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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 105年 

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動計畫—

環境足跡示範輔導 

 
輔導單位啟始會議--會議資料 

 

主辦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管理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105.04.01 

一、幾個重要時程： 

 
 

1. 計畫執行期間自 105年 3月 18日起至 105年 11月 30日止，任何

發生於 105年 3月 18日前及 105年 11月 30日後的單據，均不可

核銷（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2. 依工業局核定函，應於 105年 4月 29日(五)前完成「啟始會議」： 

(1) 於中心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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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請「所有共同參與之衛星廠」與會，說明輔導計畫執行程序

與內容。 

(3) 至少應於會議辦理前兩週函文至工業局（受文者：經濟部工業

局，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3號）邀請長官參加、副本

予工研院（副本受文者：工業技術研究院，地址：新竹縣竹東

鎮中興路四段 195號）。 

3. 105年 5月 5日(四)前，輔導單位檢送已完成用印之「計畫書

＋公告之申請須知＋契約書」及個資資料送工研院辦理簽約： 

(1) 要發公文。 

(2) 計畫書要經過工研院審查，通過之後才可用印並發文檢送簽約，

建議儘速完成計畫書後，先將計畫書以電子檔方式 e-mail給工

研院審查。依以往經驗，這通常都得來來回回修正多次，故最

好在 105年 4月 22日(五)前就能 e-mail給工研院。若覺得電話

或 e-mail無法解決，歡迎到工研院來坐坐，專人服務。 

4. 【工研院通知】請款（發文檢附發票，且需達到契約規定之撥

付條件）： 

(1) 第一期款：20%，簽約完成後 

(2) 第二期款：40%，預計 105年 7月請款 

(3) 第三期款：服務成本加公費法（即：實報實銷），上限 40%，

預定 104年 11月請款 

5. 其他（需發文檢送，依規定格式撰寫1）： 

(1) 收支會計報表（3次）：105年 7月 1日前、9月 5日前、及 11

月 21日前 

(2) 期中執行成果報告（1次）：105年 7月 1日前 

(3) 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1次）：簽約時繳交 

                                                      
1 收支會計報表（經費累計表）、期中執行成果報告、及期末執行成果報告 應依

據「工業局 105年度專案計畫作業手冊」格式撰寫，可至 

https://idbpmp.stpi.narl.org.tw/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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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末執行成果報告（1次）：105年 10月 31日前 

(5) 驗收資料（含年度會計報表）：105年 11月 21日前 

 

二、輔導計畫工作項目 

 

1. 輔導工作應依計畫書之「執行進度及查核點」確實進行，每次進

廠現場輔導均應填寫輔導紀錄表（格式另訂）。 

2. 配合工業局行政措施與相關管考需求，每週提送現場輔導行程本

週報與下週報，及依規定期限，提送收支會計報表（經費累計表）、

期中執行成果報告、期末執行成果報告、及驗收等資料。 

3. 辦理 1 場次啟始會議，中衛體系模式者，應邀請所有共同參與之

衛星廠與會，說明輔導計畫執行程序與內容。 

4. 輔導受輔導廠商建立其標的產品生命週期投入/產出盤查作業之

程序、工具及表單，派員進廠提供至少 5 次現場輔導，每次至少

2.5小時。 

5. 中衛體系模式者，應輔導共同參與之衛星廠建構產品生命週期投

入/產出盤查之基礎能力，提供每個衛星廠至少 2次現場輔導，並

完成各衛星廠供應予中心廠標的產品之原物料/零組件生命週期

投入/產出盤查清冊，供第三方查證之用。共同參與之衛星廠的生

命週期投入/產出盤查清冊數據，應確保其正確性，確實採用作為

中心廠標的產品生命週期盤查之用；其餘未成為共同參與之衛星

廠的供應商，得視實際需求進行盤查，採用其數據作為中心廠標

的產品生命週期盤查之用。 

6. 辦理至少 3 場次產品生命週期盤查種子人員訓練課程，中衛體系

模式者，應邀請共同參與之衛星廠一同參加訓練。每場次至少 3

小時且參加人數至少 10人，訓練內容至少應包括：產品生命週期

評估介紹、產品生命週期盤查準則說明、產品生命週期評估報告

書製作及產品碳足跡查證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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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辦理至少 2 場次工作會議，定期檢視輔導工作進度。中衛體系模

式者，應邀請共同參與之衛星廠與會。 

8. 輔導受輔導廠商完成標的產品之生命週期盤查，製作產品生命週

期評估報告書，環境衝擊應涵蓋歐盟產品環境足跡之 14 項指標

（即：溫室效應(Climate  Change)、臭氧層破壞(Ozone Depletion)、

對淡水生態毒性(Ecotoxicity for aquatic fresh water)、人類毒性-癌症

效應(Human Toxicity-cancer effects)、人類毒性-非癌症效應(Human 

Toxicity-non-cancer effects)、顆粒物質 /呼吸性非有機物質

(Particulate Matter/Respiratory Inorganics)、游離性輻射-人類健康效

應 (Ionising Radiation-human health effects) 、 光 化 學 效 應 

(Photochemical Ozone Formation)、酸雨(Acidification)、優養化-陸地

(Eutrophication-terrestria)、優養化-水體(Eutrophication-aquatic)、

水資源耗竭 (Resource Depletion-water)、化石燃料與礦物耗竭

(Resource Depletion-mineral, fossil) 、 土 地 轉 變 (Land 

Transformation)）。；生命週期環境衝擊結果應取得查(驗)證機構核

發之查證聲明書/證書。查證依據標準可為 ISO 14025:2006 或

ISO/TS 14067:2013【ISO/TS 14067:2013需取得合理保證等級之查證

聲明書/證書】。 

9. 於工作執行進度過半後，接受 1次外部專家現場查訪（現場係指：

受輔導廠商之標的產品生產處所）。查訪者由工業局、工業技術研

究院、及至少 1位專家學者組成。 

 

三、驗收項目與標準 

 

下列產出應以書面與電子檔方式，併同期末成果報告一起繳交： 

驗收項目 驗收標準 

啟始會議 每案 1 份會議紀錄與出席簽到表(不需另填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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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項目 驗收標準 

紀錄表） 

現廠輔導 

1. 每案至少 5份中心廠現場輔導紀錄表（含出席人

員簽名） 

2. 每案每個衛星廠至少 2 份衛星廠現場輔導紀錄

表（含出席人員簽名） 

產品生命週期

盤查種子人員

訓練 

每案至少 3份產品生命週期盤查種子人員訓練課程

教材及受訓簽到表（教育訓練時不需另填寫輔導紀

錄表） 

工作會議 
每案至少 2份工作會議紀錄與出席簽到表（工作會

議不需另填寫輔導紀錄表） 

產品生命週期

投入/產出盤查

清冊 

1. 每案 1 份中心廠標的產品之生命週期投入/產出

盤查清冊 

2. 每案每個衛星廠 1 份供應予中心廠標的產品之

原物料 /零組件生命週期投入 /產出盤查清冊

(註：並非 ISO 14064-1組織型盤查之盤查清冊) 

生命週期評估

報告書 

每案 1份標的產品之生命週期盤查報告書應涵蓋 14

項環境衝擊結果【溫室效應(Climate  Change)、臭

氧層破壞(Ozone Depletion)、對淡水生態毒性

(Ecotoxicity for 

aquatic fresh water)、人類毒性-癌症效應(Human 

Toxicity-cancer effects)、人類毒性-非癌症效應

(Human Toxicity-non-cancer effects)、顆粒物質/呼吸

性非有機物質(Particulate Matter/Respiratory 

Inorganics)、游離性輻射-人類 

健康效應(Ionising Radiation-human health effects)、

光化學效應 

 (Photochemical Ozone Formation)、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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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項目 驗收標準 

(Acidification)、優養化-陸地

(Eutrophication-terrestria)、優養化-水體

(Eutrophication-aquatic)、水資源耗竭(Resource 

Depletion-water)、化石燃料與礦物耗竭(Resource 

Depletion-mineral, fossil)、土地轉變(Land 

Transformation)】 

查證聲明書/證

書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環境足跡結果應取得 1份 ISO 

14025 或 ISO/TS 14067 查證聲明書。【 ISO/TS 

14067:2013 需取得合理保證等級之查證聲明書/證

書】(含盤查報告書) 

輔導單位與中

心廠簽約之證

明文件 

每案 1份輔導單位與中心廠簽訂之契約書或訂購單

或其他可資證明確有收取自籌款之文件 

 

四、計畫管理 

 

1. 現場輔導行程週報表：每週三彙整本週、下週行程(Google 日曆)

請即時更新輔導行程。 

2. 每個月第一個週三繳交行程彙整表。 

3. 計畫查訪：工業局與/或管理單位將配合週報行程，於計畫執行期

間不定期安排查訪。 

4. 第三者外部查證： 

(1) 應完成標的產品之「盤查報告書」，申請通過第三者外部查證，

且取得查證聲明書/證書。 

(2) 查證依據標準可為 ISO 14025:2006 或 ISO/TS 14067:2013。

【ISO/TS 14067:2013需取得合理保證等級之查證聲明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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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之查證依據若為 ISO/TS 14067:2013，查證公司之「產品碳

足跡」項目應經 TAF認證。可參考

https://cfp.epa.gov.tw/carbon/ezCFM/Function/PlatformInfo/FLIn

spection/OrganizationApplyList.aspx 

5. 變更： 

(1) 應依專案計畫書所列工作項目內容確實執行，若因特殊原因需

變更主持人、工作項目、支出科目或其他本契約所載事項，應

於變更前敘明理由及變更內容，最遲於 105 年 9 月 30日前，

送請工研院同意，且每案以乙次為限，惟計畫主持人離職者不

在此限。工研院並得視變更事項之重大性，報請工業局核定。 

(2) 執行之「標的產品」應明列於契約所附計畫書中，且應與申請

輔導計畫書一致。此項於計畫執行期間不得變更。 

(3) 中衛體系模式之所有共同參與衛星廠，應明列於契約所附計畫

書中，且應與申請輔導計畫書一致，簽約前不得變更。簽約後

若須變更時（如：更換共同參與的衛星廠），應檢附相關文件

並敘明理由送工研院核定。此項變更應於 105 年 7月 31 日前

完成，且每案以乙次為限。應確保其所更換之衛星廠具代表性，

且符合共同參與衛星廠之資格。 

6. 若計畫執行期間參與之衛星廠經查非屬第一階供應商時，工業技

術研究院得撤銷該衛星廠之參與資格，若撤銷後之參與衛星廠總

數不足 5 家者，工業技術研究院得予以終止計畫、解除契約，並

追回已撥付之政府經費。 

7. 輔導案若有異常情況或違背合約規定者，工業技術研究院得要求

輔導單位限期改善，若輔導單位未能於限期改善或異常情節重大

者，得由管理單位提請工業局審查，經查屬實者，得予以終止計

畫、解除合約，並追回政府已撥付經費；執行缺失如歸責於輔導

單位，該單位 3 年內不得再參與本計畫，必要時提報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列入不良廠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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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核點 

 

查核點

編號 

預定完成 

期間 
查核點概述 

(1) 105 年 4 月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 1場次啟始會議 

(2) 

105 年 6 月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中心廠至少 3 場次現場訪視輔

導 

(3) 
完成每個中衛體系示範輔導案之每個衛星廠至少 1

場次現場訪視輔導 

(4)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至少 3 場次產品生命週期盤查

種子人員訓練課程 

(5)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至少 1場次工作會議 

(6) 105 年 7 月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 1份期中執行成果報告 

(7) 

105 年 9 月  

累計預定完成每個中衛體系示範輔導案之每個衛星

廠至少 2場次現場訪視輔導 

(8) 
完成接受每個示範輔導案中心廠 1 場次外部專家現

場查訪 

(9) 

105年 10月  

累計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中心廠至少 5 場次現場訪

視輔導 

(10) 累計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至少 2場次工作會議 

(11) 
完成每個中衛體系示範輔導案之每個衛星廠 1 份標

的產品之生命週期投入/產出盤查清冊 

(12)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中心廠 1 份標的產品之生命週

期投入/產出盤查清冊 

(13)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中心廠 1 份標的產品之生命週

期評估報告書 

(14)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環境足跡結果應取得 1 份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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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編號 

預定完成 

期間 
查核點概述 

14025 或 ISO/TS 14067 查證聲明書。【 ISO/TS 

14067:2013 需取得合理保證等級之查證聲明書/證

書】(含盤查報告書) 

(15) 完成每個示範輔導案 1份期末執行成果報告 

 

六、其他提醒事項： 

1. 所有檔案資料請上網（www.idbcfp.org.tw）下載，包含輔導記錄表、

示範輔導案聯絡清冊、輔導廠商名單彙整(聯絡清冊與廠商名單請

於 4月 15日前回覆) 

2. 輔導行程請至 Google日曆填寫(請提供填寫人之 Gmail帳號) 

3. 每個輔導案的 3 場次教育訓練：均請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及經

濟部工業局性別主流化宣導，於教材簡報資料中夾頁宣傳 

4. 獲遴選通過之輔導計畫應由原提案之輔導單位自行執行，不得轉

包或分包。 

5. 應確保執行過程所使用之生命週期評估軟體具合法版權與符合軟

體使用授權範疇。 

6. 輔導單位與受輔導之中心廠於輔導計畫結束後 3 年內，有義務配

合工業局及管理單位之要求，填報成效追蹤表，並參與相關成果

發表與展示等活動。 

7. 輔導案之查證依據若為 ISO/TS 14067:2013，查證公司之「產品碳

足跡」項目應經 TAF認證。可參考

https://cfp.epa.gov.tw/carbon/ezCFM/Function/PlatformInfo/FLInspe

ction/OrganizationApplyList.aspx 

8. 本輔導計畫「不」包括申請環保署台灣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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