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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當前傳統化石能源逐漸耗竭、且全球各種環保壓力日益沈重，環

保與能源問題已成為普世關注的焦點。近年來許多國家為因應國際環

境及能源之快速變化及經濟之快速發展，逐步發展各種環保與節能標

章，以滿足產品複雜多元的環保與節能驗證需求。行政院環保署為順

應世界環保趨勢，鼓勵事業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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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毒及回收，同時喚醒消費者慎選可回收、

低污染、省資源之產品，進而研擬台灣之環保標章制度。  

節能方面台灣自產能源缺乏，99%以上依賴進口，更需要積極節約

使用能源，有鑑於此，經濟部能源局自 2001 年度正式啟動「節能標章」

認證機制，為台灣節能產品建立驗證標示。  

近年來台灣環保與節能標章發展上，為因應國際環境快速變化及

全球的經濟之快速發展，以及為了滿足產品複雜多元的環保與節能驗

證需求，進而思考推動標章相互認證之可行性，有鑑於兩岸經貿日漸

頻繁，因而本文將藉由比較兩岸之環保及節能標籤制度而對台灣標籤

制度提出改善之建議。  

一一一一、、、、    台灣環保標章制度台灣環保標章制度台灣環保標章制度台灣環保標章制度 

(一一一一)台灣環保標章制度之發展台灣環保標章制度之發展台灣環保標章制度之發展台灣環保標章制度之發展 

環保標章是透過標章的授與認證與使用標誌，透過客觀的認定，提供消費

者產品在製造過程中的生產、運輸、使用、及廢置的產品生命週期各項過程中，

為相較於同類的其他產品，獲證之產品對於環境衝擊較小。依據 ISO 14024(環

境標誌與宣告-第一類環保標章-原則與程式)之定義，第一類環保標章是「自願

性、多重準則、第三者驗證之計畫」，產品須符合預先設定之規格標準，並經過

第三者驗證，通過審核後頒發專用之標章，表示該產品對整體環境具有優越性。 

為順應世界環保趨勢，行政院環保署鼓勵各類生產及工商單位於產品生命

週期過程中，能夠設法減少環境污染及節省資源之消耗，以提昇環境品質，促

使廢棄物之減量、少毒及回收，同時為使消費者易於辨識出可回收、低污染、

省資源之產品，特參考國外先進國家環保標章實施經驗，並參酌已推行之國家

標準（CNS）、食品優良製造（GMP）等制度，由環保署研擬台灣之環保標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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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擬過程中並廣邀各界專家學者、標準檢驗局、工業局、工研院、消費者

保護基金會、全國工業總會、國貿局、主婦聯盟、進出口同業公會及環保署相

關單位共同訂定台灣環保標章實施辦法，於 1992年 2月，向社會大眾公開徵求

環保標章圖示。經評選後依法註冊登記其商標專用權及對外界公告如下： 

                          

圖 1-1 台灣環保標章之圖示 

環保署為環保標章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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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至 13人組成，受聘於環境保護署署長。重要任務為審議開放的

環保標章商品、規格標準、標章之授與及撤銷案、環保標章制度之研訂與修改，

及其他有關環保標章管理監督等事項。台灣環保標章之組織架構及主要任務分

工，如表 1-1說明。 

表 1-1 台灣執行架構及工作項目列表 

 台灣環保標章 工作項目 

主管 

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執行指導 

� 策略擬訂 

� 宣導教育 

審議 

單位 
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 

� 審議適宜之環保標章產品 

� 審議產品規格標準 

� 審議標章申請之准駁 

� 標章執行之管理監督 

執行 

單位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 研擬標章產品規格標準 

� 受理環保標章之申請及核轉 

� 標章使用之監督管理 

� 產品之抽查檢驗 

 

台灣環保標章制度係由政府機關主導與推動，並由廠商自願參與的政府計

畫，從計劃開始規劃初期就以制度嚴謹型要求執行單位辦理認證，並依據 ISO 

14024規範建立制度，配合 ISO 9000系統的服務品質管制架構執行計畫內容，

藉此提昇及維護我國環保標章計畫的品質。1998 開始為擴大環保標章產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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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立法推動機關綠色採購方案，增加市場誘因，直接衝擊政府採購的供應

商，鼓勵並配合生產符合環保要求的產品，提高綠色產品市場供給量，在推動

的過程中間接的對產業的綠化升級產生正面效益(董德波，1994)。自 1992 年開

始訂定環保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後在這十幾年的推動過程中不斷的修正程序

藉以提高效率並主動與國際接軌啟動電腦資訊產品申請雙軌制，電腦資訊產品

只要取得美國 EPEAT（電子產品環境評估工具）金級合格登錄， 且所選擇規定

項目有包含無刻意添加鎘、汞、鉛及六價鉻、大型塑膠組件不含 PVC及特定阻

火劑、塑膠件有完善的材質標示等， 即可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這項制度起

因為台灣環保署考量電腦資訊產品在市場上生命週期較短， 為鼓勵廠商申請環

保標章， 縮短環保標章審查時程， 自 2010年 3月起， 首度採行雙軌制申請， 

除依現行規格標準申請審查外， 可依據取得 EPEAT 合格登錄之金級證明直接

核發環保標章使用證書。不僅與國際制度接軌， 同時簡化環保標章審查作業， 

減少廠商申請時檢附文件之負擔， 並加速核發速度。 

(二二二二)台灣環保標章台灣環保標章台灣環保標章台灣環保標章執行現況執行現況執行現況執行現況 

從 1992年正式實施到現在，從一開始各界對環保標章的低支持度，到 1998

年『政府採購法第 96條』公布後，廠商開始認知到政府採購的經濟利益需求，

廠商為了進入政府採購，才真正開始表示積極參與標章認證，造成標章獲證數

量激增。自 1992年 6月永豐餘公司之新荷再生紙通過環保標章審核獲得第 0001

字號開始(環保標章政策白皮書，2007)，從發展期 1992至 1997年間核發了 1209

件產品使用第一類環保標章；到成熟期時環保署公布並實施『機關綠色採購推

動方案』後開始激增，成長數從 2001年後更是穩定以倍數速度成長，直到 2009 

年當年度的認證產品數甚至已經突破一千件，相信在進入 2010國際期後，資訊

產品的成長更是可預期的。詳細認證產品數量，請參閱表 1-2環保標章每年認證

產品數量及圖 1-2環保標章審查通過產品數。且截至目前(2010年 12月)台灣環

保署已公布有 16大產品類別開放廠商申請認證，共計 2,353 款有效的環保產品

銷售於市場上供消費者選擇。 

表 1-2環保標章當年認證產品數量 

年度 當年度認證產品數量 年度 當年度認證產品數量 

1992 5 2001 499 

1993 76 2002 499 

1994 121  2003 552 

1995 294 2004 447 

1996 171 2005 335 

1997 107 2006 317 

1998 68 2007 392 

1999 179 2008 888 

2000 71 2009 108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資料引用環保標章政策白皮書 2007 及環保署資料庫 

(備註：統計期間從 1992~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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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歷年環保標章審查總數通過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資料引用環保標章政策白皮書 2007 及環保署資料庫。 

(統計期間從 1992~2009/12/31) 

 

台灣環保標章執行流程及時程如圖 1-3所示，已由過去紙本申請於 2010年

1月開始改為以網路登錄之申請方式進行，以下針對台灣環保標章之執行程序內

容、執行面臨問題提出說明，並提出建議事項。 

1. 形式審查階段 

現行環保標章審查流程在 2010年 1月已由紙本審查正式轉變為網路申請

作業，實施至今，結果顯示網路申請的執行政策並未真正發揮有效之功能，

其對於台灣環保標章整體成效與時程並無顯著的提升。從諮詢與討論會議中

瞭解到廠商對於網路申請後已提出許多問題。建議環保署應要求線上申請系

統之負責廠商對申請系統做整體之改善，如有必要，可考慮提高委辦經費補

助系統負責廠商進行改善。 

2. 初審階段 

雖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有明確規定

的完成審查時程，但由於稽核員未確實執行以及人為等因素，造成初審階段

過於耗時而延宕了後端審查工作，此舉易造成產品從申請到獲證時間過長，

對於生命週期較短之產品容易導致產品下市後才獲證，對廠商而言將失去申

請標章的誘因。 

建議執行單位妥善依據作業規範之時程操作，並依稽核員專業性分類其

審核項目而提升審查品質與效率。 

3. 審查階段 

依據現行作業要點規定，審議委員會一年最少須進行六次案件審查會

議，近年來由於申請案件日益增加，且廠商迫切性提高，造成審議單位案件

審查量大增，但工作小組與審議委員會會議時程不確定，雖然已大幅增加工

作小組審議會議次數，唯案件經由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後，仍須通過每月的審

委會審查後才能進行發證，因此仍無法有效縮短審查期間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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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廠商 執行單位(環發會) 環保標章審議委員會

核發證書日
合約與證書製作日

審查會審查日

初審不含申請人補件日

審查費用繳納日
形式審查階段日10
7

30

30

14

4

環保標章產品及資料補正 書面文件送達形式審查

確認合約草稿簽約 追蹤管理 發證

通知繳費完成繳費資料補正 資料審查予以成案符合申請條件
工作小組審查審查意見及准駁建議

公告初審意見及准駁建議
審議委員會審議准駁傳真合約草稿製作合約製作證書

否
否否
補件(保留)補件(保留) 駁准

 

圖 1-3 台灣環保標章執行流程圖 資料來源：綠色生活資訊網，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 ，環保標章申請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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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兩岸兩岸兩岸兩岸環保標章環保標章環保標章環保標章執行流程之差異執行流程之差異執行流程之差異執行流程之差異 

兩岸貿易日漸頻繁，有鑑於此，本文依據兩岸環保標章制度比較後之差異性，如

表 1-3： 

 

表 1-3 兩岸執行流程主要項目比較表 

項目 台灣環保標章 中國十環標誌 

申請方式 網路申請 紙本申請 

資料提交 網路清單+資料提交 
清單列表+工廠資料 

做為補充附件 

申請時程 

(案件受理後) 
受時程規定 無時程规定 

指定稽核員/項目經理 有 有 

規格要求 簡易 複雜 

指定實驗室 TAF認證之實驗室 指定實驗室 

第三方報告 必要 彈性 

工廠審查 有 有(以申請方為主) 

產品抽樣 無 有 

合約書簽定 獲證後 申請時同時簽訂 

工作小組/審議委員會 有 無 

標誌使用規定 強制 非必要性 

 

1. 兩岸環保標章審議單位之差異 

從兩岸執行流程比較，台灣環保標章於審議階段所需經過的程式相較於中國十

環標誌申請流程較多，台灣環保標章須要先由工作小組進行審查後，再交由審議委

員會審查，雖然是定期開會，但由於時間有限，能審議的案件也受到限制，若沒通

過審議則延至下一次審議委員會才能再次進行審議，因此，此部分所需時間較長，

所花人力也較多；中國十環標誌則無審查委員會，技術委員會也僅針對產品技術及

規格標準做政策規劃，實際申請與審查皆是由中環聯合認證中心技術部中一至兩人

專門負責進行各項檔資料審核，因此審議時間較短、且人力的使用也較少，而其所

設置的技術委員會，僅針對產品技術規格面進行審議與建置工作，不參與案件審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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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岸環保標章申請繳交資料 

兩岸申請準備資料的差異並不大，主要差異在中國十環標誌著重於產品質量的

部分，因此兩岸在申請準備資料方面之比較，中國十環標誌多了這部分的資料須繳

交。而在申請準備資料繳交形式，台灣環保標章申請資料以”報告”的形式繳交，

其中又將申請檔與現場查核部份分離；而中國十環標誌則將申請資料以清單列表說

明，並於工廠查核中再次進行確認。 

3. 兩岸環保標章執行流程 

(1) 認證合約的簽訂流程設置不同，台灣環保標章是於產品通過初審及審委會審

查階段後批准或證才會進行簽約，而中國十環標誌則是在繳交申請書且案件

受理後，即進行合約的簽訂。 

(2) 案件受理後申請時程規定的有無，台灣環保標章於申請流程圖上有明確規定

各階段的受理時間，而中國十環標誌雖無特別明確規範申請時程。 

4. 兩岸環保標章工廠稽核相關資料要求之比較 

(1) 兩岸所列出的項目不同，台灣環保標章主要針對環保標章認證之現場查核之

重點主要，而中國則是以清單列出工廠稽核過程中所需的各種資料，並未清

楚說明要稽核哪些項目。 

(2) 台灣環保標章對於第三方驗證單位之要求可為執行單位或任何具國內外資格

之驗證單位，而中國十環標誌之第三方驗證單位僅接受執行單位指定稽核員。 

(3) 資料要求與年檢需求，台灣環保標章工檢資料與申請資料分離，其有效期限

為三年，於有效期間內之同類產品申請案不需重複進行廠檢，但對於沒有列

在工廠稽核報告中之產品則須提出佐證文件，證明產品在同一工廠生產。而

中國工廠初審之工檢資料與申請資料同屬一份清單內，若工廠已經通過執行

單位之初審，當年度對於新的申請案不需重複進行廠檢。完成初審後，執行

單位未來將單獨針對個別工廠進行年度稽核，使工廠審查與進行中之申請案

件分離，但若年審未通過則證書將被取消。 

(4) 工檢檢查時，台灣環保標章並無產品抽樣的需求，而中國十環標誌之工檢則

有產品抽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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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節能標章節能標章節能標章節能標章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一一一一)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節能節能節能節能標章標章標章標章制度制度制度制度之發展之發展之發展之發展 

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SO)已公告之 ISO 14020 系列標準，節能標識亦屬第四類(即

其他類)環保標章，該標章意旨產品在取得環境標誌及宣告時必須具有單一目標或特

定目的之產品規格標準，而欲認證之產品提出申請前需達到預先設定之產品規格標

準，經第三方驗證單位驗證後，即頒發專用標章與證書，舉凡貼上專用標章之產品即

表示該產品具備整體環境優越性及選擇性便於鼓勵消費者選用該產品。 

台灣節能標章設計上是由電源、愛心雙手、生生不息的火苗所組成的標誌，其中

愛心及手的圖示寓意為用心節約、實踐省油省氣省電，紅色火苗代表可燃油氣，電源

插座代表生活用電，倡導國人響應節能從生活中的點滴做起。 

產品貼上這個圖樣，代表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標準高 10-50%，不但品質有保障，

更省能省錢。希望藉由節能標章制度的推廣，鼓勵民眾使用高能源效率產品，以減少

能源消耗。 

為使台灣使用能源之設備及器具能源效率能達到國際標準，並防止國外低能源效

率產品輸入台灣，除依「能源管理法」規定訂定能源效率標準逐年汰換老舊設備器具

外，經濟部能源局為肯定省能技術於產品之應用，積極推動「節能標章」之認證，並

循以市場誘因導向的機制，鼓勵廠商投入高能源效率產品的開發，其委託工研院受理

廠商自願性的申請，經第三方驗證單位審核並確認符合標準者，即授與「節能標章」

於產品之張貼使用。而台灣節能標章之發展目的如下： 

1. 引導社會大眾消費的新主張 

2. 凝聚市場誘因機制，提昇產品競爭力 

 

圖 2-1 台灣節能標章之圖示 

 

經濟部為節能標章計畫之最高決策及指導機關，其下設節能標章審議委員會，該

會由委員 7 人至 9 人組成，主任委員由執行單位執行秘書兼任， 副主任委員由執行

單位組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員遴聘之。重要任務為辦理節能標章之

產品類別、項目及其能源效率標準與標章使用之審議等事項。受聘之委員包括下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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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專家及代表。 

台灣節能標章之組織架構及主要任務分工，如表 2-1說明。 

表 2-1 台灣執行架構及工作項目列表 

 台灣節能標章 工作項目 

主管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 執行指導 

� 策略擬訂 

� 宣導教育 

審議 

單位 
節能標章審議委員會 

� 審議適宜之節能標識產品類

別及項目 

� 審議產品之能源效率標準 

� 審議標識申請及使用方式 

執行 

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 研擬標識產品能源效率標準 

� 受理節能標識之申請及核轉 

� 標識使用之監督管理 

� 產品之抽樣檢驗 

 

(二二二二)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節能節能節能節能標章執行現況標章執行現況標章執行現況標章執行現況 

從 2001 年推動實施到現在，節能標章推動至今已有十年，從一開始各界對節能

標章的低支持度，到 1998年『政府採購法第 96條』公布後，廠商開始認知到政府採

購的經濟利益需求，同時能源局在近兩年來積極提倡節約能源、節能減碳，透過消費

者採購補貼政策讓『能源標章』標誌得到民眾的認同，使得節能標章除了在政府機構

的綠色採購率屢創新高、成績斐然外，同時在消費性市場也獲得不錯的成績，廠商為

了進入政府採購，才真正開始表示積極參與標章認證，造成標章獲證數量激增；截至

目前已有 29 種產品開放廠商申請認證，共計 265家品牌及 4,285 款節能產品通過認

證，並銷售於市場上供消費者選擇，累計廠商使用節能標章數量已突破 6,000 萬枚；

表 2-2詳細列出當前獲得認證產品類別及數量，由產品類別及數量可看出家電產品申

請認證之普及率較高外，近年汽車與機車也包含在認證產品項目內，其中雖以冷氣產

品通過認證的數目最多，但近期於電風扇、螢光燈管、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室內

照明燈具、電視機及監視器等類別產品認證數量有顯著增加，因此相信在進入 2010

國際期後，資訊產品的成長更是可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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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節能商品數量統計表 

節能商品數量統計表 

產品類別 數量 產品類別 數量 產品類別 數量 

冷氣機 677 溫熱型開飲機 104 貯備型電熱水器 343 

電風扇 396 冰溫熱型開飲機 28 電熱水瓶 24 

除濕機 96 冰溫熱型飲水機 177 出口及避難指示燈 107 

電冰箱 75 汽車 74 DVD錄放影機 16 

電視機 138 機車 106 溫熱型飲水機 194 

螢光燈管 516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 104 室內照明燈具 291 

洗衣機 126 監視器 96 組合音響 12 

乾衣機 10 瓦斯台爐 265 緊密型螢光燈管 0 

吹風機 1 即熱式燃氣熱水器 207 影印機 0 

烘手機 0 電鍋 10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資料引用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 

台灣節能標章執行流程及時程如圖 2-2所示，台灣節能標章之執行程序內容說明

如下： 

 

 

 

 

 

 

 

 

 

 

 

 

 

圖 2-2 台灣節能標章執行流程 

1 收件及資料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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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填妥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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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繳費

收據 

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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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準備 

3 

文件齊備 

初審 

5 

4 

7 

複審 
寄發駁回通知 

核發證書 

審議委員會 執行單位 申請廠商 

8 

9 

審議委員會 

寄發核准通知 
標章使用及季

報資料提供 
資料統計分析 追蹤管理 是 否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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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廠商提出申請後，廠商需於「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上網填寫申請資料並上傳

或郵寄測試報告、相關證明文件、繳費收據，並寄送紙本文件至執行單位—工

研院。 

2. 資料審查後若需補正資料者，由工研院通知申請廠商補正資料，但對於逾期未

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則工研院將逕行提報審議委員會並駁回其申請案

件。 

3. 備齊申請資料後，工研院即對該案件進行節能標章初審作業。 

4. 工研院於受理節能標章申請案件後，將於下次節能標章審議委員會前完成初審

作業，並將結果提報至審議委員會進行複審，必要時初審得延長一個月。 

5. 經審議委員會複審後，由工研院通知申請廠商案件複審結果。 

6. 經核准之申請案件，則由工研院通知廠商辦理節能標章合約書之簽訂。 

7. 工研院與廠商完成節能標章合約簽訂後，報請經濟部能源局核發節能標章使用

證書。 

8. 工研院隨即建立節能標章資料檔案，提交經濟部能源局，並定期追蹤管理節能

標章之使用。 

通過審核之廠商於節能標章使用期間，應於每年一、四、七及十月上旬，彙整前

一季節能標章產品銷售量及使用量之資料，並提報工研院建檔管理。 

台灣節能標章於審查階段會經由工研院進行節能標章初審作業，再交由節能標章

審議委員會進行複審，其中委員會由各界專家學者所組成，但台灣節能標章申請流程

中並無工廠審查的需求，在加上有部份不肖廠商會使用到假造數據之證明文件來申請

或合格廠商私下委託其他工廠生產等問題層出不窮，為喝止歪風執行單位決議於初審

階段時對不合格之案件不發出補件通知，直接進入後端審查並通知駁回，其用意在於

希望用此提升廠商與實驗室對於證明文件之重視性。但於諮詢座談會中廠商對此提出

異議，認為此舉會增加審議時間對於生命週期較短之產品容易導致產品下市後才獲

證，對廠商而言將失去申請標章的誘因。有鑑於此，目前工研院積極與 TAF 合作認

定節能標章實驗室，未來則由 TAF 來負責管理實驗室及證明文件品質。除此之外，

建議可擬定執行流程之時程並確實執行以及思考依據審核員之專業性區分審議之產

品類別而提升審查品質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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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兩岸節能標識執行流程之差異性兩岸節能標識執行流程之差異性兩岸節能標識執行流程之差異性兩岸節能標識執行流程之差異性 

兩岸貿易日漸頻繁，有鑑於此，本文依據兩岸節能標識制度比較後之差異性，如

表 2-3： 

 

表 2-3 兩岸執行流程主要項目比較表 

項目 台灣節能標章 中國節能標誌 

標章認證制度 自願性 自願性 

申請方式 網路申請 網路申請 

資料提交 網路清單+資料提交 清單列表+工廠資料 

申請時程(案件受理後) 簡易時程規定 簡易時程规定 

工廠審查 無 有 (依據 ISO標準) 

獲證後產品抽樣 有 有 

合約書簽定 獲證後 申請時同時簽訂 

審議委員會 有 無 

 

1. 兩岸節能標識審議單位之差異 

台灣節能標章於審查階段會經由工研院進行節能標章初審作業，再交由節能標

章審議委員會進行複審，其中委員會由各界專家學者所組成；中國方面則是僅由

CQC 之技術部進行初審，審議後若無異議則進行發證或駁回，但針對有問題之申

請案會與初審後召開技術委員會來進行審議，審議後才會進行發證或駁回，此處技

術委員會乃由 CQC 內各部成員組成，而非由外部成員組成。台灣節能標章審議委

員會召開時間及次數常受到委員出席時間許可限制，反觀中國時間上此類問題影響

並不大。 

2. 兩岸環保標章申請繳交資料 

兩岸節能標識申請準備資料整體而言大致相似，而於產品能源效率證明文件這

部分差異較大，其中又以證明文件出具之實驗室的公信力為最大問題，台灣僅接受

經由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或亞太實驗室認證聯盟(APLAC)認可實驗室所出

具之證明文件，而中國則是由其節能標誌執行單位 CQC 指定實驗室來進行文件製

作，除此之外，中國則須提交產品受控部件與工廠檢查之文件等，如前述所言，目

前若欲推行兩岸節能標識相互認證於申請資料上須考量驗證實驗室及認證文件認

可上的差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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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台灣環保署推動環保標章制度已邁向第 19 個年頭，而經濟部能源局推動節能標章

制度已邁向第 10 個年頭，伴隨地球村概念及全球經濟貿易發展需求，未來各國環保及

節能標章制度下一階段之發展將會以達到國與國間相互認證發展為目標，因此經資料彙

整與比較，可瞭解兩岸環保標章及節能標章目前皆有各自完整的認證申請流程，若要進

行程序面的修改，其煩雜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要立即達成兩岸環保與節能標章相互認證

的機會並不高，建議可以技術性議題可優先考量協商如下： 

1.  檢驗報告 

建議達成檢驗方法、標準及檢驗項目文件的相互認可之做法如下： 

(1) 比較雙方目前建立之檢驗方法、標準及檢驗項目規範與參考項目之差異。 

(2) 商討雙方檢驗方法、標準及檢驗項目的認可方式。 

(3) 提出雙方檢驗部分相互認證執行方式。 

2. 稽核認證 

(1) 比較雙方驗證單位稽核員之資格與工廠檢查項目準則之差異。 

(2) 商討雙方工廠檢查標準的認可方式。 

(3) 提出雙方稽核認證部分相互認證內容建議案。 

3. 促進雙方文件電腦資訊之交流 

兩岸廠商在產品生產週期之互動密切，兩岸認證單位對於彼此資訊交流皆有需

求；且有鑑於雙方環境標章與節能標章，部分繳交資料內容大致相似，但廠商需

要重複製作申請資料，造成重複浪費或繳交資料的混亂，因此若能建立雙方資料

交流，則可減少重複製作申請資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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