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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草案） 

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九十九年函頒「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

足跡標示作業要點」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審議
會設置要點」，歷經數次修正，有關審議會及各小組任務重疊，為使要

點內容架構明確，並配合此次簡化產品碳足跡標示申請流程、ISO 

14067:2018 正式公布及關鍵性審查納入制度，爰合併前述二要點，同
時納入碳足跡量化之規範，新訂要點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

碳足跡管理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 立法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 用詞定義。（草案第二點） 

三、 審議會及工作小組任務。（草案第三點） 

四、 審議會委員之遴聘。（草案第四點） 

五、 審議會之召開。（草案第五點） 

六、 審議會之相關工作人員。（草案第六點） 

七、 工作小組會議之召開。（草案第七點） 

八、 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有關單位及團體派員出席。（草案第八點） 

九、 給職說明。（草案第九點） 

十、 碳足跡量化計算、第三方查證或關鍵性審查。（草案第十點） 

十一、碳標籤申請方式及文件。（草案第十一點） 

十二、減碳標籤申請方式及文件。（草案第十二點） 

十三、審查作業流程。（草案第十三點） 

十四、資料補正及退件。（草案第十四點） 

十五、證書記載事項。（草案第十五點） 

十六、標籤使用規範。（草案第十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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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標籤變更。（草案第十七點） 

十八、標籤異動。（草案第十八點） 

十九、標籤期限與展期申請。（草案第十九點） 

二十、證書補發。（草案第二十點） 

二十一、廠商配合查核。（草案第二十一點） 

二十二、公開資訊項目。（草案第二十二點） 

二十三、通知改善。（草案第二十三點） 

二十四、標籤之撤銷。（草案第二十四點） 

二十五、標籤之廢止。（草案第二十五點） 

二十六、標籤屆期停止使用規定。（草案第二十六點） 

二十七、標籤擅用之處罰。（草案第二十七點） 

二十八、標籤使用申報。（草案第二十八點） 

二十九、外國產品之申請。（草案第二十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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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草案） 

條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勵廠商核算產品碳

足跡及持續減碳，並以產品碳足跡標籤（以下簡稱碳標籤）

及產品碳足跡減量標籤（以下簡稱減碳標籤）標示，俾供民

眾選購參考，落實環境基本法第六條、第八條及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第一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一、立法目的。 

二、為達成國家減碳目標，

透過資源永續發展及建

立綠色消費系統之作

為，確保國家落實降低

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產品碳足跡:係指商品由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使用

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或服務由原料取得、服務

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經

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之總和。 

（二） 碳標籤及減碳標籤：係指本署製作並依商標法註冊之圖示

（如附件一及附件二），並得視產品行銷需求於圖示下方

或右方加註資訊欄。 

（三） 公用碳排放係數：係指本署產品碳足跡計算服務平台之溫

室氣體排放係數，且具有生命週期評估特性，以二氧化碳

當量表示。 

（四） 產品類別規則：係指對一個或多個產品類別之產品碳足跡

量化與溝通的要求事項和指導綱要的一套特定規則。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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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關鍵性審查：係指以生命週期評估原則，確認計算程序及

盤查清冊之數據適用性及合理性，並確保與產品類別規則

要求事項相符合之過程。 

（七） 同類型碳標籤產品:係指適用相同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文件，且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列前六碼相同或歸屬

於相同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細類產品。但碳標籤產品

無法以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列或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進行分類者，得檢具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分類原則送本署進行認定。 

（八） 碳足跡認證機構：係指具國際認證論壇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IAF)會員資格且檢具下列文件送本署

備查者： 

1. 資格證明文件。 

2. 認證作業計畫書。 

3. 其他經本署指定之文件。 

（九） 產品碳足跡查驗機構：係指取得碳足跡認證機構核發之碳

足跡查驗機構認證證書者。 

一、用詞定義。 

二、各款來源： 

（一） 第一款：推動產品碳

足跡標示作業要點第

二點。 

（二） 第二款：推動產品碳

足跡標示作業要點第

三點。 

（三） 第三款：推動產品碳

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之

註一。 

（四） 第四款：推動產品碳

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之

註二。 

（五） 第五款 :推動產品碳

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之

註三，（例如：一瓶六

百毫升或每件人身保

險服務）。 

（六） 第六款：配合關鍵性

審查納入制度，新增

關鍵性審查之定義。 

（七） 第七款：推動產品碳

足跡標示作業要點第

八點第三款第三目。 

（八） 第八款及九第款：推

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

業要點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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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  

三、 本署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制度及碳標籤、減碳標籤使用之審

議及管理，得設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

會），辦理下列事項： 

（一） 審議產品碳足跡標示制度政策、法規訂定及獎勵方式。 

（二） 協調各機關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與資料庫建置等事宜。 

（三） 督導產品碳足跡標示教育推廣及碳資訊揭露服務平台規

劃等事宜。 

（四） 其他有關產品碳足跡管理監督事宜。 

審議會下設工作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 審查產品碳足跡計算之公用排放係數及產品類別規則。 

（二） 碳標籤及減碳標籤之撤銷、廢止、違規、仿冒、爭議案件

及第十二點第二款之減碳承諾處理。 

（三） 備查碳足跡認證機構之資格證明文件及認證作業計畫書。 

（四） 其他經審議會交辦處理事項。 

本署得委託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協助執行前二項事宜。 

一、審議會及工作小組任

務。 

二、參考推動產品碳足跡標

示審議會設置要點第二

點及第三點。 

三、第三項之來源係推動產

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二項。 

四、審議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其中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由本署署長就下列人員遴聘之，聘期二年，期滿

得予續聘： 

（一）本署代表二人至三人。其中一人由本署副署長擔任，並為

審議會召集人。 

（二）政府機關專家代表二人至三人。 

（三）民間相關團體代表二人至三人。 

（四）專家、學者五人至六人。 

一、審議會委員之遴聘。 

二、委員代表設區間員額，

係為使審議會委員遴聘

具有彈性，另將依產品

碳足跡政策推動方向，

遴聘相關代表。 

三、參考綠色消費暨執行環

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設置

要點第三點。 

五、審議會會議以每半年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另召開臨

時會議。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召集人未能出席會議時，

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審議會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召開會議。 

一、審議會之召開。 

二、配合審議會實際運作情

形，規範應有過半數以

上委員出席。 

六、審議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副執行秘書一人及工作人員若干

人，由本署署長指派本署相關單位人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

辦理相關事務。 

一、審議會之相關工作人

員。 

二、參考綠色消費暨執行環

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設置

要點第六點。 

七、工作小組之委員由審議會委員擔任。 

工作小組得視提案需求召開會議，會議主席由審議會執行秘

書或副執行秘書擔任之，並應有四位委員以上出席。 

前項會議結果提送審議會審議或備查。 

一、工作小組會議之召開。 

二、明定工作小組委員組

成，並得視提案需求召

開會議，以符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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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八、審議會及工作小組會議之召開，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有關

單位及團體派員列席說明或提供諮詢。 

一、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有

關單位及團體派員出

席。 

二、參考推動產品碳足跡標

示審議會設置要點第十

一點。 

九、審議會委員、工作小組成員、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及工作

人員均為無給職。非本署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或交通費。 

一、給職說明。 

二、參考推動產品碳足跡標

示審議會設置要點第十

三點。 

第三章 碳足跡量化與標籤申請  

十、碳足跡盤查及減量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應依據 ISO 

14067:2018及本署「產品碳足跡數據量化與查證規範」（如附

件三）計算。 

前項碳足跡資料，應經碳足跡查驗機構查證取得查證聲明書

或關鍵性審查出具之總結報告，始得申請碳足跡標籤。 

關鍵性審查得由本署委託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辦理審查

有關事宜，受託機構得收取費用，其收費項目及數額，應報

本署核准。 

第二項之關鍵性審查，應由廠商填具產品盤查清冊、製程流

程圖及其他佐證文件等，於繳納審查費後，向本署委託機構

申請之。 

一、碳足跡量化計算、第三

方查證或關鍵性審查。 

二、現行透過「產品與服務

碳足跡計算指引」作為

產品碳足跡量化之依

據，「產品碳足跡查證技

術指引」作為查驗機構

執行查證作業之依循，

為與國際接軌，明定以

ISO 14067:2018 為 依

據，以利國際化。 

三、配合查驗機構與關鍵性

審查雙軌制，明定第二

項關鍵性審查之依據。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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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具下列之電子文件： 

（一） 用印之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同意書。 

（二）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事業登記證明文件，依法得免除登

記者，可檢附主管機關免除之證明文件。生產事業若位於

國外，其事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須經我國駐外相關單位進

行文書驗證。 

（三） 合理保證等級之查證聲明書或關鍵性審查總結報告，其有

效期限須在一年以上。 

（四） 獨家代理國內（外）產品之申請廠商，需檢附代理文件。 

（五） 其他經本署指定之文件。 

碳標籤申請方式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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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所附資料為外國文字（英文除外）者應翻譯為中文一併

檢送。 

十二、廠商申請使用減碳標籤除檢具前點所定文件外，須同時提

出減碳承諾與減量方法。減碳基線、減碳承諾及實施原則如

下： 

（一） 減碳基線： 

1. 已取得碳標籤產品，應以碳標籤申請時所附查證聲明書或關

鍵性審查總結報告所載產品碳足跡數據及計量單位，做為減

碳基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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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書或關鍵性審查總結報告，所載產品碳足跡數據及計量

單位，做為減碳基線。 

3. 減碳標籤展延申請或屆期後再申請，應以首次申請減碳標籤

之減碳基線作為比較基準。減碳基線非經審查通過不得變

更。 

（二） 減碳承諾：與減碳基線相比，該產品在三年內達百分之三

以上減碳量，惟有效期限之展延或屆期後再申請，該產品

減碳量累計已達百分之六以上，經工作小組同意者，得不

再減量。 

（三） 實施原則： 

1. 廠商達成減碳承諾且經審查通過者，取得減碳標籤使用權；

逾期未達成減碳承諾者，駁回其申請。 

2. 廠商展期申請或屆期後再申請有減量難度時，得敘明理由以

碳足跡數值為同類型碳標籤產品中前百分之三十者提出申

請，並經審查通過者，取得減碳標籤使用權。 

減碳標籤申請方式及文件。 

十三、廠商提出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之申請，審查作業流程如下： 

（一） 本署檢核申請文件，通過後授予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

權，並發給證書。 

（二） 遇有爭議案件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審查。 

一、審查作業流程。 

二、廠商通過查驗機構查證

或關鍵性審查，其產品

碳足跡數據資料已經查

驗機關查證或通過關鍵

性審查，本署進行申請

文件檢核，通過檢核者

授予使用權，並核發證

書。 

三、爭議案件包括廠商無法

提出具體減碳承諾；廠

商發生重大環境事件

等，須召開工作小組會

議進行審查。 

十四、本署須於申請案件完成網際網路登錄後七工作日內，完成

申請文件之完整性及符合性檢核。檢核結果未通過者，應通

資料補正及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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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廠商於二十工作日內補正；必要時，得延長二十工作日。

經補正後檢核結果仍未通過者，得再次通知補正。補正時間

總計不得超過六十工作日。逾期未補正通知廠商退件。 

十五、碳標籤證書應以中英文對照方式記載下列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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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宣告數據及計量單位、宣告單位、生命

週期各階段碳足跡比例、採用之產品類別規則、有效期限及

其他相關規定。 

減碳標籤證書應以中英文對照方式記載下列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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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基線值、減碳量及計量單位、減碳

比例、有效期限及其他相關規定。 

證書記載事項 

十六、廠商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應依碳足跡標籤與減

碳標籤使用規範（如附件四）及審查通過標示方式妥為標示。 

一、標籤使用規範。 

二、規範廠商取得碳標籤或

減碳標籤之使用及標示

方式。 

十七、廠商對於下列事項應以網際網路方式提出變更通知或申

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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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應先通知本署計畫性改變之起始日及穩定生產日，並重

新辦理產品碳足跡計算、查驗或關鍵性審查，及提出變更

申請，並於改變之起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變更。改變之起

始日係指計畫性改變發生日；穩定生產日係指計畫性改變

後產品開始生產及販售，或開始提供服務首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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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變更申請，並於六個月內

完成變更。因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

者，免辦理變更申請。但應於事後一個月內向本署提出說

明。 

（三） 前款因接獲本署通知須提出變更申請者，應於二週內向本

署提出說明，未於期限內提出說明者，本署得通知其限期

改善。 

前項第一款變更申請經審查或審議通過後，碳標籤或減碳標

籤使用期間重新起算；前項第二款變更申請經審查或審議通

過後，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期間維持不變。 

廠商依第一項第一款完成碳標籤變更申請後，在碳標籤使用

標籤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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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間內，不得提出相同產品之減碳標籤申請。 

廠商如未能依第一項規定於期限內完成變更，得於屆期前敘

明理由向本署申請延長；本署得視情形予以延長，但延長期

間以一年為限。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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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網際網路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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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提出異動申請者，本署得通知其限

期改善。 

標籤異動。 

十九、碳標籤及減碳標籤使用期間為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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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未能於原碳標籤或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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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次以三個月為限；廠商未依前項規定提

出展期申請，視為新案受理。 

廠商於取得碳標籤使用權二年內，以碳標籤產品申請使用減

碳標籤者，本署授與其使用減碳標籤時，應同步延長其碳標

籤使用期限至相同期限，並換發新證書。 

標籤期限與展期申請。 

二十、碳標籤證書及減碳標籤證書遺失或毀損時，廠商得敘明事

由向本署申請補發。 

證書補發。 

二十一、本署得對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廠商進行追蹤查

核，廠商應積極配合，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廠商配合查核。 

二十二、本署得於網站公布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廠商之

名稱、產品項目、功能規格、碳足跡數據、生命週期各階段

碳足跡比例及減碳承諾（或成效）等資訊。 

公開資訊項目。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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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之廠商，其生產廠場或服務

場所地址，經查核與原申請文件明顯不符者。 

（二） 廠商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之產品，經查證不符規

定者。 

（三） 不符合本要點相關規定。 

通知改善。 

二十四、經授權使用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之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本署得撤銷標籤使用權之授與： 

（一） 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提供不正確資料。 

（二） 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

籤使用權。 

經依前項撤銷之廠商，應返還證書，並立即停止販賣標示碳

標籤之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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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或減碳標籤之產品，但產品已塗銷碳標籤或減碳標籤

者，不在此限。 

二十五、經授權使用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之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本署得廢止標籤使用權之授與： 

（一） 申請終止使用。 

（二） 停止營運二個月以上、解散或歇業。 

（三） 相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經主管機關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撤銷或廢止。 

（四） 未依第十六點規定標示，並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五） 未依第十七點規定完成變更者。 

（六） 未依第十八點規定完成異動者。 

（七） 未依第二十三點規定提送改善完成報告或改善完成報告

經複查仍未符合規定者。 

（八） 經審議會審議認定違反本要點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情節

重大者。 

（九） 其他經本署認定者。 

經依前項廢止之廠商，應返還證書，並立即停止販賣標示碳

標籤或減碳標籤之產品，但產品已塗銷碳標籤或減碳標籤

者，不在此限。 

標籤之廢止。 

二十六、取得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使用權之廠商，自標籤使用期限

屆至之翌日起，應停止使用標籤。但標籤使用期間內製造完

成且標示碳標籤或減碳標籤之產品，得繼續標示。 

標籤屆期停止使用規定。 

二十七、碳標籤或減碳標籤非經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其使用權亦

不得轉讓或買賣。 

擅自使用、仿冒碳標籤或減碳標籤者，本署得公布廠商名稱

及產品，並依中華民國刑法、商標法等法律規定移送法辦。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本署於發現日起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使

用碳標籤及減碳標籤。 

標籤擅用之處罰。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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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使用申報。 

二十九、國外輸入產品申請使用碳標籤或減碳標籤者，應依本要

點第十一點規定檢具相關書面文件，其中查證聲明書，揭露

產品生命週期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階段之相關數

據，應符合我國規範。 

國內生產或國外輸入產品之包裝或產品本身已貼有國、內外

相關碳標籤者，應於明顯處以中文補充說明所揭露資訊之意

涵及適用之地區。 

與我國簽訂有相互承認協議事項之相關碳標籤者，依協議事

項辦理。 

外國產品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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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產品碳足跡標籤圖示 產品碳足跡標籤圖示。 

附件二 產品碳足跡減量標籤圖示 產品碳足跡減量標籤圖示。 

附件三 產品碳足跡數據量化與查證規範 

參閱第18頁至第19頁 

一、產品碳足跡數據量化與

查證規範。 

二、確保申請碳標籤或減碳

標籤之產品碳足跡數

據，具有一致性要求與

方法，明訂相關規範。 

 

Since 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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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碳足跡標籤與減碳標籤使用規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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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於圖示下方或右方（如附圖一範例）。 

二、 廠商使用碳標籤圖示，心型內應依實標示產品碳足跡數據及

計量單位；使用減碳標籤圖示，應依實標示起始年份。且標

籤不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例放大或縮小，且其寬

度不得小於一公分、高度不得小於一.二公分。若有執行困

難，得敘明理由，經本署同意後，不受前開寬度及高度限制。 

三、 廠商應依本署審查通過之標示方式及內容完成標示。 

四、 廠商使用標籤圖示之顏色，以彩色印刷者，應以本署註冊所

載明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

標準色印刷。廠商因產品包裝或其他行銷需求得將圖示調整

為其他顏色，但以單色印刷為限。（如附圖二圖例） 

五、 資訊欄得記載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碳足跡比例、核發機關網

址、計算使用之產品類別規則、工具及標準、產品碳足跡是

否受季節、使用或回收等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動、產品碳足跡

相關資訊網址、減少產品碳排放之使用或回收方式及碳排放

減碳承諾等。 

六、 碳標籤之碳足跡數據以毫克（mg）、公克（g）、公斤（kg）

或公噸（t）為計量單位，並依下表規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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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0g 或>10kg 以上，標示數據取捨依上列原則類推。 

 

 

 

 

 

碳足跡標籤與減碳標籤使用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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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產品碳足跡標籤標示範例 

 

 

 

 

 

 

 

 

 

 

附圖二  標籤使用圖例 

本產品碳足跡依據「包裝水產品

類別規則」、SimaPro 工具、ISO 

14067:2018 及使用 30％一級活

動數據、70％二級數據計算結果

為 130g，生命週期各階段碳足跡

比例如下圖所示： 

 
 

本產品於夏季時多為冷藏保

存，因此夏季碳足跡較大。本公

司將執行綠色供應鏈計畫，在 3

年內減少 5％的碳排放量。請於

本產品使用完後，將飲料罐資源

回收，進一步降低碳排放量。 
碳標字第○○○○號 

每 600 ml 

http://www.epa.gov.tw 

 

 

 

 

 

 

 

 

 

 

 

 

 

 

 

 

 

 

 

 

 
 

130g 

http://www.cf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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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產品碳足跡數據量化與查證規範 

一、 本署為確保申請碳標籤及減碳標籤之產品碳足跡數據，能具有一致性要求與方法，特訂

定產品碳足跡數據量化與查證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作為 ISO 14067:2018 之補充要

求事項。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 

（一）資本財：貨物，例如使用於產品生命週期中之機械、設備與建築。 

（二）耗材：附帶之投入物，使得一程序可進行但不構成產品實體的一部分，或者是程

序進行中所產生之聯產品。耗材包含潤滑機油、工具以及其他立即消耗之投入物。

耗材與資本財相異之處在於耗材的預期使用年限為 1 年或更少，或每年需要進行

補充。 

（三）實質貢獻：任何單一溫室氣體源之排放貢獻，占所評估產品預期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達1%以上。實質貢獻設定為1%，係確保排放量非常小之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

其處理方式無須跟其他顯著排放源一樣。 

（四）功能單位：係指產品系統量化績效時所使用之參考單位。 

（五）保證等級：預期使用者對查證所要求的保證程度。保證等級用以決定查證者設計

其查證規劃之詳細程度，以決定其是否有任何實質錯誤、遺漏或誤導。保證有合

理與有限兩種等級，可導致不同之查證聲明。 

三、產品碳足跡研究應鑑別納入產品生命週期中之相關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一）能源使用。 

（二）燃燒程序。 

（三）化學反應。 

（四）冷媒損失和其他逸散氣體。 

（五）製程操作。 

（六）服務提供和配送。 

（七）土地利用與土地利用變化。 

（八）家畜生產或其他農業程序。 

（九）廢棄物管理。 

四、針對食品與飼料產品碳足跡，應評估下列項目： 

（一）生產食品與飼料時，使用生物碳之排放量與移除量（例如：使用生質燃料），且該

生物碳不會成為產品之一部份。 

（二）廢棄食品、飼料之降解與腸道發酵所產生之非 CO2排放量。 

（三）材料內任何生物組成屬於最終產品之一部份，但並不會被攝入（例如包材）。 

（四）當源自生物之排放與移除變成產品的一部份，則此部分排放量得以排除。 

五、產品生命週期內所使用之資本財於製造過程的排放與移除，應不納入評估；除非本署公

告之產品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有額外規定，或針對評估的產品已發展出與資本財處理相

關的補充要求，則該額外規定及補充要求須被使用。 

六、在產品生命週期過程中所發生之製造與服務供應，其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包括

耗材使用之排放，應納入該產品之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當某程序係作為新產品

雛型開發，其雛型開發活動之排放應被分配至該程序造成之產品與共同產品。 

七、產品生命週期之系統界限，應排除下列項目之排放： 

（一）處理與前處理過程之人類能量投入（例如以人工挑選水果，而非機械）。 

（二）消費者來回零售店採購之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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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來回正常工作地點之運輸。 

（四）動物提供之運輸服務。 

八、依據本規範計算時，應納入系統界限內，有可能對產品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造成實質

貢獻之排放與移除量。 

產品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應納入： 

（一）預期對於每功能單位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產生實質貢獻之所有排放源與移除程

序。 

（二）至少評估每功能單位預期之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量之 95%。 

九、在產品或投入提供至另一個組織或末端使用者之前，若執行本規範之組織的排放貢獻未

達其產品或投入之上游溫室氣體排放的 10%以上，則初級數據之蒐集，應適用於累計貢

獻達產品或投入之上游排放 10%的組織與任何上游供應商，並自其所擁有、營運或控制

之程序的排放量進行初級數據之蒐集。此 10%貢獻量應以淨排放量為基準，並排除 100

年評估週期內可能釋放之任何碳儲存。 

（一）對於預定計算碳足跡產品，若本署已於公告之產品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中規範初

級數據比例，則應予以優先採用。 

（二）取得初級數據之要求，不應適用於須實際量測溫室氣體排放之情況（例如：量測

牲畜甲烷排放，或量測施肥之 N2O 排放量）。 

（三）當一個組織可規範產品供應之條件，例如指定零售商供應進來之產品品質或其包

裝方式，此即為施行本規範之組織控制上游程序之證據。在此情況下，初級數據

要求適用於執行本規範的組織之上游程序。 

十、產品生命週期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衝擊評估，應為產品形成後 100 年期溫室氣體排之二

氧化碳當量衝擊。除使用階段及最終處理階段，產品完整生命週期排放應視為 100 年評

估期之期初單一排放。 

凡使用階段或最終處理階段所造成之全部溫室氣體排放，發生於產品形成後一年內，此

溫室氣體排放應被視為 100 年評估期之期初單一排放。 

十一、當產品為持續性提供，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評估之時間範圍至少應涵蓋足以代表產品

長期生產的時間（通常為 1 年）。 

當產品為特定期間提供，其產品碳足跡計算結果應蒐集最新之數據。 

十二、引用排放係數之來源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署產品碳足跡計算服務平台碳足跡資料庫係數。 

（二）取得國內碳標籤之產品。 

（三）經第三方外部查證之產品。 

（四）國際、國家或區域公告之碳足跡生命週期排放係數。 

（五）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或具有公信力文獻。 

排放係數之引用，應依據產品特性引用具有合理性之係數，並於查證時提出佐證或說明。 

十三、當查證取樣時，基於合理保證之責任規劃取樣計畫，並依據下列原則取樣： 

（一）廣度：取樣廣度至少前 75%之碳足跡累積量。 

（二）深度：查證深度應包含活動數據正確性及碳排放係數引用之確認。 

前項於關鍵性審查執行現勘準用之。 

碳足跡評估結果符合應符合本署公告之產品類別規則文件(PCR，Product Category Rule)

之要求，即符合合理保證等級之認定。 

十四、碳標籤與減碳標籤之查證報告書與聲明書揭露資訊應包含：(1)廠商聯絡資訊、(2)查驗

機構聯絡資訊、(3)商品或服務資訊（包括功能單位）與盤查期間、(4)查證標準、(5)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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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6)查證結果摘要、(7)查證數據、(8)查證意見、(9)保留限制、(10)查證機構簽章、

(11)查證作業實施日期、(12)查證聲明有效期間、(13)保密性聲明，及(14)利益衝突迴避聲

明。其中減碳標籤查證聲明書應加入減碳成效、減碳基線排放量與本次查證排放量（碳

足跡排放係數不變）。查驗機構應正式簽署核可總結報告，並核發中文聲明書，其有效期

限為二年，並自聲明書核發後生效，相關盤查與查證紀錄應保存至少 5 年。 

前項查證報告書應揭露資訊，於關鍵性審查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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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草案）」 

第2次公聽研商會議程及報名表 

一、時間：8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時 

二、地點：本署第二辦公室(衡陽路99號)13樓會議室2 

三、議程： 

時間 議程 

9:40-10:00 報到 

10:00-10:10 主席致詞 

10:10-10:30 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草案）簡報 

10:30-11:30 綜合討論 

 



2 

四、報名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草案)」第2次公聽研商會 

姓  名  職  稱  

服務單位  傳  真  

電  話  分   機  

E-mail  

通訊地址  

※備註：為資訊傳達之便，請務必正楷填寫；報名表不足，請自行複印。 

請 於 108 年 8 月 23 日 （ 星 期 五 ） 中 午 12 時 前 以 至 線 上 系 統

(https://forms.gle/dyFo7NvpUubA888u8)報名，或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回傳至社團法

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後續將以 E-mail 通知是否報名成功。本案聯絡人：許銘瑋

先生，傳真：(02)2914-6494；聯絡電話：(02) 2912-2910分機152，電子郵件：

osmond217@ema.org.tw。 

五、交通方式： 

 

 捷運出口4 

交通方式 

地址：本署第二辦公室（衡陽路99號）

13樓會議室2 

捷運： 

板南線→西門站（4號出口） 

公車： 

1. 捷運西門站下車： 

9、12、49、202、205、206、212、

218、 232、 270、 307、 310、 513、

635、637、670、651、835、仁愛幹線 

2. 衡陽路站下車： 

18、20、235、257、513、藍2 

https://forms.gle/dyFo7NvpUubA888u8
https://forms.gle/dyFo7NvpUubA888u8
https://forms.gle/dyFo7NvpUubA888u8
mailto:2914-6494或e-mail至vera@ema.org.tw
mailto:osmond217@ema.org.tw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草案 

第2次公聽研商會【意見表】 

單位：                     姓名： 

 

敬請於會後交給工作人員，俾利納入會議紀錄，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