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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資訊 

本項文件適用於我國行業標準分類－不動產經營業(681)，適用範圍包括從事不動

產租售及經紀之行業；涵蓋行業分類編號如下： 

-6811 不動產租售業：從事自有不動產買賣或租賃，及不動產轉租賃之行業。 

-6812 不動產經紀業：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仲介或不動產代銷之行業。 

本項 PCR 之要求事項使用於依據「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標準來進行驗證

之 CFP。本文件之有效期，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准後起算 3 年止。 

本項文件係由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擬定，計畫主持人為信義集團周莊雲策

略長。有關本項文件之其他資訊，請洽：陳丹妮 專案經理，Tel：(02) 2755-7666 分機

8153；Fax：(02) 2722-0515；E-mail：s254571@siny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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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疇 

2.1 服務系統邊界 

2.1.1  服務組成 

本項服務係指提供客戶從事不動產租售及經紀之服務，或自有不動產買賣、租賃

及轉租賃。本項服務對於案件委託前(例如：商耕開發)、簽訂合約後(例如：售後服務)，
以及業務個人提供之服務(例如：清潔打掃)，皆不納入服務計算範疇。 

2.1.2  服務機能與特性敘述 

自客戶有不動產買賣、租賃、互易之需求開始，直至完成簽約之服務過程。 

2.1.3  服務功能單位及宣告單位 

功能單位定義為每一筆成交案件。 
宣告單位定義為每一筆成交案件，並依服務類型附註，例如：每一筆成交案件(透

過仲介買賣不動產)；其它類型請參見本文件第 5 章。 

2.2 生命週期範圍 

不動產經營服務之生命週期涵蓋原料取得階段、服務階段與廢棄處理階段，生命

週期流程如下： 

原料取得 服務 廢棄處理

備品

耗材

委託

簽訂合約

產權
確認

物件
行銷/
配對

物件
帶看

物件
洽談

回收

焚化

掩埋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廢棄物

能源、資源

註1：產生需求至委託間之行為係屬於顧客或消費者之個人行為，不納入盤查範疇。
註2：若上述服務階段無提供服務項目者，則無須納入盤查範疇。
註3：雙箭頭表示重複執行之服務流程。

產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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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原料取得階段 

本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備品之生命週期相關等過程。 
2. 耗材之生命週期相關等過程。 
3. 評估計算上述過程中，各原料運輸至服務階段之相關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應納入

計算。 

2.2.2  服務階段 

本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委託服務 

指受買賣方、租賃方、互易方之委託過程。 
2. 服務過程 

(1) 產權確認服務 
針對不動產案件進行產權調查，包括整理權狀、謄本、地籍圖…等不動產資訊，

以及製作不動產說明書提供查閱。 
(2) 物件行銷/配對服務 
A. 行銷：係指物件行銷廣告，包括DM、現場布置…等。 
B. 配對：係指依買方需求配案。 

(3) 物件帶看服務 
帶客戶瞭解標的物之過程。 

(4) 物件洽談服務 
係指建議價格或條件之磋商安排並徵得同意。 

3. 簽訂合約服務 
係指簽立買賣契約書或租賃契約書之過程。 

4. 評估計算上述服務過程之能資源消耗供應相關過程之溫室氣體排放。上述服務若有

重複執行情形，應納入碳足跡評估。 

2.2.3  廢棄處理階段 

本階段係指服務階段所產生之廢水及廢棄物，其中不包含客戶攜帶之廢棄物，並

應依據實際情況進行考量(如：回收率)，本階段包括下列過程： 
1.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及回收資源，運送到清理地點之運輸相關流程。 
2.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在清理地點進行掩埋或焚化之相關流程。 
3.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數量或回收數量，以國內實際廢棄處理回收情形做假設或

採用環保署公告之數據進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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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詞定義 

與本服務相關之主要名詞定義如下所述。 
1. 備品：不動產說明書、資料夾、出售橫布條、委託書封套…等。 
2. 耗材：提供客戶從案件委託至簽訂合約過程之日常消耗品，如冷媒、清潔用品…

等。 
3. 不動產租售業：從事自有不動產買賣或租賃，及不動產轉租賃之行業。 
4. 不動產經紀業：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仲介或不動產代銷之行業。 
5. 仲介業務：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 
6. 代銷業務：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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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週期各階段之數據蒐集 

服務數據蒐集期間係以一年為基準。若計算時非使用一年/最近一年數據，須詳述

其原因，且使用非一年/最近一年的數據必須確認其正確性；相關數據進行分配時可依

人數或經濟價值作為分配基礎，若引用其他參數得說明採用之依據。對於不具實質性

貢獻排放源之加總，不得超過服務預期生命週期內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5%。不動產經

營服務在生命週期階段之數據蒐集項目與規則如下所述。 

4.1 原料取得階段 

4.1.1  數據蒐集項目 

本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備品相關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 
2. 耗材相關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 
3. 上述各原料至服務階段之運輸過程相關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 

4.1.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1. 有關本階段相關之以下項目，建議優先採用一級活動數據，但在一級活動數

據無法蒐集時，二級數據亦可應用。 
2. 引用本文件作為服務碳足跡評估之組織本身，若服務階段溫室氣體排放量未

達到下列引號內所敘述之情境時，則原料取得階段必須納入一級活動數據蒐

集要求：「若服務階段所擁有、營運或控制之製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未達

到原料取得及服務階段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10%以上的貢獻率，則原料取得

階段就必須納入一級活動數據蒐集，直到蒐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於服務及

原料取得階段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之貢獻率10%以上。」 

4.1.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一級活動數據可以由下列三種方法取得： 
1. 直接量測各服務所需設備或設施所投入之能源。 

(例如：設備設施作業時間 × 電力消耗 = 電力投入量) 
2. 各供應商在特定時間中之資源消耗及其分配結果。 

(例如：年度維修或清潔投入總量並依合理之原則分配) 
3. 其他相關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4-1)常見數據蒐集方法。 

(例如：質量平衡法) 
以上三種數據蒐集方法在產品類別規則之原料取得階段中均可接受。若採用方法

1，則在同一地點服務但非本產品類別規則目標之服務，亦應採用相同分配原則。若採

用測量方法 2，則分配方法應優先採用物理關係。若辦公室中央空調與照明之間接燃

料與電力消耗無法排除在測量以外時，得包含於測量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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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無法取得一級活動數據時，原料取得階段之二級數據可由經第三方外部查證過數

據、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或具有公信力文獻中取得；內容包括： 
1. 備品相關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 
2. 耗材相關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 
3. 上述各原料至服務階段之運輸過程相關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 

4.1.5  情境內容 

1. 原料運輸階段供應商出貨之運輸，得考量有關運輸距離、運輸方式、裝載率

及載重噸公里等方式來訂定運輸情境。 
2. 原料取得階段所計算之碳排放量，則優先考量使用經第三方外部查證、產品

與服務碳足跡計算平台或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碳足跡數值。 
3. 本階段能資源之碳足跡分配原則，得依照環保署「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

引」第8.1節規範考量其分配原則，例如：服務工時、成交案件數、委託成交

比…等。 

4.1.6  回收材料與再利用產品之評估 

1. 若提供之商品為資源回收或再利用原料，則與其製造及運輸相關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須包含資源回收(回收、前處理、再處理等)或再利用處理之過程。 
2. 如主管機關已公布相關流程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或計算原則時，則依規定計

算及評估。 
3. 若無上述相關的資訊，則可援用國際標準、行業規範或相關文獻。 

4.2  服務階段 

4.2.1  數據蒐集項目 

本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委託服務： 

提供客戶安全舒適委託服務過程之能資源耗用量；若不屬於服務碳足跡評估

之組織所營運控制的場域，則其能資源耗用情況排除於本範疇。 
2. 服務過程： 

應依服務類型評估其服務流程並蒐集相關之能資源耗用，若不屬服務類型之

服務流程則不納入評估範疇；如服務過程之行銷服務、配對服務、帶看服務，

以及洽談服務，有相關重複執行流程時，其碳足跡需納入評估。 
(1) 投入量： 
A. 備品使用量。 
B. 耗材使用量。 



7 

C. 物件帶看時運輸工具所耗用之能耗量(對於客戶額外付費之服務不納入服

務計算範疇)。 
D. 能資源耗用量。 

(2) 產出量： 
A. 廢棄物產生量。 
B. 廢水產生量。 

3. 簽訂合約 
(1) 提供客戶安全舒適簽訂合約過程之能資源耗用量；若不屬於組織所營運控

制的場域，則其能資源耗用情況排除於本範疇。 
(2) 成交案件數。 

4.2.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本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提供客戶安全舒適委託服務過程之能資源耗用量；若不屬於服務碳足跡評估

之組織所營運控制的場域，則其能資源耗用情況排除於本範疇。 
2. 投入量： 

(1) 備品使用量。 
(2) 耗材使用量。 
(3) 物件帶看時運輸工具所耗用之能耗量(對於客戶額外付費之服務不納入服

務計算範疇)。 
(4) 能資源耗用量。 

3. 產出量： 
(1) 廢棄物產生量。 
(2) 廢水產生量。 

4. 提供客戶安全舒適簽訂合約過程之能資源耗用量。 

上述數據蒐集項目建議優先採用一級活動數據，但在一級活動數據無法蒐集時，

二級數據亦可應用。 

4.2.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1.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第4.1.3節相同。 
2. 關於服務部分，應蒐集本階段之運作資料，包括能資源耗用量(汽油、柴油、

水、電、天然氣、瓦斯…等)。 
3. 若服務地點不只一處，則應蒐集所有地點之一級活動數據。若服務地點數量

龐大，則重要服務地點之一級活動數據之平均值，可作為所有其他地點之二

級數據，但前提是重要服務地點之成交案件數量超過總成交案件數量的50%
以上。 



8 

4.2.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本階段二級數據可能的內容及來源，可由本文件使用者或原料供應商提供，同時

備有具相關有效性的證據，可供產品碳足跡計算結果驗證時使用的碳足跡數據。當無

法從原料供應商獲得二級數據時，則可使用經第三方查證數據、政府公布的數據，或

國際/政府認可的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進行計算及評估，內容包括與服務相關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 

4.2.5 情境內容 

1. 本階段以營運控制之概念進行評估，若屬於組織所能控制且提供之服務為

主，包含如營運過程所使用之文宣材料、維持組織內部整潔之清潔用品、維

持服務場所正常運作之保養耗材、提供客戶洽談後之產生的廢棄物…等，所

消耗能資源及相關溫室氣體排放皆需納入計算。 
2. 本階段能資源之碳足跡分配原則，得依照環保署「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

引」第8.1節規範考量其分配原則，例如：服務工時、成交案件數、委託成交

比…等。 

4.3  廢棄處理階段 

4.3.1 數據蒐集項目 
本階段需蒐集的項目包括： 

1.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運到處理地點之運輸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在處理地點掩埋的重量。 
3.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在處理地點回收的重量。 
4.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在處理地點焚化的重量。 
5.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水量。 
6. 在處理地點掩埋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7. 在處理地點焚化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8. 廢水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4.3.2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項目 

本服務在廢棄處理階段資料蒐集困難，目前無一級活動數據之要求。 

4.3.3 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本服務無一級活動數據蒐集方法與要求。 

4.3.4 二級數據內容與來源 

本階段之二級數據，可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資料庫或具有公信力文獻中取得，但

應針對實際情況進行考量(如：回收率)。內容包括：  
1.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運到處理地點之運輸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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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在處理地點掩埋的重量。 
3.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在處理地點回收的重量。 
4.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棄物，在處理地點焚化的重量。 
5. 服務階段所產生廢水量。 
6. 在處理地點掩埋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7. 在處理地點焚化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8. 廢水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4.3.5 情境內容 

廢棄處理階段之情境假設如下： 
1. 服務階段所產生之廢水及廢棄物，不包含處理客戶攜帶之廢棄物，其廢棄物

量可假設為原料取得階段之使用量、廢水可假設為提供客戶之用水量。 
2. 廢棄物運送至處理地點之距離，且考量現有資源回收處理體系，未來將視主

管機關相關辦法訂定之要求進行考量。 
3. 本階段能資源之碳足跡分配原則，得依照環保署「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

引」第8.1節規範考量其分配原則，例如：服務工時、成交案件數、委託成交

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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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揭露方式 

5.1 標籤形式、位置與大小 

1. 產品碳足跡標籤之使用應符合「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 
2. 碳標籤圖示，除心型內應依實標示產品碳足跡數據及計量單位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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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m、高度不得小

於1.2 cm。 
3. 碳標籤可標示於服務場所、公司簡介、網站或其他易於識別處…等。 
4. 產品碳足跡標籤下方加註相關資訊，包括標示碳標字第○○○○號及宣告單位等

字樣，如下圖及下表範例所示。 

 
圖 碳標籤(範例) 

表 宣告單位(範例) 
每一筆成交案件(透過仲介買賣不動產) 
每一筆成交案件(透過仲介租賃不動產) 
每一筆成交案件(透過代銷購買不動產) 
每一筆成交案件(出售自有不動產) 
每一筆成交案件(出租自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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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額外資訊內容 

額外資訊說明應符合「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作業要點」並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

查認可之內容作為額外資訊(例如可標示減量前該項服務之碳足跡排放、減量承諾)。此

外，請先行評估未來在原料取得與服務階段之減量目標，並於申請產品碳足跡標籤或

碳足跡減量標籤時載明於申請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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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磋商意見及回應 

單 位 磋 商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 王壬經理 

建議將仲介公司對標的物之清潔排除於

範疇之外。 
謝謝委員建議，已於第2.1.1
節補述「本項服務係指提供客

戶從事不動產租售及經紀之

服務，或自有不動產買賣、租

賃及轉租賃。本項服務對於案

件委託前(例如：商耕開發)、
簽訂合約後 (例如：售後服

務)，以及業務個人提供之服

務(例如：清潔打掃)，皆不納

入服務計算範疇。」。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 王壬經理 

產生需求階段，「如仲介之開發專員之

電話或專人拜訪」，是否可以排除?應考

量是否可以將計算結果進行分配。售後

服務部分亦請考慮是否納入。 

亦請考量「不動產經營服務」之標題，

以及宣告時是否會造成誤解。 

經本次研商會議共識，排除

「仲介之開發專員之電話或

專人拜訪」，並於第2.1.1節補

述。 
宣告單位已調整以易於辨識

方式呈現，並將可能宣告情形

表列於第五章。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 王壬經理 

宣告方式請再考量閱讀者是否明瞭易

懂。 
宣告單位已調整以易於辨識

方式呈現，並將可能宣告情形

表列於第五章。 

高齊能源科技(股)
公司 劉鎮誠經理 

目錄第2.1節裡面「產品」改為「服務」。 已完成修改。 

高齊能源科技(股)
公司 劉鎮誠經理 

第2.1.3節宣告單位建議用比較容易理解

之敘述方式，以利消費者瞭解，例如：

委託仲介。 

宣告單位已調整以易於辨識

方式呈現，並將可能宣告情形

表列於第五章。 

高齊能源科技(股)
公司 劉鎮誠經理 

第4.1.5節第2項，原料階段改為原料取得

階段。 
已完成修改。 

高齊能源科技(股)
公司 劉鎮誠經理 

第三章名詞定義，建議新增仲介、代銷

之定義。 
已補充仲介業務與代銷業務

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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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磋 商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高齊能源科技(股)
公司 劉鎮誠經理 

第4.2.1節，委託服務提供的或計算的應

不只有場所，建議修正寫法。 
已調整為「提供客戶安全舒適

委託服務過程之能資源耗用

量。」 

高齊能源科技(股)
公司 劉鎮誠經理 

第4.2.1節，第3點簽訂合約，如簽約場所

不一定在公司，應做排除說明。 
已調整為「提供客戶安全舒適

簽訂合約過程之能資源耗用

量；若不屬於服務碳足跡評估

之組織所營運控制的場域，則

其能資源耗用情況排除於本

範疇。」 

高齊能源科技(股)
公司 劉鎮誠經理 

第三章名詞定義，建議把燈管、滅火器、

空調濾網排除，此類較偏向資本財。 
經考量後已刪除，修改後敘述

為「耗材：提供客戶從案件委

託至簽訂合約過程之日常消

耗品，如冷媒、清潔用品…

等。」 

安信建築經理股份

有限公司  張峰榮

總經理 

相關制定的各項定義，建議盡可能以更

精確的文字表達清楚，避免造成日後同

業遵循及適用上之混淆。 

謝謝建議，已依照其他委員所

建議的項目做更清楚敘述，例

如宣告單位已於第五章表列

各種情況，第三章新增名詞定

義。本文件待環保署審查通過

公告後，未來業者仍可依循

「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訂

定、引用及修訂指引」規定，

提出符合當下情況之修訂建

議。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姚西垣副理事長 

「委託服務部分」由於一般客戶不一定

至公司簽立委託，可能在其它地點，故

建議可增加排除項目文字。 

已調整為「提供客戶安全舒適

委託服務過程之能資源耗用

量；若不屬於組織所營運控制

的場域，則其能資源耗用情況

排除於本範疇。」 

中信房屋 
江龍名先生 

每一個案件(租、售)皆有其不同特性，無

法以所謂的SOP執行來標示碳標籤。 

謝謝建議。服務型碳足跡確實

存在較多服務型態的多元

化，故本文件生命週期流程圖

針對各個案件之間共同擁有

的單元做繪製，未來業者在計

算碳足跡時，可再依照自身服

務流程作為評估與資料蒐集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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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磋 商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中信房屋 
江龍名先生 

要以此做為量化標準確實有困難，須審

慎評估避免流於形式。 

謝謝建議。本文件僅能針對

「不動產經營服務」類別做碳

足跡評估項目之原則性規

範，業者未來在計算碳足跡

時，可再依自身情況做調整。 

住商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鄭銘峯副理 

感謝信義房屋用心籌劃會議，為地球盡

一份心力。 

謝謝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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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審查意見及回應 

單 位 磋 商 意 見 答 覆 情 形 

行政院環保署 

技術小組會議 

(105/6/29) 

第 2.2 節生命週期流程圖及 2.2.2 節服務

階段，相關重複執行之流程(如：物件帶

看、簽約)、行政程序及資訊系統能耗部

分之考量，請修正流程圖及增加明確敘

述於此章節中，以符合實際執行情形及

有利使用者閱覽使用。 

服務階段重複執行流程已修

正生命週期流程圖及第 2.2.2
節敘述。 

行政院環保署 

技術小組會議 

(105/6/29) 

第 4.2.1 節服務階段之數據蒐集項目，請

修正相關內容，使其可和第 2.2.2 節服務

階段相互對照。 

已於第 4.2.1 節第 2 點服務過

程中補述。 

行政院環保署 

技術小組會議 

(105/6/29) 

第 4.2.2 節第 2 點「運輸工具所耗用之用

油量」，請修正為「運輸工具所耗用之能

耗量」。 

已一併修改第 4.2.1 節和 4.2.2
節。 

行政院環保署 

技術小組會議 

(105/6/29) 

請於適當章節敘明不動產經營服務下各

種細項服務之碳足跡計算分配原則。 

已分別於第 4.1.5、4.2.5 及

4.3.5 節補述碳足跡分配原則

之考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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