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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加分採購項目之綠色產品一覽表 

（項次 52 至項次 171，計 120 項，採購環保標章產品請依採購品項

申報於項次 52 至 151；其他環境標誌及綠色採購範疇請申報於項

次 152 至 171） 

項

次 
加分採購項目之綠色產品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產品 

類別 
名稱 

52 油墨（非數位複印機油墨） 

(OA)辦公室

用具產品類 

油墨 

53 奇異筆/白板筆 墨水筆 

54 
影印用紙（非 A4、A3及 B4

白色用紙） 
辦公室用紙 

55 紙製膠帶 紙製膠帶 

56 辦公室用桌 辦公室用桌 

57 辦公室用椅 辦公室用椅 

58 印刷品 印刷品 

59- 

全模鑄 式低 壓匯流 排

LA/LB 系列、全模鑄式匯

流排、樹脂模鑄低電壓匯

流排 
工業類 

低電壓匯流排 

60 
非晶質油浸式變壓器、非

晶質高效率變壓器 
配電用變壓器 

61 
7-9 人座客貨兩用車、貨

車 

日常用品類 

小汽車 

62 泡綿床墊 床墊 

63 
水凝膠枕頭、乳膠枕頭、

記憶枕頭 
枕頭 

64 保溫杯 重複使用飲料容器 

65 電池 電池 

66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重填物之包裝或容器 

67 屋外即熱式燃氣熱水器 屋外即熱式燃氣熱水器 

68 瓦斯台爐 瓦斯台爐 

69 轎車用輪胎 轎車用輪胎 

70 抽油煙機 抽油煙機 

71 地毯 地毯 

72 鞋類製品 鞋類製品 

73 空氣濾網 空氣濾網 

74 保鮮盒 保鮮盒 

75 拖把(組) 拖把(組) 

76 面紙 家庭用紙 

77 
強化液滅火器、住宅滅火

器 
滅火器 

78 使用農業資源之產品 
可分解 

產品類 
使用農業資源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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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分採購項目之綠色產品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產品 

類別 
名稱 

79 
一般堆肥、基肥、渣粕肥

料、雜項堆肥、 有機資材類 
堆肥 

80 生質塑膠製品 生質塑膠製品 

81 汽車租賃業 

服務類 

汽車租賃業 

82 旅行業 旅行業 

83 洗衣業 洗衣業 

84 平版印刷業 平版印刷業 

85 清潔服務業 清潔服務業 

86 洗車服務業 洗車服務業 

87 育樂場所 育樂場所 

88 旅館業 旅館業 

89 餐館業 餐館業 

90 卜特蘭水泥 

建材類 

卜特蘭水泥 

91 
卜特蘭高爐爐碴水泥、新

型高爐水泥 
水硬性混合水泥 

92 自然循環式太陽能熱水器 自然循環式太陽能熱水器 

93 空氣源式熱泵熱水器 空氣源式熱泵熱水器 

94 
清水磚、陶磚、外裝馬賽

克壁磚 
窯燒類資源化建材 

95 

地質改良劑、飛石踏板、

飛灰爐石粉、排水磚、高

壓排水磚、混凝土及水泥

砂漿用水淬高爐爐碴粉、

導盲磚、人造崗石階梯板、

水泥欄杆-深棕色,黃色,

黑色,本色、坦克磚、建築

用混凝土空心磚、洗石子

磚、高壓彩晶地磚、高壓

透水磚、高壓歐式庭園磚、

環保高壓透水磚、透水性

混凝土磚、環保高壓混凝

土透水磚、圍牆磚、環保

圍牆磚、預鑄 LOGO、預鑄

水溝蓋板、預鑄自行車停

車架、預鑄車阻、預鑄垃

圾桶、預鑄花台、預鑄長

椅、預鑄洗手台、預鑄植

栽板、預鑄殘障坡道、預

鑄圓桌椅、預鑄擋土牆磚、

預鑄樹穴、預鑄藝術圍牆、

非窯燒類資源化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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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分採購項目之綠色產品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產品 

類別 
名稱 

圖騰組合磚-本色、歐式斬

石磚、環保氧化碴再生級

配粒料、環保預鑄仿木欄

杆、鏤空造型牆-本色,黑

棕色、混凝土及水泥砂漿

用水淬高爐爐渣粉、手作

木紋磚、手作造型磚、環

保枕木、環保混凝土仿木

紋板、環保混凝土仿岩石

板、環保混凝土生態階梯

步道磚、環保混凝土仿木

欄杆、環保高壓混凝土連

鎖磚、環保高壓混凝土方

形磚、環保高壓混凝土駁

崁磚 

96 

PS發泡隔熱板、TAITA 工

業用保溫玻璃棉、TAITA 

空調冷凍用玻璃棉、TAITA 

建築用玻璃棉、TAITA 玻

璃纖維天花板 

建築用隔熱材料 

97 合成樹脂可撓電線導管 塑膠類管材 

98 

PU運動材、水性 PU面漆、

水性水泥漆、聚脲噴塗彈

性體主劑、聚脲噴塗彈性

體硬化劑、水性橡化瀝青

防水膠 

塗料 

99 活動隔牆 活動隔牆 

100 黏著劑 黏著劑 

101 門窗 門窗 

102 壁紙 壁紙 

103 

廚房龍頭、臉盆龍頭、立

式龍頭、免電源手免接觸

省水器、單孔單槍龍頭、

壁式龍頭 省水產品類 

省水龍頭及其器材配件 

104 
兩段式油壓沖水凡而、兩

段式腳踏油壓沖水凡而 
馬桶水箱用二段式省水器 

105 蓮蓬頭 蓮蓬頭 

106 開飲機 

省電產品類 

開飲機 

107 螢光燈管 螢光燈管 

108 省電燈泡及燈管 省電燈泡及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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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分採購項目之綠色產品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產品 

類別 
名稱 

109 螢光燈啟動器 螢光燈啟動器 

110 
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

示燈 

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

燈 

111 烘手機 烘手機 

112 充電器 充電器 

113 發光二極體（LED）顯示板 發光二極體（LED）顯示板 

114 立扇、吸排扇 電風扇 

115 家用微波爐 家用微波爐 

116 電視機 電視機 

117 手持式頭髮吹風機 手持式頭髮吹風機 

118 電熱式衣物烘乾機 電熱式衣物烘乾機 

119 電鍋 電鍋 

120 電熱水瓶 電熱水瓶 

121 電離式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機 

122 電熱水壺 電熱水壺 

123 電烤箱 電烤箱 

124 電咖啡機 電咖啡機 

125 吸塵器 吸塵器 

126 家用洗碗機 家用洗碗機 

127 洗衣膠囊 
清潔產品類 

家用清潔劑 

128 工商業用清潔劑 工商業用清潔劑 

129 

大尺寸印表機、噴墨印表

機、數位無版快印機、熱

感式印表機、點陣式存摺

印表機、點陣印表機、點

矩陣式印表機 

資訊產品類 

列印機 

130 

碳粉卡匣、維護單元 A 碳

粉卡匣、維護單元 A、熱感

應式傳真機之單純碳粉匣

(含色帶、碳粉、碳粉收集

器、感光鼓匣、感光滾筒) 

原生碳粉匣 

131 油墨匣、墨水、墨水匣 墨水匣 

132 電腦滑鼠 電腦滑鼠 

133 電腦鍵盤 電腦鍵盤 

134 外接式硬碟 外接式硬碟 

135 不斷電系統 不斷電系統 

136 超過 28吋顯示器 顯示器 

137 平板電腦 筆記型電腦 

138 化粧粒片板 資源回收產

品類 

木製產品 

139 醫療廢棄物垃圾袋 再生塑膠薄膜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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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分採購項目之綠色產品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產品 

類別 
名稱 

140 

回收再生環保布料製品、

回收紗商標布、宣影布、

黑色不織布、聚酯絲(白

色)、聚酯纖維、聚酯纖維

(長纖本白色)、聚酯纖維

(長纖黑色)、聚酯纖維(短

纖黑色) 、環保纖維布 

回收再生紡織品 

141 亮彩琉璃 回收玻璃再生品 

142 

塑膠棧板、環保網路基座

板、100%環保回收低密度

聚乙烯酯粒、100%環保回

收高密度聚乙烯酯粒、

100%環保回收聚丙烯酯

粒、100%環保回收聚酯粒、

橡膠粉(粒)、廢輪胎橡膠

塊(黑色)、廢輪胎精細膠

粉、聚酯再生綿、塑料棧

板 

回收再生塑膠品及橡膠品 

143 

檔案夾(卷宗夾)、檔案夾

(懶人夾)、環保系列便條

紙、資料盒、資料箱 

使用再生紙之紙製文具及書

寫用紙 

144 紙棧板、美粧紙箱 使用回收紙之包裝用品 

145 
電子架橋聚烯烴發泡材、

隔音墊緩衝材 
塑膠發泡包裝材 

146 食品包裝購物兩用袋 食品包裝用塑膠薄膜 

147 
重複使用之飲料與食品容

器 
重複使用之飲料與食品容器 

148 生質柴油 生質柴油 

149 生質燃料油 生質燃料油 

150 

傳真機的回收單純碳粉匣

(含色袋、碳粉、碳粉收集

器、感光鼓匣、感光滾筒)、

再生光鼓、再生感光鼓匣、

再生感光滾筒 

資源回收產

品類 
回收再利用碳粉匣 

151 其他非前列之環保標章產品 

152 第二類環保標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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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分採購項目之綠色產品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 

產品 

類別 
名稱 

153 節能標章產品 

154 省水標章產品 

155 綠建材標章產品 

156 碳足跡減量標籤 (註 2) 

157 「台灣木材標章」產品 

158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159 有機農產品標章 

160 依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效率標示為一級與二級效率等級之產品 

161 國外標章產品（認列範疇詳見附表 3） 

162 以環保集點綠點作為宣導品或相關用途時認購之綠點金額 

163 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164 自行車（包含電動輔助自行車） 

165 電動車（包含電動巴士） 

166 使用再生能源（限具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核發再生能源憑證者） 

167 LED燈管 

16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網站公告推薦之「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

單」（包含禽畜糞堆肥、一般堆肥及雜項堆肥等） 

169 參與環保署認列之綠色旅遊行程 

170 於環保署認列之綠色餐廳消費 

171 
租賃「以租代購優先推動產品」且非上述經認列產品者，得申報 50%租

賃金額為綠色採購。(註 3) 

註 1：項次 162 至項次 171 凡採購即可申報加分，無須為標章產品。 

註 2：參酌「民間企業及團體實施綠色採購推動計畫」，下列碳足跡減量標籤服

務類產品將以一定比例計算其綠色採購金額，各類別計算原則如下表所

示： 

項次 服務業產品項目 計算原則 

1 貨運服務 每件貨物運送費用 

2 零售服務 銷售金額的 30% 

3 保險服務 
人身保險服務的總保費 10% 

財產保險服務的總保費 20% 

4 仲介服務 
每件成交的服務費用， 

上限新臺幣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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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以租代購優先推動產品」範圍如下： 

項次 類別 以租代購優先推動產品 

1 資訊產品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電腦資訊設備、辦公電腦

設備維護保養、視訊設備、監視系統、資訊臨時機

房發電機、不斷電系統、影印機 

2 
辦公設備

用品/服務 

辦公室家具、電話桌機、電話語音通訊交換機系統

設備、機械保全設備、藝術銀行作品、自動體外心

臟去顫器(AED)、盆栽、酒精自動噴霧機台、大廳地

墊、LED牆、空調設備/服務、LED照明設備/服務 

3 家電用品 飲水機 

4 日常用品 公務車輛、循環杯、循環餐盒(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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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國外標章認列範圍 

凡採購以下環境標誌產品，可申報項次 161 納入計分 

 
   

美國綠色標籤 

 (Green Seal） 

日本生態標章 

 (Eco Mark 

Program） 

紐西蘭 

環境選擇標章 

(Environmental 

Choice New 

Zealand） 

澳洲環境選擇標章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Australia） 

 
 

  

泰國綠色標章 

 (Green Label: 

Thailand） 

烏克蘭生態標

章 

(Ecolabelling 

Program in 

Ukraine） 

菲律賓 

綠色選擇標章 

(Green Choice 

Philippines） 

巴西 ABNT 

環境品質標章

(AB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中國環境標誌 
中國環保產品 

認證 

藍天使生態標

章 (The Blue 

Angel Eco-

Label） 

TUV 綠色產品標誌 

(Green Product 

Mark） 

  
 

 

香港綠色標章 

 (Hong Kong 

Green Label 

Scheme） 

歐盟生態標章 

 (EU 

Ecolabel） 

新加坡綠色標

章 (Singapore 

Green 

Labelling 

Scheme） 

瑞典優良環境選擇標章 

(Good Environmental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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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Pro 標章 

(GreenPro） 

印尼生態標章 

(Indonesian 

Ecolabel） 

以色列綠色標

章 (Israeli 

Green Label） 

哈薩克生態標章 

(Eco-Labelling） 

   
 

韓國生態標章 

(Korean Eco-

Label Program） 

馬來西亞

SIRIM 

生態標章 

(SIRIM Eco-

Labelling 

Scheme） 

北歐天鵝 

生態標章 

 (Nordic Swan 

Ecolabel） 

北美 UL 生態標誌 

 
   

TCO 驗證標章  

(TCO Certified） 

俄羅斯 

生命之葉標章 

 (Vitality 

Leaf） 

FSC PEFC 

 

 

能源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