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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度綠色採購推動與申報說明會 

壹、 緣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綠色消費，自 81 年

起推動環保標章制度，並為提升業者申請環保標章誘因及實施綠色採

購作為，自 91年及 96年起推動機關及民間企業團體綠色採購，經歷

多年推廣，108年度機關綠色採購金額已達新臺幣（下同）101億元，

民間綠色採購金額已達 340億元，成果相當豐碩。 

貳、 辦理目的 

為提升我國綠色採購成效，本署推動綠色採購制度，於公部門方

面，訂定「109 年度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作業評分方法」，透過評

核機制落實機關綠色採購推動與申報；於民間單位方面，除訂有「109

年度推動民間企業及團體實施綠色採購計畫及評分標準」與地方環保

機關協力推動民間綠色採購外，並將於 110年 3月起，將綠色採購申

報金額，納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 CSR評分表範本中（「採購評

選委員會（評審小組）評選（審）委員評分表（評選項目含廠商企業

社會責任【CSR】指標）」評分範本，簡稱 CSR 評分表範本），藉此

提升民間單位申報綠色採購之誘因。 

本次說明會之議程規劃，將分別說明機關、民間綠色採購申報實

務及系統操作介紹，以及針對 110 年 3 月實施之新制-政府機關評選

「CSR評分表範本」納入綠色採購項目強化說明，以利機關及民間單

位能充分瞭解綠色採購申報之方式及落實申報作為。此外，綠色產品

（環保標章及碳標籤產品）為推動綠色採購之驅動力，故為推廣綠色

產品，議程內容亦安排環保標章及碳標籤之申請介紹，使與會業者能

了解標章（籤）之意涵與申請方式，以提升業者申請標章（籤）之誘

因，達到綠色消費推廣與拓展綠色產品之目標。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肆、 報名資訊 

本次說明會對象分別為全國機關單位及民間企業

單位，請依照各單位需求選擇場次報名，每單位參與

人數上限為 3人，請於 109年 8月 25日（二）前於線

上網址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exq7XK），名

額有限，欲報名者從速，敬請見諒。  

 

報名網址 QRcode 

 

https://reurl.cc/exq7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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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聯絡資訊 

倘對本次說明會有相關疑問，請洽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柳廷蓉小姐，電話：（02）7704-5292或環資國際有限公司柯玫萱小姐，

電話：（02）2370-2188轉 112。 

陸、 說明會場次時間與地點 

本次說明會為 109年 8月 28日起至 109年 9月 18日，北區、中

區各辦理 2天、南區辦理 3天、東區辦理 1天，共計 8天，上午場主

要針對政府機關辦理綠色採購實務及系統操作說明；下午場則針對民

間單位申報綠色採購及申請環保標章或碳標籤進行說明介紹。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109年 

8月 28日

（五） 

上午 場次 1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中區） 

臺中新譽會議中心- 

大會議廳 下午 場次 2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環保標章介紹說明會 

109年 

9月 1日

（二） 

上午 場次 3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東區） 

宜蘭縣史館會議室 下午 場次 4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環保標章介紹說明會 

109年 

9月 7日

（一） 

上午 場次 5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南區） 

集思高雄亞灣 

會議中心-301廳 下午 場次 6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碳標籤介紹說明會 

109年 

9月 8日

（二） 

上午 場次 7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南區） 

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下午 場次 8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環保標章介紹說明會 

109年 

9月 11日

（五） 

上午 場次 9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北區）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艾法爾廳 下午 場次 10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環保標章介紹說明會 

109年 

9月 15日

（二） 

上午 場次 11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北區）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 下午 場次 12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碳標籤介紹說明會 

109年 

9月 17日

（四） 

上午 場次 13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中區） 

集思臺中新烏日 

會議中心-401廳 下午 場次 14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碳標籤介紹說明會 

109年 

9月 18日

（五） 

上午 場次 15 政府機關綠色採購 （南區） 

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第一演講室 下午 場次 16 
民間單位綠色採購與 

碳標籤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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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議程內容 

一、政府機關實施綠色採購說明 

時間  課程名稱  時間 單位 

09：00-09：30 報到 

09：30-10：30 
109年度機關綠色採購 

評核方式及採購實務說明 
60分 

（財）台灣產業服務 

基金會 
10：30-10：40 

政府機關評選「CSR 評分

表範本」納入綠色採購項

目說明 

10分 

10：40-10：50 休息 

10：50-11：50 
109年度機關綠色採購申報

系統操作說明 
60分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11：50-12：00 綜合討論 

12：00- 散會 

 

二、民間單位實施綠色採購與環保標章/碳標籤申請說明 

時間 課程名稱 時間 單位 

13：30-14：00 報到 

14：00-14：30 
民間企業及團體自行申報

綠色採購說明 
30分 

（財）台灣產業服務 

基金會 
14：30-14：40 

政府機關評選「CSR 評分

表範本」納入綠色採購項

目說明 

10分 

14：40-15：10 
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

申報平台操作說明 
30分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15：00-15：20 綜合討論 

15：20-15：30 休息 

15：30-16：30 

【場次 2、4、8、10 場】 

環保標章介紹及申請說明 

【場次 6、12、14、16 場】 

碳標籤介紹及申請說明 

60分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財）台灣環境管理協會 

16：30-16：40 綜合討論 

16：40- 散會 

備註 

1. 上述課程及師資依實際情形予以調整。 

2. 本次會議資料將於會後公開於網路上提供下載。 

（https://reurl.cc/j7X6Mm） 

 
 

https://reurl.cc/j7X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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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場次說明會交通資訊 

【臺中新譽管理有限公司會議中心】 （場次 1、2） 

 日期：109年 8月 28日（五） 

 地點：新譽管理有限公司會議中心 10F大會議室（臺中市中區三民路

二段 46號 10樓之 1） 

 容納：100席 

 交通： 

- 自行開車（國道路線）：沿國道一號 → 下臺中中港交流道 → 沿

臺灣大道直行 → 三民路二段右轉 → 即可抵達此會議中心。 

- 搭乘公車： 

（1）美容藥局站下車：彰化客運 99路、台中客運 26路、全航客運

158路 

（2）第二信用站下車：台中客運 8路、15路、70路、88路、100

路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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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史館】 

 時間：109年 9月 1日（二）（場次 3、4） 

 地點：宜蘭縣史館 1F會議室（宜蘭縣宜蘭市南津里縣政北路三號）

（鄰接宜蘭縣政府） 

 容納：60席 

 交通： 

- 自行開車：走台九省道，轉進宜蘭縣政府前的道路(縣政北路 3號)，

直走可達。 

- 搭乘火車：於宜蘭火車站下車後，並轉乘公車。 

- 搭乘客運：於宜蘭轉運站下車後，並轉乘公車。 

- 搭乘公車： 

（1）宜蘭縣政府站：國光客運、1766路、1880路。 

（2）宜蘭停管場站：772路。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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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高雄亞灣會議中心】（場次 5、6） 

 日期：109年 9月 7日（一） 

 地點：集思高雄亞灣會議中心 301廳（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號

3F） 

 容納：170席。 

 交通： 

- 捷運 

（1）獅甲站 R7四號出口，步行 10-15分鐘抵達。 

（2）獅甲站 R7二號出口，轉乘紅 16接駁公車至軟體園區站。 

- 公車：軟體園區站：15、環狀 168、紅 16(獅甲站→園區) 

- 開車 

（1）中山高：中正交流道出口→中正路→於中山路左轉→於復興路

右轉直走到底→即可抵達。 

（2）南二高：接東西向國道十號→中山高交流道出口→(同中山高路

線)。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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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場次 7、8）（場次 15、16） 

 日期：109年 9月 8日（二）、109年 9月 18日（五）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B1（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容納：第一演講室 220席、第二演講室 150席 

 交通： 

- 自行開車（國道路線） 

（1）南下：沿國道一號南下 →下大灣交流道右轉 → 沿小東路直走

即可抵達本校。 

【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 8號（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南

向）】 

（2）北上：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

向）往台南市區直走 → 遇林森路或長榮路右轉（北向），即可

抵達本校。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

號（北向）】 

- 搭乘火車：於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口（大學路），大學路左側

即為本校光復校區。 

- 搭乘高鐵：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者，可至高鐵台南站二樓轉乘通

廊或一樓大廳 1號出口前往台鐵沙崙站搭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

火車站，約 30分鐘一班車，20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成功大學

自台南火車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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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日期：109年 9月 11日（五）（場次 9、10）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艾爾法廳（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

段 1號億光大樓 3F） 

 容納：150席 

 交通： 

- 公車：正義郵局站 (走路約 2分鐘)：1813支線、1815、212、232

副、232正、262(含區間車)、299、605、919、忠孝新幹線。 

- 捷運：【忠孝復興捷運站】1號出口：直走約 6分鐘抵達。 

- 自行開車：建國南北快速道路 

由北往南：建國南路 1段與忠孝東路 3段口下匝道後左轉 

由南往北：辛亥路與建國南路口下匝道直行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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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場第二梯次-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場次 11、12） 

 日期：109年 9月 15日（二）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容納：110席 

 交通： 

- 公車： 

（1）捷運公館站(羅斯福路)：254。 

（2）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0南、1、109、208、208(高

架線)、208(區間車)、208(基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

253、278、284、284(直行)、290、52、642、643、644、648、

660、671、672、673、676、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

棕 12、綠 11、綠 13、藍 28。 

- 捷運：【公館站】2號出口：2號出口左轉 (步行 2分鐘)。 

- 自行開車：建國南北快速道路 

（3）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

路出口，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 斯福路再右轉，

隨即於右側即可見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4）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

隨即於右側即可見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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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日期：109年 9月 17日（四）（場次 13、14）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401廳（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

路 26號；台鐵新烏日站 4F） 

 容納：140席 

 交通： 

- 自行開車：台 74線的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環河橋 

於高鐵東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 火車：【台鐵新烏日站】：直走約 30秒抵達。 

- 高鐵：【台中站】：請往出口 3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售票

大廳，會議中心即在左側。 

 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