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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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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都議定書生效後，各先進國家紛紛依國際承諾，積極展開國家溫室氣
體減量策略。

臺灣將2010年訂為「節能減碳年」，正是我國以全球最新觀點，檢視
目前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策略，啟動適合我國情需求之溫室氣體國家適當
減緩行動。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OECD於2014年10月出版之統計資料顯示，我
國2012年每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量為10.95公噸，全球排名第20位。

隨著全球暖化，現今各國無不相繼分析產品生命週期之碳足跡，並以碳
標籤或減(低)碳標籤呈現。

因此，本署參考國際發展趨勢並考量國情，自99年起發展產品碳足跡
標示制度，成為全球第11個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籤（以下簡稱碳標籤）的
國家。



產品碳足跡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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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碳足跡意指

一商品或服務整

個生命週期過程

直接與間接產生

的溫室氣體排放

量。



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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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以碳標籤方式傳達產品碳足跡訊
息給消費者，供選購參考，鼓勵改變消費行
為與生活型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對企業：促使企業檢討產品製程及
供應鏈中，找出減量熱點，減少二
氧化碳排放。

碳標籤意涵

改變消費習慣
降低CO2放排

找出減碳重點
降低CO2放排



碳足跡標示推動策略



推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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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自99年起)

確認產品碳足跡計
算準則、方法
建立碳標籤制度

第二階段
(自103年起)

普及產品碳標籤
發展減碳標籤制度

期程 目標

設計統一格式之碳標籤外觀
建立碳標籤申請/核發制度，獎勵自願性
碳標示

計算及溝通準則與ISO/TS 14067接軌
建置產品碳足跡資料庫，發展產品減碳
標籤

推動策略

 減碳標籤：由綠色心形及綠葉組成腳

印，象徵碳足跡，並搭配「CO2減

少」的示意符號。整體圖示意涵為用

愛大自然的心，落實節能減碳及綠色

消費，以邁向永續社會。



國際推動減(低)碳標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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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我國自103年推動產品
碳足跡減量標籤（以下
簡稱減碳標籤）制度，
成為全球第4個推動減
(低)碳標籤的國家。



減碳標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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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標字第○○○○號

http://www.epa.gov.tw

Since YYYY

減碳基線

減碳承諾

實施原則

優點

 已取得碳標籤產品：應以碳標籤證書所載產品碳足跡
數值，做為減碳基線。

 未取得碳標籤產品：應以查驗機構出具之合理保證等
級查證聲明書所載產品碳足跡數值，做為減碳基線。

落實產品實際減碳成效；未來若與環
保集點制度結合，將會再增加廠商申
請誘因。

與減碳基線相比，該產品在3年內達3%以上減碳量。

廠商應於提出申請3年內達成減碳承
諾，達成後經審查通過者，取得產品
減碳標籤證書與標示年份；逾期未達
成減碳承諾者，駁回其申請。



碳標籤與減碳標籤產品



 碳標籤產品類型
– 商品：食品、飲料、動植物商品…等。

– 服務：旅館住宿服務、運輸服務、百貨零售服務等。

 廠商需針對產品提出未來具體碳足跡減量承諾，並承諾完
成碳足跡標示，有助於實質減碳成效及教育宣導。

 至104年10月計有87家廠商
339件產品之「產品碳足跡
標籤證書」申請案經審查通
過。

碳標籤推動現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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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取得 製造 配送銷售 使用 廢棄處理

商
品

廢棄處理服務原料取得

服
務



碳標籤推動現況(2/3)
 為擴大產品碳足跡標示之廣度，除了飲料、食品、電子產

品等商品外，本署於102年開始透過輔導資源，輔導旅館
住宿服務及運輸服務類產品取得碳標籤使用權，今(104)
年開始有民間百貨業者響應本署政策，自主取得百貨零售
服務之碳標籤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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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字第○○○號
每坪－每天



碳標籤推動現況(3/3)
 結合地方環保機關之力量，推廣及協助各地伴手禮取得碳

標籤使用權，包含：金門高粱酒、金門麵線、客家桔醬、
鳳梨酥、虱目魚Q餅、焦糖烤布丁、米、摃丸等，除傳達
產品碳足跡訊息給消費者外，亦可增加碳標籤之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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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減碳標籤產品

 第一批減碳標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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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安牧場動福蛋(30入PLA盒)

2.石安牧場動福蛋(10入PLA盒)

3.石安牧場動福蛋(6入PLA盒)

4.石安牧場動福蛋(30入紙盤)

5.石安牧場動福蛋(10入紙盒)

 過去3年業者之減碳措施：

主要是因養產方式改變，雞隻產蛋效率提升，飼料使用減少（原料
階段），且單位產蛋量之雞糞CH4排放減少（製造階段），進而達到
14.5%之減碳成效。



環保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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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點 兌點綠進綠出



碳標籤制度規範
「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



申請碳標籤/減碳標籤方式

• 第七條：廠商申請使用碳標籤或減碳標籤應依本署規定以網
際網路方式提出申請書、查驗摘要報告、產品碳標籤或減碳
標籤標示方式，並檢具下列文件之電子檔：

– 用印之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同意書。

– 用印之查驗機構確認書。

–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事業登記證明文件

– 產品項目已訂有國家標準者之合格或相關證明文件

– 查驗機構出具之查證聲明書影本(有效期限需在一年以上且屬合理保
證等級)

– 獨家代理國內(外)產品之申請廠商，需檢附代理文件

– 其他經本署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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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標籤制度實施原則
• 第八條：廠商申請使用減碳標籤除檢具第七點所訂文件外，須同時提

出減碳承諾與實施方法。

– 已取得碳標籤產品：以碳標籤證書所載產品碳足跡數值為減碳基線。

– 未取得碳標籤產品：以查驗機構出具之合理保證等級查證聲明書所載產
品碳足跡數值為減碳基線。

• 第三十條：自本作業要點修正公告日起三年內(103年6月27日至106
年6月26)為先導期，廠商得於達成碳標籤申請文件所載減量承諾時申
請使用減碳標籤。

 提出基線與
減碳承諾

基線申請

 審查減碳成效

承諾達成

 授予減碳標
籤使用權

使用標籤

3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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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機構資格條件

• 第九條：碳足跡查驗機構於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 符合「溫室氣體檢驗測定及查驗機構管理辦法」之查驗機構資格。

– 具有產品碳足跡查驗或溫室氣體查驗，及生命週期評估相關經驗一年
以上並有實績之機構。

– 具有環境標誌與宣告查驗及生命週期評估相關經驗三年以上並有實績
之機構。

•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一月一日起應取得認證機構核發之碳
足跡查驗機構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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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審查流程
• 第十條：申請案件審查作業流程如下

– 執行單位檢核申請文件。

– 審議會查核小組審查通過後，授與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並發給
證書。

– 遇有爭議案件提審議會審議。

廠商填寫電子
表單

完整性檢核

受理

7天 10天

符合性檢核

查核小組
審查

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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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類別(1/2)
• 新申請

– 依第七條檢具相關申請文件

• 展期申請(第十九條)
– 廠商得於期限屆至前三至五個月內申請展期。

– 廠商依前項規定提出展期申請，但未能於原標籤使用期限屆至前完成
審查作業並換發新證書者，得延長標籤使用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 須檢附展期申請前、後產品碳足跡差異分析表

• 異動申請(第十八條)
– 廠商原申請標籤使用者及地址、產品名稱、產品型號、產品外觀、碳

標籤標示位置或資訊欄內容等事項異動者，應於異動後二十工作日內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署提出異動申請。

– 如涉及碳標籤證書或減碳標籤證書登載事項異動者，應一併申請換發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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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類別(2/2)
• 變更申請(第十七條)

– 因使用材質、生產廠場或服務場所地址及生產流程等計畫性改變，導
致產品碳足跡數值較碳標籤證書或減碳標籤證書所載數值增加逾百分
之三，且持續達三個月以上者，廠商應重新辦理產品碳足跡計算及查
驗，並提出變更申請。

– 因非計畫性改變，導致產品碳足跡數值較碳標籤證書或減碳標籤證書
所載產品碳足跡數值增加逾百分之三，且持續達三個月以上者，廠商
應於發現後或本署通知時，檢附差異分析資料及相關證明文件，並提
出變更申請。

– 廠商如未能依第一項規定於六個月內完成變更，得於屆期前敘明理由
向本署申請展延；本署得視情形予以展延，但展延期間以一年為限。
(104.8.4)

23



證書登載項目

• 證書編號

• 產品名稱及型號

• 標籤使用者及地址

• 生產廠場或服務場所及地址

• 碳足跡數據及計量單位

• 宣告單位(減碳標籤無須標示)
• 生命週期各階段碳足跡比例

• 採用之產品類別規則

• 有效期限

• 其他相關規定

產品每宣告單位碳足跡

數據(CO2e/宣告單位)

標示數據取捨至

最接近單位

>10g , ≦20g 1g
>20g , ≦40g 2g
>40g , ≦100g 5g
>100g , ≦200g 10g
>200g , ≦400g 20g

>400g , ≦1,000g 50g
>1.0kg , ≦2.0kg 0.1kg
>2.0kg , ≦4.0kg 0.2kg
>4.0kg , ≦10kg 0.5kg

宣告單位係指引用為產品系統銷售或提供服務
時的最小基本單位。（例如：一瓶六百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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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查核
• 第二十一條：本署得對申請中或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

權廠商，就其查驗報告記載及產品碳足跡計算之相關資料進
行查核，必要時得現場查核，廠商不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 第二十三條：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經本署通知改善，廠商
應提出改善完成報告及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報請複查：

– 廠商生產廠場或服務場所地址與原申請文件明顯不符者。

– 廠商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之產品不符規定者。

– 不符合作業要點相關規定。

• 第二十八條：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之廠商，應於每
季結束後十工作日內依本署指定之格式，以網路傳輸方式傳
送上季使用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之產品項目及數量等資料至本
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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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圖示及使用規範
• 標籤包括圖示及資訊欄二部分，

資訊欄除應記載證書編號及宣告
單位(減碳標籤無須標示)外，得
視行銷需求加註相關資訊。

• 標籤不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
依等比例(1 cm * 1.2 cm)放大或
縮小。

• 標籤圖示之顏色，以彩色印刷者
，應以本署註冊所載明國際標準
色卡色票系統之標準色印刷。廠
商得將圖示調整為其他顏色，但
以單色印刷為限。

Since YYYY

標示數值

無標示數值

Since YYYY
標示取得減碳
標籤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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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籤制度規範-
「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



目錄

1. 產品範圍

章名章名

3. 用語與定義

8. 分配與計算

2. 引用標準

5. 評估方法

6. 排放源與抵換

7. 數據蒐集

10. 查證與聲明

商品與服務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化評估

內 容內 容

ISO 14040/44, ISO 14025, ISO 14064-1, WD 14067-1, PAS 2050

排放源評估對象、碳儲存捕集及封存，產品任一階段；抵換機制不使用

分配單元程序、 擴展產品系統 、 分配產品與功能間之關聯性

評估結果有效性、符合聲明基楚、聲明之格式與內容

4. 原則

陳述包括生命週期、供應鏈、功能單位、查證…等40項用語定義

施行指引之要求項目，並作為依指引施行生命週期決策之基礎

評估四個步驟即目的與範疇、盤查分析、衝擊評估與結果之闡釋

9. 碳足跡報告 報告要求項目、第三者報告之格額外要求 、保密性

數據品質規則、一級與二級數據來源、蒐集期間、資料抽樣與佐證



適用範圍

 本指引規範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方法(LCA)，評估產品與服
務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本指引適用於任何
組織進行產品的「企業對消費者」 、「企業對企業」以
及其他應用(如其他企業對企業、內部企業使用、供應鏈
最佳化、輔助設計等)之溫室氣體排放評估。

 
原料取得 製造 配送銷售 使用 廢棄回收

企業到消費者 B2C 

企業到企業 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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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評估之方法(1/4)
 一般要求事項

 依據本指引進行之產品碳足跡評估，應包含生命週期評估的四個
步驟，亦即目的與範疇界定、盤查分析、衝擊評估與結果闡釋

 產品碳足跡評估以一產品的生命週期作為其產品系統之模型，此
產品系統再細分成一組單元程序，此組單元程序反映出生命週期
的不同階段，亦即，原物料取得、製造、使用以及最終處理。

 功能單位

 一產品碳足跡評估的範疇，應清楚地指明該產品系統之功能。功
能單位應與評估的目的範疇一致。功能單位主要目的之ㄧ係提供
一個參考，使投入與產品依數學知識予以正規化。因此，功能單
位應清楚地界定，且為可量測的。

 產品系統

 凡一產品的碳足跡評估為向消費者溝通，此產品碳足跡的量化應
包含生命週期的所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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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評估之方法(2/4)
 系統邊界

 系統邊界決定產品碳足跡評估應包括哪些單元過程。凡存在與考
慮中產品相關且依據CNS 14025 所發展的產品類別規則，而該
PCR 的系統邊界與本條款建立之系統邊界不互相衝突，該PCR所
詳述之系統狀況應構成此產品的系統邊界。

 原物料

 所有轉換原物料的製造過程導致之溫室氣體排放應納入評估，包含所
有能源之消耗以及其他溫室氣體直接排放。

 能源

 產品生命週期中供應與使用能源時，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應包含能源
供應體系造成之排放。

 製造與服務供應

 產品生命週期中，發生製造與服務供應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包括
使用耗材的排放，應包含該耗材產品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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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評估之方法(3/4)
 製造場所營運

 因製造場所營運而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包含工廠、倉庫、中央供應
中心、辦公室、零售折扣店等等，應納入產品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
評估。

 產品運輸

 來自產品部分生命週期而使用路運、空運、水運、鐵路運輸或其他運
輸方式所造成之溫室體排放，應納入產品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

 產品儲存

 因儲存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應納入產品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之評
估，包含：

 投入之儲存，包含各產品生命週期階段之原料儲存；

 產品生命週期階段相關之環境控制(例如：冷卻、加熱、溼度控制以及其
他控制)；以及

 產品在使用階段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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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階段

 產品使用或提供服務時，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應納入產品生命週期溫
室氣體排放評估，且以不違反企業對企業評估之條款為限。

 使用狀況之基礎

決定使用狀況的基礎應優先採用下列順序

 產品類別規則(PCRs)對於評估中的產品所詳定的使用階段；

 已公開之國際標準對於評估中的產品所詳定的使用階段；

 已公開之國家標準對於評估中的產品所詳定的使用階段；

 已公開之產業標準對於評估中的產品所詳定的使用階段；

 最終處理的溫室氣體排放

 因最終處理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例如：廢棄物藉由掩埋、焚化、
廢水處理等方式處理)應納入該產品生命週期溫氣體排放評估，並以
不違反企業對企業評估的條款為限。

產品碳足跡評估之方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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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籤制度規範-
「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訂定、引用及

修訂指引」



本指引目的與訂定者資格

•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為使同一種類型、功能之產品
(包括商品或服務)，於計算碳足跡排放量時能有相同之盤查範疇與
計算依據，要求業者應採行適用之產品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以下
簡稱產品類別規則)；且為使產品類別規則訂定、引用及修訂作業
有所依循，特訂定本指引。

• 產品類別規則文件訂定、引用及修訂得由該項商品製造商、提供
該類服務業者或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商)會、政府機關(
構)，針對該項類別商品或服務之共通特性，整合業者意見而擬訂

• 業者於計算產品碳足跡時，亦得引用經環保署公告認可之我國第
三類環境宣告產品類別規則文件，並透過增訂「引用我國第三類
環境宣告產品類別規則申請碳標籤之要求文件」(以下簡稱引用要
求文件)方式，界定系統界限範疇及計算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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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類別規則文件訂定流程

初始階段

準備階段

磋商階段

完成階段

召開小組會議
裁示案件

視情況參加會議

召開小組會議

裁示案件結果

公告網路平台

確認現有文件適
用性

基本資料表

研擬草案(一)
碳足跡官網登錄

召開研商會
研擬草案(二)
碳足跡官網登錄

備妥相關資料

列席小組會議

報告案件內容

受理案件

進行檢核工作

檢核草案(一)

視情況參加會議

檢核草案(二)

報告檢核結果

提供碳足跡諮詢

依決議辦理工作

執行單位 環保署廠商

14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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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要求文件訂定流程

初始階段

準備階段

磋商階段

完成階段

視情況參加會議

書面審查

公告網路平台

引用認可EPD-
PCR

界定利害相關者

取得文件編號
研擬草案(一)
碳足跡官網登錄

召開研商會
研擬草案(二)
碳足跡官網登錄

備妥相關資料

受理案件

進行檢核工作

檢核草案(一)

視情況參加會議

檢核草案(二)

轉送小組委員書
面審查

依決議辦理工作

執行單位 環保署廠商

7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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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EPD-PCR可引用清單
文件名稱 文件名稱 文件名稱

USB快閃隨身碟 網路電話 飲水機

不斷電系統 數位投影機 智慧型手機

瓦楞紙箱 數位相機 電動跑步機

空氣清淨機 機器人吸塵器 微型基地台

乾衣機 鍵盤 機器腳踏車

滑鼠 水過濾器 太陽能熱水器

碎紙機 空調機 保溫容器

多功能事務機 新充氣輪胎 電動機車

資料來源：環保署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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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計畫主持人或利害相關者得對環保署公告實施之產品類別規
則文件及引用要求文件提出修正建議，環保署亦得委託文件訂定
單位、商品製 造商、提供該類服務業者、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
公(協、商)會、政府機關(構)或執行單位進行前開文件檢討。

– 前項修正建議或檢討結果倘涉及修訂產品碳足跡盤查計算範疇、
數據品質要求及產品適用範圍等內容，提出修正建議者須先提出
文件修訂基本資料表送環保署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技術小組確認
是否需要修正， 倘需要修正，則依下列流程進行修訂(下頁簡報)
。

– 倘第一項之修正建議或檢討結果未涉及修訂產品碳足跡盤查計算
範疇、數據品質要求及產品適用範圍等內容，修訂者僅需將修正
後文件送環保署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技術小組審查，通過後由環
保署公告於網路平台。

文件修訂流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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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階段

磋商階段

完成階段

召開小組會議

裁示案件結果

公告網路平台

研擬草案(一)
碳足跡官網登錄

召開研商會
研擬草案(二)
碳足跡官網登錄

備妥相關資料
列席小組會議
報告案件內容

檢核草案(一)

檢核草案(二)

報告檢核結果

提供碳足跡諮詢

依決議辦理工作

執行單位 環保署廠商

14天以上

文件修訂流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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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完成期限規定

– 產品類別規則文件之商品製造商、服務業者、
產品業者所組成之同業公(協、商)會或政府機
關(構)，須先依本指引第五點至第八點取得文
件登錄編號及完成產品類別規則文件或引用要
求文件草案後，再向執行單位提出文件完備性
檢核。

– 並應於取得文件登錄編號後 6 個月內完成文件
擬定，及提出文件完備性檢核；未於期限內完
成擬定者，環保署得取消其擬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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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展延作業規定
– 經環保署公告實施之產品類別規則文件及引用要求文件，在

有效期即將屆滿前 6 個月，環保署於網路平台公告該文件有
效期即將屆滿之資訊，並主動通知文件原訂定單位，辦理文
件展延並進行修訂，由訂定單位與其利害相關者研商修正意
見，再依本指引第八點之修訂流程辦理修正；如無相關修正
意見，則由環保署委託之執行單位協助檢視文件內容後，辦
理文件展延或公告修正。

– 文件原訂定單位及利害相關者無主持修正之意願，由環保署
指派訂定單位辦理文件展延，擔任期限最長為 3 年，不得續
任；期間若有業者引用此文件向環保署提出碳標籤申請，且
有意願擔任訂定單位，並經環保署同意者，此文件訂定單位
改由該業者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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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籤申請案審查案例說明



執行單位檢核常見問題
– 申請書

– 聯絡人未註明分機

– 產品年產量未註明單位

• 查驗摘要報告
– 未填寫申請人英文名稱及地址

– 功能單位與查證聲明書或PCR不一致

– 未優先選用國內公告係數

– 使用項目未註明材質或成分

• 標示方式
– 宣告單位與PCR或碳標籤圖示不一致

• 檢附文件
– 未檢附工廠之合法性文件

– 申請展期者未檢附展期前後碳足跡盤查差異分析說明
44



申請案件被保留之審查意見(1/5)

案例 被保留原因

案例一
依「包餡糕餅」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應進行餡料製造
之盤查。

案例二
依「水龍頭」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自來水部分不納入
計算。

應依照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計算

 計算範疇與PCR規定不符

45



申請案件被保留之審查意見(2/5)

案例 被保留原因

案例二
原料取得階段部分項目(如：香菇魯肉、鹹麻糬菜脯及肉
鬆)，建議使用本土或實際盤查數據，如使用資料庫數據
應選填更接近實際原料之係數。

案例三 「水泥」未優先使用國內公告之係數。

案例四 「冰箱使用之電力」係數未優先使用國內公告之係數。

應優先使用國內公告之碳足跡排放係數

 碳排放係數引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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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被保留之審查意見(3/5)

案例 被保留原因

案例五 未提出前後差異分析及比較。

案例六
因本次排放源增加，應將前次未盤查數據加入前次碳盤查
中，在相同基準下比較，補充說明展期前、後減量承諾達
成情形。

再次申請碳標籤之產品，需說明產品前後
碳足跡差異分析及減量承諾達成情形

 展期前後碳足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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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被保留之審查意見(4/5)

本次盤查新增
柴油、OPP膜
廢棄、銷售電

力等計算

前次碳排放係數╳本次活動數據 案例六-修正前



申請案件被保留之審查意見(5/5)

49本次盤查範疇

前次
盤查範疇

柴油
OPP膜廢棄
銷售電力

前次碳排放係數╳本次活動數據 案例六-修正後



實際案例展現(1/3)
• 標示方式

– 下一階段碳排放減量承諾不夠具體或未從碳排放占比較高之
階段著手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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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例展現(2/3)

使用項目
名稱應適切

 查驗摘要報告
 各階段情境假設填寫不明確或與事實有出入

 使用項目名稱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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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例展現(3/3)

各階段僅需填寫
前10大排放源之

碳排放係數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