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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特瓶應用於飾品設計-花形胸針 

 

 

 

中文摘要 

 

製作此專題是以保特瓶作為研究學習，除了要了解保特瓶的來源及製作方

法，並且學習如何將環保意識跟保特瓶創意設計互相結合，以完成此專題。這個

保特瓶創意飾品的設計想法是來自於科技逐漸的進步，原本只是為了便利人們生

活所被製造出來的保特瓶，再使用上給現代人們擁有更多便利的生活，卻也在環

境上造成永遠難以忘懷的傷害，因此我們就有了想要讓一切從大自然產生的資源

再做有效的重複利用，也就造就了我們這個小組的專題製作題目。我們希望能把

環境污染元兇之ㄧ的保特瓶，加入我們的創意製作出特別且又非常有實用性的飾

品，利用它無法自然分解的特性做出以往不同的飾品並且可以存放很久也不容易

變質。 

    也希望看到此專題的人，都可以將無法自然分解的產物再做有效的利用，這

樣也就可以降低我們對大自然的汙染 ，並且也可以美化環境或是做成一些特別有

具有不同意義的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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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製作背景 

    最早發現保特瓶的原料是在 1847年由瑞典化學家本澤路斯所合成的樹脂,而

樹酯正是後來我們所做保特瓶的原料,雖然他並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實驗但之後卻

1922年美國的杜邦公司的化學家卡洛瑟斯進行高分子研究終於在1926年發明了尼

龍卻也沒辦法完成 PET，而 1941年英國化學家溫菲爾德和迪克生在卡洛瑟斯的基

礎上終於用對苯二甲酸和乙二醇縮聚製成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樹脂。熱塑

性聚酯樹脂（泛指）是由芳香族二羧酸與脂芳族二元醇組成的聚合物，為 PET最

早發現者其後 PET進入商業運用，雖然保特瓶並不是靠一個人去完成的但也後要

有人先去發現加以研究之後才會讓一些化學家去研究而做出一些能夠去讓大眾覺

得方便的容器。 

 

二、製作動機 

現代人對於保特瓶的濫用,並且加上塑膠製品製的東西不易腐爛，及目前人們

對於環境汙染的重視程度等問題，也因此讓我們有了這個想法，想讓造成環境污

染的元兇，慢慢的改變成對現代人有實用性的飾品；而最主要是利用保特瓶沒辦

法自然分解的特性，研究廢棄的保特瓶製作成亮麗的飾品是這次專題最主要目

的；日常生活中保特瓶幾乎只能拿來裝液態的物品，若經過加工製作成胸針、項

鍊或耳環…等飾品，希望藉由專題的想法和創意讓更多人認識不一樣的寶特瓶,讓

廢棄物又有另一個新的生命呈現。 

 

三、製作目的 

    因保特瓶可塑性高又容易取得，引發我的製作目的如下： 

1. 保特瓶的材質是不易腐壞也無法自然分解，希望藉由這個問題可以讓更多人更

加的重視環境問題，不再隨便濫用保特瓶。 

2.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寶特瓶不再只是一個垃圾，而是可以變成另一種特別的

素材，慢慢的越來越多人注意創意飾品運用在生活上，不再讓保特瓶只有狹小

的空間。 



 

                                       

3. 保特瓶未來有無限創意的空間，可以加上自己的想法做出更多不一樣的創意，

有時候在生活上添加一些不一樣的飾品，可以使生活樂趣添加了一些新鮮感。 

4. .從生活中大大小小飾品，利用保特瓶可塑性高的素材做創意，可以擺置在家中

也能運用在衣物的裝飾上。 

5. 基於以上觀點加上一些小小的巧思與創意，讓原本枯躁乏味的保特瓶變身為時

尚的飾品。 

 

 

 

 

 

 

 

 

 

 

 



 

                                       

貳、理論探討 

一、保特瓶的由來 

    1967年，任職於杜邦公司的納桑尼爾·惠氏（Nathaniel Wyeth）著手開發能

夠裝盛碳酸飲料的塑料瓶，保特瓶即是其研發成果，杜邦公司於 1973 年取得保特

瓶的專利。保特瓶具有韌性佳、質量輕、不透氣、耐酸鹼等特點，為裝盛汽水、

果汁、碳酸飲料等之常用容器。但保特瓶的耐熱性低，大約於 60℃及使用多次後

便會開始熔解出如塑化劑 DEHP等有毒成分，所以不能裝盛高溫液體，也應避免放

置在烈日下及無空調的車內等高溫環境，而且保特瓶使用後就該送去回收點。 

 

二、製作保特瓶的原料 

主原料:石油 

副原料:聚乙烯 、聚丙烯 

添加物:對笨二甲酸 、乙二醇 

（一）主原料-石油 

1.石油:也稱原油，主要組成分: 烷烴，此外石油中還含硫、氧、氮、磷、釩等元

素。目前在中東地區-波斯灣一帶有豐富的儲藏，而在俄羅斯、美國、中國、南美

洲等地也有很大量的儲藏，而石油目前分為生物成油理論及非生物成油理論兩種。 

(1)生物成油理論:主要是由史前海洋動物和藻類屍體變化形成的，再經過曼長地

質年代這些有機物與淤泥混合在厚厚的沉積岩下，經地下高溫和高壓下逐漸轉化

先形成臘狀的油頁岩退化成液態和氣態的碳氧化合物 ，而碳氧化合物比岩石輕往

上滲透到岩層中，聚集再一起的石油就形成油田通過鑽井和泵取人們可以從油田

中獲得石油。 

(2)非生物成油理論: 有些這些碳自然地以碳氫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碳氫化合物比

岩石空隙中的水輕，因此沿岩石縫隙向上滲透。石油中的生物標誌物是由居住在

岩石中的、喜熱的微生物導致的與石油本身無關。 

（二）副原料-聚乙烯 、聚丙烯 

1.聚乙烯: 聚乙烯結晶的程度受到其枝鏈的個數的影響，枝鏈越多，越難以結晶。

聚乙烯的晶體融化溫度也受到枝鏈個數的影響，分佈於從９０攝氏度到１３０攝

氏度的範圍，枝鏈越多融化溫度越低。聚乙烯單晶通常可以通過把高密度聚乙烯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6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9%82%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3%E9%85%B8%E9%A3%B2%E6%9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8%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8C%E6%8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AA%E9%8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BD%E6%B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6%B1%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2%84%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5%8C%96%E5%8A%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1%91%E5%8C%96%E5%8A%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B2%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D%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8%AA%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B%8A


 

                                       

在１３０攝氏度以上的環境中溶於二甲苯中製備。 

2.聚丙烯:聚丙烯的簡介(polypropylene，簡稱 PP)聚丙烯較聚乙烯類似有較大機

械強度及較高熔點(約 165。C)的高分子稱為聚丙烯。聚丙烯是由丙烯聚合而成其

實它只是把聚乙烯中的一個氫原子換成甲基(methyl，CH3，)而已。 

（三）添加物-對笨二甲酸 、乙二醇 

1.對苯二甲酸:對苯二甲酸苯二甲酸異構體中的一個，兩個羧基處於苯環的對位，

化學式為 p-C6H4(COOH)2。對苯二甲酸是生產聚酯，尤其是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

（PET）的原料。 

2.乙二醇:又名甘醇，一種簡單的二元醇 ，且無色無臭、有甜味液體與水任意比

例混合用做溶劑、防凍劑及合成具指樹酯等原料，對動物有毒性，人類致死量估

計 1.6g/kg，成人服食 30毫升可能會引發死亡 。 

 

三、保特瓶產生的汙染 

   引發目前生態危機的保特瓶，會造成迅速發展，主要是拜石化工業的

科技所賜。當我們在享受保特瓶容器的方便性同時，相對地也要付出環

保上的代價。製造保特瓶的材料是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簡稱 PET 樹脂)，

隨著石化工業的發展，在 1955 年間被使用在纖維及膜材上。最先運用在

飲料容器上的是美國百事可樂公司，在 1975 年時大量用來填裝可樂行

銷；接著是日本在 1977 年的時候，用來裝醬油販售。 

   這種用 PET 樹脂製成的保特瓶，跟一般鐵或玻璃罐的容器比較起來，

空氣阻隔力強很多，又有質輕、不易破裂的優點，因此，迅速地被飲料

與食品廠商所採用，在 80 年代掀起一股風潮，成為容器市場的新寵。例

如美、日等經濟大國，所產製的保特瓶數量相當驚人，而且每年所產出

的數量更是持續增加中。1994 年，日本的保特瓶產量就達到 18 萬噸；1995

年，美國所製造出的保特瓶就達到 9 兆個。但由於廢棄的保特瓶不容易

腐化分解，而且體積蓬鬆占空間，往往減短垃圾掩埋場的壽命，成為生

態上最大的殺手，處理廢棄保特瓶成為各國極大的困擾。  

 



 

                                       

四、保特瓶的回收 

台灣的保特瓶回收制度，從民國七十八年開始實施，前三年的回收

率分別是七十八年 33.5％，七十九年 26.1％，八十年 41.1％。環保署為

了刺激回收量，在八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起實施押瓶費制度，押金每支二

元，經過一年的鼓勵之後，回收率已經達到 80％，民眾已經養成回收的

觀念與習慣。 

    目前我國已成立三個共同回收組織，協助業者執行廢保特瓶的回收

清除處理，同時有八家碎片處理廠，可以處理約 12,000 公噸的回收保特

瓶。這三個全國性的回收組織，分別是台灣區保特瓶回收基金管理委員

會、廢醬油瓶回收清除處理基金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輸入業環境保護

基金會，在回收保特瓶的工作上，貢獻相當大。  

例如「台灣區廢保特瓶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就是由國內汽水及部份

礦泉水生產業者，於台灣區汽水工業同業公會內籌設成立，目前是委託

惜福基金會執行回收清除處理業務，回收後的保特瓶則是由台灣再生股

份有限公司處理。而「廢醬油瓶回收清除處理基金管理委員會」則是由

醬油保特瓶業者，於台灣區醬類工業同業公會內籌組成立，目前的執行

系統是委託大中廢棄物清除處理公司，廢瓶的處理將委由安順股份有限

公司。至於「中華民國輸入業環境保護基金會」，則是由進口礦泉水或

食用油等的輸入業者組成，其執行單位為環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

所回收之廢瓶仍然暫時堆置。 

 

五、花與胸針的結合 

    胸針，顧名思義，就是佩戴在胸前的裝飾物，包括別針、插針、胸花

等。發現遠古時代的人們為了表現在族中的地位，也避免被野獸襲擊，會在重要

部位如胸口、頸項掛上飾品，作為嚇阻敵人與彰顯身分的象徵；及至希臘羅馬時

代，羅馬人多愛穿斗篷式或圍裹式的服裝，當時用來扣緊衣服的扣衣針，之後逐

漸發展成用珠寶裝飾的胸針，原本僅限於皇室與王公貴族，用以突顯身分。 

    從 19 世紀以來，胸針就是極為流行的配飾設計，它的設計式樣多變，

在每個時期，透過當時藝術風格的影響，再加上使用不同材質的配飾設計，



 

                                       

便能輕而易舉地展現出女人截然不同的味道，讓追隨它的女人們，得到的

不僅僅是令人歡愉的享受，也讓女人在展現出優雅氣質。 

    花-既是長青，亦是首飾配件的關鍵設計元素。在各大時裝展上，不難發現誇

張、有型體的花飾在台上花枝招展，吸引著你的目光；另一方面，花朵不再侷限

於傳統的頭飾，巧妙地將花飾應用於項鏈、手鏈、戒指、胸針之上，用途之廣，

令花朵在時尚配飾之中佔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花形胸針透過加工的保特瓶設計，讓廢棄的物質能再度被欣賞，有著晶

亮璀璨的光芒，玩味著自己當主角的故事。 

 

六、時尚的花樣飾品 

   

圖 2-6-1胸針             圖 2-6-2花型項鍊        圖 2-6-3 花型手鍊 

   

圖 2-6-4胸針設計                   圖 2-6-5花型珍珠項鍊 

http://www.asiafja.com/dendyfashion/en/Products.html?id=45718
http://www.asiafja.com/yousendltd/en/Products.html?id=3448


 

                                       

叁、專題製作 

一、專題製作設備及器材 

 

表 3-1-1 專題製作設備 器材 材料一覽表 

材料及設備名稱 單位 數量 備註 

熱吹風機 支 1  

剪刀 把 4  

保特瓶 支 10  

熱熔膠 支 3  

熱熔膠槍 支 1  

珍珠 粒 適量 白色珠子 

亮片 克 適量  

 

 

 

 

 

 

 

 

 

 

 

 



 

                                       

二、製作方法與步驟 

    藉由本專題這個想法可以讓更多人更加重視環境問題，每個東西都是可以加

上巧思就能變化成許多不一樣的物品，但真正能做到這點的人好像沒有很多，有

時候我們真的該停下腳步好好的想想看可以重新利用的東西有那些或者是可以

利用它來做出不一樣的居家飾品。  

 

圖 3-2-1 製作方法與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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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成果 

一開始先蒐集所有些關的資料，進一步的討論出專題主題，以及探討所要製

作專題的相關資料。 

如下圖所示，是將蒐集來的資料進行討論的拍照紀錄；以及製作飾品的過程

時所拍攝的照片。 
 

 

 

一、專題製作飾品分解過程 

 

  

圖 4-1-1飾品製作器材及材料(一)  圖 4-1-2 飾品製作器材及材料(二) 

  

圖 4-1-3飾品製作器材及材料(三) 圖 4-1-4 樣本  



 

                                       

  

         圖 4-1-5 剪花瓣 (一) 圖 4-1-6 剪花瓣(二) 

  

圖 4-1-7將剪花瓣吹成型  圖 4-1-8成型花瓣 

  

圖 4-1-9花瓣黏成花的形狀 (一) 圖 4-1-10花朵成型  



 

                                       

  

圖 4-1-11 玫瑰花(一) 圖 4-1-12玫瑰花 (二) 

  

圖 4-1-13 玫瑰花 (三) 圖 4-1-14玫瑰花 (四) 

    專題流程為蒐集資料、小組討論、蒐集材料及器材、最後就是如何實際去製

作玫瑰花的胸針飾品，製作過程由拍攝照片為紀錄。 

 

 

 

 

 

 

 

 

 

 

 

 

 

 

 

 



 

                                       

二、製作成品 

    製作完成後可當胸針飾品，事後覺得只有單一用法太狹隘；把它放在腰際間

當裝飾效果也相當不錯，讓我覺得目前最流行的行業－新娘秘書，需用到的飾品

頇多樣化，若有多一點不同的保特瓶花飾感覺會不同。 

 

 

 

圖 4-2-1胸針(一) 

 

圖 4-2-2胸針(二) 



 

                                       

 

圖 4-2-3腰飾花(一) 

 

圖 4-2-4腰飾花 (二) 

 

 

 

 

 

 

 

 



 

                                       

伍、結論與建議 
此專題針對在整個學習過程，做了最後完整的彙整與紀錄，期望作為未來研

究者日後學習的參考。 

一、結論 

    在創作的領域中必頇收集很多相關資料，得到的結論如下： 

1. 配飾材質的選擇、物質的包容性、設計的協調性…等，先做事前的選擇與區

隔，減少不必要的材料浪費。 

2.成形時受熱度的掌控，如：保特瓶有軟、硬之區別，這次選用較硬的瓶子，成

功率較高，花瓣形成的捲度不易扭曲，有自然的弧形；軟的瓶子耐熱度低，不

易成形。 

3.配飾的材料多樣化如何選擇，與主題能搭配又不會太突兀，喪失了配飾應有的 

價值感。 

由此次的專題製作的方式，最大的獲得是知識的建構以及整合的運用，而且 

還有助於提升創造的思考能力，讓配飾不再只是作品而已，也是藝術價值的呈現。 

 

二、建議 
創造從構想到成品，事由失敗的經驗中累積出來的成果，希望給未來的研究

者有如下的建議： 

1. 專題報告是考驗自己的整合能力，可從日常生活中去發現並解決問題的癥

結，尋找的題目不必太廣泛，原本構想是將保特瓶除了胸針可再延伸到髮飾

或項鍊上，結果是亂了整個進度。 

2. 飾品是畫龍點睛的效果，必頇與搭配的主題有呼應性，就以單一性的主題作

深入的探討，在實作上能有更完美的整體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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