 3

所�，經�鹼中和至 pH=6，�濾

並�其�乾，�得氫氧���末。

三、結果與討論

使用環�鹼性剝�劑，在溶�

�殼的�應��中不會���產

生，�應�不會很��，屬於��

的溶���，�表 2所�。溶�完

的�殼會����鹽 ([Al(OH)4]
-)存

在於剝�劑中，��料�����

濾�，�行�鹼中和，�整 pH值

至 6，就會形成氫氧�� (Al(OH)3)

�澱。而��的濾液，�合目�的

廢水�放�準，其 pH值 6~9，�

��成廢液�鹼中和。

� 1 咖��囊��

� 2 咖��囊重量�布

表 1 氫氧��在不同 pH值下的溶�度

pH 值 溶�度 (mol/L)

4.0 2.0x10-2

5.0 2.0x10-5

6.0 4.2x10-7

7.0 4.2x10-6

8.0 4.0x10-5

9.0 4.0x10-4

10.0 4.0x10-3

11.0 4.0x10-2

12.0 4.0x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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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溶��殼生成氫氧�

�，提�率大於 98%，���效的

�出咖��囊中的�；使用一種對

環境��的方式�行�的回收，�

��咖��囊�意丟�的問題。

四、結論

本研��由環�鹼性剝�劑�

出咖��囊中的�，提供一種對環

境友�的回收咖��囊方式，��

色的方法�成�環經濟；而��的

材料：咖������，����

回收��，再製�成�料、衣服或

其���製品，完成整顆咖��囊

的回收，使其成為可再利用的�

源，�到�環經濟的理�：��

放、�廢�；產生出的副產物或廢

�物並不會被看作是「垃�」，而

是可成為�的生產�期的原材料

和素材 [6]。

《本文為 TCIA會員�勝奈�科技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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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殼�理��

表 2 環�鹼性剝�劑�作規�

參� �作�圍 建議參�

環�剝�劑 200~400 g/L

加水�置成 1L

300 g/L

加水�置成 1L

溫度 30~70℃ 50℃

�應�間 30~180�鐘 90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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