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置「綠色商店」原則與規範

所謂綠色商品是指產品在原料的取得、產品的製造、銷售、使用及廢棄處理過程中，具有可回收、低污

染、省資源等功能或理念。販賣這些綠色商品且在中華民國內合法登記並領有營利事業登記證之商店即

可經由申請成為「綠色商店」。  

設置「綠色商店」規範之重點工作如下：  

1. 綠色商品導入與管理：「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等政府認定為綠色產品或符合這些標章規格的產品

之導入與管理。 

2. 綠色行銷策略：行銷方式應融入環保概念，並避免不必要的行銷，並應提供顧客相關之產品環保特

性資訊。  

3. 賣場綠色環保與衛生管理：使用節能設備或節能之作法，包裝儘量採用無污染、易於回收的材質並

適度包裝，環境衛生清潔等。 

4. 綠色消費觀念宣導：持續性提供顧客綠色消費觀念與綠色產品資訊等等。  

5. 參與或辦理環保活動：綠色商店除販賣綠色產品外，應主動參與或配合辦理相關環保活動，以推廣

環保觀念。  

6.資源回收宣導：設置商品或廢棄物回收通路並推廣資源回收。

內涵說明 參考指標 

綠色商品導入與管理  環保標章或第 2 類環境保護產品之導入與管理  

其他政府標章產品之導入之管理  

綠色行銷色策略  行銷方式應融入環保概念，並避免不必要的行銷  

應提供顧客相關之環保產品資訊  

賣場綠色環保與衛生管

理  

使用節能設備或節能之作法  

包裝盡量採用無污染、易於回收的材質並適度包裝  

賣場保持適度的清潔  

綠色消費觀念宣導  提供顧客綠色消費觀念與綠色產品資訊  

參與或辦理環保活動  綠色商店除販賣綠色產品外，應主動參與或配辦理相關環保

活動，以推廣環保觀念  

資源回收宣導  設置商品或廢棄物回收通路並推廣資源回收  

 緣起：  

為強化民間企業與團體對於「環保標章」認識及「綠色消費」的認同，並鼓勵優先購買環境保護相

關產品，促進綠色產業發展及減少對環境負面衝擊，以提升環境品質。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特訂定綠

色商店審核標準及執行程序，期使各販賣業者積極配合成為綠色商店，方便民眾進行選購綠色產

品，並可透過相關活動提升民眾對於綠色消費之認同。 

 綠色商店申請資格：  

1. 領有營利事業登記證之販售業者  

2. 銷售環保標章產品達 3 種以上  

3. 環境保護類產品標示及具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審核方式  

1. 申請者應於綠色生活網申請帳號後進行網路申請 。 



2. 各縣市環保局將依申請者資料於 7 個工作日內進行實地審查，審查結果由 網站之綠色商店審查系

統進行記錄  

3. 審查通過即成為綠色商店，將相關資訊揭露於網站，審查不通過將由環保 局持續輔導，輔導記錄

亦需登錄於網站系統。 

 追蹤管理  

1. 綠色商店應定期維護其網站資訊，包括環保產品資訊、銷售環保產品之記 錄、相關宣導活動等，

並應每月申報環保標章產品之銷售數量與金額。 

2. 商店將由種子人員進行定期查核（約每季一次），查核結果將登載於網站 。 

3. 查察結果如銷售環保標章產品未達 3 種以上、未定期回報銷售環保標章產品 項目、數量、金額與

相關活動，或與申請維護資料不符。於查核記錄送交 申請者 30 日曆天內仍未改善者，將撤銷其綠

色商店資格。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綠色生活資訊網站) 

 

綠色商店申請與管理 

 綠色商店申請須知  

1. 申請條件: 販賣綠色商品且在中華民國內合法登記並領有營利事業登記證 之商店即可經由申請成

為「綠色商店」。 

(1) 具有合法之營利事業登記證。 

(2) 商店內販售標章產品達 3 種以上。 

(3) 商店內設有資源回收區。 

(4) 環保產品陳列方式及標示清楚，如設置專櫃、專區或零散貨架、張貼海 報、指引、地貼、插卡…

等。  

(5) 線上填寫的資料需完整且與實際現場相符。  

2. 申請審核結果:  

(1) 通過設立綠色商店:  

a. 線上申請資料完整且與實際現場相符。  

b. 具有合法之營利事業登記證。  

c. 商店內販售標章產品達 3 種以上。  

d. 商店內設有資源回收區。  

e. 環保產品陳列方式及標示清楚，如設置專櫃、專區或零散貨架、張貼海 報、指引、地貼、插

卡…等。 

(2) 通過環保產品販賣店: 

a. 線上申請資料與實際現場相符。  

b. 具有合法之營利事業登記證。  

c. 商店內販售標章產品未達 3 種以上。  

d. 商店內設有資源回收區。  

e. 環保產品陳列方式及標示清楚，如設置專櫃、專區或零散貨架、張貼海 報、指引、地貼、插

卡…等。 



(3) 持續輔導: 

通過環保產品販賣店或未達設立綠色商店標準之申請案，由審核單位持 續輔導，直至綠色商店

審核通過或終止輔導。  

(4) 終止輔導: 

申請案經多次輔導仍無法通過綠色商店或環保產品販賣店標準，且申請 業不願配合改善或自願

放棄輔導機會，則可終止輔導。 

3. 審核通知機制: 

申請案、審核結果(通過、持續輔導、終止輔導)、資料異動皆會以 e- mail 寄發通知申請者知悉及審

查單位進行審核作業。  

 綠色商店申請: 

1. 資料準備: 

(1) 合法之營利事業登記證掃描為電子檔: 檔案以 JPG、BMP、PNG 及 JIFF 格式且以 3 Mb 為上限。 

(2) 商店正面清楚照片: 檔案以 JPG、BMP、PNG 及 JIFF 格式且以 3 Mb 為上限。  

(3) 綠色產品清查: 統計並整理商店內環保標章產品種類、名稱及數量之明 細列表。 

(4) 商店內設置資源回收集中處。 

(5) 商店基本資料:  

a. 商店全名: 即營利事業登記證之公司名稱 

b. 商店簡稱: 一般用於大眾市場之通用名稱 

c. 負責人、聯絡人、聯絡人職稱、電話、傳真、電子信箱資料。 

2. 開始申請: 

(1) 進入綠色生活資訊網: 

a. 連線綠色生活資訊網: http://greenliving.epa.gov.tw

b. 銷售業者申請帳號密碼  

(a) 點選綠色生活資訊網首頁右上方之「登入/新申請」 

(b) 擊點銷售業者申請帳號: 按基本資料、公司/機關基本資料及忘記密碼之提示方法依序填寫完

成，並送出「申請新使用者」。 

(c) 取得密碼: 於電子信箱收取系統核發的密碼。 

c. 登入綠色生活資訊網: 以申請取得之帳號密碼登入綠色生活資訊網。 

(2) 使用者資訊維護:  

a. 變更密碼: 

(a) 位置: 首頁>專區首頁。  

(b) 擊點更改密碼: 完成「變更您的密碼」以修正密碼。 

(c) 取得新密碼: 於電子信箱收取系統核發的密碼。 

http://greenliving.epa.gov.tw/


b. 忘記密碼:  

(a) 擊點忘記密碼: 輸入帳號。  

(b) 識別確認: 輸入問題之解答。 

(c) 取得密碼: 於電子信箱收取得密碼。  

(3) 綠色商店申請: 

a. 填寫商店基本資料: 以各店為一單位做申請。 

b. 填寫綠色商品資料: 紀錄商店內販售綠色商品的種類。 

c. 申請資料維護: 非審查中皆可對申請之內容做修正異動。 

(4) 注意事項 

a. 檔案上傳: 檔案格式為 JPG、BMP、PNG 及 JIFF，限制為 3Mb。 

b. 暫存資料: 商店基本資料填寫完畢後，點選「下一頁」即可暫存輸入之 資料，故修正資料內容

亦需點選「下一頁」方可儲存變更資料；商品資料則點選儲存商品資料可暫存於系統中，擊點「完

成綠色商店申請資料」方為送出申請。 

c. 資料異動: 經確認後再點選「完成綠色商店申請資料」則可再次送出申 請。  

 綠色商店管理 

1. 申請資料維護: 申請資料經送出，除審查中外，任何階段均進行變更。 

(1) 資料異動: 進入銷售業者專區之綠色商店申請與管理，於原申請資料相關 欄位進行修改後，經確

認後再點選「完成綠色商店申請資料」則可再次送出申請，完成資料更新。 

2. 綠色商店管理: 

(1) 綠色商店識別標章 Logo 下載: 進入銷售業者專區之綠色商店申請與管理，擊點「下載綠色商店海

報」按鈕，即可下載列印。 

 (2) 綠色商品管理功能專區: 可直接針對商品資料作管理。 

 (3) 綠色商店記事: 以管理綠色商店相關活動。及如何準備綠色行銷獎資料。 

 (4) 參加綠色行銷獎： 藉綠色商店記事以準備綠色行銷獎資料。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綠色生活資訊網站) 

 

綠色商店申請及管理使用手冊下載 

 

宜蘭縣綠色商店名單－歡迎加入綠色商店行列 

序

號 
商店簡稱 綠色商店編號 聯絡人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1 特力屋羅東店  G000001 祁西峰 265 宜蘭縣羅東鎮民生路 6 號 3F  03-9552000#668 

 

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green-life/green-procuration-2-2View.aspx?Id=BNQ0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