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勵型環保標語：

村里社區優質化 我家就是綠厝邊

激勵環保真心做 福澤子孫永緜延

公眾消費齊轉變 綠色消費攜手行

捍衛環境護台灣 環保法令要遵守

營造優質環保區 新生蛻變展風華

環保本是天經意 大地住民應奉行

環保許可電子化 節能減碳又方便

萬世傳承愛環保 善行緣來是環保

綠色婚禮低排碳 幸福美滿跟著來

環境永續心經營 節能減碳是真諦

簡約時尚就是潮 綠色包裝就是夯

攜手保護臭氧層 氣候變遷同心護

綠色包裝新理念 低污省資易回收

綠色消費新視野 綠色生活能省錢

傳唱橫亙綠行動 綠色旅遊作環保

低碳社會最優質 節能減碳認標章

善用行動愛地球 環境教育心體驗

綠色消費全民推 綠色生活展永續

親愛自己瘋減碳 是小動作大改變

廣植樹木好空氣 綠化家園真舒服

幸福低碳綠生活 拯救地球氧樂多

飲水思源愛惜水 青山淨水永常在

低碳生活好自在 一起行動愛地球

生態保育水活化 清水樂活新天地

回收資源好處多 點石成金造資源

親山樂水長思待 環保旅行快樂活

資源永續新生活 循環利用美社會

土淨水清家園青 快樂生活保清新

環保愛心跳蚤日 資源再生不浪費

水土環境要守護 清境樂土同共享

生活減少碳足跡 共同邁向碳中和

力行心淨國土淨 愛惜環境護全民

生活習慣心環保 節能減碳不可少

廣植樹木護水土 高山長青水長流

人人少用垃圾袋 子孫確保萬世代

環保標章愛選用 你我都是環保人

健康歡喜做環保 青山淨水傳世代

垃圾分類確實做 資源再生造功德

資源回收動手做 地球環境會更好

綠色婚禮碳減高 綠色生活好家庭

垃圾減量少負荷 地球快樂又自在

婚禮蔬食最低碳 地球分享好幸福

綠色生活齊創立 藍天白雲零廢棄

節能省能我最能 知福惜福再造福

環保樂章自然情 人人康健子孫福

全球暖化齊關心 後代子孫將感激

環保若是做得好 後代子孫沒煩惱

永續指標十四項 優質環保示範區

環境生態齊保護 你我力量不可少

低碳蔬食有創意 地球降溫新風潮

環境保護要知道 承諾實踐必做到

警示型環保標語：

水體資源不珍惜 大地哭泣礙生靈

警示污染莫要做 害人害己傷環保

山林水土不保持 水源蘊養會破壞

生活排碳不降低 氣候變遷浩劫至

廢污排水違標準 重罰傷財敗生活

節能減碳怠惰行 福澤緣盡不可為

事業廢水下水道 處六萬元至十倍

溫室氣體不減量 全球暖化災害劇

家庭污水化糞池 罰三千至三萬元

排碳減量不夠力 海面上升陸地少

廢污橫溢擾社會 破壞生態最可惡

綠色標章不愛用 地球資源會耗盡

惡性偷排廢污水 立即下令命停工

綠色生活若漠視 彩色人生變黑暗

亂丟垃圾無法逃 重罰最高六千元

工廠冒煙不可為 廢氣排放會受罰

任意棄置有害物 嚴重違法罪孽高

空氣污染莫產生 排放不符悖標準

判刑一年至五年 併罰達三百萬元

工商廠場要重罰 高達十至百萬元

亂貼廣告造髒亂 破壞景觀沒良心

非工商者致空污 處罰二至十萬元

煙蒂雜物隨手丟 同罰一千二百元

露天焚燒稻草堆 罰五千至十萬元

遛狗遺便真不該 破壞環境眾人譴

加油審慎要注意 油氣逸散會傷身

容器積水慢清除 登革熱病快速來

停車怠速三分鐘 拒絕熄火會受罰

空屋空地雜草生 藏污納垢滋病媒

機車拒絕一千五 汽車要罰三千元

住家環境不維護 蟲媒疾病跟著來

烏賊機車亂排氣 罰千五到六千元

漫遊山林遺垃圾 大地美景會蒙羞

烏賊汽車罰加倍 大車排污五千起

塑膠垃圾留大地 自然生態禍萬年

工商場所或工程 噪音標準不可違

環境用藥濫噴灑 殘毒遺留造污染

最低處罰三千元 最高罰十八萬元

免洗餐具不要用 保麗龍盒也不好

機動車輛噪音高 未依規定作檢驗

製造垃圾不減量 垃圾淹沒好大地

惱人噪音改裝車 皆罰千八到加倍

萬年不腐塑膠袋 拒用莫待後悔時

冷氣水塔發電機 低音喇叭擾安寧

自然殺手是垃圾 地球傷口是污染

低頻噪音嗡嗡聲 罰三千到三萬元

違法污染罪孽大 深度查證重裁罰

室內空氣不珍惜 健康受損又傷身

不法利得溯既往 長期利益吐出來

社區安寧欠維護 不得清謐傷心靈

製造污染害臺灣 禍延子孫遺千年

操作型環保標語：

有效防治登革熱 容器積水不可有

操作環保身心靈 確實執行護家園

巡倒清刷積水器 登革熱病蚊不來

節能減碳我最行 環保產品我愛用

有效防治小黑蚊 清除青苔阻斷食

綠色商店我愛來 綠色消費快樂購

遛狗愛狗心腸好 莫留狗便禍行人

認識產品碳足跡 低碳生活好依循

廣告髒亂不要貼 煙蒂雜物不要丟

低碳飲食你做到 引領減碳新風潮

住家鄰近勤打掃 乾乾淨淨品質好

一天減碳一公斤 清新亮麗又健康

禮品包裝少一點 環保心意加倍送

一日蔬食代肉食 二氧化碳減排放

打掃環境收垃圾 潔淨環境身體好

多吃蔬食少吃肉 環境友善好食材

社區環境勤整理 屋裡屋外要乾淨

電動機車快樂騎 電池交換方便用

環境清掃大家來 整潔乾淨我最愛

空氣污染要拯救 工廠煙囪勿冒煙

清掃廁所有訣竅 凡事澈底細細刷

機車排氣來定檢 烏賊車輛去檢舉

公共空間多關心 你我都有好環境

藍色標籤好騎士，排氣定檢年年做

清溝除污助通暢 淹水惡臭不會來

停車怠速要熄火 節省油料護健康

消費自備飲料杯 節能減碳無負擔

減少怠速半小時 年省汽油六百升

環保標章環保杯 重複使用省資源

油槍跳停不強加 油氣逸散可防止

高汞電池不要用 確認標示符環保

稻草收割勿焚燒 大地清肺空氣好

逆向回收廢四機 經濟實惠作環保

交通往返用公車 低碳運輸要支持

資訊物品來回收 裨益環保去污染

寧靜家園同維持 擾人噪音不可造

資源回收要乾淨 堆置路邊不可採

居家空氣品質好 通風順暢不可少

廢燈管具妥回收 防止破碎不污染

河川巡守來護水 排水污染要檢舉

減少使用垃圾袋 免洗餐具我不要

漁船出海做環保 垃圾容器攜回來

購物自備環保袋 垃圾減量地球好

生活污水要減量 水肥定期要清理

污防設施要操作 功能正常不排污

蓄水塔池要乾淨 定期清洗不可忘

公害糾紛保權益 現場證據要保存

土地交易顧權益 檢查土壤莫留污

環境污染速報案 快打 0800066666

環境用藥重安全 清潔乾淨蚊蟲少

我家垃圾我家清 全民掃髒好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