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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運銷包裝盒之研發
陳世芳、戴登燦、高德錚
摘要
本研究調查與檢討中部地區常見番石榴包裝盒之特性，設計出一體成
型、四邊有支柱承載堆疊之紙製盒，並依番石榴大小與特性以實物包裝與
運輸測試修改，開發出番石榴運銷包裝盒材積規格 50.4cm×29.5cm×12.4cm
紙盒，世紀品種中等以下可裝 19 粒 6.2 公斤；中等大小可裝 12 粒 6 公斤或
11 粒 6.24 公斤。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物理性質測試之結果，番石榴研發盒
標準工業用紙盒之水分 8.3%、灰分 10.7%，基重 844g/m2、厚度 3.27mm，
上下壓縮強度 544kgf，破裂強度 12.8 kgf/cm2，赤牛皮紙盒之水分 8.9%、灰
分 8.4%、基重 1034 g/m2、厚度 3.65mm，上下壓縮強度 638kgf，破裂強度
18.4 kgf/cm2。
關鍵字：番石榴、一體成型、包裝紙盒

前言
農產品為便於運輸貯藏以保護產品需使用貯運包裝，貯運包裝需考慮
耐冷藏、長途運輸、保護產品、減少損耗、維持品質等功能，包裝盒之結
構、容量，與圖形、文字編排及色彩等圖文設計需視不同運銷通路之需求
而異。番石榴是台灣重要之果樹產業之一，近五年來番石榴之產量維持在
131,703 至 184,738 公噸，產值 20 億至 27 億之間。由於台灣家庭人口以小
家庭為主，上班族與年輕世代購物習慣，逐漸朝向團購、網路訂購宅配直
銷，選購水果除了自己食用外，送禮也佔有季節性之市場。

材料與方法
一、試驗材料
(一) 結構設計開發工具
1. 木材製弧型模具：厚度 1.5 cm，規格 138 cm×114 cm。
2. 四色樹脂版印刷圖面：規格 109 cm×84 cm。
(二) 紙質
1. A 紙：標準工業用紙面紙 240 g/m2、芯紙 215 g/m2、底紙 340 g/m2。
2. B 紙：赤牛皮紙面紙灰銅卡 300 p、芯紙 215 g/m2、底紙 250 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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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驗紙盒：蒐集臺中地區農民團體或產銷班常使用之直銷番石榴包
裝紙箱，供試驗紙箱物理性質之對照樣本。設計蒐集番石榴策略聯
盟 6 kg 裝番石榴盒樣本代號 E1，竹山鎮農會 6 kg 裝番石榴盒樣本
代號 E2，本場研發盒紙質 A 紙之番石榴盒樣本代號 E3，本場研發
盒紙質 B 紙之椪柑盒樣本代號 E4。
二、試驗項目與方法
為測試本場研發盒與對照樣本紙箱之含水率、灰分、基重、厚度、上
下壓縮強度、破裂強度等物理性質，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進行下列試驗：
(一) 含水率：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3086 號，紙漿及紙類水分測定法，
將試樣稱量後放入烘箱，在 105±2℃溫度下烘乾，直到達到恆量為
止，取出再稱量，試樣因烘乾而損失之質量與試樣原有質量之比即
為試樣之水分，以百分率表示之。
(二) 灰分：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6950 號，紙漿、紙及紙板灰分試驗法
－900℃測定，在溫度 900±25℃下燃燒至恆量，所得之無機殘餘物
在紙漿、紙及紙板中所占之百分率。
(三) 基重：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1352 號，紙及紙板之基重試驗法測定，
單位面積紙及紙板之質量以 g/m2 表示之。
(四) 厚度：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3685 號，紙及紙板厚度及密度試驗法，
在一定壓力下，在紙或紙板兩平行面所測定之厚度，其單位以 mm
表示之。
(五) 上下壓縮強度：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3511 號，外裝用瓦楞紙箱壓
縮強度試驗法，將紙箱置於壓縮試驗機之兩塊壓板間，當壓板壓緊
而對紙箱施加載壓，則紙箱被壓縮變形時所承受之最大負載，其單
位表示為 kgf。
(六) 破裂強度：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2054 號，紙及紙板高破裂強度試
驗法，以破裂強度試驗機、液壓型，安裝於適度水平，且能避免因
外力而引起震動之平臺上測試，破裂指數為平均破裂強度除以基
重，其單位表示為 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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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一、包裝盒結構設計開發
本包裝盒考量堆疊、貯藏、承裝及運輸特性，設計以下結構，該底板
之四周設有前、後板及具有通孔之左、右側板，該前、後板各延伸具卡掣
片及扳槽之前、後蓋板，左、右側板係延伸具通孔之左、右封板，並於二
者間開設有跨置孔，另於前板之兩側設有具通孔及凸片之左、右第一支撐
板，其凸片之內側設有卡槽，而後板之兩側設有具通孔之左、右第二支撐
板，其以具卡槽之連結片連結具通孔之左、右第三支撐板，俾以將左、右
第一支撐板及其凸片折置於底板之兩側，供左、右第二、三支撐板以連結
片包覆形成三層狀的凸出片，且使各支撐板之卡槽及通孔分別對位，再將
左、右側板及左、右封板以跨置孔跨越凸出片包覆側邊，使左、右側具有
五層之板體，而後前、後蓋板則分別以卡掣片卡掣於各支撐板之卡槽處以
利確實蓋合；藉此，該包裝盒可一體裁切及折合成型，而易於製作及組裝，
並提升支撐強度與組裝穩固性，及可便於運輸與搬移之實用效益（圖 1）
，。
本項包裝盒結構於 2007 年 11 月 1 日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通過新型專利，
專利證書為新型第 M321402 號。本研發產品應用於果品包裝之核心技術特
色為：
(一)容量適當。
(二)適合棧板堆疊（圖 2）。
(三)可長途運輸。
(四)耐壓不易破損。
(五)具有專利優勢保護智慧財產防止仿冒。

圖 1、包裝盒基本結構

圖 2、包裝盒堆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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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質規格與包裝方式
本研發之包裝盒依不同果品大小與特性搭配不同模具與紙質（表一）
開發出一種規格如下：
(一) 包裝盒材質：材模以四色樹脂版厚度 7 mm 規格 109 cm×84 cm、木
材製弧型模具厚度 1.5 cm、規格 138 cm×114 cm；紙質一種為標準
工業用紙面紙 240 g/m2、芯紙 215 g/m2、底紙 340 g/m2。另一種為
赤牛皮紙面紙灰銅卡 300 p、芯紙 215 g/m2、底紙 250 g/m2。
(二) 包裝規格與方式：包裝盒材積為 50.4 cm×29.5 cm×12.4 cm，世紀品
種中等以下可裝 19 粒 6.2 kg；中等大小可裝 12 粒 6 kg 或 11 粒 6.24
kg（表二）。
表一、供試之番石榴包裝盒之材質
材模
項目
1.四色樹脂版厚度 7mm
規格 109 cm x84cm
番石榴研發盒 2.弧型模具
材料：木材，厚度 1.5cm
規格 138 cm x114cm
表二、研發番石榴包裝盒之包裝方式
水果別
包裝盒材積(cm)
等級
50.4×29.5×12.4
中等以下
番石榴
無隔板
中等

番石榴 12 粒之包裝方式

紙質

A

B

數量
19 粒
11-12 粒

重量(kg)
6.2
6

番石榴示範用彩色版面

圖 3、番石榴包裝方式與示範用彩色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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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盒之物理性質分析
本研究自 2006 年至 2007 年共二年，蒐集臺中地區農民團體或產銷班
使用之番石榴包裝紙箱，與本研發盒共計四個樣本，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測試其含水率、灰分、基重、厚度、上下壓縮強度、破裂強度等物理性
質，以測試之空箱試品每個 5 件平均值，在溫度 23±1℃、相對濕度 50±2%
之環境條件下，試驗結果如下：
1. 含水率：2 個供試樣本 E1、E2 與 2 種研發盒 E3、E4 之含水率介於 8.2-8.9%
之間，以樣本 E4 研發盒紙質 B 紙含水率 8.9%較高。
2. 灰分：4 個樣本灰分介於 8.4-12.7%之間，以樣本 E2 之灰分 12.7%較高，
其次為 E1 之 12.2%。
3. 基重：以樣本 E4 研發盒紙質 B 紙 1,034 g/m2 較高，其次為 E1 之 958 g/m2。
4. 厚度：以 E4 研發盒紙質 B 紙 3.65 mm 較高於其他 3 個樣本。
5. 上下壓縮強度：在紙盒上下可承受壓力的最大強度中，以 E4 研發盒紙質
B 紙 638 kgf 較高，其次為 E3 研發盒紙質 A 紙 544 kgf。
6. 破裂強度：每一平方公分的紙張面積下，所能承受重量的最大限值，以
E4 研發盒紙質 B 紙 18.4 kgf/cm2 較高，其次為 E2 16.6 kgf/cm2（表三）。
表三、番石榴包裝紙箱之物理性質測試分析
厚度
水分
灰分
基重
供試
2
(mm)
樣本
(%)
(%)
(g/m )
E1
8.7
12.2
958
3.43

上下壓縮強度
(kgf)
436

破裂強度
(kgf/cm2)
15.1

E2

8.2

12.7

780

3.57

338

16.6

E3

8.3

10.7

844

3.27

544

12.8

8.9
8.4
E4
註：供試樣本 E3,紙質 A
供試樣本 E4,紙質 B

1034

3.65

638

18.4

結語與建議
包裝紙盒在果品運銷是一項重要的消耗性資材，除了保護產品不受損
之外，其操作之方便、不占貯藏收納空間、不易破損等物理性質等都是使
用的農民或農民團體考量的要素，本項番石榴紙製包裝盒之核心技術特色
為可一體裁切及折合成型，不需使用到膠合劑或釘子組裝；包裝盒寬邊有
四個突起支撐點可上下堆疊，適合棧板堆積亦耐長途運輸；經物理性質與
實體配送測試，有耐壓不易破損之功能若以常溫運輸時，建議選用標準工
業用紙製盒，當需要冷藏或外銷長途運輸時，建議選用赤牛皮紙盒來加強
耐壓性，而包裝盒之材積、容量與圖形、文字編排、彩色印刷等圖文設計，
使用者為節省預算可採用示範彩色版面，或是依使用者之需求客製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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