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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標誌及環境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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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目的 

提供某種產品(含商
品及服務)環保特性
資訊，並訴諸於消
費大眾之各種說明、
符號或圖形。 

鼓勵消費者選擇對
環境衝擊較低的產
品，從而帶動其他
廠商生產及提供較
佳的商品與服務。 



國內環境保護產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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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發證單位及核發條件 標章 

環境 
標誌 

第一類 環保署(符合規格標準) 環保標章 

第二類 
環保署(非第一類項目，符合再生材
質可回收、低污染或省能源) 

無(發予證明文件) 

第三類 

1. 經濟部能源局(符合規格標準) 節能標章 

2. 經濟部水利署(符合規格標準) 省水標章 

3. 內政部建研所(符合規格標準) 綠建材標章 

環境 
宣告 

－ 
環保署(生命週期中產生的溫室氣體
總量，換算為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碳標籤 



環境標誌─環保標章(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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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給每一類產品環境表現最優良前
20~30%的產品，以達到鼓勵作用。 

獲得環保標章的產品是最優良的綠色產
品，消費者看到標章即可安心購買。 

環保標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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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標誌─環保標章(第一類) 

推動環保標章之環境效益－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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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紙
製品 碳粉匣 

1. 衛生紙的回收紙混
合率應為100％  

2. 擦手紙的回收紙混
合率應為90％(含)
以上 

3. 再生紙含60%以
上回收紙混合率 

1. 可重覆使用 
2. 印表機回收再利用

碳粉匣之耐印量應
為新品耐印量之95
%(含)以上 



環境標誌─環保標章(第一類) 

推動環保標章之環境效益－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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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含有甲醛、鹵性溶劑 
、重金屬及塑化劑等有害 

物質 

清潔劑 

不含壬基酚、三氯沙 
及含氯添加物等添加劑 

冷氣、冰箱
等電器產品 

塑膠組件不得含鉛、鎘 
、汞、六價鉻等重金屬 
及PBDE等溴化阻燃劑 

水性 
塗料 



環境標誌─環保標章(第一類) 

推動環保標章之環境效益－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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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 
省電 
省材料 

1.回收材料再製 
2.包裝減量 
3.清潔劑補充包 

 



環境標誌─環保標章(第一類) 

各國的第一型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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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加拿大 日本 北歐 台灣 美國 巴西 中國 

韓國 歐盟 新加坡 

紐西蘭 香港 菲律賓 SSNC
（瑞典） 

 

印尼 

泰國 
澳洲 

烏克蘭 TCO 捷克 香港 印度 



環境標誌─節能標章(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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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源插座、愛心雙手、生生不息的火苗組成。電源插 
座代表生活用電，心形及手的圖案意指用心節約、實踐 1 

2 

3 

省油省氣省電，紅色火苗代表可燃油氣，倡導國人響應 
節能從生活中的點滴做起 

產品貼上這個圖樣， 
代表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標準高10-50% 



能源效率標示 



環境標誌─省水標章(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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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向上，代表將中

心的水滴接起，強調

回歸再利用，提高用

水效率。 

 

右邊三條水帶，代表
「愛水、親水、節
水」，藉以鼓勵民眾
愛護水資源，親近河
川、湖泊、水庫，並
共同推動節約用水。 

藍色代表水質純淨清
徹，得之不易，務當
珍惜。 

整體而言，水資源如

不虞匱乏，大家皆歡

喜，故水滴笑臉迎人。 



環境標誌─綠建材標章(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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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1.Reuse-再使用 
2.Recycle-再循環 
3.Reduce-減量 
4.Low emission materials-低污染  

使用
優點 

1.生態材料-減少化學合成材之生態負荷與能源消耗。 

2.回收再用-減少材料生產耗能與資源消耗。 

3.健康安全-使用天然材料與低揮發性有機物質的建材，可
減免化學合成材所帶給人體的危害。 

4.材料性能-材料基本性能及特殊性能評估與管制，可確保
建材使用階段時之品質。  

評估
項目  

1.性能確保 
2.環保性確保 
3.健康性確保  

綠建材標章代表原料取得、製造、
使用的過程中，對環境負荷最小、
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材料。  



國內環境標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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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 
省資源 

可回收 低污染 
節能 省水 省材料 

節能標章  

省水標章  

綠建材標章    

環保標章      



環境宣告─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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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大自然的心，減碳
「酷」地球，及落實
綠色消費，與邁向低
碳社會。 

綠葉，代表健康、
環保。 

需標示「碳足跡」
數字及計量單位。
係產品生命週期
所消耗物質及能
源，換算為二氧
化碳排放當量。 

核發機關 



產品碳足跡標籤，簡稱碳標籤，是一種用以顯示產品（含商
品及服務）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標示方式，其涵義是指一個產
品從原料取得，經過工廠製造、配送銷售、消費者使用到最
後廢棄處理回收等生命週期各階段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經過
換算成二氧化碳當量的總和。 

 

環境宣告─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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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需針對產品提出未來具體溫室氣體減量承諾，並承諾完

成碳足跡標示，有助於實質減碳成效及教育宣導。 

廠商透過產品碳足跡，可進一步檢討溫室氣體減量的對策，

例如要求產品上游供應商共同努力降低產品碳足跡。 

提升消費者節能減碳及綠色消費意識，並於產品使用及廢棄

處理階段配合降低碳排放。 



綠色商店是領有公司登記或其他政府機構核發證明文件

且販售綠色商品的商店，有實體和虛擬兩種。 

可利用「綠色生活資訊網」查詢各地區的綠色商店
資訊，方便大家於鄰近的綠色商店選購。 

綠色生活資訊網： 

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info/
procuration/green-procuration.aspx 

綠色商品哪裡買 

環保產品線上採購網： 

http://www.buygreentw.net 

除了實體通路外，大家還可以利用環保產品線上採購網

線上購物的管道購買綠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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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全民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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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及消費是一種
「當省則省，當用則用」
的生活態度，在日常生
活中食、衣、住、行、
育樂各方面都能落實環
保 
 

食 

育樂 

行 

衣 

住 

隨身攜帶環保餐具  多吃蔬食少吃肉 

自然曬乾衣物  隨身攜帶手帕 

選購具環保、節能、省水、綠建材標 
章等具有環境效益的產品 

搭乘大眾運輸 
騎腳踏車 

多到戶外遊玩 



綠色生活及消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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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樸生活，形塑樂活精神 

合理消費，不要隨便浪費 

關愛地球，多多響應環保 

減少外食，增進親子關係 

自然最好，多用陽光照明 

珍惜資源，少用一次用品 

響應減碳，常搭大眾運輸 

多多選購，環保標章商品 

養成四省，省水電油與紙 

隨身攜帶，環保杯筷與袋 



「食」尚又健康 
多吃蔬食少吃肉－生產肉類不僅消耗能源，更會產生二氧化

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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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牛肉生產為例 



「食」尚又健康 
食用不同肉類所產生的碳排放量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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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公斤的肉品為例 



「食」尚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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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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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又健康 
具有環保標章的環保杯，不使用聚氯乙烯與聚苯乙烯塑膠材

質、不得檢出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雙酚A及有害重金屬、
產品可重複使用且易於回收等規定，除於生產、使用、廢棄
階段降低對環境之衝擊外，亦因產品不含前述之環境賀爾蒙
等化學物質，保護消費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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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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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又健康 
多用國產當季蔬果－台灣自產蔬果新鮮健康、種類多樣；國

外空運、船運進口蔬果，消耗大量能源造成不必要的二氧化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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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季 

夏
季 

秋
季 

冬
季 



「食」尚又健康 
選購蔬果時，記得認明產品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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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 吃多少買多少 

提示 2. 避免浪費、減少廚餘 



「衣」起做環保 
舊衣物回收再利用－家中若有仍堪用的衣物，卻不想再穿或

穿不下，可以利用下列方式，讓衣物找到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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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跳蚤市場爲
舊衣物尋找新主
人 

清洗整理後送給慈善團
體或投入各地方政府所
設置的舊衣回收箱 

於資源回收日 
交給清潔隊處理 



「衣」起做環保 
水洗衣服最天然－清潔劑不論皂類、粉類、液類，選擇環保
無磷的清潔劑，可以避免有害物質污染環境、危害人類健康，
對身體與地球最健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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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使用取得環保或 
節能標章洗衣機 

提示2. 使用環保清潔劑 

提示３.集中洗衣服可以
省水省電，也是
一種環保的行為 



「住」的樂逍遙 
優先選購綠建材－有過進入傢俱賣場或新裝潢房子時，感到

眼睛、鼻子不舒服的經驗嗎?一切都是甲醛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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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從哪來? 

甲醛的水溶液又叫「福馬林」，

家居生活中常出現在： 

1.合板、細木板、纖維板和刨花    

   板等 

2.貼牆布、貼牆紙、油漆和塗料 

3.傢俱及泡沫塑料等 

4.香煙及一些有機材料 

5.芳香劑及殺蚊液等 



「住」的樂逍遙 
使用省電燈泡一生比傳統燈泡少排放300公斤的二氧化碳，

燈具排放量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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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燈泡 省電燈泡 LED 



「住」的樂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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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樂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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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樂逍遙 
利用下列方法使用冷氣，不

但可以省錢省電，又能讓冷
氣的使用效率最好。 

  (1)選擇EER數值高的型號 

  (2)控溫在26到28度 

  (3)定時清洗隔塵網 

  (4)搭配電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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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值(能源效率值)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即冷氣產生冷房能力時，
所需耗用的電力；若冷房
能力相同，但所耗電力愈
少，EER值則愈高。 



「住」的樂逍遙 
節約用水做環保－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水資源浪費，養成節約
用水的好習慣，例如：刷牙時用漱口杯裝水，避免水源不斷
流失，就是省錢又環保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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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小撇步】 

提示1.利用水桶、海綿、
抹布擦洗車子 

提示2.洗菜水、洗碗水也
可以用來澆花、擦
地、沖馬桶 



「住」的樂逍遙 
選購省水設備節約用水－目前已有許多具有省水標章的省水

設備，例如：洗衣機、省水馬桶、水龍頭、蓮蓬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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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勝心動 
多搭乘綠色運輸－綠色運輸系統是基於環境永續的前提，具

有溫室氣體減量與低污染特色之運輸系統，例如：步行、腳
踏車、高鐵等。 

選擇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交通工具，可減少能源使用降低環
境污染，以下是各種運輸工具溫室氣體排放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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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勝心動 
共乘減碳最環保－先進國家推動交通運輸節油政策，均推動

「汽車共乘制」，希望降低車輛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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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勝心動 
環保駕駛愛地球－環保駕駛是透過向駕駛人教育宣導，建立

民眾正確的駕駛習慣，進一步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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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啟動後避免怠速暖車 

啟動後，就出發；既省時，又省油。 

提示2.溫和駕駛行車並依速限行駛 

遵循速限，不隨意加減速； 

行車安全，減少油料消耗。 

環保駕駛資訊網  http://ecodriving.itri.org.tw/ 



「育樂」樂活趣 
自備盥洗用品好環保－出外住宿自備洗髮精、沐浴乳、牙刷

及刮鬍刀等用品，不使用一次性盥洗用品，續住不更換床單
及毛巾，減少資源及清洗的水電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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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響應環保的旅館請查詢 

「環保旅店計畫旅館資訊」 http:
//greenliving.epa.gov.tw/Gre
enLife/WalkSing2013/Gactio
n.html 



「育樂」樂活趣 
戶外單車旅行－休閒時，可至「全國綠色路網」查詢腳踏車

步道。或至「林務局」網頁查詢國家森林遊樂區等綠色旅遊
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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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index.aspx 

全國綠色路網 

http://ivv1.epa.gov.tw/air/bicycle/ 



綠色消息 定位查詢 

未來執行規劃-應用APP推廣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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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查詢 標章產品查詢 

未來執行規劃-應用APP推廣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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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營運中心所需消
費資訊 (金額、品
項、數量、環境效
益、點數使用情形
等) 調整系統 

• 依點數給付標準向
營運中心請領款項 

環保集點制度營運中心 

• 綠色產品辨識機制建置 
• 點數給付標準及點數用途規劃 
• 協調各集點系統加入計畫 
• 消費資訊彙整與經費請領/支付作業 
• 環境效益計算與評估 
• 點數來源開發及導入 

於不同載具集點，
點數可合併使用 

載具A 

載具B 
載具C 

消
費
資
訊 

經
費
支
應 

點數 
交換 

點數 
交換 

點數交換 

雲端集點系統 

消費者 

未來執行規劃-推動環保集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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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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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目標 

引導企業本體及其供應商全面導入綠色採購，建

議企業自源頭做起，選用環保標章商品。 

彙集國內外各產業成功導入綠色採購及員工綠色

消費教育之範例及範本，以提供業者參考使用。 

提供整合性綠色採購輔導：協助企業完成綠色採

購及員工綠色消費訓練計畫之建立。 

企業綠色採購推動 



• 綠色採購商品認可範圍(可列入申報統計金額) 

 採購國內環保標章產品(第一類)及第二類、第三類、
碳標籤、其它政府單位或公協會認可之環境保護產

品、環保技術 ，例如：綠色包裝認證標章、低碳餐
廳標章等。 

 歐、美、日、韓等國外環保標章產品與其公協會認

可之綠色商品、能源之星、FSC、PEFC永續林業標
章產品，並提供採購種類、標章編號、金額、數量
等統計資料。 

企業綠色採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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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要求（綠色供應鏈或一般消費者要求）  

降低成本（省電/水,降低處理成本） 

法規要求（如建築技術規則對室內裝修材之規範） 

行銷考量（以綠色做為產品市場區隔） 

公關訴求（回應外界壓力並提昇企業形象） 

企業責任（追求利潤外應盡企業社會責任） 

內部壓力（投資者及員工要求） 

降低風險（綠色產品風險較低） 

企業為何導入綠色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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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導入綠色考量 



提升企業綠色形象：103年度申報達3,000萬以上之民

間企業及團體，環保署將辦理公開表揚暨記者會，表彰

其對於環保的貢獻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承諾。 

（500萬元以上可獲縣市環保局公開表揚） 

優先推薦企業環保獎：實施綠色採購金額達2,000萬以

上之企業，可列為優先推薦參與「企業環保獎」之廠商

名單。 

 

企業導入綠色採購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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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績優頒獎現況（環保署表揚、地方環保局表揚） 



認知採購工作對環保工作的重要 

提升員工環保知識 

環保產品引進運用 

於工作中逐漸導入綠色採購 

不具強制性，充分展現企業推動決心及企業責任 

配合環保單位政策推動，成效統計分析 

鼓勵綠色生產者，後續政策優惠 

簽署綠色採購承諾書 

定期統計並申報綠色採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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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實施配合事項 



透過地方環保局簽署「綠色採購意願書」，並定期
提供綠色採購成果。 

透過環保署「綠色生活資訊網」申請帳號，進行綠
色消費推動計畫登錄及定期申報綠色採購成果。 

如何申報綠色採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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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金額(億元) 申報家數(家) 逾2千萬元(家數) 

96 6 1,460 7 

97 22  530 18 

98 20.5 600 20 

99 34 685 37 

100 39 664 40 

101 78 826 58 

102 95 1,114 59 

歷年申報情形 



「綠色採購意願書」樣式 

53 



電信通訊業：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 

金融保險業：玉山銀行、國泰金控、富邦金控、中國信託、 

                           元大金控、聯邦銀行等 

零售通路業：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超商等 

電子製造業：台積電、台達電子等 

電腦資訊業：台灣富士全錄 

傳統製造業：中國鋼鐵、台塑企業、中華紙漿、永光化學等 

房屋仲介業：信義房屋 

交通運輸業：台灣高鐵 

實施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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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綠色採購實施案例 



以廢紙為主要原料，珍惜資源，〇〇紙業90%

以上的製紙原料，都是回收來的廢紙，回收一

噸廢紙就等於少砍十棵樹，因此在2006年，

回收至少117萬噸廢紙，相當於減少200萬噸

的CO2排放。 

目前除每月供應Nike上千萬個鞋盒，統包App

le的iPod紙材包裝之外，亦為重量級零售業者

Wal-Mart主要包裝材料供應商，即是受惠於

該公司綠色生產理念深獲國際大廠的青睞。 

〇〇紙業 
綠色商機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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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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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聯盟 

說明：由供貨商、民間企業、團體加入會員，鼓勵實 

   施綠色採購，進而帶動綠色生產，促進全民綠 

   色消費之目標及降低環境衝擊之效益 

以「環保產品線上採購網」作為採購交易平台，強

化架上產品環境效益說明 

以「微型及中小型企業」出發，提高企業及團體「

人均綠色採購」比例，進而提升綠色形象 

以「環保團體」為示範，提升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

風氣，帶動民間綠色消費 

綠色採購新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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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聯盟-企業團體參與情形 

民間團體採購會員 

環保產品供應商 

民間企業採購會員 

73家 

25家 

15家 

加入申請書已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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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綠色生活資訊網：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