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  EPA-87-K103-08-34 

年度  民國 87 年

計畫名稱  推動使用環保標章計畫 

計畫主持人  于 寧、史濟元 

計畫領域  管考處 

主辦機關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受委託單位  環境與發展基金會 

計畫摘要

   本報告旨在分析87年度國內環保標章計畫推動現況與執行成效，同時依據本年度執行計畫的成果提出相關性

建議。 

  本年度共通過1、螢光燈管2、回收玻璃容器再生品3、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品4、黑白影印機5、電腦滑鼠

6、電腦鍵盤等6項產品規格標準。廠商申請產品部份，本年度共計155 件產品通過環保標章。環保標章資訊站完成

架構修正，且已有超過10，000人進站使用。在環保標章簡訊部份，共完成四期之發行，每期發行量為3，000本。

追蹤考核部份，總共完成19家次92件產品之現場追蹤或抽樣檢驗作業。現場查核共完成20家49件產品之查核作

業，另成立「環境與發展基金會」作業，朝環保標章民營化目標邁進 。

關鍵字  

上傳文件  EPA-87-K103-08-34.pdf

建立者  環保署管理者

建立日期  民國91年08月05日 

上次修改人員  環保署管理者

上次修改日期  民國94年06月17日

Page 1 of 185年~97年科技計畫

2012/5/16http://sta.epa.gov.tw/report/project.htm



摘   要 

 

本報告旨在分析八十七年度國內環保標章計畫推動現況與執行成

效，同時依據本年度執行計畫的成果提出相關性建議。 

本年度共通過 1.螢光燈管 2.回收玻璃容器再生品 3.回收再生紡織

品及其製品 4.黑白影印機 5.電腦滑鼠 6.電腦鍵盤等六項產品規格標

準。廠商申請產品部份，本年度共計 155 件產品通過環保標章。環保標

章資訊站完成架構修正，且已有超過 10,000 人進站使用。在環保標章簡

訊部份，共完成四期之發行，每期發行量為 3000 本。追蹤考核部份，總

共完成 19 家次 92 件產品之現場追蹤或抽樣檢驗作業。現場查核共完成

20 家 49 件產品之查核作業，另成立「環境與發展基金會」作業，朝環保

標章民營化目標邁進。以上主要成果均達到年度既定目標。相關項目執

行狀況請參考下表。 

執行成果差異分析表 

預計執行之狀況 實際執行之狀況 差異說明 

1.應完成新開放（或修正）產品項目

篩選與六項產品規格標準 

已通過並公告六項產品規格標準 符合進度 

2.應完成 150 件產品之初審 已完成 155 件產品之申請案之審

查 

符合進度 

3.應完成追蹤考核 90 件 應完成追蹤考核 92 件 符合進度 

4.辦理核發使用証書、証書之補發及

換發、建議廠商停止使用等事務，

已完成 90 件產品之簽約 符合進度 

5.辦理環保標章產品規格標準於平

面媒體之公告，至少六次 

已公告六件商品規格標準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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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成「環保標章簡訊」四期之編

輯、出版與發行作業，預計發行量

為 3000 本 

已完成第十二期簡訊之發行作業 

 

符合進度 

7.出版「環保標章產品採購指南」二

期，發行量 5000 本 

已進行計畫變更為一期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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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執行之狀況 實際執行之狀況 差異說明 

8.舉辦四場「綠色論壇」系列演講推

廣綠色消費觀念。預計於北區舉辦

二場、中、南區各一場，參加人數

每場 50 人 

已完成活動準備,並約定檔期,演

講人及講題,已台北市立圖書館

辦兩場,台中廣三百貨辦一場、高

雄勞工育樂中心辦一場 

符合進度 

9.擴大電腦網際網路站之功能，並製

作維護紀錄。預計上站人數 3000

人次 

目上站人數超過 5,000 人次 符合進度 

10.製作「環保標章與綠色消費」相

關錄音節目四卷，交由廣播電台

播放 

已完成兩卷國語一卷台語一卷客

語錄音帶 

符合進度 

11.辦理十場環保標章宣導推廣會議

（含廠商說明會、研討會、研習

班等），其中北區三場、中區四

場、南區三場，預計每場參加人

數為 50 人 

已完成北部 39 場,中部一場宣導

推廣會議,參加人數超過 5萬人

次 

符合進度 

12.維持現有之「綠色專櫃」功能，

並於中部地區至少增設一處 

維持現有之「綠色專櫃」,並於台

中市中友百貨公司增設一處 

符合進度 

13.配合環保署辦理之教育宣導活

動，提供環保展覽會場全程所須

之服務（含解說員、展覽品等），

至少辦理一次，以二次為上限 

參與中華民國消費月於台北、台

中、高雄之宣導展示 

符合進度 

14.委託專業公司，完成民眾認知

度，及未來開放產品項目之調查

委託柏克市調公司辦理 符合進度 

15.持續參與國際標準組織會議，及

ＧＥＮ之年會，預計四人次（至

少一次） 

至西班牙馬德里參與 GEN 執行委

員會議 

符合進度 

16.完成環保標章制度民營化作業規

範之規劃報告，含規格標準研

擬，使用費徵收方式、作業要點、

審查作業方式等之修正檢討 

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中 符合進度 

17.「品質管理系統驗証」之維持，

及取得英國認証以確保標章制度

之公信力及公開、公平及一致性

1.已通過 IOS 9001 之延伸驗証 

2.英國認証部份尚在辦理中 

符合進度 

 

第一章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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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為順應世界趨勢，鼓勵事業單位於產品之原料取得、製

造販賣、使用、及廢棄之產品生命週期過程中，能夠降低環境之污染及

節省資源之消耗，促進廢棄物之減量、減毒及回收，同時喚醒消費者慎

選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之產品，以提昇環境品質，特參考德國、日

本、加拿大、北歐、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實施環保標章之經驗，並參

酌經濟部、農委會已推行之中國國家標準（ＣＮＳ）、食品優良製造（Ｇ

ＭＰ）等制度，研討頒發產品之環保標章。經邀集專家學者、消費者保

護基金會、主婦聯盟、中央標準局、工業局、商品檢驗局、工研院、國

貿局、全國工業總會、進出口同業公會及環保署相關各處、所、法規會、

會計室等相關單位研商辦法，於八十一年二月中旬，正式向社會大眾公

開徵求環保標章圖樣。經邀請美術設計師、環保專家學者、民間團體等

共十九人組成評審團後，於八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評選出以一片綠色樹葉

包裹著乾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作為環保標章的圖案，並依法註冊登記其商

標專用權及對外界公告。 

 

「環保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以及「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設置要

點」於八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公告實施。八十一年十二月本署與工

研院首次簽約，並依約分兩批開放合計十四項之產品項目供業界申請，

第一年度（至八十二年六月止）共有二家廠商五件產品獲頒環保標章。

之後環保署繼續委託工研院執行推動環保標章計畫。至八十七年五月

止，共開放四十五項環保標章產品規格標準及核發 531 產品使用環保標

章。此項成果與北歐、日、德、加、美等環保標章推動先進國家相比，

已屬難能可貴。為能繼續順利推動此制度，除應加強健全本制度之作業

體系（含作業辦法、追蹤考核、制度管理及預算平衡等）外，將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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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產品規格標準之理論基礎，使本制度得以發揮改善環境負荷之功

效，更積極參與國際環保標章相關組織活動並擴大宣導，也藉由此計畫

參與ISO 14000環境管理系列之國際會議，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亦間接

提升國內產品在國際之競爭力，避免不必要之貿易障礙。 

 

第二章 國外環保標章執行暨國際合作現況 

 

本年度環保標章計畫國際合作範圍分下列四點闡述: 

 

一、參與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之活動 

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 (GEN) 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員為

各國環保標章計畫的執行單位(Implementation Body)，所謂執行單位，

意指接受產品申請並執行驗証、授証及管理作業之單位。在此資格限制

之下，歐盟之環保標章組織尚未能成為會員，固該組織僅負責產品項目

篩選及規格標準之研擬，上述之產品驗証等工作係由各參與國家的環保

標章組織分別執行。目前 GEN 共有 20 個會員，如下表 

 

歐洲地區: 

 

亞洲地區: 

美洲地區: 

澳洲地區: 

非洲地區: 

英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以色列、 

克羅埃西亞、希臘、盧森堡、挪威、瑞典(2)*

中華民國、日本、韓國、泰國 

美國、加拿大、巴西 

紐西蘭 

辛巴威 

 

註:(a)瑞典的兩個環保標章組織分別為瑞典標準局( SIS )及大自然保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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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b)在上述會員國中，英國、希臘、盧森堡並沒有其國家性之環保標章，而為歐盟

標章之成員。 

(c)瑞典、挪威同時屬於歐盟及北歐標章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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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上，GEN 設秘書處於瑞典之標準局(SIS)內，設辦事處於日本

之環境協會(JEA)，並由執行委員會負責會務的推動。委員任期一年(主

席為兩年)，連選得連任兩次。本屆之主席為西班牙標準局之 Mr. Jose 

Tejera，執委為美國之 Dr. Arthur Weissman，加拿大之 Mr. John Polak，

日本之 Mr. Shegaku Hashizume，德國之 Dr. Herala Neitzel 及本基金

會之于寧博士。此外，另由 Mr. Hashizume 兼任財務長，瑞典之 Mr. Bo 

Assassarson 擔任秘書長。執行委員會每年應召開 2~3 次，年會則每年舉

行一次。最近一次的執委會將於6月22日於美國舊金山市舉行。自從1993

年底正式成立以來，GEN 終於建立起舉足輕重的地位。綜合 GEN 的活動，

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1) 參與 ISO TC207/SC 3 會議，制定與「環境標誌與宣告」相關的系列

標準: 

 

此系列標準共有 14020(總則)、14021(廠商自行宣告之環境訴

求)、14024(第一類環保標章指導綱要與程序)以及 14025(第三類環境

資訊說明)。其中前三項標準即將於本年底或明年初公告，最後一項則

尚在草案版。 

 

前三項標準中，與第一類環保標章息息相關的自然是 14024 標準。

這份標準的起草者是產業界專家，因此在第一版的草案中，處處可見

不合理、不實際的規定。在 GEN 成立之前，美、加、北歐諸國的執行

組織在其各個國家的代表團中，地位均不甚高，意見不受重視。GEN

成立後，第一類環保標章組織的意見才逐漸受到各國的重視。GEN 曾

針對 ISO 14024 標準提出立場說明與書面意見(由 Dr. 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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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sman 起草，由 GEN 執行委員會通過後，送交 SC 3 秘書處)。在歷

時四年，多達十餘次的會議中，由於 GEN 會員國的團結一致，將草案

中對執行組織不利或無法執行的部分均做了修正。因此，這份標準是

產業界代表與執行組織代表在不同立場下，互讓一步而達成的共識。

ISO 14024 標準可望於年底公告，成為國際間第一類環保標章組織應

遵守之規範，但他並不具強制性，也不是一種可驗証(certifiable)

標準。不過 GEN 正在推動的相互承認規範中，將規定相互承認基本要

求為執行組織需「符合 ISO 14024 標準」。 

 

本會在此部份工作中之貢獻可分為 A.參與上述 GEN 立場說明之起

草。B.由本會于博士代表 GEN 於歷次之工作小組會中發言並於 SC 3

大會中報告 GEN 的現況。于博士亦為 GEN 派出參加 ISO 會議的唯一專

家。 

 

(2) 建立電腦網站，出版 GEN 簡訊等對外宣導推廣管道，並促進會員間之

交流。 

GEN 之網站站址為 http://www.interchg.ubc.ca/ecolabel /gen .html。

其上列有除泰國、辛巴威及瑞典大自然保育組織之外，所有會員組織

之連絡地址或電腦網站站址，且部份成員均將已公告的產品項目與產

品規格標準置於站址供參閱。本會網站之使用情形將另闢章節。簡訊

原本預定為每季出版一次，但因稿件時常有誤時情形，現已改為每半

年一期。簡訊主要發送對象為會員組織及對環保標章有興趣之國際組

織(如 WTO，OECD，ISO 等)，每期發行量為 3000 份。簡訊內容可分為

會員近況報導、會務報導、專題報告等，均甚具參考價值。本會在每

期簡訊中，均有專題報告及現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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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相互承認 

會員間的相互承認可以促進作業規範的一致化並減少不必要之貿

易障礙。在 1987 年 GEN 年會中，決議先制定一份「相互承認工作規範」

再提交執委會討論。此份工作規範係以我國與加拿大之相互承認合約

為基礎，另增加「相互承認之先決條件」，即進行相互承認之組織除

了均應遵守 ISO 14024 規範外，並應有良好之品質管理系統。上述工

作規範之草案將於 6 月 22 日於舊金山舉行的執委會中繼續討論。 

 

由於美國 Green Seal 與加拿大 TerraChoice 公司業已於今年 4 月

簽定了相互承認合約(內容與我國與加拿大之合約大同小異，僅缺少授

權對方代行第三國產品驗証之部份)。Green Seal 已表示願與我國簽

定合約，此工作應可在近日完成。 

 2-9



二、代表 GEN 出席 ISO 14020 系列標準制定會議 

 

除本會于博士為 GEN 指派出席之專家外，由於我國不是 ISO 之會

員國，因此其他單位若欲派員參與 ISO 14000 系列標準之制定會議，

均係經由本會推薦，由 GEN 之秘書處代為報名。 

 

歷年參加各項標準制定會議及 GEN 會議一覽表 

時   間 會議名稱 地  點 出席人員 所屬單位

83 年 11 月 GEN 成立大會 
瑞典斯德哥爾

摩市 

于寧、張憶琳、   溫

子文 
工研院 

84 年 07 月 GEN 年會 希臘雅典市 于寧 工研院 

84 年 11 月 ISO 14030 系列標準會議 
加拿大溫哥華

市 
賴明伸 工研院 

84 年 11 月 ISO 14030 系列標準會議 韓國漢城市 
于寧、張憶琳、   王

先登 
工研院 

85 年 03 月 ISO 14020 系列標準會議 
美國華盛頓特

區 
于寧 工研院 

于寧、林盛隆 工研院 

林秀珠 環保署 

鄒進昌 中標局 

85 年 07 月 

ISO 14000/TC207 年會 

 

GEN 年會 

巴西里約熱內

盧市 

巴西聖保羅市

倪士偉 商檢局 

85 年 09 月 ISO 14020 系列標準會議 英國倫敦市 于寧 工研院 

85 年 11 月 ISO 14040 系列標準會議 
瑞典斯德哥爾

摩市 
林盛隆 工研院 

85 年 12 月 GEN 執行委員會 
中華民國台北

市 
于寧 工研院 

86 年 01 月 ISO 14020 系列標準會議 美國舊金山 于寧 工研院 

86 年 04 月 ISO 14000/TC207 年會 日本京都市 
于寧、林盛隆、   楊

致行 
工研院 

   楊崇聖 工研院 

   杜富燕 成功大學

   顧洋 科技大學

86 年 09 月 GEN 年會 日本東京市 于寧* 環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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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年 12 月 
ISO 14020 系列標準會議 

GEN 執委會 

西班牙馬德里

市 
于寧* 環發會 

87 年 06 月 ISO 14000/TC 207 年會 美國舊金山 于寧* 環發會 

   

楊致行、巢志成、洪美

雲、盧誌銘、呂穎彬、

王壬 

工研院 

   呂文賢、楊崇聖 環保署 

   杜富燕 成功大學

註:除有*號註明外，出席會議代表之經費來源均為所屬各單位，並未由本計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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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24 第一類環保標章―指導綱要與程序 

標準之內容共分為(1)十七點原則，(2)制定計畫要求事項之程序，及(3)

驗証程序三大部份。現摘要如下： 

1.原則 

(1)第一類環保標章係自發性計畫，它的產品準則（criteria）須有選擇

性，以篩選出較具環境優越性之產品。凡符合準則之產品，應可獲得

專用之標章。 

(2)產品準則之制定應以生命週期考慮為基礎。生命週期中的各個階段，

即原物料取得、生產、銷售、使用及處置，均應成為準則中的指標。

準則之擬定應以完整的科學與工程原則為依據，以確保獲得標章的產

品具有環保優越性。 

(3)準則須為可達到的（attainable），並有一定的有效期限。隨著新產

品或新技術或新的環境資訊之出現，或市場需求的改變，此準則應被

檢討。 

(4)在擬定準則之過程中，應考慮到產品的適用性（包括安全衛生、消費

者對功能之需求等）。 

(5)在篩選產品項目、擬定準則以及決定產品之功能特性時，應有公開之

程序徵詢利害相關者之意見。 

(6)第一類環保標章計畫的相關資訊（含產品項目、準則、功能特性、測

試與確認方法、驗証與授証程序、準則之有效期限、檢討期限、經費

來源等）應可向利害相關者公開。 

(7)執行組織應可証明其經費來源不致造成利益衝突。向申請者收取之費

用可包括申請費、測試費及行政管理費。原則上，經費收入須維持在

與支出相等的水準，以提高申請意願。 

 2-12



(8)相互承認須被鼓勵。相互承認包括承認對方的測試、檢查、符合性評

鑑、行政程序、以及，如適合時，產品之準則。 

 

2.制定計畫要求事項之程序 

    內容包括(1)篩選產品項目，(2)擬定，檢討及修訂產品準則，(3)

鑑別產品之功能特性及，(4)決定計畫要求事項。 

 

    首先需有一公開程序，以徵詢利害相關者之意見，例如召開顧問

會議或公聽會。對於利害相關者提出之意見，執行組織應將其納入考

慮並有適當之回應。 

 

    在產品項目篩選階段，執行組織須先針對有潛力之項目完成一份

可行性研究報告（包括產品市場規模、供應商之分佈、需改善之重點

與潛力，產品項目範圍之定義、適用性等）。其後，執行組織應將上

述報告做成建議書提供給利害相關者並徵詢其意見。 

 

環境投入/產出指標 

能源 資源 排放 

 

生命週期階段 

可再生/不可再生 可再生/不可再生 水 空氣 土壤 其他

原料取得       

製造       

銷售(含運輸)       

使用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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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定產品準則的過程中，執行組織應可參考上表，以考慮生命週期

各階段之投入與產出。此外，並須考慮地區性、區域性、全球性之環境

議題、可行之技術以及經濟因素。準則須以下列方式表達：(1)對環境或

天然資源之衝擊，或(2)當無法以上述方式表達時，產品之環境考量面，

例如污染之排放。如果適當，執行組織可以利用權重因子(weighting 

factors)來表達對產品的環保要求。執行組織亦應針對每項要求定出數

值（例如最低值、不可超過之臨界值（threshold value）、等比值

(scale-point system)或其他相關方法），亦應決定測試方法、程序及

何處有可執行該測試方法之單位。 

 

在鑑別產品之功能特性方面，須考慮到產品的關鍵性功能要素、確

認此關鍵要素存在於此產品項目中所有的產品之中，並鑑別其水準。 

註：例如洗衣機的洗淨力為其關鍵性功能要素。無論何種型式之洗衣機，

都應有其一定水準之洗淨力。 

 

3. 驗証程序 

本標準規定執行組織須針對以下議題制定出一般性要求：(1)簽約廠商

之宣傳方式（以避免不當或不實廣告），(2)停用、撤銷、取消合約之

條件，(3)如有「不符合」之情形時之矯正程序，(4)解決爭議之程序，

(5)測試與確認之程序，(6)收費方式及(7)標章之正確使用方式。 

 

目前我國環保標章作業規範與此標準尚有少許差異，將另闢章節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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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21 廠商自行宣告之環境訴求 

此份文件內容涵蓋了(1)一般要求事項，(2)特殊要求事項，(3)符號

（Symbol）之使用，(4)回收符號(Mobius Loop)之使用，(5)對查証之要

求事項，(6)名詞定義六大部份。現摘要說明如下： 

1.一般要求事項 

所有廠商自行宣告之環境訴求都應是正確的，不誤導的，可查証的；

應與所訴求之產品（或服務）有實質關聯性且與重大之環境衝擊相關

者；如未經由第三者驗証，應明確指出。 

 

2.特殊要求事項 

(1)對產品的環保改善績效不應有虛偽或誇大之描述，亦不得隱暪事實而

誤導採購者。此外，環境訴求應不僅與最終產品相關，而應將產品生

命週期之中的相關環境考量面納入考慮， 

(2)與其他產品比較時，應說明比較之基礎（例如時間），並應注意必須

使用相關的標準或測試方法，並僅可與功能相當的產品做比較， 

(3)環境訴求之範圍應明確，如為產品之全部或僅為包裝材料、零組件、

某項服務的一部份，且應使採購者了解， 

(4)除與製程相關的環境訴求之外，其他的訴求均應與產品可能造成環境

衝擊的地理區域相關， 

註：例如「無汞電池」之訴求為「製造過程中未添加汞」。由於此製程

可以減少電池製造地區的汞污染，因此是一個正確的訴求，可以使

用於任何地區。反之，「可回收」之訴求若使用於沒有回收體系地

區時，則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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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號（Symbol）之使用 

(1) 如果使用某種符號代表某種環境訴求時，最好不為自然物體（如樹

木、動物）。符號若有誤導之可能時，應伴隨有文字、數字或其他類

符號之說明。 

(2) 針對某種環境訴求而設計之符號應有其特點，且不致與其他類符號混

淆。 

註：例如代表使用材料之符號應不與「可回收」符號混淆；代表環境管

理系統的符號應不與代表產品的環境訴求符號混淆。 

4. 回收符號(Mobius Loop)之使用 

圖一為 Mobius Loop 的兩種形式。其設計規格應符合 ISO 7000-1135

之要求。 

5.對查証之要求事

(1)環境訴求應

之方法應為

(2)「無――」類

此物質之含

（contamin

(3)環境訴求適

此產品單位

有好幾個模

 

 

圖一 Mobius Loop 的兩種形式 

項 

為可查証的，並有足夠之証據支持此訴求。查証時使用

可重複、可再現並有完整之科學基礎。 

的環境訴求（例如「無汞電池」）所代表的是產品中

量在被認可之水準以下，且為視為「污染物質」

ant）。 

用之產品可包含產品之模組、包裝材料，以及販售時與

（product unit）相關的組件。一個產品單位可能含

組，它們也可以獨立為產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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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訴求適用之服務可包含原有服務之外，所提供給採購者的儀

器、設備及消耗材。 

(5)查証方法 

(a) 環境訴求者(claimant)須負責提供查証用之檢測方法及數據，

除機密性資料外，查証結果應可提供查証者索閱或自發地公開

給大眾， 

(b) 訴求者本身、採購者，或由此二者委託之單位均可執行查証之

工作。 

(6)測試方法 

(a) 須有運作良好之品保管理系統與一個可靠的數據測試流程，以

做為品保之基礎， 

(b) 在規劃階段即須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可以獲得可靠的、與產品

或服務之環境訴求相關的結果。測試對象、條件、測試方法、

規格與規章、測試計畫、執行人與其能力、硬體設備、必須之

經費與支出均須被記錄， 

(c) 在執行階段，採樣與量測均須依據事先設定的模式（protocol）

進行。如有偏離，需予以記錄。量測與結果的可靠度須以統計

方法証明並可由紀錄中追溯， 

(d) 測試紀錄須文件化，並必須包括測試之目的，負責人，由負責

人授權出版之証明，以及文件係為何人所準備。 

 

6.名詞定義 

(1) 應避免提出不明確或不特定之環境訴求，例如「對環境安全」、「對

環境友善」、「對環境較友善」、「對地球友善」、「無污染」、

「綠色」、「對海豚友善」、「大地之友」、「對臭氧友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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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永續性」一詞含義十分複雜，在此時以此做為環境訴求並不

恰當。 

 

(2) 當環境訴求涉及以下名詞時,應符合本標準中對於它們的定義，限

制、測試及查証方法的規定。這些名詞包括 

(a)回收比例(Recycled Content), 

(b)回收物質(Recycled Material), 

(c)消費前物質(Pre-Consumer Material), 

(d)消費後物料(Post-Consumer Material), 

(e)減少資源使用(Reduce Resource Use), 

(f)回收之能量(Recovered Energy), 

(g)固體廢棄物減量(Solid Waste Reduction) 

(h) 能 源 效 率 ／ 能 源 節 約 ／ 能 源 保 護 (Energy-Efficient/ 

Energy-Saving/Energy-Conserving), 

(i)用水效率/節約用水/水資源保護(Water-Efficient/ Water 

Saving/ Water-Conserving ) 

(j)延長壽命之產品(Extended Life Product) 

(k)可再用/可重填(Reusable/Refillable) 

(l)可回收（Recyclable） 

(m)可拆解之設計（Design for Dissembly） 

(n)可堆肥化（Compostable），及 

(o) 可 分 解 / 可 生 物 分 解 / 可 光 分 解 （ Degradable/ 

Biodegradable/Photodegra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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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回收」而言，本標準中對其「限制」有兩點： 

(a)在產品銷售地區，若沒有足夠的回收點或回收體系，在環境訴求

中使用「可回收」一詞，應以文字說明此情況。但若僅說明「當

有回收設施時，本產品為可回收」，是不夠充份的。 

(b)若僅產品或包裝或僅包裝的一部份為可回收，則應有說明。 

 

對「可回收」的測試方法，本標準中有以下兩點規定： 

(a)如係訴求者自行運作回收體系與設施，應確認其便利性。採購者

是否可取得收集、回用及回收體系之相關資訊，亦應被評估。 

(b)如回收體系係由社區的公用事業運作時，應評估其便利性以及証

實其相關資訊可供採購者取得。 

 

由於政府採購法已於四月底通過立法院審查，而在其第九十六條中

規定: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優先採購取得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

標章使用許可，而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並得允許百分之十以下之

價差。產品或其原料之製造、使用過程及廢棄物處理，符合再生材質、

可回收、低污染或省能源者，亦同。 

其他增加社會利益或減少社會成本，而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准用前

項之規定。」 

 

因此除了環保標章產品已有明確之驗証程序之外，未獲標章產品是

否確屬「資源回收、低污染、省能源」者，則可引用此 ISO 14021 標準

中所規定之各項測試與查証方法，例如「可回收」、「能源節約」、「回

收能源」、「可再用/可重填」、「可堆肥化」、「可分解」、「固體廢

棄物減量」等，由獨立公正之第三者加以驗証。本會未來應可參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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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工作，以落實政府採購法之美意。 

 

ISO 14025 環境資訊說明 

第三類環境標誌與訴求是一種非常新的產品驗証方式，目前在世界上

僅有一個實例，即加拿大紙業公會所推出的「環境資訊說明表單」。其

他對此有興趣的國家則包括日本（正在考慮是否推出國家計畫）、瑞典、

韓國、德國等。此標準之制定過程曲折反覆，幾乎每次會議都需針對「是

否要繼續」以及「究竟此文件未來會成為標準，或僅為技術報告」展開

爭論。主要的原因即在於許多代表認為在沒有足夠的實際運作經驗下，

僅憑藉理論與想像去研擬一份標準，是十分不恰當的事。因此，ISO 14025

迄至 1997 年 12 月仍然是一個新計畫(New Project) 甚至還沒有一份工

作草案。歷次會議所討論之重點不外於(1)定義，(2)如何運用生命週期

評估技術及 (3)與第一類或第二類環境標誌與訴求之區隔及關連性為

何。現摘要說明如下： 

 

1. 定義 

如前述，第三類環境資訊說明之定義為「以預先設定之參數，並

經過獨立者之確認，而提供（給消費者）的定量性資訊」。迄今為止，

定義中所指之「參數」，大致可分為(a)「生命週期盤查分析」(ISO 14041)

用參數，(b)「生命週期衝擊分析」(ISO 14042)用參數。而且各類產

品項目應使用之參數，應力求一致 (例如由公會決定)。 

定義中所指之「獨立者」，可以為廠商本身或獨立之第三者，唯

其條件為必須利用「生命週期評估技術」來進行此環境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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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運用生命週期評估技術 

生命週期評估技術的相關系列標準為ISO 14040〜3。其中14040

及 14041 已然成熟並已公告。14042 係生命週期衝擊分析，目前尚

在委員會草案版(CD)階段。因此第三類環境資訊說明在目前僅可以

利用 14040、14041 這兩項標準做為技術基礎。至於是否可以將盤查

數據加以模式化而彙總(aggregate)，則尚待討論。此外，在第三類

環境資訊說明中，若有比較性主張時，則應符合相關規定。 

 

3.與其他二類環境標誌與訴求之區隔及關連性 

因為第一類環保標章較無法鼓勵獨家生產或極具創意之產品，

故第一類與第三類可以為互補。唯須注意第三類不可使用任何形式

之標章或符號，以免造成混淆。第二類與第三類所使用之技術不同，

且第二類未經獨立者查証，故應已有明顯之區隔，不致造成混淆。

由於此類「環境資訊說明」強調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技術，而在國內

之各類資料庫尚未建立之前，推出此項服務之機會不大。 

 

三、推動中加環保標章組織合作事宜 

 

此計畫係由環保署科技顧問室另案支持。本年度之工作內容為: 

 

為延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過去五年「推動使用環保標章計畫」及

八十六年度「中加環保標章合作計畫」，計畫內容著重於美加地區綠

色消費推廣經驗資料探討、具潛力產品規格標準開發及建立共同開發

產品規格標準與驗證程序之模式。 

 

加拿大環境選擇（Environmental Choice）計畫與我國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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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同屬 ISO 14000 中所規範之第一類環保標章。鑑於「中加環保標

章合作計畫」中業針對中、加雙方已有之產品規格標準，進行對等性

之判定，並決議略以，凡是「與使用及廢棄階段相關」之要求事項，

必須符合進口國之要求；凡是「與產品製造及生產程序相關」之要求

事項，則需組成專家小組，依「生命週期衝擊分析」模式判定之。囿

於國際間對於「生命週期衝擊分析」模式，尚無共識，是以，本計畫

採用「共同開發」規格標準模式，並選擇不涉及 PPM 要求事項之產品

項目為開發對象。 

 

中、加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共同研擬作業，除考量雙方國情、相關

法規、產品項目與製造環境條件外，並就雙方審議委員會觀點差異之

協調及廠商意見之回饋，於八十六年十月完成產品項目篩選，包括木

製玩具、電腦鍵盤、滑鼠等三項；並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完成中、加相

互承認程序。有關木製玩具等三項產品規格標準草案架構，於八十七

年三月完成後，提送加拿大審議委員會於三月底完成審查；八十七年

五月底前提送中華民國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電腦鍵盤、滑

鼠二項規格標準，即將公告予廠商申請。 

 

至於美加地區綠色消費發展趨勢與現況部分，除探討其問題及現

象外，並研析其市場特性、消費行為、相關法令規定及案例等資料，

以進一步瞭解其未來發展趨勢。 

 

由本計畫成果顯示，此次研擬的三項規格標準產品項目均為我國

重要出口產品，在規格標準研擬過程中，我方能充分參與表示意見，

對於爭取我國廠商權益與減少貿易問題，樹立相當良好典範。本計畫

之進行，對於中、加兩國環保標章相互承認工作具有重要意義，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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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研擬過程中所獲得之寶貴經驗，除可提供往後推動類似工作時之

重要參考外，對於我國加強與其他國家環保標章體系之互動，亦樹立

良好典範。 

 

四、參與制定歐盟環保標章組織之個人電腦規格標準 

 

由於我國之個人電腦佔歐洲市場的 40%左右，因此歐盟之環

保標章工作小組(下屬於歐盟第十一處，DGXI )負責人，Mr. Claude 

Roaum，特別邀請本會代表出席其有關個人電腦( Desktop PC，不

含筆記型電腦)之規格標準制定會議。本會因此向工業局申請專案

經費補助，於 8 月 15 日開始執行「全球綠色貿易發展趨勢及對國

內電腦產業衝擊之研究」計畫。在此計畫下，與歐盟個人電腦規格

標準制定之相關工作與實際達成狀況如下表所示: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實際達成狀況 

1.廠商意見調查 針對電腦廠商特性，進行意

見調查，瞭解其公司營運狀

態及參與本工作之意見，另

對產品分類進行了解 

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 10%

2.邀請歐盟個人電腦產品規

格標準工作小組負責人 

Mr. Eric Johnson 來台訪

問 

拜訪工業局、環保署、台北

市電腦公會及數家主要生產

廠商，說明此工作之意義、

目的、時程並希望廠商配合

已完成 

3.派員出席規格標準制定會

議，以反映國內廠商之意見 

參與歐盟環保標章個人電腦

規格標準制定會議 

共派員出席兩次會議，(86 年

10 月與 87 年 2 月)並提供中

華映管公司之資料供工作小

組參考 

4.召開說明會，向廠商傳達

規格標準草案之內涵 

˙規格標準草案已於 87 年

3 月底完成。內容已送達本

會 

˙召開說明會 

已於 87 年 5 月 13 日召開說

明會，由工業局七組林組長

主持。共有 15 家廠商出席。

會中所收集之意見已反映至

歐盟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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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此規格標準草案之內容包括六項，即 

1. 降低監視器能源消耗量(Reduced Monitor Energy Consumption) 

依生命週期評析結果顯示，個人電腦於使用過程中因能源消耗產

生二氧化碳量，造成溫室效應，對環境衝擊影響最大。因此，降低

監視器能源消耗量為主要考量因子之一，而電腦於不操作

（non-operation）狀態下，其能源消耗形同浪費，基於此觀點，擬

定之規格標準分為三項， 

˙停機（Sleep）或待機（Standby）狀態，其能源消耗量≦10w。 

˙長時間停機（Deep-sleep）狀態，其能源消耗量≦3w。 

˙Default 狀態，由操作至停機及停機至長時間停機狀態所需切換時

間（change time）≦30 分鐘休止期（inactivity）。 

 

2.降低主機能源消耗量（Reduced Control-Unit Energy Consumption） 

基於同監視器能源消耗關點，對於降低主機能源消耗量亦分為三項， 

 

˙停機（Sleep）狀態能源消耗：功率（power rating）≦200w 的機器，

其能源消耗應≦20w， 

˙功率（power rating）≦200w 的機器，其能源消耗量應≦10%功率。 

˙Default 狀態，由操作至停機狀態所需切換時間（change time）應

≦30 分鐘休止期（inactivity）。 

˙關機（Off）狀態能源消耗量為 1w。 

 

3.延長使用年限（Extended Lifetime） 

延長個人電腦使用年限需具備二項條件，其一為零件及服務能充

份供應，其二為持有者電腦功能可依需要升級。據此擬定之標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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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從出貨（shipment）起算，應保證五年的更換零件（replacement 

parts）及服務期。 

˙整個個人電腦均應符合表一之可維護性設計（Design for 

Maintainability features） 

 

4.鼓勵回收及循環再利用（Encouraging Takeback and Recycling） 

一般而言，為達產品回收再利用，除考慮其可收回性外，並應具

適切的設計，使其收回時，其材質的再生可達極大值，意即產品設

計成易拆解型，且材質之回收技術不會造成回收障礙。 

依上述特性，研擬三項標準， 

˙具環保標章的項目應保證收回 

˙整部個人電腦其設計應符合表二所列易拆解設計內容。 

˙整部個人電腦其設計應符合表二所列可回收再利用設計內容。 

 

5.不使用溴化物阻火材質（Elimination of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阻火材質用於個人電腦二個部分，其一為電腦殼體（Housings）

（使用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and diphenyls）（PBBs 

and PBDs ）主要以氧化物（ oxide ）或醚類衍生物（ ether 

derivatives），其二為印刷電路板（printed wiring boards），

常用 tetrabromobisphenol A（TBBPA/TBBA）。依多項有關溴化物阻

火材質對環境影響之研究資料顯示，目前已有產品其殼體使用不含

溴化物阻火材質，但尚無任何一樣產品，其印刷電路板不含溴化物

阻火材質，因此，對於此項標準其規範為，零件部分其重量>25g 者

不得含有有機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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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環境宣言（Environmental Declaration） 

此項宣言係針對電腦的環境影響資訊完全提供給買者及使用

者。該宣言內容為，環境宣言除應附隨於產品外，並應同時提供給

使用者。該文件資料應遵從 ECMA's TR 70 中有關環境特質宣言。 

 

於 5 月 13 日之廠商說明會中，大多數業者認為除「不使用溴化

物阻火物質」一項要求較難達到外，對於所謂「睡眠狀態」(Sleep 

Mode)、「深度睡眠狀態」(Deep Sleep Mode)需定義清楚。 

 

此外，由於我國環保標章產品項目中，已有「監視器」「電腦主

機」兩項，故在該次會議中，亦曾徵詢廠商對於我國此兩項之規格標

準修正之意見。與會者多認為既然外銷市場之比重大於內銷市場，我

國之規格標準若修正至與歐盟一致，應屬合理。 

第三章  國內環保標章制度推動現況 

 

一、沿革 

 

中華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鼓勵事業單位於原料取得、產品製

造及販賣、使用、廢棄等產品生命週期過程中，能夠降低環境之污染

及節省資源之消耗，並喚醒消費者慎選省資源、低污染、可回收之產

品，以提昇環境品質，邀集專家學者、消基會、主婦聯盟、環保文教

基金會、美化基金會、中央標準局、工業局、農委會、商品檢驗局、

工研院、國貿局、全國工業總會及進出口同業公會等單位，並同研商

環保標章推動作業草案，俾藉以推動使用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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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三月台灣環保標章圖樣正式誕生，以一片綠色樹葉包裹著

乾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代表台灣將積極參與全球風起雲湧的綠色消費運

動。1992年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公告實施「環保標章推動作業要點」以

及「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推動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

之環保理念，鼓勵消費者使用環保標章產品。1992年十二月環保署正

式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推動工作，1997年九月委託財團

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執行推動;工作，在五年半的時間內，經參考國

外資料，研究及考量國內市場需求及產製技術，研擬出四十七項環保

標章產品的規格標準供國內、外廠商申請，同時核發 524 件產品使用

環保標章，此推動績效受到環保署的肯定與支持。本年度及六年執行

成果將另於第四章評加說明，至於環保標章計畫六年相關要事記錄如

下。 

 

 

環保標章大事記 

我國環保標章計畫緣起 

81年02月－參考先進國家實施環保標章之經驗，鼓勵事業單位生產符合「可回收、

低污染、省資源」之環保產品，並宣導消費者愛用環保標章產品，環

保署擬具環保標章制度，期能提昇我國環境之品質。 

81年03月－環保標章誕生，圖樣以「一片綠葉包裹著乾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作為

象徵。 

－環保標章圖樣註冊登記商標專用權 

81年11月－公告實施環保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 

－公告實施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81年12月－行政院環保署與工業技術研究院正式簽約，委託本院研擬環保標章制

度、產品規格標準及審核認證，開啟我國推動環保標章之序幕。 

82年02月－開放第一階段申請使用環保標章六項產品項目 

82年06月－首批產品獲頒環保標章使用証書，印有環保標章之產品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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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第二階段申請使用環保標章八項產品項目，核發14件產品 

82年11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十五項產品項目「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83年03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十六項產品項目「一段式省水馬桶」 

83年05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十七至十九項產品項目「電腦主機」「監視

器」「列印機」 

83年06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項產品項目「可重複使用之購物袋」 

－「使用回收紙之名片」未通過審議，暫停保留 

－環保標章累計已開放二十項產品項目，核發98件產品。 

83年11月－全球環境標誌組織(GEN)正式成立，我國為創始會員國之一並擔任執行

委員。 

83年12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一項產品項目「電動機車」 

84年01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二項產品項目「省能源精緻型螢光燈

(CFL)」 

84年03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三項產品項目「洗衣機」 

84年05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四至二十六項產品項目「洗衣清潔劑」

「洗碗精」「無漂白毛巾」 

－「可充填式碳粉匣」「使用回收紙之新聞用紙」未獲通過審議，暫停

保留 

84年06月－環保標章累計開放二十六項產品項目，核發121件產品，使用標章枚數

約2.2億枚。 

－環保標章產品追蹤考核7家次40件。 

84年7月－GEN年會在希臘雅典市召開，決議於網際網路上設站。 

84年9月－「環保標章簡訊」創刊，每季報導國內外環保標章計畫之動態，再生紙

(單色) 印製，發行量二仟份。 

－成立中加環保標章組織雙邊合作計畫，探討雙方合作之可能性。 

84年10月－中加環保標章組織簽署合作備忘錄 

84年11月－代表GEN參與在加拿大溫哥華市召開之ISO 14030標準制定會議 

－代表GEN參與在韓國漢城召開之ISO 14020標準制定會議 

84年12月－加拿大環保標章組織(Terra Choice公司)總裁來台訪問 

85年01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七項產品項目「二段式省水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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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02月－環保標章網際網路開放上站 

85年03月－代表GEN參與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召開之ISO 14020標準制定會議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八項產品項目「家用電冰箱」 

85年04月－完成中加環保標章組織雙邊合作計畫報告 

85年05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二十九項產品項目「家用冷氣機」 

85年06月－GEN年會在巴西聖保羅市舉行，重新選舉執行委員，我國仍續任。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三十至三十三項產品項目「使用可分解塑膠

之農業用資材」「使用可分解塑膠之包裝材」「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衛

生器材」「使用可分解塑膠之消費性產品」 

－環保標章累計開放三十三項產品項目，核發342件產品，使用標章枚數

約六億枚。 

－修正環保標章六項產品規格標準 

－停用環保標章產品計9家次38件 

－環保標章產品追蹤考核計11家次47件。 

85年07月－代表GEN參與在巴西聖保羅市召開之ISO 14020/TC207標準制定會議 

85年08月－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三十四項產品項目「非石綿之摩擦材料」 

85年09月－代表GEN參與在英國倫敦市召開之ISO 14024標準制定會議 

－「環保標章簡訊」第五期起增加發行量至三千份，再生紙(彩色)印製。 

85年12月－GEN執行委員會議在我國台北市舉行，為期二天。 

86年01月－參加八十六年國家環保展，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行五天。 

－與麥當勞及統一百事公司共同辦理「認識環保標章」兒童著色比賽。 

－代表GEN參與在美國舊金山市召開之ISO 14020標準制定會議 

86年02月－召開「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第一次董監事會議 

86年03月－加拿大環保標章組織資深專家來台進行技術交流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三十五至三十六項產品項目「堆肥」「資源

化磚類建材」 

86年04月－向行政院環保署提出成立「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申請 

－代表GEN參與在日本京都市召開之ISO 14000/TC207年會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三十七至三十九項產品項目「修正帶」「螢

光燈啟動器」「可置換刷頭之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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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05月－中華民國環保標章組織計畫通過ISO 9000驗證。 

－GEN補助經費，挪威環保標章組織資深專家來台進行技術交流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四十至四十一項產品項目「省水龍頭及其器

材配件」「馬桶水箱用二段式省水沖水器」 

86年06月－累計開放環保標章41項產品項目，核發451件產品，使用標章枚數約九

億枚。 

－修正環保標章一項產品規格標準 

－累計停用環保標章產品計34家次146件 

－環保標章產品追蹤考核計18家次111件。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完成法人登記 

86 年 08 月－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成立 

86 年 09 月－環境與發展基金會承辦 87 年度環保標章計畫 

－出席 GEN 年會執委會及 WORKSHOP 

86 年 10 月－環保標章累計核發 480 件產品，使用標章枚數約九億枚。 

86 年 11 月－出席 ISO 14000 AND Ecolabelling 研討會，主講我國環保標章推動

現況 

86 年 12 月－環保標章累計開放 42 項產品項目，核發 488 件產品，使用標章枚數

約九億伍仟萬枚。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四十二項產品項目「螢光燈管」 

－參加 ISO TC207 環境宣告與訴求系列標準制定會議及 GEN 執委會 

87 年 01 月－參加中華民國消費月展，分別於台北、台中、高雄各展出一埸 

－環保標章累計開放44項產品項目，核發4882件產品，使用標章枚數約

九億陸仟萬枚。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四十三項產品項目「回收玻璃容器再生品」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四十四項產品項目「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

品」 

87 年 02 月－環發會成立北辦處加強對廠商之服務及宣導 

87 年 03 月－環保標章累計開放 45 項產品項目，核發 515 件產品，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四十五項產品項目「黑白影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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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部份規格標準條文以簡化規格標準用語或使規格標準用語更明

碓 

87 年 04 月－於北、中、南區分別舉辦一場綠色專題論壇講座 

87 年 05 月－環保標章累計開放 47 項產品項目，核發 524 件產品，使用標章枚數

約九億捌仟萬枚。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四十六項產品項目「電腦鍵盤」 

－審議通過開放環保標章第四十七項產品項目「滑鼠」 

87 年 06 月－於國父紀念館舉辦生活作環保消費看標章全國親子園遊會 

 

二、組織架構 

 

中華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環保標章計劃之最高決策及指導機

關，其下設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該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三人組成，受

聘於環境保護署署長。重要任務為審議適宜開放的環保標章商品、規

格標準、標章及授與及撤銷案、環保標章制度之研定與修改，及其他

有關環保標章管理監督等事項。受聘之委員包括下列機關團體及代表。 

 

民間相關團體代表 2人 公平交易委員會 1人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1人 環境保護署 3人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1人 專家學者 2人 

經濟部工業局 1人 其他有關代表 2人 

 

整個推動計畫則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所屬污染防治技術發展

中心執行。執行單位主要負責環保標章產品規格標準研擬、環保標章

申請之初審及產品追蹤管核作業等，為環保署推動環保標章計畫之技

術幕僚。環保標章之組織架構及主要任務分工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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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組織及任務分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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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規格標準研擬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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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廠商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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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商申請條件與審核內容（依據環保署公告之「環保標

章推動作業要點」） 

 

(一)申請條件 

1.申請日前一年內，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機關按日連續處

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許可證或移交刑罰等處

分。 

2.於原料取得、生產、使用、銷售或廢棄物回收、清除、處

理過程中減廢績效優良、對環境污染程度之降低著有成效

或使用時可節省能源、資源者。 

3.產品符合環保署核定之規格標準。如該項產品項目已訂有

國家標準，並應符合國家標準。 

4.品質及安全性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二)審核內容 

申請者必須提據(1)營業合法證明文件(2)符合環保標章

產品規格標準證明(3)申請日前一年內未曾受到環保機關按

日連續處罰或更嚴重之處分證明。(4)符合產品相關之品質及

安全規定證明(如CNS)。 

 

申請安件審核約需二至四個月作業。其中包括一個月公

告期。當申請文件通過書面審核後，審核單位將該廠商申請

之產品刊登於主要報紙。公告一個月內，若經主動調查或因

人檢舉查證未符合環保標章精神者，則將申請案予以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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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可經由實驗室檢驗之規格標準，申請廠商須自行檢具

公信力之相關實驗室檢驗證明。必要時，申請產品得接受執

行單位於市場上進行抽驗。至於產品之品質與安全性則可提

出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相關法令規範之認證證明文件。 

 

申請費用需於申請產品公告前繳交。無論申請產品件數

首次申請費用為兩萬元。兩萬元主要支付包括產品公告、專

家審查以及獲認證後兩年期間之追蹤考核；取得標章使用權

之廠商，再次申請其他產品或續約時，優待費用為一萬伍仟

元。 

 

六、環保標章之使用 

 

申請產品初審通過後，送交環保署召開之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審

議。經審委會審議通過後則開始進行簽約及授證手續。環保標章標示

方法包括標章上方加印獲標章認證之原因，下方加印標章編號，兩者

與中間的標誌合成一體。標示可隨產品或包裝本身之原設計決定其顏

色，但須為單色印刷。標章使用期限為兩年，廠商有義務將每月使用

標章之狀況以報表方式寄送執行單位統籌整理。為維護標章公信力，

執行單位接受消費大眾或廠商之檢舉，並實施不定期之抽驗查核。 

 

第四章 本年度執行成果 
 

一、 迄 87 年 6 月，總計開放 47 項環保標章產品接受申請，本年度計

開放 6 項產品規格標準，修正 18 項產品規格標準，其項目如表

4.1。另根據表 4.2 顯示歷年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開放及修正狀況，

而相關規格標準修正或增列條文內容如表 4.3 至 4.7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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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環保標章已開放之產品規格標準 

一、塑橡膠再生品＊ 

二、使用回收紙之辦公室自動化

(OA)用紙＊ 

三、使用回收紙之衛生用紙＊ 

四、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

用紙 

五、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六、卜特蘭高爐水泥 

七、建築用隔熱材料 

八、無汞電池 

九、使用太陽能電池之產品＊ 

十、布尿片 

十一、水性塗料＊ 

十二、回收木材再生品 

十三、使用氟氯碳化物(CFCs)替代

品之產品
(停)
 

十四、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十五、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十六、一段式省水馬桶 

十七、電腦主機＊ 

十八、監視器＊ 

十九、列印機＊ 

二十、可重複使用之購物袋 

二十一、電動機車＊ 

二十二、省能源精緻型螢光燈

(CFL) 

二十三、洗衣機＊ 

二十四、洗衣清潔劑 

二十五、洗碗精 

二十六、無漂白毛巾 

二段式省水馬桶 

家用電冰箱＊ 

二十九、家用冷氣機＊ 

三十、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農業用資材＊ 

三十一、使用可分解塑膠之包裝材＊ 

三十二、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衛生器材＊ 

三十三、使用可分解塑膠之消費性產品＊

三十四、非石綿之摩擦材料 

三十五、堆肥 

三十六、資源化磚類建材 

三十七、修正帶＊ 

三十八、螢光燈啟動器 

三十九、可置換刷頭之牙刷 

四  十、省水龍頭及其器材配件 

四十一、馬桶水箱用二段式省水沖水器 

四十二、螢光燈管＃ 

四十三、回收玻璃容器再生品＃＊ 

四十四、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品＃ 

四十五、黑白影印機＃ 

四十六、電腦滑鼠＃ 

四十七、電腦鍵盤＃ 

備註：今年度 ＊修正18項  ＃開放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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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歷年環保標章產品規格標準開放及修正統計 

NO 環保標章之產品項目 FY 82 FY 83 FY 84 FY 85 FY 86 FY 87

  開

放

修

正

開

放

修

正

開

放

修

正

開

放

修

正

開

放 

修

正 

開

放 

修

正

1 塑橡膠再生品          

2 使用回收紙之辦公室自

動化(OA)用紙 
         

3 使用100％回收紙之衛

生用紙 
         

4 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

及書寫用紙 
         

5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6 卜特蘭高爐水泥            

7 建築用隔熱材料          

8 無汞電池           

9 使用太陽能電池之產品           

10 布尿片            

11 水性塗料         

12 回收木材再生品           

13 使用氟氯碳化合物

(CFCs)替代品之產品 
           

14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5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16 一段式省水馬桶           

17 電腦主機           

18 監視器           

19 列印機           

20 可重複使用購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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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1 電動機車          

22 省能源精緻型螢光燈

(CFL) 
           

23 洗衣機           

24 洗衣清潔劑            

25 洗碗精            

26 無漂白毛巾            

27 二段式省水馬桶            

28 家用電冰箱           

29 家用冷氣機           

30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農業

用資材 
          

31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包裝

材 
          

32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衛生

器材 
          

33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消費

性產品 
          

34 非石綿之摩擦材料             

35 堆肥             

36 資源化磚類建材             

37 修正帶            

38 螢光燈啟動器             

39 可置換刷頭之牙刷             

40 省水龍頭及其器材配件             

41 馬桶水箱用二段式省水

沖水器 
            

42 螢光燈管             

43 回收玻璃容器再生品            

44 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

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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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45 黑白影印機             

46 電腦滑鼠             

47 電腦鍵盤             

     合     計 14 － 6 8 6 1 7 8 8 1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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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八十二年度環保標章開放項目產品規格標準紀錄彙整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1 塑橡膠再生品 

 

第1次 

82年02月15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石棉

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

質」 

2 使用回收紙之辦公室

自動化(OA)用紙 

 

第1次 

82年02月15日

第5次 

83年05月13日

 

第20次 

85年05月17日

修正增列：「產品包裝須標示國內回收紙比例」 

 

 

修正增列：產品或包裝上須標明國內回收紙比例。如係進口產

品則須標明「使用回收紙之進口產品」。 

3 使用回收紙之衛生用

紙 

 

第1次 

82年02月15日

第5次 

83年05月13日

 

第20次 

85年05月17日

修正增列：「產品包裝須標示國內回收紙比例」 

 

 

修正增列：產品或包裝上須標明國內回收紙比例。如係進口產

品則須標明「使用回收紙之進口產品」。 

1.原為「使用回收紙之衛生紙(廁衛用紙)」 

2.增加擦手紙 

4 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

具及書寫用紙 

第1次 

82年02月15日

第5次 

83年05月13日

 

第20次 

85年05月17日

修正增列：「產品包裝須標示國內回收紙比例」 

 

 

修正增列：產品或包裝上須標明國內回收紙比例。如係進口產

品則須標明「使用回收紙之進口產品」。 

1.紙製文具包括筆記簿、便條紙、稿紙、信箋、信封、卷宗、

卷夾、資料夾或其他文具。 

2.再生紙的回收紙混合率應在5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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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5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

用品 

第1次 

82年02月15日 

第5次 

83年05月13日

 

第20次 

85年05月17日

修正增列：「產品包裝須標示國內回收紙比例」 

 

修正增列：產品或包裝上須標明國內回收紙比例。如係進口產

品則須標明「使用回收紙之進口產品」。 

1.包裝用紙分成包裝紙、紙袋及瓦楞紙箱三種。 

2.包裝紙和紙袋的回收紙混合率應在20%(含)以上，瓦楞紙箱則

須是80%(含)以上。 

6 卜特蘭高爐水泥 

 

第1次 

82年02月15日 

第20次 

85年05月17日

 

7 建築用隔熱材料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1. 

2.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石

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

學物質」 

「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烷

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準)」之

規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之管

制物質」 

8 無汞電池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第6次 

83年06月08日

增列認定標準「產品中不含鎘、汞，意指鎘含量之檢出值為10ppm

以下，汞(水銀)含量之檢出值為0.25ppm以下。」 

 

9 使用太陽能電池之

產品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石棉

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

質」 

10 布尿片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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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11 水性塗料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1. 「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烷

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準)」之規

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

質」 

12 回收木材再生品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第21次 

85年06月04日

1.「水溶性塗料」名稱修正「水性塗料」 

2.產品須為回收木材加工再生之產物「例如傢俱、手工藝品等」

修正增列「包括中間產品(如 粒片板、木棧板、纖維板)，及最

終產品(如建材、傢俱、手工藝品及玩具)。」 

3.增列粒片板、木棧板、纖維板之回收木材混合率須為100％ 

4.建材、傢俱、手工藝品及玩具之回收木材混合率須在90％以

上。 

13 使 用 氟 氯 碳 化 物

(CFCs)替代品之產

品
(停)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1.84年12月30日起停止受理廠商申請 

2.85年03月20日公告滿六個月起廢止 

 

14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

罐 

第2次 

82年05月13日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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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八十三年度環保標章開放項目產品規格標準紀錄彙整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15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

器 

第3次 

82年11月05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

石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

性化學物質」 

16 一段式省水馬桶 

 

第4次 

83年03月25日

第17次 

84年12月17日

原「省水馬桶」名稱修正「一段式省水馬桶」 

 

17 電腦主機 第5次 

83年05月13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1.「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烷

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準)」之規

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

質」 

2. 「…保護臭氧層」之規定，修正為「產品或包裝上須標示

「…減少臭氧層破壞」」 

18 監視器 第5次 

83年05月13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1.「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烷

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準)」之規

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

質」 

2. 「…保護臭氧層」之規定，修正為「產品或包裝上須標示

「…減少臭氧層破壞」」 

19 列印機 第5次 

83年05月13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1.「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烷

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準)」之規

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

質」 

2. 「…保護臭氧層」之規定，修正為「產品或包裝上須標示

「…減少臭氧層破壞」」 

20 可重複使用之購物

袋 

第6次 

83年06月08日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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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八十四年度環保標章開放項目產品規格標準紀錄彙整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21 電動機車 第9次 

83年12月20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

烷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

準)」之規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

議定書之管制物質」 

22 省能源精緻型螢光

燈(CFL) 

 

第10次 

84年01月19日

未修正  

23 洗衣機 

 

第11次 

84年03月16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

烷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

準)」之規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

議定書之管制物質」 

24 洗衣清潔劑 第12次 

84年05月02日

 

未修正  

25 洗碗精 

 

第12次 

84年05月02日

 

未修正  

26 無漂白毛巾 第12次 

84年05月02日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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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八十五年度環保標章開放項目產品規格標準紀錄彙整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27 二段式省水馬桶 第18次 

85年01月15日

未修正  

28 家用電冰箱 

 

第19次 

85年03月15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1.「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

乙烷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

準)」之規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

議定書之管制物質」 

2. 「…保護臭氧層」之規定，修正為「產品或包裝上須

標示「…減少臭氧層破壞」」 

29 家用冷氣機 

 

第20次 

85年05月07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製程中不得使用氟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

烷以及其他有機鹵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

準)」之規定，茲修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

議定書之管制物質」 

30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

農業用資材 

第21次 

85年06月04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

石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

性化學物質」 

31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

包裝材 

第21次 

85年06月04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

石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

性化學物質」 

32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

衛生器材 

第21次 

85年06月04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

石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

性化學物質」 

33 使用可分解塑膠之

消費性產品 

第21次 

85年06月04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

石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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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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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八十六年度環保標章開放項目產品規格標準紀錄彙整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34 非石綿之摩擦材料 第22次 

85年08月27日

新開放  

35 堆肥 

 

第26次 

86年03月12日

第27次 

86年04月28日

增列「申請本項所需工廠登記證，得以農業主管機關出具

之禽畜糞堆肥場操作許可證取代」 

36 資源化磚類建材 

 

第26次 

86年03月12日

新開放未修正  

37 修正帶 

 

第27次 

86年04月28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

石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

性化學物質」 

38 螢光燈啟動器 

 

第27次 

86年04月28日

新開放未修正  

39 可置換刷頭之牙刷 

 

第27次 

86年04月28日

新開放未修正  

40 省水龍頭及其器材

配件 

第28次 

86年05月27日

新開放未修正  

41 馬桶水箱用二段式

省水沖水器 

第28次 

86年05月27日

新開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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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八十七年度環保標章開放項目產品規格標準紀錄彙整 

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環審會議 最近修正 修正內容 

42 螢光燈管 第30次 

86年12月3日 

新開放  

43 回收玻璃容器再生

品 

第31次 

87年01月21日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不得含有(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

石棉等有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

性化學物質」 

44 回收再生紡織品及

其製品 

第31次 

87年01月21日

新開放未修正  

45 黑白影印機 第32次 

87年03月30日

新開放未修正  

46 電腦滑鼠 第33次 

87年05月28日

新開放未修正  

47 電腦鍵盤 第33次 

87年05月28日

新開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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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87年6月，共144家次廠商525件產品曾獲得使用環保標章，如表

4.9所示。本年度通過環保標章之產品統計如表4.10。 

 

表 4.9 歷年獲頒環保標章之產品件數及廠商成果統計 

開放之環保標章之產品項目 件數 廠商名單 

一、塑橡膠再生品 19 駿隆
33,34/517.518

、安順
35
、敦品化學

107~112
、耀順工

業
151~153、427-429

、祖揚
453
、崎貿

502
 

二、使用回收紙之辦公室自動

化(OA)用紙 

2 永豐紙業新店廠
2,3
 

三、使用100％回收紙之衛生用

紙 

2 永豐餘豐原廠
1
、天隆

519
 

四、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

書寫用紙 

33 永豐餘豐原廠
4
、日新印刷廠

6~11,89~95
、巨門文具

13~28
、天隆造紙

113、419
、樂元和紙工藝

378
 

五、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47 永豐餘桃園及高雄廠
5,175~181

、榮成彰化廠
12
、正

隆
36~46

、立興包裝
114
、美和實業

182~189
、三和紙業

257~258、520-521
、正隆

303~310、318~319
、福山

522~523
、永豐隆

489
、環固

481
 

六、卜特蘭高爐水泥 3 中聯爐石
69、343

、聯鋼爐石
190
 

七、建築用隔熱材料 9 台達化學
29~32、511-514

、安順企業
418
 

八、無汞電池 15 華聯電器
96~106

、瑞好國際
211~214

 

九、使用太陽能電池之產品  --  

十、布尿片  2 舒福製衣廠
259、542

 

十一、水性塗料 13 均鑫
70
、九大化工廠

149,150
、永記造漆

260,294~302
 

十二、回收木材再生品  8 振昌興業
53,54、311~312、526~527

、台灣塑合
88
、樂元和紙

工藝
379
 

十三、使用氟氯碳化合物

(CFCs)替代品之產品 

(註:84.12.30起已停止受

理申請，85.9.19起停止

使用該項環保標章) 

82 大同
47~52

、新寶科技
55~68

、大眾電腦
72~76

、銘曄
77~80

、

台灣松下電器
81,121~131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
82~84

、

聲寶
115~120

、嘉儀
215
、台灣三洋電機

252
、大同

225~251
、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
253
、歌林

261
、東元電機

262
 

十四、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43 維他露
71、313，344-345、543

、金車
154~159、432-443

、統一企業
198-208、454-456

、 

泰山
263~268

 

十五、重填物之包裝或容

器 

 7 聯合利華
269~270、539~540

、清大航太科技
271、541

、優特

實業
320
 

十六、一段式省水馬桶 117 和成欣業
85~87,193、272~278、321~324、464、492-494、501

、電光企

業
132~138,191-192、327~331、391-393

、隆昌窯業
139~141、383-384、

420~424
、德久

160~166、385-390
、台灣櫻花

167~174、444-451、547-461、

490-491
、楠弘貿易

194
、所羅門

209-210、216
、台灣東陶

218~224、325~326,350、380、503-510
、莊頭北

254~256
、國寶窯業

346-349
、雙料企業

381-382、462-463
 

十七、電腦主機  2 大同
142
、國眾電腦

452
 

十八、監視器 23 明碁電腦
143~148

、美格科技
195~197

、新寶科技
314~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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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松下
371~374、495-497

、誠洲
482~484

 

十九、列印機  --  

二十、可重複使用購物袋  2 同力纖維
425~426

 

二十一、電動機車  --  

二十二、省能源精緻型螢光燈

(CFL) 

 --  

二十三、洗衣機  45 台灣松下電器
279~293,351-353、470-471、530-538

、聲寶
396-400

、

台灣三洋電機
401-406

、大同
465-469

 

二十四、洗衣清潔劑  5 大丹宜
217、515

、翔鈴
524
、升揚

525
、海石盟

516
 

二十五、洗碗精  --  

二十六、無漂白毛巾  --  

二十七、二段式省水馬桶  2 電光企業
394-395

 

二十八、家用電冰箱  43 台灣松下電器
332~342、376-377、472-473、498、528-529

、聲寶
354-358、

375
、台灣三洋電機

359-360
、大同

361-369、474-479
、東元

499-500

二十九、家用冷氣機  15 台灣日立
370、480、485

、台灣松下電器
407-417、430

 

三十〜三十三分解塑膠  --  

三十四、非石綿之摩擦材料  --  

三十五、堆肥   1 台糖
431
 

三十六、資源化磚類建材  3 信益陶瓷
486-488

 

三十七、修正帶  --  

三十八、螢光燈啟動器  --  

三十九、可置換刷頭之牙刷   --  

 四十、省水龍頭及其器材配件   --  

 四十一、馬桶水箱用二段式省

水器 

  --  

 四十二、螢光燈管   --  

 四十三、回收玻璃容器再生品   --  

 四十四、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

製品 

  1 榮祥紡織
544
 

 四十五、黑白影印機   --  

 四十六、電腦滑鼠   --  

 四十七、電腦鍵盤   --  

合                 計 544件 148家次廠商新申請通過(87.5.27) 

統計資料說明：歷年累計 148 家次廠商新申請通過，通過 544 件產品獲准使用環保

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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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本年度核准使用環保標章之產品統計 

環保標章之產品項目 件數 新通過 續約 

塑橡膠再生品 4 駿隆橡膠2件、祖揚公司1

件、崎貿實業1件 

 

使用回收紙之衛生用紙 1 天隆造紙1件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14 三和紙業2件、福山紙器2

件、永豐隆1件、環固1件

正隆公司8件 

卜特蘭高爐水泥 1 聯鋼爐石1件  

建築用隔熱材料 4 台達4件  

無汞電池 4 瑞好4件  

布尿片 1 舒適實業1件  

水性塗料 10  永記造漆10件 

回收木材再生品 2 振昌興業2件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7 統一3件、維他露1件 統一11件、維他露2件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3 清大航太1件、聯合利華2

件 

 

一段式省水馬桶 39 

 

台灣櫻花7件、雙料2件、

和成7件、台灣東陶10件

和成9件、國寶窯業4件 

監視器 6 台灣松下3件、誠州3件  

洗衣機 16 台灣松下11件、大同5件  

洗衣清潔劑  4 大丹宜1件、翔鈴環保1

件、海石盟1件、升揚興業

1件 

 

家用電冰箱  25 東元1件、松下5件、大同6

件 

聲寶6件、松下7件 

家用冷氣機  4 東元1件、日立2件 日立1件 

資源化磚類建材  3 信益陶瓷3件  

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品  1 榮祥紡織1件  

合 計 159件   29家次 101件  5家次 5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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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本年度核准使用環保標章之產品統計(續) 
 

商  品  項  目 廠  商  名  稱 產 品 名 稱 備  註 

一、塑橡膠再生品 駿隆橡膠工業(股)公司 彈性地磚 

防滑地磚 

新申請 

 崎貿實業(股)公司 聚酯再生棉 新申請 

 祖揚(股)公司 祖揚再生聚酯棉 新申請 

二、使用收紙之衛生用紙 天隆造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環保擦手紙巾 新申請 

三、使用收紙之包裝用品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瓦楞紙箱單層(板橋廠) 

瓦楞紙箱雙層(板橋廠) 

瓦楞紙箱單層(潭子廠) 

瓦楞紙箱雙層(潭子廠) 

瓦楞紙箱單層(大林廠) 

瓦楞紙箱雙層(大林廠) 

瓦楞紙箱單層(燕巢廠)  

瓦楞紙箱雙層(燕巢廠) 

瓦楞紙箱單層(苗栗廠)  

瓦楞紙箱雙層(苗栗廠) 

續約 

 永豐隆實業(股)公司 紙漿成型包材 新申請 

 環固(股)公司 紙漿模包裝材 新申請 

 三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和環保瓦楞紙箱單層 

三和環保瓦楞紙箱雙層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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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山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外裝用瓦楞紙箱單層 

外裝用瓦楞紙箱雙層 

新申請 

四、卜特蘭高爐水泥 聯鋼高爐水泥(股)公司 卜特蘭高爐水泥 新申請 

五、建築用隔熱材料 台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TAITA建築用玻璃棉 

TAITA吸音玻纖天花板 

TAITA空調冷凍工程用玻璃棉 

TAITA工業保溫用玻璃棉 

新申請 

六、無汞電池 瑞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勁量鹼性電池E95 

勁量鹼性電池E93 

勁量鹼性電池E91 

勁量鹼性電池E92 

新申請 

七、布尿片 舒適實業有限公司 舒適牌金環保嬰兒尿布 No.222   新申請 

八、水性塗料 永記造漆工業(股)公司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白)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4092百合白)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4002大麥白)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4074米黃)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4075淡藍)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4090玫瑰白)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4076奶油白)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339真珠)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321朱黃) 

虹牌平光水性水泥漆(325粉紅) 

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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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回收木材再生品 振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U型粒片板 新申請 

M型粒片板   

十、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統一企業(股)公司 統一麥香紅茶 

統一低卡寶健運動飲料 

統一寶健運動飲料 

統一無糖神頂烏龍茶 

統一卡布吉諾咖啡 

統一麥香奶茶 

統一低糖神頂烏龍茶 

統一咖啡廣場 

統一冬瓜露 

統一檸檬茶 

續約 

 統一企業(股)公司 統一曼仕德咖啡 

統一金桔檸檬 

統一寶健P昇氧運動飲料   

新申請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舒跑運動飲料 新申請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維他露P飲料(350g、250g) 

萊茵香檳飲料(350g、250g) 

續約 

十一、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白蘭無磷濃縮洗衣粉環保補充包 

白蘭護色濃縮洗衣粉環保補充包 

新申請 

 清大航太科技(股)公司 小保環除濕盒專用填充包 

 

新申請 

統一低糖綠茶 

4- 55



十二、一段式省水馬桶 國寶窯業業股份有限公司 伊斯曼虹吸式省水馬桶(C-2247) 

多明哥虹吸式省水馬桶(C-2256) 

蒙地亞哥I省水馬桶(C-2289) 

蒙地亞哥II省水馬桶(C-2290) 

續約 

 台灣櫻花(股)公司 櫻花省水單體馬桶 3AB1318 

櫻花省水單體馬桶 3AB1418 

櫻花省水雙體馬桶 3AB2318 

櫻花省水雙體馬桶 3AB2418 

櫻花省水雙體馬桶 3AB2426 
塔斯凱妮單體馬桶(橢圓) 3AB1307 

(4007) 

亞斯特羅(ASTORIA)雙體馬桶(橢圓) 

3AB2367 (4267) 

新申請 

 雙料企業(股)公司 C-1166 佛羅倫斯型 

C-3366米蘭型 

新申請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和成C4232N 阿爾卑斯省水馬桶  

和成C300N  阿爾卑斯省水馬桶  

和成C3340  阿爾卑斯省水馬桶  

和成C4360  阿爾卑斯省水馬桶 

和成CS140香格里拉省水馬桶 

和成CS218香格里拉省水馬桶 

C4208省水馬桶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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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成欣業(股)公司 和成CS153香格里拉省水馬桶 

和成C4268阿爾卑斯省水馬桶 

和成C4230阿爾卑斯省水馬桶 

和成C109標準型蹲式馬桶 

和成C108標準型蹲式馬桶 

和成C4291 UFO省水馬桶 

和成C4384麗佳多省水馬桶 

和成C4283麗佳多單體省水馬桶 

和成CS999艾登省水馬桶 

續約 

 台灣東陶股份有限公司 TOTO洗落式省水馬桶C434G/S548G 

TOTO洗落式省水馬桶C850G/S850G 

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W722G/S782G 

TOTO洗落式省水馬桶CS760BALF 

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W782G/S782G 

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704/S703V1 

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703/S703V1 

TOTO虹吸噴射式省水馬桶C710/S710 

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720/S710 

TOTO單體馬桶CW844G 

新申請 

十三、監視器 誠洲(股)公司 21吋彩色顯示器931G  

17吋彩色顯示器937G 

19吋彩色顯示器PD-959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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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15吋彩色顯示器 P50 -X1,X2,X3  

15吋彩色顯示器 S50 -X1,X2,X3  

15吋彩色多媒體顯示器 SM50 -X1,X2,X3

註：其所申請之顯示器即為「監視器」

新申請 

十四、洗衣機 大同(股)公司 TAW-A906S   單槽洗衣機  

TAW-A906SF  單槽洗衣機  

TAW-A916S   單槽洗衣機  

TAW-A916SF  單槽洗衣機  

TAW-A1086SF 單槽洗衣機  

新申請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國際牌洗衣機NW-62U       國際

牌洗衣機NA-95VH(F)/VT(F) 

國際牌洗衣機NW-62UF 

國際牌洗衣機NA-95VQ(F) 

國際牌洗衣機NW-85U 

國際牌洗衣機NA-80VZ(F) 

國際牌洗衣機NW-85UF 

國際牌洗衣機NA-90R 

國際牌洗衣機NA-90RF 

國際牌洗衣機 NA-85YZ(F) 

國際牌洗衣機 NA-95YZ(F) 

新申請 

十五、洗衣清潔劑 大丹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皂福肥皂粉 新申請 

 翔鈴環保科技開發(股)公

司 

汎奇洗衣清潔劑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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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揚興業有限公司 鹽好洗衣清潔劑 新申請 

 海石盟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量洗衣清潔劑 新申請 

十六、家用電冰箱 台灣松下(股) 公司 國際牌電冰箱 NR-650MD 

國際牌電冰箱 NR-690MD 

國際牌電冰箱 NR-530MD 

NR-A560MD 

NR-580MD     

新申請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國際牌電冰箱 NR-190DA 

國際牌電冰箱 NR-320DC 

國際牌電冰箱 NR-230AK 

國際牌電冰箱 NR-350FC 

國際牌電冰箱 NR-380MC 

國際牌電冰箱 NR-480MC 

國際牌電冰箱 NR-A680MC 

 

續約 

 大同(股)公司 TR-340FB  

TR-390FA 

TR-510FB  

TR-600FA 

TR-640FVA  

TR-660FA 

新申請 

 東元電機(股)公司 東元電冰箱(RE4133VXX)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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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聲寶新美滿冰箱系列 SR-56*****   

聲寶新美滿冰箱系列 SR-50***** 

聲寶新美滿冰箱系列 SR-38***** 

聲寶新美滿冰箱系列 SR-34***** 

聲寶新美滿冰箱系列 SR-12***** 

聲寶新美滿冰箱系列 SR-25***** 

續約 

十七、家用冷氣機 台灣日立(股) 公司 日立分離式一對一冷氣機 

    (室內機 RAS 203B) 

    (室外機 RAC 203BS)  

日立窗型冷氣機 RA-2514BFSR 

新申請 

 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 日立窗型冷氣機 RAV-2015 BW   續約 

 東元電機(股)公司 東元家用冷氣機(MW1307BFR) 新申請 

十八、資源化磚類建材 信益陶瓷工業(股)公司 石質地磚 

瓷質壁磚 

瓷質馬賽克 

新申請 

十九、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品 榮祥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梭織布  ( AA010 ) 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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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累計有 38 家次，153 件產品停用環保標章，相關停止使用

原因統計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歷年停用環保標章之產品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標章字號 

日新印刷廠有限

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用紙 

1.真善美再生計算紙 

2.真善美image“Notebook is Image 
3.真善美image“recycled paper” 
4.真善美image“NOTE BOOK” 

5.真善美image 計算紙   

6.真善美image 活頁紙 

 

環標字第0006號 

環標字第0007號 

環標字第0008號 

環標字第0009號 

環標字第0010號 

環標字第0011號 

榮成紙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紙 (5) 

1.瓦楞紙箱 

PS:新廠廠長:歐陽錫權 

台中縣神崗鄉溪頭路78號 

TEL：(04)5615901 

 

環標字第0012號 

巨門文具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用紙 

1.recycled paperNOTE BOOK 

2.recycled paper再生企畫紙 

3.recycled paper再生單線簿 

4.recycled paper再生計算紙 

5.recycled paper再生活頁紙 

6.recycled paper再生(本裝)稿紙 

7.recycled paper再生電話留言用紙

8.recycled paper再生便條紙 

9.新自然主義多功能記事本 

10.新自然主義日記 

11.新自然主義(週、月）計畫手冊 

12.新自然主義(空白、方格、橫紙、

三合一)筆記 

13.新自然主義塗鴉本 

14.新自然主義Ⅱ筆記本 

15.新自然主義Ⅱ畫圖本 

16.新自然主義Ⅱ塗鴉本 

 

環標字第0013號 

環標字第0014號 

環標字第0015號 

環標字第0016號 

環標字第0017號 

環標字第0018號 

環標字第0019號 

環標字第0020號 

環標字第0021號 

環標字第0022號 

環標字第0023號 

環標字第0024號 

 

環標字第0025號 

環標字第0026號 

環標字第0027號 

環標字第0028號 

台達化學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建築用隔熱材料 (7) 

1.TAITA建築用玻璃棉  

2.TAITA吸音玻璃纖維天花板 

3.TAITA空調冷凍用玻璃棉 

4.TAITA工業用保溫玻璃棉 

 

環標字第0029號 

環標字第0030號 

環標字第0031號 

環標字第0032號 

駿隆橡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塑橡膠再生品(1) 

1.橡膠實心人工步道  

2.人工跑道廢輪胎舖粒 

 

環標字第0033號 

環標字第0034號 

安順企業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塑橡膠再生品(1) 

1.硬質PVC 高發泡複合材料(安瑞斯) 

 

ps:續約改申請“建築用隔熱材料(7)”

 

環標字第00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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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隆股份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紙(5) 

 1.單層第一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2.單層第二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3.單層第三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4.單層第四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5.雙層第一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6.雙層第二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7.雙層第三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8.雙層第四種外裝用瓦楞紙箱 

 9.第一種食品罐頭用瓦楞紙箱 

10.第二種食品罐頭用瓦楞紙箱 

11.第三種食品罐頭用瓦楞紙箱 

 

環標字第0036號 

環標字第0037號 

環標字第0038號 

環標字第0039號 

環標字第0040號 

環標字第0041號 

環標字第0042號 

環標字第0043號 

環標字第0044號 

環標字第0045號 

環標字第0046號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一)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個人電腦 PB410 (13) 

2.個人電腦 PB420 

3.個人電腦 PB420T 

4.個人電腦 TCS-9910S 

5.個人電腦 TCS-9700 

6.個人電腦 TCS-9510 

 

環標字第0047號 

環標字第0048號 

環標字第0049號 

環標字第0050號 

環標字第0051號 

環標字第0052號 

振昌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回收木材再生品(12) 

1. "Ｕ型粒片板" 

2. "Ｍ型粒片板" 

 

環標字第0053號 

環標字第0054號 

新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彩色顯像器KDS-13XX 

2.彩色顯像器KDM-14XX 

3.彩色顯像器KDM-15XX 

4.彩色顯像器KDM-17XX 

5.彩色顯像器KDS-19XX 

6.彩色顯像器KDS-20XX 

7.彩色顯像器KDM-20XX 

8.彩色顯像器KDM-21XX 

9.彩色顯像器KM-14XX 

10.彩色顯像器KM-15XX 

11.彩色顯像器KM-17XX 

12.彩色顯像器KM-19XX 

13.彩色顯像器KM-20XX 

14.彩色顯像器KM-21XX 

 

環標字第0055號 

環標字第0056號 

環標字第0057號 

環標字第0058號 

環標字第0059號 

環標字第0060號 

環標字第0061號 

環標字第0062號 

環標字第0063號 

環標字第0064號 

環標字第0065號 

環標字第0066號 

環標字第0067號 

環標字第0068號 

中聯爐石處理資

源化股份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卜特蘭高爐水泥 (6) 

1.卜特蘭高爐水泥   

 

環標字第00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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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鑫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水溶性塗料(11) 

1.IC水性無基鋅粉防鏽塗料(IC531塗

料)      

 

環標字第0070號 

維他露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4) 

1. 舒跑運動飲料 

 

環標字第0071號 

大眾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電腦主機板LEO TYPE-386系列 

2.電腦主機板LEO TYPE-4386系列 

3.電腦主機板LEO TYPE-386SX系列 

4.電腦主機板LEO TYPE-486系列 

5.電腦主機板LEO TYPE-PM(586)系列

 

環標字第0072號 

環標字第0073號 

環標字第0074號 

環標字第0075號 

環標字第0076號 

銘曄股份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Exxon-ActrelED系列機械清洗劑  

2.Exxon-ActrelES系列機械清洗劑 

3.Exxon-ActrelL系列機械清洗劑 

4.Exxon-ActrelV系列-機械清洗劑 

 

環標字第0077號 

環標字第0078號 

環標字第0079號 

環標字第0080號 

台灣松下電器股

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國際電冰箱 NR-T330FA 

 

 

環標字第0081號 

 

台灣明尼蘇達礦

業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五威噴霧劑(5 Way) 

2.思高牌完稿用噴膠(Art Design 

Adhesive) 

3.思高牌特級萬能噴膠(Super 77 

Spray Adhesive) 

 

環標字第0082號 

環標字第0083號 

 

環標字第0084號 

 

台灣塑合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回收木材再生品(12) 

1.康格板   

 

環標字第0088號 

 

敦品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塑橡膠再生品(1) 

1.Poly C 塑晶PIR系列 PIR-3   

2.Poly C 塑晶PIR系列 PIR-4 

3.Poly C 塑晶PIR系列 PIR-5   

4.Poly C 塑晶PIR系列 PIR-6 

5.Poly C 塑晶PIR系列 PIR-7  

6.Poly C 塑晶PIR系列 PIR-8 

 

環標字第0107號 

環標字第0108號 

環標字第0109號 

環標字第0110號 

環標字第0111號 

環標字第0112號 

天隆造紙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用紙

(4) 

1.蒲公英再生紙   

 

環標字第01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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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興包裝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紙 (5) 

1.再生紙類包裝袋   

 

環標字第0114號 

聲寶股份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電冰箱ASR-12XXXXX   

2.電冰箱ASR-25XXXXX 

3.電冰箱ASR-34XXXXX 

4.電冰箱ASR-38XXXXX 

5.電冰箱ASR-43XXXXX 

6.電冰箱ASR-50XXXXX 

 

 

環標字第0115號 

環標字第0116號 

環標字第0117號 

環標字第0118號 

環標字第0119號 

環標字第0120號 

台灣松下電器股

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 (13) 

 1.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190DA 

 2.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220DA 

 3.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300DA 

 4.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330FA 

 5.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350MA 

 6.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500MA 

 7.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540MA 

 8. 台灣松下電冰箱 NR-620MA 

 9. 台灣松下電冰箱 NS-190GA 

10. 台灣松下電冰箱 NS-320SA 

11. 台灣松下電冰箱 NS-550SA 

 

 

環標字第0121號 

環標字第0122號 

環標字第0123號 

環標字第0124號 

環標字第0125號 

環標字第0126號 

環標字第0127號 

環標字第0128號 

環標字第0129號 

環標字第0130號 

環標字第0131號 

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電腦主機 (17) 

1.電腦主機 TCS-9730 

 

環標字第0142號 

 

明碁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監視器 (18) 

1.Acer-View  76i (型號7176i) 

2.Acer-View 56L(型號7156) 

3.Acer-View 34T(型號7134T) 

4.V-76i (型號7176i) 

5.V-56L(型號7156) 

6.V-34T(型號7134T) 

 

環標字第0143號 

環標字第0144號 

環標字第0145號 

環標字第0146號 

環標字第0147號 

環標字第0148號 

 

耀順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塑橡膠再生品(1) 

1.耀順橡膠粉 

2.耀順再生膠 

3.耀順再生膠A# 

 

環標字第0151號 

環標字第0152號 

環標字第01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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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車股份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14) 

1.伯朗咖啡 

2.藍山伯朗咖啡 

3.金典咖啡 

4.曼特寧咖啡 

5.烏龍茶(無糖) 

6.烏龍茶(微糖) 

 

環標字第0154號 

環標字第0155號 

環標字第0156號 

環標字第0157號 

環標字第0158號 

環標字第0159號 

台灣櫻花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櫻花進口衛浴海卓單體馬桶  

2.櫻花進口衛浴法林頓雙體馬桶 

3.櫻花進口衛浴沙頓雙體馬桶(橢圓

形) 

4.櫻花進口衛浴沙頓雙體馬桶(圓

形) 

5.櫻花進口衛浴亞特力士雙體馬桶

(圓形) 

6.櫻花進口衛浴亞特力士雙體馬桶

(橢圓形) 

7.櫻花進口衛浴復古雙體馬桶(彩

繪) 

8.櫻花進口衛浴復古雙體馬桶(非彩

繪) 

 

 

環標字第0167號 

環標字第0168號 

環標字第0169號 

環標字第0170號 

環標字第0171號 

 

環標字第0172號 

 

環標字第0173號 

環標字第0174號 

美和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紙 (5) 

1.美和瓦楞紙箱單層第一種  

2.美和瓦楞紙箱單層第二種  

3.美和瓦楞紙箱單層第三種  

4.美和瓦楞紙箱單層第四種  

5.美和瓦楞紙箱雙層第一種  

6.美和瓦楞紙箱雙層第二種  

7.美和瓦楞紙箱雙層第三種  

8.美和瓦楞紙箱雙層第四種  

 

 

環標字第0182號 

環標字第0183號 

環標字第0184號 

環標字第0185號 

環標字第0186號 

環標字第0187號 

環標字第0188號 

環標字第0189號 

電光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二)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 電光牌省水馬桶C-5903噴渦式 

2. 電光牌省水馬桶C-5904噴渦式 

 

環標字第0191號 

環標字第0192號 

和成欣業股份有

限公司(二)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和成CS153香格里拉省水馬桶 

 

環標字第01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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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弘(柏正)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德國Villeroy & Boch OMNIA省水

馬桶 

 

環標字第0194號 

美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監視器(18) 

1.美格彩色監視器DX-17x 

2.美格彩色監視器DX-15x 

3.美格彩色監視器MXE-17x 

 

環標字第0195號 

環標字第0196號 

環標字第0197號 

所羅門(股)公司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American Standard CADET-II  

1.凱帝長座省水馬桶 (TF2174) 

2.凱帝圓座省水馬桶 (TF2164) 

 

 

 

環標字第0209號 

環標字第0210號 

 

嘉儀企業(股)公

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13) 

1.德國國寶電冰箱 Bosh KEG3624TC 

 

 

環標字第0215號 

所羅門(股)公司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Hamilton 海頓省水馬桶(TF-2092)

 

環標字第0216號 

大丹宜化工(股)

公司 

<期滿停用> 

洗衣清潔劑(24) 

1.皂福肥皂粉 

 

環標字第0217號 

 

台灣東陶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TOTO洗落式省水馬桶C-434G/S548G

2.TOTO洗落式省水馬桶C-850G/S850G

3.TOTO洗落式省水馬桶CS760BALF 

4.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704/S703V1 

5.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703/S703V1 

6.TOTO虹吸噴射式省水馬桶

C710/S710 

7.TOTO虹吸式省水馬桶C720/S710 

 

 

環標字第0218號環標

字第0219號環標字第

0220號環標字第0221

號環標字第0222號環

標字第0223號環標字

第02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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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股份有限公

司板橋廠(三)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13) 

大同電冰箱水晶系列(家用冰箱) 

1.TR-3924FR(TR-390FA) 

2.TR-15FR(TR-540FA) 

3.TR-17FR(TR-600FA)  

4.TR-19FR(TR-660FA) 

大同全系列環保冰箱(家用冰箱) 

5.TR-50SR(TR-50HA) 

6.TR-714SR(TR-150DA) 

7.TR-915MR(TR-180DMA) 

8.TR-915SR(TR-180DA) 

9.TR-2025MR(TR-220DA) 

10.TR-3024SR(TR-320DA) 

11.TR-2425FR(TR-240FA) 

12.TR-3625FR(TR-340FA) 

13.TR-14FR(TR-510FA) 

14.TR-16FR(TR-550FA) 

15.TR-15RFVR(TR-540RFA) 

大同全系列環保冰箱(商用冷藏箱、

冷凍箱)  

16.TR-270NR 

17.TR-290NR  

18.TR-300NR 

19.TR-430NR  

20.TR-450NR  

21.TR-175NFR  

22.TR-225NFR  

23.TR-255NFR  

24.TR-295NFR 

25.TRG-2RT  

26.TRG-4RT  

27.TRG-6RT 

 

 

 

環標字第0225號環標

字第0226號環標字第

0227號環標字第0228

號 

 

環標字第0229號環標

字第0230號環標字第

0231號 

環標字第0232號環標

字第0233號環標字第

0234號環標字第0235

號環標字第0236號環

標字第0237號環標字

第0238號 

環標字第0239號 

 

 

環標字第0240號環標

字第0241號環標字第

0242號環標字第0243

號環標字第0244號環

標字第0245號 

環標字第0246號環標

字第0247號環標字第

0248號環標字第0249

號環標字第0250號環

標字第0251號 

 

台灣三洋電機股

份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13) 

1.三洋電冰箱(SR-58HF) 

 

環標字第02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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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明尼蘇達礦

業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13) 

1.3M強力天然清潔劑 

 (3M NATURAL CLEANER) 

 

 

環標字第0253號 

莊頭北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莊頭北CS-31省水馬桶  

2.莊頭北CS-120省水馬桶 

3.莊頭北CS-130省水馬桶 

 

環標字第0254號環標

字第0255號環標字第

0256號 

歌林股份有限公

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13) 

1.歌林電冰箱(KR-2527CFH) 

 

 

環標字第0261號 

 

東元電機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CFCs替代品之產品(13) 

1.東元電冰箱(RE3201) 

 

 

環標字第0262號 

 

泰山股份有限公

司田中食品廠 

<逾期停用>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4) 

1.泰山冬瓜茶 

2.泰山冰鎮紅茶 

4.泰山楊桃汁 

3.泰山威力運動飲料 

5.泰山低糖烏龍茶 

6.泰山無糖烏龍茶 

 

 

環標字第0263號環標

字第0264號環標字第

0265號環標字第0266

號環標字第0267號環

標字第0268號 

 

聯合利華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廠 

<逾期停用>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15) 

1.白蘭濃縮洗衣粉補充包 

2.白蘭無磷濃縮洗衣粉補充包 

 

 

環標字第0269號 

環標字第0270號 

 

清大航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逾期停用>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15) 

1.小保環除濕盒專用填充包 

 

 

環標字第0271號 

振昌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回收木材再生品(12) 

1.Ｕ型粒片板 

2.Ｍ型粒片板 

 

環標字第0311號 

環標字第0312號 

維他露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期滿停用>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4) 

1.舒跑運動飲料 

 

環標字第03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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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監視器 (18) 

1.十四吋彩色顯示器(KM-4XX) 

2.十五吋彩色顯示器(KM-5XX) 

3.十七吋彩色顯示器(KM-7XX) 

4.二十吋彩色顯示器(KM-8XX) 

 

 

環標字第0314號 

環標字第0315號 

環標字第0316號 

環標字第0317號 

 

雙料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違約停用> 

一段式省水馬桶(16) 

1.佛羅倫斯型省水馬桶 C-1166 

2.米蘭型省水馬桶C-3366 

 

環標字第0381號 

環標字第0382號 

台灣松下電器股

份有限公司(三) 

<逾期停用> 

洗衣機(23) 

台灣松下洗衣機系列 

1.NW-62U 

2.NW-62UF 

3.NW-85U 

4.NW-85UF 

5.NW-85UCF 

6.NA-75NQ 

7.NA-75NQF 

8.NA-80TZ 

9.NA-80TZF 

10.NA-90R 

11.NA-90RF 

12.NA-90SZ 

13.NA-90SZF 

14.NA-95UX 

15.NA-95UXF 

 

 

環標字第0279號環標

字第0280號環標字第

0281號環標字第0282

號 

環標字第0283號環標

字第0284號環標字第

0285號環標字第0286

號環標字第0287號環

標字第0288號環標字

第0289號 

環標字第0290號環標

字第0291號環標字第

0292號環標字第0293

號 

三和紙業股份有

限公司 

<期滿停用>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紙(5) 

1.瓦楞紙箱單層 

2.瓦楞紙箱雙層 

 

環標字第0257號 

環標字第02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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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87年6月,統計廠商共申報使用環保標章數量約為11億1千萬

枚如表4.12，概估其產值之總值應超過200億，本年度申報使用

環保標章數量為1億6千萬枚如表4.13。 

 

表 4.12 歷年環保標章使用數量分析統計 

產品項目 總計 

一、塑橡膠再生品 520,262

二、使用回收紙之辦公室自動化(OA)用紙 6,246,200

三、使用百分之百100％回收紙之衛生用紙 21,991,516

四、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用紙 3,052,620

五、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14,599,979

六、卜特蘭高爐水泥 未申報

七、建築用隔熱材料 1,269,749

八、無汞電池 812,230

九、使用太陽能電池之產品 0

十、布尿片 614

十一、水性塗料 540,327

十二、回收木材再生品 152,295

十三、使用氟氯碳化合物(CFCs)替代品之產品 288,271

十四、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061,888,721

十五、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812,660

十六、一段式省水馬桶 844,401

十七、電腦主機 25,660

十八、監視器 22,982

十九、列印機 0

二十、可重複使用購物袋 未申報

二十一、電動機車 0

二十二、省能源精緻型螢光燈(CF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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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洗衣機 59,118

二十四、洗衣清潔劑 477,000

二十五、洗碗精 00

二十六、無漂白毛巾 0

二十七、二段式省水馬桶 291

二十八、家用電冰箱 105,504

二十九、家用冷氣機 22,613

三十、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農業用資材 0

三十一、使用可分解塑膠之包裝材 0

三十二、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衛生器材 0

三十三、使用可分解塑膠之消費性產品 0

三十四、非石綿之磨擦材料 0

三十五、堆肥 303,017

三十六、資源化磚類 5,844

三十七、修正帶 0

三十八、螢光燈起動器 0

三十九、可置換刷頭之牙刷 0

四十、省水龍頭及其器材配件 0

四十一、馬桶水箱用二段式省水沖水器 0

四十二、螢光燈管 0

四十三、回收玻璃容器再生品 0

四十四、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品 未申報

四十五、黑白影印機 0

四十六、電腦滑鼠 0

四十七、電腦鍵盤 0

總 計 1,114,04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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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本年度環保標章用量分項統計 

產品項目 總計 

一、塑橡膠再生品 13,520

二、使用回收紙之辦公室自動化(OA)用紙 未申報

三、使用百分之百100％回收紙之衛生用紙 未申報

四、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用紙 204,249

五、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3,774,657

六、卜特蘭高爐水泥 未申報

七、建築用隔熱材料 298,750

八、無汞電池 未申報

九、使用太陽能電池之產品 0

十、布尿片 253

十一、水性塗料 64,847

十二、回收木材再生品 41,034

十三、使用氟氯碳化合物(CFCs)替代品之產品 規格已廢止

十四、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60,388,218

十五、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32,355

十六、一段式省水馬桶 293,106

十七、電腦主機 20,113

十八、監視器 15,782

十九、列印機 0

二十、可重複使用購物袋 未申報

二十一、電動機車 0

二十二、省能源精緻型螢光燈(CFL) 0

二十三、洗衣機 20,579

二十四、洗衣清潔劑 未申報

二十五、洗碗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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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無漂白毛巾 0

二十七、二段式省水馬桶 未申報

二十八、家用電冰箱 78,459

二十九、家用冷氣機 11,557

三十、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農業用資材 0

三十一、使用可分解塑膠之包裝材 0

三十二、使用可分解塑膠之衛生器材 0

三十三、使用可分解塑膠之消費性產品 0

三十四、非石綿之磨擦材料 0

三十五、堆肥 303,017

三十六、資源化磚類 5,844

三十七、修正帶 0

三十八、螢光燈起動器 0

三十九、可置換刷頭之牙刷 0

四十、省水龍頭及其器材配件 0

四十一、馬桶水箱用二段式省水沖水器 0

總 計 165,566,340

87.6.24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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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迄 87 年 6 月，共 1023 家廠商索取申請資料，除開放申請之 47 項

產品外，對於未開放之產品亦接受廠商以自薦方式申請，作為未

來開放之依據與參考，總計共 102 家廠商。統計本年度環保標章

自薦廠商 7 家，自薦產品如表 4.14。 

表 4.14 本年度自薦產品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自   薦   產   品 

禾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PU氣墊產品 

三發興業 水質處理器 

台灣燕明濾油器實業 濾油器 

厚森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米澱粉 

喜陽股份有限公司 白磚 

台灣航天有限公司 廚餘處理機 

三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厚面皮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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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執行中，對獲得使用環保標章之廠商依規定進行現場查核 21

家次，55 件產品，及後續產品追蹤考核共 19 家次 105 件產品，其

記錄如表 4.15 及 4.16 所示。未來追蹤考核部份之作業將逐年加

重。便對於產品之核對及品質要求有相對之監管作用。 

 

表 4.15 本年度現場查核統計 

NO 公司名稱 查核日期 產品項目 件數 查核結果 

1 統一企業 86.07.17 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 1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2 祖揚 86.07.17 塑橡膠再生品 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3 櫻花 86.08.22 一段式省水馬桶 4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4 信益陶瓷 86.08.22 資源化磚類建材 3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5 台灣日立 86.08.28 家用冷氣機 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6 大同板橋廠 86.08.28 家用電冰箱 6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7 聯鋼高爐 86.09.04 卜特蘭高爐水泥 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8 海石盟 86.10.03 洗衣清潔劑 1 廣告用語欠缺證明 

9 升揚興業 86.10.03 洗衣清潔劑 1 缺廢棄物清理廠商 

10 誠洲 86.11.13 顯示器 3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1 永豐隆 86.12.23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2 台灣松下電器 86.12.26 家用電冰箱 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3 台灣松下電器 86.12.26 顯示器 3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4 東元電機 86.12.30 家用電冰箱、家用冷氣機 2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5 駿隆橡膠 87.03.02 塑橡膠再生品 3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6 正隆紙業 87.03.16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2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7 天隆造紙 87.03.18 使用回收紙之衛生用紙 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8 立明造紙廠 87.04.09 使用回收紙之衛生用紙 1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19 榮祥紡織 87.04.14 塑橡膠再生品 1 缺檢測資料 

20 三和紙業 87.04.15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2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21 和成欣業 87.06.19 一段式省水馬桶 6 符合申請資料、初審通過

備註：合計 21 家次 5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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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本年度隨機採樣追蹤考核統計 

NO 公司名稱 考核日期 產品項目 件數 查核結果 

1 
台灣日立股份

有限公司 
86.08.28 家用冷氣機 1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2 
大同股份有限

公司 
86.08.28 家用電冰箱 9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3 
永記造漆股份

有限公司 
86.09.04 水性塗料 10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4 
台灣松下中和

廠 
86.12.26 顯示器、家用電冰箱 19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5 
清大航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87.03.18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1 標章已逾期, 再次申請完成 

6 

中聯爐石處理

資源化(股)公

司 

87.03.31 卜特蘭高爐水泥 1 標章未使用 

7 
環固股份有限

公司 
87.04.01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

品 
1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8 
同力纖維廠股

份有限公司 
87.04.01 環保購物袋 2 標章未使用 

9 
正隆公司苗栗

廠 
87.04.09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

品 
2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10 駿隆橡膠工業 87.04.14 塑橡膠再生品 4
原產品已逾期尚未續約 

新產品已完成申請 

11 
三和紙業股份

有限公司 
87.04.15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

品 
2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12 
台灣三洋電機

股份有限公司 
87.04.23 家用電冰箱、洗衣機 8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13 國寶窯業 87.04.23 一段式省水馬桶 4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14 台糖新副廠 87.05.07 堆肥 1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15 
祖揚股份有限

公司 
87.04.30 塑橡膠再生品 1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16 
海石盟股份有

限公司 
87.05.14 洗衣清潔劑 1 標示文字修正 

17 升揚興業 87.06.02 洗衣清潔劑 1 標示文字修正 

18 和成欣業 87.06.19 一段式省水馬桶 20 部分型號需行文變更 

19 電光企業 87.06.24 一段式省水馬桶 17 標章使用符合規定 

備註：合計 19 家次 10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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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環保標章追蹤考核年度統計分析 

年度別 每年審核通過

產品數
1
 

歷年累計獲

頒 

產品數 

每年追蹤考

核 

產品數 

每年追蹤考

核百分比％

FY82 5 5 － － 

FY83 93 98 － － 

FY84 121 197 40 
2
41％ 

FY85 173 342 47 
2
24％ 

FY86 171 451 111 
2
33％ 

FY87 159 544 105 
2
24％ 

歷年合計 722 544 303 － 

備註：1.含續約通過產品數 

2.本年度追蹤考核產品數應為去年度已獲得環保標章產品

總數之 20％(含)以上。 

 

七、環保標章網際網路服務 

環保標章資訊站（www.greenmark.itri.org.tw）建立於民國八

十五年二月一日，目的在提供國內外廠商及環保人士即時之環保

標章計畫執行現狀，與推廣環保標章業務提供線上服務。標章網

站於八十五年十一月進行首次修改，並於八十七年五月完成了二

次修改（如圖 4.1），第二次修改主要增加了資料庫的功能，使環

保標章資訊站資料處理更迅速更便捷，讓每個使用者皆可很容易

的取得所需要的所有資訊。 

 

目前環保標章資訊站的主要內容包括計畫簡介、規格標準、環

保標章簡訊、執行成果、英文說明、最新消息，與環保網站等七

大部分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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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簡介：此部分包括了環保標章的介紹與申請還表標章的作

業辦法，其內容均可直接下載或是線上閱讀，使民眾

可以以最簡便最迅速的方法得到標章的資訊或到申

請的書。 

2. 規格標準：此一部份利用利用資料庫的連接和條列式的格式列

出了已通過的規格標準和擬定要通過的規格標準，方

便上網民眾與廠商查詢。 

3. 環保標章簡訊：此一部份與環保標章簡訊結合，使環保標章簡

訊成得以發行電子式期刊，民眾與廠商皆可以直

接上網閱讀環保標章簡訊，更因為與資料庫的結

合，讀者可以使用查詢、搜尋功能，輕易的尋找

到所需的文章與資料。 

4. 執行成果：此一部份清楚的條列出了獲得環保標章的廠商與產

品，明白的告訴了消費者哪幾項產品獲得了環保標章

值得去購買。 

5. 英文說明：此一部份提供有關本站之英文資訊，包含英文版之

推動作業要點、環保標章介紹、規格標準內容與報到

GEN（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 News）之消息，

供國外網友參考。 

6. 最新消息：每當有新的資料或是重要活動時（如環保標章簡訊

出刊、審議委員會內容及推廣活動等），都先在此處

公布，方便使用者輕易的得知最新的資訊。 

7. 環保網站：此一部份整理了國內外重要且知名的環保網站提供

給使用者參考與連接 

 

本次修改也在統計人數上做了修正，以往統計人數只計算

4-32 



直接使用本網址上站的網友次數，此次之修改納入從環保

署上站的網友數量，更精確的統計了使用過此網站的人

數。目前（八十七年六月）標章資訊站的使用人次以超過

一萬一千七百人次。（人次統計圖如圖 4.2），另外為配合

政府推動行政作業資訊化工作，網站上亦提供了設置要

點、作業要點、申請須知、標章使用申請書、規格標準自

薦書、自薦產品申請書的 word 格式檔案方便廠商上網取

用，節省了文件往來的時間與紙張的使用，確實的提高了

效率與節省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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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環保標章網站首頁  

上站人次統計表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八
十
五
年
八
月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八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八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八
十
六
年
二
月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時間

人
次

圖 4.2 上站人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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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ISO 9001推動 

 

環保標章計畫除計畫中之規格標準研擬作業外，更兼具

發証之特質，因此於上年度配合工研院院本部推動ISO 9001

之政策制定各項管制程序，已於85年7月通過驗証。本年度更

為配合國際化之趨勢，由環境與發展基金會之ISO相關程序獨

立出來作驗証，以增加發証作業之公信力，其中經過人員內

部稽核訓練、符合性評鑑、系統預評及等步驟，終於在86年

12月通過英國亞力士國際驗証公司的延伸認証，取得 ISO 

9001歐市(European Quality Certification Institute, 

EQCI)証書。相關驗証範圍包括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制定及發証

作業相關程序，及本會行政支援相關作業，如管理階層之要

求、採購、客供料之管制等均需單獨驗証，以滿足獨立作業

之要求（表4-17），相關品質文件包括品質政策手冊乙份、

14個程序書、13個工作明書及52張工作表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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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ISO條文與環發會程序及工作說明書對照表 

ISO 條文 環發會程序書名稱 文件編號 

4.1管理階層之要求 環發會管理階層審查程序 GM-p-0001 

4.2品質系統 環發會品質政策手冊 GM-M-0001 

4.3合約檢討 環發會合約檢討程序 GM-p-0002 

4.4設計管制 環保標章開放商品規格標準作業程序 GM-P-0013 

4.5文件及資料管制 環發會文件管理程序 GM-p-0003 

4.6採購 環發會採購管理程序 

環發會分包商評核程序 

GM-p-0004 

GM-p-0005 

4.7客戶供應品之管制 環發會文件管理程序 

環保標章發証作業程序 

GM-p-0003 

GM-p-0014 

4.8產品之鑑別與可追溯性 環發會文件管理程序 

環保標章發証作業程序 

GM-p-0003 

GM-p-0014 

4.9製程管制 環保標章計畫作業程序 

環保標章發証作業程序 

GM-p-0012 

GM-p-0014 

4.10檢查與試驗 環保標章發証作業程序 

 

GM-p-0014 

4.11檢查量測與試驗設備

之管制 

NA  

4.12檢查與試驗狀況 環保標章發証作業程序 

環保標章開放商品規格標準作業程序 

GM-p-0014 

GM-p-0013 

4.13不合格品之管制 環發會不合格品管制程序 GM-p-0006 

4.14矯正及預防措施 環發會矯正及預防措施程序 GM-p-0007 

4.15搬運、儲存、包裝、保

存及交貨 

環保標章發証作業程序 

 

GM-p-0014 

4.16品質紀錄之管制 環發會品質記錄管理程序 GM-p-0008 

4.17內部品質稽核 環發會內部品質稽核程序 GM-p-0009 

4.18訓練 環發會人員訓練作業程序 GM-p-0010 

4.19服務 環保標章發証作業程序 GM-p-0014 

4.20統計技術 環發會統計技術程序 GM-p-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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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廣與宣導 

 

本年度為配合綠色產品及提昇環保標章之認識度，另考量計畫經

費及人力之整體利用，大致推廣與宣導活動分別為研討宣導會、綠色

採購手冊編製、環保標章簡訊製作，及八十七年度推廣宣導規劃作業。 

 

研討宣導會 

本年度計畫小組積極參與國內、外之相關研討及宣導活動，

請參照表 4.18 所示，總共參加之場次 47 場。 

 

（二）環保標章簡訊編製 

本小組依計畫內容出版環保標章簡訊，每期贈閱對象包括標章廠

商、政府部門、學術單位及一般消費者，其中前三部份為固定寄

發，後者亦由消費者自行索閱，每期印製三仟份，報導內容包括

專題探索、國內外標章現況、規格標準誕生、環保標章交流道、

新公告產品介紹及活動花絮，使簡訊內容較具專業化，唯仍獲許

多消費者之索閱與認同，對於推動環保標章有直接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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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本年度環保標章宣導活動記錄 
場 次 時 間 主 辦 單 位  講 題 內 容及 性 質 地  點 參加人數 

1 86/08/27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成立歐盟個人電腦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工作小

組座談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 40 

2 86/10/20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歐盟個人電腦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制定工作廠

商座談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 40 

3 86/11/07 經濟部專業人員訓練中心 環境管理講習班－國際環保趨勢及環境管理

標準 

新竹 60 

4 86/11/13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回收玻璃再生品規格標準公聽會 新竹 20 

5 86/12/18 環保署 / 工業局 亞太減廢及永續發展研討會－中加兩國環保

標章相互承認模式之建立 

台北 200 

6 86/12/19 桃園縣企業發展協會 國際環境管理標準研討會－環保標章與環境

管理系統 

中壢 40 

7 86/12/24 桃園縣企業發展協會 國際環境管理標準研討會－環保標章與環境

管理系統 

中壢 40 

8 86/12/26 中央標準局 ISO 14020 系列介紹－環保標章 台中東海大學 200 

9 86/12/27 輔大企管所 專題演講－我國環保標章制度簡介 新莊輔仁大學 40 

10 87/01/04 中華民國消費月 環保標章產品宣導 高雄 萬人以上 

11 87/01/09 桃園縣企業發展協會 國際環境管理標準研討會－環保標章與環境

管理系統 

中壢 40 

12 87/01/11 中華民國消費月 環保標章產品宣導 台北 萬人以上 

13 87/01/18 中華民國消費月 環保標章產品宣導 台中 萬人以上 

14 87/01/19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電腦鍵盤規格標準公聽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 10 

15 87/01/22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電腦滑鼠規格標準公聽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 15 

16 87/01/20 環保署 配合環保署舉辦環保標章產品宣導 環保署 13F  

17 87/02/17 中央標準局 ISO 14020 系列介紹－環保標章 花蓮國軍英雄館 70 

18 87/03/09 中央標準局 ISO 14020 系列介紹－環保標章 台北師大綜合大樓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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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本年度環保標章宣導活動記錄（續） 
19 87/03/19 Globe Foundation Globe'98－中加兩國環保標章組織相互承認

協議簡介（英文） 

加拿大溫哥華市 60 

20 87/03/20 環保技術交流協會 配合環保技術交流協會演講「環保標章－綠色

正字標記」 

工研院中興院區 32 館 9 

21 87/03/25 工業總會 環保標章廠商宣導會 台中櫻花公司 60 

22 87/03/26 全民電台 公元 2000 年倒數計時  廣播聽眾 

23 87/03/31 工業總會 環保標章廠商宣導會 高雄中鋼 110 

24 87/03/31 桃園縣企業發展協會 企業之環境管理系統－我國環保標章制度簡

介 

中壢 20 

25 87/04/02 工業總會 環保標章廠商宣導會 桃園三和紙業 80 

26 87/04/07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綠色論壇專題講座－新思潮、新社會、新生活

－從發展主義到環境主義 

台北市立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 

70 

27 87/04/08 陸德資訊 醫療品質管制 

（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 說明） 

高雄長谷世貿 65 

28 87/04/09 陸德資訊 醫療品質管制 

（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 說明） 

台中全國大飯店 30 

29 87/04/09 全民電台 大家開講  廣播聽眾 

30 87/04/10 陸德資訊 醫療品質管制 

（綠色採購與 ISO 14000 說明） 

台北世貿中心 150 

31 87/04/14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綠色論壇專題講座－現代人的綠色消費 台北市立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 

50 

32 87/04/18 警察廣播電台 美麗的星期天  廣播聽眾 

33 87/04/22 環保署環檢所 環境稽核人員講習班－國際環境管理標準簡

介 

台北 50 

34 87/04/29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綠色論壇專題講座－永續經營新趨勢－成功

企業的綠色管理 

高雄市勞工育樂中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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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本年度環保標章宣導活動記錄（續） 
35 87/04/29 環保署環檢所 環境稽核人員講習班－國際環境管理標準簡

介 

台北 50 

36 87/04/30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環保標章與綠色設計 苗栗聯合工專 200 

37 87/05/4 警察廣播電台 青春列車  廣播聽眾 

38 87/05/06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環保標章與綠色設計 台中中興大學 100 

39 87/05/09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綠色論壇專題講座－攜手邁向二十一世紀新

生活－如何成為快樂綠色消費者 

台中崇光百貨 60 

40 87/05/13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歐盟個人電腦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廠商座

談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 50 

41 87/05/16 行政院 於中央機關趣味競賽活動，配合環保署舉辦環

保標章產品宣導 

台灣大學  

42 87/05/19 台灣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SONY） 

第三屆 SONY 亞洲環境會議 高雄 60 

43 87/05/25 大仁藥專 從環保標章談綠色設計 大仁藥專 700 

44 87/05/27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品」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座談會 

工研院台南工服部 20 

45 87/06/06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關懷環保、節省資源、珍愛社會」全國親子

總動員 

台北國父紀念館廣場 萬人以上 

46 87/06/09 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 觀光業資源回收四合一推動計畫 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

務中心 

90 

47 87/06/12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回收再生紡織品及其製品」環保標章規格標

準座談會 

工研院台中工服部 30 

 

4-41 



十、仿冒標章案處理情形 

 

環保標章計畫自民國 83 年執行至今,由於己在國內建立知名度

及公信力,因此引發外界對環保標章之興趣,至使本年度有兩件仿

冒標章之情事發生,由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將環保標章經濟部中

央標準局登記為服務標章(註冊號數 00059031,有效日期為八十一

年九月十六日至九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因此為維護其公信力及形象

本年度分別將仿冒標章之純淨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順發電腦

公司移送法辦,整個處理過程及相關背景如下: 

 

（一）純淨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仿冒案背景資料及處理情形: 如

下: 

1.公司背景資料 

負責人：原負責人為秦坦流先生,86年5月起負責人為呂忠興先生 

地 址：桃園市大興大路二段六號六樓之五 

電 話：03-3576838〜9 

傳 真:03-3577103 

統一編號：97201159 

經營型態：多層次傳銷 

登記資本額：新台幣一千萬元 

主要產品：純淨全方位洗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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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處理摘要 

日期 作  業  內  容 處  理  結  果 

85/11/18 經檢舉誤用環保標章 現埸訪查,了解公司狀況並取回誤

用環保標章之型錄及樣品 

85/12/19 本案提送第二十五次審

委會討論 

1.由執行單位持續追蹤 

2.由環保署發文糾正 

86./12/24 執行單位進行追蹤 該公司已重印型錄並修改外包裝,

表達改過誠意 

86/04/28 再經人檢舉冒用環保標

章 

派員勘查發其台北提貨處確實尚

有誤用環保標章相關海報 

86/05/24 工研院行文該公司要求

改善 

同左 

86/05/27 再次提送第二十八次審

委會討論 

若未改,應移送法辦 

86/06/30 工研院行文公平會請依

法辦理 

同左 

86/12/17 禁仿小組函請檢具有關

事證送函管法院 

同左 

87/01/14 工研院法務室評估本案 1.為維護公權力宜儘早移送法院 

2.本案勝訴機率極大 

87/03/02 全案檢送環保署函請移

送法辦 

同左 

87/06/06 張政雄律師來函認定本

案已違反商標法及公平

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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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順發電腦有限公司背景資料及處理情形如下: 

1.公司背景資料 

負責人：黃彥博先生 

地 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48號 

電 話：03-5727119〜129 

傳 真 :03-5727179 

統一編號：84838621 

經營型態：連鎖商店 

主要產品：電腦週邊設備器材 

2.本案處理摘要 

日期 作業內容 處理結果 

86/10/15 計畫同仁市場訪查 在順發電腦公司購回一經未授權

之標章產品 

86/10/29 計畫同仁再度拜訪該公

司,請其收回未經授權

之標章之產品,以免觸

法 

自稱黃太太之店員同意自貨架上

取下該項產品 

86/10/30 賴先生來電 自該項產品係其自由大陸進口,並

質疑環保標章之合法性,故不願停

止供貨 

87/01/29 環發會行文公平易委員

會 

函請依法辦理 

87/02/10 禁仿小組行文環發會 請依商標法相關規定逕向管轄法

院提出告訴 

87/03/02 全案檢送環保署函,請

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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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環保標章具體環境效益 

由過去推動環保標章計畫以來，根據已使用之標章枚數計

算標章產品已衍生之環境效益量化數據如表 4.19 所示，其中包

括塑橡膠再生品、回收用紙、回收木材再生品等十一類。 

 

表 4.19 環保標章產品之具體環境效益量化表 

規格標準 使用枚數 環保具體效益 

塑橡膠再生品 504,618 每枚產品約重 2公斤，總計消費約 1,010 噸塑、橡膠

回收再生品。另部份廠商係生產中間原料，故無法使

用環保標章於產品上，不計在內。 

使用回紙之辦公室

自動化(OA)用紙 

6,246,200 每箱約 25 公斤，共消費 156,155 噸紙張。每噸紙漿

約需砍伐 20 棵樹，總計已減省 3,123,100 棵樹木之

砍伐。 

使用 100%回收紙之

衛生紙(廁衛用紙) 

21,991,516 每包衛生紙約 300 公克，共消費 65,980 噸衛生紙，

總計可減省 131,960 棵樹木之砍伐。 

使用再生紙之紙製

文具及書寫用紙 

2,974,040 每箱重約 25 公斤，共消費 74,351 噸文具紙張，總計

可減省 148,702 棵樹木之砍伐。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

用品 

12,894,329 包裝紙箱平均約重 0.75 公斤，共消費 9,670 噸，總

計可減省 19,340 棵樹木之砍伐。 

回收木材再生品 144,297 每片木材再生品約 20 公斤，共消費 2,886 噸，總計

可減省 57,720 棵樹木之砍伐。 

留置式拉環飲料罐 913,468,235 每個拉環約重 1.5 公克，共消費 1,370 噸拉環，總計

減省 1,370 噸鋁錠原料之使用，另避免拉環之污染。

家用電冰箱 92,079 每台冰箱省電最高量 19.56 度/月，全年共計節

省 2,161,278 度之使用，即 54,031,950 元電費，每

年減少發電排放之二氧化碳 2,532 噸。 

冷氣機 12,375 每台冷氣機省電 50W，全年共計節省 1,113,750 度

之使用，即 2,784,375 元電費，每年減少發電排放之

二氧化碳 1,302 噸。 

洗衣機 58,218 每台每次省水 10 公升，全年共計節省 55 萬噸水，每

台省電 0.014 度/公升，全年共計節省 7,628,886 度

電之使用，即 19,072,216 元電費，每年可減少發電

排放之二氧化碳 891 噸。 

一段式省水馬桶 770,129 每戶每日省水 60 公升，全年共計節省 1,659 萬噸水，

約為 0.11 個明德水庫之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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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環保標章具體環境效益 

 

 為瞭解「環保標章」於民間之推展結果，經委託柏克市場研究顧問

有限公司進行調查評估，共分業者與消費者二部份探討實施成效及改

進方向。成果摘錄如下。 

 

（一）調查主旨 

 業者部分：主要為測量業者對於環保標章之認識與態度，了解業者

對於現行主管機關推廣環保標章與承辦相關業務的評價和建議，以

及了解業者對環保標章可能的新議題，例如：執行單位民營化、收

取年費、第二類環保標章認證方式、與國外環保標章相互承認等的

態度，以作為推動業者參與環保產品、減少環境污染之政策／行政

參考。 

 

 消費者部分：測量消費者對環保標章之認識度、信任度與支持度，

作為提昇消費者認知及支持「環保標章」之參考，從而提昇業者參

與之意願。 

 

（二）問題設計 

 本研究案包括兩大項目： 

 

 業者對於環保標章之態度，主要問題如下：( 受訪者為領過申請表

格者 ) 

 

•未申請環保標章之原因 

•申請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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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對企業形象之影響 - 是否有助提昇產品品牌形象及該公司

市場競爭力﹖ 

•業者對環保標章申請作業流程是否瞭解﹖需要那方面的協助﹖ 

•廠商對於環保標章執行單位民營化之公信力看法及執行單位民營化

後之申請意願 

•除申請費外，若開始收取年費，可接受之收費之範圍在那裡﹖是依

使用枚數、產品價格、標章產品總值( 枚數ｘ價格 )或其他....來

收費﹖ 

•如果已獲得 ISO 14000 認證，是否仍有意願申請「環保標章」 

•對與國外環保標章相互承認之意見 

•對立法強制公營／大型機構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產品之知悉度與意見 

•申請得到環保標章，是否得到實質的獎勵﹖希望那些實質的鼓勵﹖

如：減抵稅賦、或依產品項目補助金額﹖ 

•公司電腦可上 INTERNET 之數量調查，以瞭解環保標章資訊站之效益 

 

 消費者對於環保標章之知悉度、態度及使用情況 

 

1. 消費者對環保標章之知悉度( 不提示及提示標章之不同情況下 ) 

- 是否聽過 

- 是否看過：何種媒體 

- 是否購買及使用過 

2. 與 CAS、GMP 之比較 

3. 消費者對環保標章產品之認同度 

4. 為什麼沒有購買有環保標章之產品 

5. 品牌、價格和標章之間相對重要性 

6a. 希望儘速開放之環保產品類別( 例如：省電產品、省水產品、低

摘-47 



汙染產品( 減少廢水、廢氣、廢棄物的產生 )／低噪音產品／廢棄

物資源化產品、天然原料產品.... ) 

6b. 希望儘速開放之商品項目 

7. 立法強制公營／大型機構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產品之時機需求﹖ 

8. 家庭電腦可上 INTERNET 之數量調查，以瞭解環保標章資訊站之效

益 

9. 延續上年度之主要問題，以達歷年比較效果。 

 

（三）調查對象與方法 

 

 業者部份 

1.資料蒐集方法：電話訪問法 

2.母體：曾索取申請書之業者 

3.樣本：採用普查之方式，成功訪問 250 家 

4.受訪者資格：負責業務、公關或品管之管理人員 

 

 消費者部份 

1.資料蒐集方法：家庭訪問法 

2.研究區域：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以北、中、南都市化區域為領

先指標) 

3.母體：以上區域 20 歲以上之民眾 

4.樣本規模：400 樣本。台北：250、台中：60 及高雄：90 

5.抽樣方法：行政單位分層隨機抽樣法 

6.抽樣誤差：在 95% 信心水平之下，400 樣本之抽樣誤差為+/-4.90% 

7.受訪者資格： 20 歲以上之民眾，本人及近親好友不在以下行業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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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環保機構 

    - 市場調查／民意測驗機構 

    - 廣告公司 

    - 公關公司 

    - 企管顧問公司 

 

（四）樣本特性分析 

 

 受訪業者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員工總人數 20 人以下佔 40.0%，其次為 51 〜 200 人佔 21.2%。

公司開業年資 5-10 年佔 26.4%，11-20 年為 22.4%。公司資本額一千

萬元以下佔 35.2%，一千萬至一億元佔 25.2%。公司產業別以電子／電

子機械器材製造業佔 15.2%最多，其次為化學製品製造業 13.2%。公司

生產產品類別以紙製品製造業 13.6%最多。 

 

 受訪消費者基本資料 

性別男女各佔 49.8%及 50.3%，年齡 25-29 歲佔 14.8%，30-34 歲佔

14.0%。教育程度多為高中／高職佔 45.3%。職業以專職佔 66.5%最多。

全家每月的總收入以 50,001-60,000 元佔 20.5%最多。居住地區以台北

市 62.5%為主。 

 

（五）調查結果 

 

 業者部份： 

 

1.有關環保標章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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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訪問的 250 位已索取「環保標章」申請書的業者當中，有略

超過五成已提出「環保標章」的申請。已領表格但尚未提出申請的

最主要原因在於「產品未符合標準」、「資料尚未準備齊全」、「環

保標章沒有實際誘因」或「手續太繁瑣」。關於申請作業流程，其

中有四成表示了解，而有近六成表示不了解。他們在準備申請「環

保標章」時最需要之協助為「申請資料說明不清／準備不齊全」、

「主動提供輔導諮詢服務(申請項目，條件，申請過程)」，有不少

人提到「開放申請之產品類別太少」及「申請條件嚴格」等困難。 

 

另一方面，已申請到「環保標章」的業者，在申請的過程中所遭遇

的困難或問題較常被提及的有「手續／表格繁雜、規定太多、需提

供的資料太多」、「說明不夠清楚／承辦人員不夠清楚」及「檢驗

單位作業時間長」等。其中，「手續／表格繁雜、規定太多、需提

供的資料太多」取代「開放申請的項目太少」成為今年最常被提到

的原因。業者認為「作業時間太久／費時」是「環保標章」申請過

程中最需要改善的。 

 

受訪業者獲得關於「環保標章」之最主要訊息來源為「報紙」，其

次為「雜誌／刊物」、「環保署」、「工研院及其刊物」、「電視」

及「老板／朋友／同事／同業」等。 

 

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業者目前公司內有電腦可以上 INTERNET 網際

網路。而有 33.6% 的業者知道 INTERNET 網際網路上有一個 "環保

標章資訊站"。 

 

2.環保標章的誘因及正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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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使業者申請「環保標章」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有助於企業形象之

提升／社會及消費者之認同肯定」，其次為「符合潮流、市場需求、

消費者未來趨勢」。其中提到申請「環保標章」主要因為「有助於

企業形象之提升/社會及消費者之認同肯定」的業者較前次之研究結

果大幅提昇許多。 

 

四分之三的業者認為「環保標章」對於提昇產品品牌的形象有幫助，

五分量表計算所得的平均數為 3.3 分；與 1996 年結果接近。但目

前已申請到「環保標章」的業者在這方面的評價則較前次研究為低。 

 

「易使社會及消費者認同、肯定」是對「環保標章」提昇產品品牌

形象方面給予正面評價的業者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其次則為「提

升競爭力／增加業績／增加銷售／提升利潤／降低成本」。而「宣

導推廣不足／民眾認知度低」、「環保標章的公信力不足」則是「環

保標章」對提昇產品品牌形象方面幫助不大的主因。 

 

六成的業者認為「環保標章」對於提昇市場競爭力有正面的影響，

五分量表的平均分數為 2.9 分，略低於前述對產品品牌形象之提

昇。目前已申請到「環保標章」的業者，在這方面的評價略低。而

在已申請但尚未獲得「環保標章」的廠商中評價較高。「環保標章」

幫助市場競爭力最主要是因為「提升了公司(產品)的形象／易使社

會及消費者認同、肯定」、「增加業績／增加銷售／提升利潤／降

低成本」、「可以參加公共工程競標／公家機關優先採購」、「符

合潮流／市場需求／環保需求」等。反之，認為「環保標章」對市

場競爭力幫助不大的業者主要認為環保標章「宣導推廣不足／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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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度低」、「環保標章的公信力不足／形象提升並不多」以及「業

績成長不多」。 

 

鼓勵廠商申請「環保標章」，業者最希望獲得的獎勵為「在廣眾媒

體上公開推薦／表揚／免費廣告／宣傳」及「減稅／降低關稅」。 

 

3.有關「環保標章」的新議題 

 

若將「環保標章」之執行單位改為民營化，對於申請「環保標章」

的意願會因此而上升的有 21.6%，會因此而下降的有 26.8%，認為

沒有影響的占半數 (50.8%)。與前次 (1996 年) 之研究結果比較，

整體申請意願上昇。 

 

民營化對於「環保標章」公信力之影響，有近半數 (46.8%)的業者

認為公信力下降，8.2% 認為公信力會上昇，另外 43.6%認為沒有影

響。與前次 (1996 年) 之研究結果比較，認為其公信力會下降之比

例減少了近一成。 

 

•如果採行第二類型環保標章，業者中有五成五表示正向的申請意願，

16.4% 為負向，另外有 28.0% 不確定。在 1996 年與 1998 年兩次

調查中沒有太大的變化。多數業者 (58.8%) 希望在１〜２年內開放

較合適，近二成不主張開放。 

 

•除申請費外，若開始收取年費，近四分之一的業者贊成「收取固定

年費：單一統一的年費」，其次則為「收取固定年費：依產品種類

或產業類別訂定年費標準」(15.2%)。略超過三分之一的業者可以接

摘-52 



受的年費金額上限在 10000 元以下。二成在 10001〜20000 元之間，

另外有 12.4% 主張介於 20001〜50000 元之間。只有不及 5% 認為

可以接受超過 50000 元。有二成的業者表示不應收取年費，另外有 

3.6% 表示愈少愈好。 

 

•ISO 14000 認證與「環保標章」 

 

全體受訪業者中，目前有 20.8% 已申請 ISO 14000 認證，11.2% 已

獲得認證。四分之三的業者表示如果獲得 ISO 14000 認證，仍會申

請「環保標章」。主要因為它們是「不同的二種認定標準」，其次

則因為「提昇產品競爭力/ 公信力/產品價值」、「有就申請／多一

份認證就多一份保障」及「可提昇環保形象」，另外也有不少人表

示是因為「社會趨勢有此必要」。表示不會申請的業者所持的理由

以提及「國際認證較有效」的人最多。 

 

如果採用 "廠商取得 ISO 14000 認證，申請環保標章時只需將產品

送檢，合格者可取得環保標章" 的新認證方式，有 86.8% 的業者表

示同意，另外 12.8% 則因為這是兩種不同的認證而表示不贊成。 

 

如果中華民國環保標章與國外環保標章相互承認，有九成二的業者

表示會因此而提昇申請「環保標章」之意願。在所列舉的六個國家

／地區當中，與美國「環保標章」相互承認的優先順位最高；日本、

歐盟、德國排名分居二、三、四；加拿大、北歐之優先順位在六個

國家／地區中相對較低。 

 

•對於以立法來強制公營及大型機構優先採購有環保標章的產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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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的業者持正向的態度，12.4% 表示不贊成，另外 12.4% 態度中

立。在已獲得「環保標章」之業者當中表示贊成的比例較高。表示

不贊成的理由則以「不應強制，視需要而定」、「不符市埸機能」

及「對小廠商／沒有標章廠商不公平」為主。 

 

僅略超過二成之業者表示知悉立法院已制訂「強制政府相關機構優

先採購有環保標章的產品」之條文於政府採購辦法內。 

 

 消費者部份： 

 

1.對「環保標章」的認知程度 

 

53.5% 的受訪者自稱曾經聽說過「環保標章」， 相較於「ＧＭＰ」

的 79.0% 和「ＣＡＳ」的 82.0% 相對略低。與前次( 1996 年 ) 之

研究結果比較，聽說過「ＣＡＳ」及「ＧＭＰ」的比例上升了，而

聽說過「環保標章」的比例則維持在一個持平的水準。 

 

出示標章／標誌的圖件讓受訪者辨識，其中以「純鮮乳」( 88.8% ) 、

「電宰衛生豬肉」(88.5%)、「ＣＡＳ優良肉品」( 87.3% )、「Ｇ

ＭＰ」( 86.0% )以及「ＣＡＳ優良冷凍食品」( 84.0% )，受訪者

曾經看過的比例較高，有 52.5% 表示看過「環保標章」。與前次( 1996 

年 )研究結果比較，看過其他各標誌的百分比均呈上升之趨勢。唯

「環保標章」，由 62.0% 降低為 52.5%。 

 

表示看過「環保標章」圖樣的受訪者中有六成一能正確說出「環保

標章」名稱，一成四指認錯誤，而約四分之一雖然看過，但對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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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認識。 

 

綜合「聽說過」與正確指認實際標誌兩項指標來看，有近六成( 57.3% )

的受訪者聽過或認識「環保標章」；該比例與 1996 年 之結果接近 

(58.5%)。 

 

認識或曾經聽說過「環保標章」的受訪者最主要的訊息來源是電視

宣導，84.3% 的受訪者表示最初是由此得知，其他方面的媒介比例

則均低。 

 

2.「環保標章」的意義與用途 

 

對認識或聽說過「環保標章」的受訪者而言，「環保標章」所代表

之意義主要包括：「資源可回收／再利用」、「產品不會污染／低

污染」、「節省資源／能源(愛惜資源，不浪費)」及「通過政府檢

驗合格／合乎國家標準(有公信力)」。另外有超過三成的人提及「保

護地球／環境保護／使地球不受污染」，提到「垃圾分類」以及「綠

化地球／綠化環境」的人亦不少。與前次 (1996 年) 之研究結果比

較，能主動提到「環保標章」代表著「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

的環保理念的消費者大幅上升了許多，尤其在「資源可回收／可再

利用」及「產品不會污染／低污染」方面。 

 

在未提示的情況下，「留置式拉環之飲料罐」、「塑橡膠再生品」、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紙」、「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用紙」、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及「使用 100% 回收紙之衛生紙 (廁衛用

紙)」等為較多被提及的環保標章產品。經過提示之後，知道各項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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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標章產品的比例增加，以「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紙」獲知曉的比

例最高。知曉比例在五成以上的產品還包括「塑橡膠再生品」、「使

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寫用紙」、「使用 100% 回收紙之衛生紙 (廁

衛用紙)」、「使用回收紙之辦公室自動化(OA)用紙」及「留置式拉

環之飲料罐」。 

 

3.對環保標章產品的購買 

 

看過有「環保標章」的產品的民眾增加了，占全體受訪者的 28.8% 

( 1996 年為 23.3% )。曾經買過「環保標章」產品的比例亦由先前

之 18.3% 上升為目前的 25.5%。 

 

各類有「環保標章」產品中，以「鋁罐飲料(留置式拉環)」消費者

曾經購買之比例最高，其次為「再生紙／再生紙製造之文具用品／

衛生紙／紙杯／紙尿布等紙類產品」。此外，「冰箱」、「寶特瓶」、

「無汞電池」及「洗衣粉」亦為較普偏為消費者所購買使用之有「環

保標章」之產品。 

 

購買有「環保標章產品」的主要原因是「不會造成汙染／低汙染」

及「可回收再利用」( 兩者的比例均較前次大幅上升 )。其次也有

不少人提及「保護環境」、「品質較有保障」、「省能源／不浪費

能源」及「放心／安全」。 

 

曾看過「環保標章」產品但卻不曾購買的主要原因則是「不會用到

有環保標章的產品」及「在購物商店內沒有看過有環保標章的產

品」，其次為「不曾注意環保標章」及「需要的產品沒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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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對環保標章之信任度／產品評價 

 

對「環保標章」抱持信任態度的受訪者占 58.6%，表示普通的占三

成八；而僅 3.5% 表示不信任。五分量表獲得的平均信任程度為 3.6 

分。與前次研究結果相同，但表示「非常信任」的百分比明顯上升

（由 3.0% 增加為 6.3%）。 

 

對於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品牌之評價，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

為比一般品牌好很多或好一點；32.3% 認為與一般品牌差不多；而

僅 2.0% 的受訪者給予負面的評價。五分量表計算所得的平均分數

為 3.7 分，與前次研究結果接近，但認為「跟一般品牌差不多」的

比例明顯增加，而認為「比一般品牌好一點」的比例則略為下降。 

 

5.消費習慣之影響 

 

未來購買東西的時候，表示經常會檢查是否有「環保標章」的受訪

者占三成二；表示偶爾會檢查的約占四成( 38.5% )，而從來不會檢

查的也接近三成( 29.5% )。會因為「環保標章」而提高購買興趣的

受訪者有 60.0%，與前次 (1996 年) 之研究結果沒有顯著之改變。 

 

6.品牌、價格與環保標章之間相對重要性 

 

在「品牌」和「環保標章」二個條件下選擇購買物品時，有超過半

數的受訪者 ( 53.8% ) 表示會考慮購買其他有「環保標章」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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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有三成的受訪者仍然維持購買經常使用的品牌，而有 15.8% 

的受訪者表示會改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與前次( 1996 年) 之

研究結果比較，表示會 "改買其它有「環保標章」的牌子" 的百分

比略微下降了 3.2%。 

 

比較「價格」和「環保標章」二項因素，有七成二的受訪者會因為

價格差異的大小決定是否購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其中有無「環

保標章」的產品其價差如果在 5% 或 5% 之內，會選擇購買有「環

保標章」產品的受訪者有 35.5%，可接受介於 5% 及 10%（含 10%）

之間者為 23.5%，而可接受大於 10% 的差距者有 13.1%。另外有一

成六表示「一定選擇有環保標章的產品」，而有 12.3% 表示「一定

選擇便宜的產品」。 

 

整體來看，在品牌、價格和「環保標章」三個條件下考慮購買物品

時，以「品牌」為最優先考慮之因素，其次為「價格」，「環保標

章」則居第三，但與「價格」之間差距不大。 

 

7.環保標章產品的優先開放順序 

 

在各項由民眾選擇優先開放申請「環保標章」的產品類別之中，以

「低污染產品」的順位最優先；其次為「省電產品」及「廢棄物資

源化產品」；五項產品類別中以「省水產品」及「低噪音污染」之

優先順序較低。 

 

在各項由民眾選擇優先開放申請環保標章的產品項目之中，1996 年

及 1998 年之研究結果均以屬於低污染類的產品項目之順位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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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其中的 「全天然清潔劑」、「餐廳／廚房用油脂截留器」、「生

物／光可分解性塑膠產品」、「燃料活性器 (省油、降低空污)」、

「可重複使用保溫( 低溫 )盒」等五個項目依序分別位居前五名。 

 

8.對於以立法強制公營及大型機構優先採購有環保標章的產品之態度 

 

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贊成以立法來強制公營及大型機構優先採購有

環保標章的產品，表示不贊成的有 6.3%。五分量表獲得的平均分數

是 3.9 分。與前次研究結果相近。 

 

（六）建議： 

 

 業者部份 

 

業者普遍認同「環保標章」的時代意義及市場趨勢，亦肯定其可提昇

產品品牌形象及市場競爭力，但提昇業者申請「環保標章」之意願，

仍須有許多相關的配合，例如： 

 

1. 在申請環保標章方面：縮短申請審核之作業時間、簡化申請表格手

續、提供清楚說明／承辦人員專業能力之提昇，以及申請過過程提

供諮詢輔導等。 

 

2. 業者對獲得環保標章給予一些實質鼓勵、與國外環保標章交互承

認、立法強制優先採購、採行第二類環保標章、簡化已獲 ISO 14000

認證廠商的「環保標章」申請程序等構想亦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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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當重要的是經由加強消費者的環保意識及對「環保標章」之認識，

以及消費者對「環保標章」產品的支持，進而提昇「環保標章」產

品的市場競爭力及業者利潤乃是鼓勵業者開發申請「環保標章」產

品的最終原動力。 

 

4. 此外，業者對「環保標章」之執行單位民營化後的公信力仍有相當

的質疑，對年費的收取、收取方式亦存有不同的意見，在推行「環

保標章」民營化時需謹慎應因。 

 

 消費者部份 

 

「環保標章」的推廣可以從消費者對「環保標章」之意義有更深入明

確的了解，看過「環保標章」產品及用過「環保標章」產品的消費者

呈穩定成長等方面看見其成效。然而，研究中亦觀察到在提昇「環保

標章」認知之普及性方面似有停滯不前的現象，「環保標章」對消費

習慣的影響力亦僅維持在先前持平的水準。如何藉由各種管道，尤其

是大眾媒體，使更多的民眾有機會接觸認識「環保標章」，使其認知

的廣度及深度均能持續向上成長，是值得「環保標章」推廣機構參考

努力的方向。此外，如果從民眾持續反應出其所關心的環保問題及環

保產品優先推廣，使「環保標章」具體落實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則可

期許「環保標章」與消費習性能更有效的結合。 

 

 

 

一、 現行作業規範需符合 ISO 14024 之規定 

第五章   問題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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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組織以就 ISO 14024 內容對第一類環保標章予以規範，表 5.1

即顯示未來環保標章作業規範之主要修正方向 

 

表 5.1 我國環保標章作業規範與程序與 ISO 14024 之差異度分析: 

ISO 14024 第一類環保標章之 

指導綱要與程序 

我國環保標章目前之 

作業規範與程序 

1.應說明產品規格標準之適用期限 未註明 

2.產品規格標準應定期檢討，且需說明頻率 僅說明應檢討，但未說明頻率 

3.符合性評鑑所需使用之標準(依優先順

序): 

˙其他經國際認可之標準 

˙符合良好實驗室規範之可再現、可重複

之方法 

˙國際、區域及國家標準 

˙廠商自行提出之証據 

目前使用標準之優先順序: 

˙國家標準 

˙其他國家標準(如 JIS,ASTM) 

˙廠商自行提出之証據(如未使用某種原料

之証明) 

4.應可提供予利害相關者之資訊 

˙產品項目 

˙產品規格標準 

˙產品功能特性 

 

˙測試與查証方法 

˙驗証與頒發標章之程序 

˙規格標準定期檢討之頻率 

˙規格標準適用期限 

˙頒發標章之依據(非機密性資料) 

˙經費來源(如收取費用、政府補助款等)

˙符合性查証 

 

有 

有 

產品簡介、說明書、使用手冊等 

相關國家標準及品質/安全規定 

有 

有 

無 

無 

審查會議紀錄 

 

有 

追蹤考核紀錄 

5.規格標準之研擬 目前排除之物質僅為 

˙ISO 及 IEC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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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規格標準中，要求排除某手中物質之使

用時，需有風險評估依據 

(1) 蒙特婁議定書規定之 CFC's 

(2) 環保署公告之有害化學物質 

(3) PVC 做為包裝材料 

6.篩選產品功能特性時應考慮: 

˙鑑別產品功能特性 

˙篩選關鍵性功能要素(Key elements 

performance) 

˙確定上述要素適用於產品項目中每一種

產品 

˙鑑別必要之功能水準 

註:產品功能特性含安全、衛生及消費者對產

品之需求 

在確定產品項目之範圍(scope)時已考慮，並在

作業規範中說明「如該項產品已訂有國家標

準，並應符合國家標準」及「品質及安全性符

合相關法規規定」。 

7.廠商自提之符合性証明須符合 ISO/IEC 

Guide 22 之規範 

目前採納廠商之具結保証書，尚需查明是否符

合 Guide 22 

 
 
 
二、規格標章修正作業  

 

為簡化規格標準用語或使規格標準用語更明確，修正

部份條文，內容如下： 

(一)規格標準第七、十一、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

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條中有關「製程中不得使用氟

氯碳化合物、四氯化碳、111-三氯乙烷以及其他有機鹵

化物(以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質為準)」之規定，茲修

正為「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議定書之管制物

質」。 

(二)規格標準編號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八有關產品

或包裝上須標示「…保護臭氧層」之規定，修正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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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包裝上須標示「…減少臭氧層破壞」」。 

(三)規格標準編號第一、七、九、十五、三十、三十一、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三條中有關「不得含有

(列管)有害物質、有毒物質、有毒有害物質、石棉等有

害物質」用語修正為「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

物質」。 

但仍有許多項目需就內容修改之必要，修正因子應考

量下列各項。 

（一）訂定時間超過三年者。 

（二）申請或使用量仍為“○”者。 

（三）檢測方法已更改或頒佈新方法者。 

（四）與新法規扺觸者 

檢討現行四十七個標準內容應修正者及修正方向如表 5.2 所

示。 

表 5.2 規格標準修正方向 

項次 項目名稱 修正方向 

九 使用太陽能電池之產

品 

取消“備用電池”部份

十二 回收木材再生品 納入“人工林”之木材

產品 

二十一 電動機車 續航力 

二十二 省能源精緻型螢光燈 簡化規格標準項目 

三十〜三十三 可分解塑膠系列產品 修正測試方法 

 

 

 

 

三、政府綠色採購之因應措施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優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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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可，而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

並得允許百分之十以下之價差。產品或其原料之製造、使用過程及廢棄

物處理，符合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省能源者，亦同。其他增加

社會利益或減少社會成本，而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准用前項之規

定。」因此建議產品之優先採購順序應為(1)環保標章產品，(2)符合再

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省能源之產品，(3)其他增加社會利益或減

少社會成本之產品。 

（一） 環保標章產品部份 

1.需有專責單位負責提供完整、正確之產品資訊，例如產品採購指

南。 

2.由於環保標章產品已經由第三者驗証，確屬該產品項目中，較優

良的產品，因此可不必限制「不得獨家採購」。 

3.需有專責單位負責整合、分析各政府機構之採購紀錄，含不優先

採購標章產品之原因。 

4.此類產品應已符合「品質、安全及衛生之國家標準」，故效能與

同類之傳統產品應相同或相似。 

（二）未獲環保標章，但屬於「符合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省

能源者」產品部份 

1.在今年底可公告之 ISO 14021 標準中，對於「可回收」、「回收

比率」、「可再用/可重填」、「省能源」、「可堆肥化」、「可

生物分解/光分解」等「產品環保特性」，已有詳細之定義並規

定應採用之測試與查証方式。 

2.此類產品可經由獨立並具公信力之產品驗証公司，提出測試與查

証証明，供採購單位參考。 

3.此類產品需另提出產品之效能與其同類之傳統產品相同或相似

之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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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需檢附並供驗証之文件應與環保標章產品同，例如（1）申

請書三份（2）公司執照或商號之營利事業登證影印本三份（3）

工廠登記證影印本三份（4）經工廠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環境

保護機關出具工廠申請日前一年內，未受重大處分證明書三份。 

5.產品製造公司應有已獲 ISO 9000 或已有品質管理系統之証明，

以保証產品品質穩定。 

6.如製造公司已獲 ISO 14000 証書，則可不必繳交減廢計畫書，廢

棄物清除處理合約等証明。 

7.所謂「獨立並具公信力」之產品驗証機構，指任何依據國際標準

執行產品驗証，並符合「產品驗証機構規範」証明其有能力執

行此業務之機構。 

8.目前「中華民國環境管理與品質管理認証委員會」尚未制定完成

「產品驗証機構規範」，但本會已提送歐盟採用之文件，EN 

45011(如附件二)供其參考中。在其正式運作之前，凡經國際認

可之認証單位(Accreditation Body)認証之驗証公司，均可執

行上述之產品環保性驗証工作。 

 

（三）「增加社會福利、減少社會成本之產品」部份 

凡未獲環保標章，且其主要之環保訴求不屬於第(2)項之產

品，則應利用「生命週期評估技術」中所採用之「生命週期衝

擊分析」來探討產品對社會之衝擊。此部份需待 ISO 14042 及

14043 標準公告後，始可能有依據。 

 

四、加強客戶服務，增進廠商參與感 

本年度共辦理宣導活動，綠色論壇及親子園遊會活動，每

當辦理活動時，均感覺廠商的直接參與意願不高，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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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標章對其商機之效益未能完全顯現，且每年度各廠商廣告

宣傳費用均已編列完畢，實難應付臨時性活動支援。為改善

未來活動之配合度，應積極由下列各方向著手。 

 

(一)經常性與廠商連繫，且必須直達決定階層人員。 

(二)加強環保標章相關宣導，開啟環保標章產品之商機。 

(三)減少臨時性活動，應進行長期規劃，以利廠商編列預算

配合。 

(四)提供必要之採購課程，教育一般企業及政府單位採購人

員，以利綠色採購之政策執行。 

 

五、環保標章國際相互執行 

目前環保標章計畫已與加拿大簽定相互承認協議，且

共同開發了二項資訊產品規格，以利中加兩國環保標章相

互承認作業之具體實施，此項工作已在業界造成迴響及殷

切的期盼。但對於其他國家如德國、美國及日本等開發國

家之相互承認更加的寄予期望，其實上述國家均為我國產

品之主要輸入國，可為廠商帶來無限的商機，因此我國與

相關國家環保標章相互承認之作業即相當重要。 

 

由於相互承認作業牽涉、國家環境、產品標準及檢測

方法的不同，因此相互承認工作有其潛在的困難，中加相

互承認模式已獲得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會員的共識及

讚許，我國與加拿大合作模式可於後續國際活動中加強宣

導及推動，將有利我國環保標章之國際化行動，也可減少

環保貿易障礙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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