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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luesign®  SYSTEM 

紡織和服裝產業及其相關領域的特點是由分佈廣泛且多樣化的全球供應鏈所構成。 該產業對資源的需求和在供應

鏈中有害化學品的使用與日俱增，對環境和社會留下極大的負面影響。 

為了抵消這些負面影響，bluesign® SYSTEM 為化學品供應商、紡織品和飾件製造商及品牌提供全方位的完整服務

解決方案。 該優質解決方案是一套涵蓋整個供應鏈的支持機制，為在工廠內促進、採用和落實安全化學品的使用

以及負責任的實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bluesign® SYSTEM 的推行可促進職業安全並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這些可能包括減少用水、減少廢水、減少

能源使用、降低化學品的總體使用以及通過採用更優質的化學品和最佳可行技術(BAT)來去除有害物質。 通過輸

入流管理方法，這些目標得以實現。 這種方法要求使用最佳可行技術並從一開始就在整個供應鏈中排除有害化學

物質，從而生產安全的成品並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  

公司評級中顯示的永續發展績效和環境關鍵績效指標(eKPI) 可通過 Bluesign數據驅動系統進行驗證。 這些數據驅

動的指標可強化與供應鏈合作夥伴之間的聯繫以及可追溯性，並提供機會向客戶展示公司的發展，從而提出更多

提升價值的建議。  

通過堅持最嚴格的標準打造持續改進的良性循環，這一點 Bluesign 深以為傲。 系統的完整性取決於系統合作夥

伴對這些準則的遵循程度。 為此，Bluesign 對合作夥伴的工廠進行定期監督。 對系統要求全面的投入將有助於

提升企業的商業價值、提高職工的安全、增進消費者的信任，並提升整個行業的基本水準。  

Bluesign 展望一個積極致力於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負責任且永續發展的紡織和服裝製造行業。 

這一願景為該行業創造了一條可追隨的途徑:  The Blue Way。 這途徑為整個供應鏈中的企業提供服務和工具，其

中包括全方位解決方案 bluesign® SYSTEM。  

1.1 重點關注領域 

bluesign® SYSTEM 重點關注三大領域: 

 

人 環境 資源 

圖 1. 1:   bluesign® SYSTEM 三大重點關注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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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 

紡織品及紡織品相關供應鏈的生產過程以及紡織品的使用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 

◼ 生產場所的工人可能會曝露於危險的工作環境中---例如處理有害物質或其他危險的製程。  bluesign® 

SYSTEM PARTNER的一項基本職責是為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這需要在公司的職業健康安全規劃

的框架內進行持續而系統性的措施，並確保遵守國際勞工組織 (ILO) 的基本原則和工作權利。  

◼ 供消費者穿著和使用的紡織品。在密切接觸后，有害物質可能會進入人體，危害消費者的健康。通過

採用化學品替換管理和出色的製程控制並遵守化學品和紡織產品中的物質限制和禁用規定，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可確保最全面的消費者安全。  

1.3 環境 

在紡織品及紡織品相關的供應鏈中需要採用各式各樣的製程以及各種化學品。 這些可能會導致對環境有害的排放。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必須通過輸入流管理、化學品管理和使用最佳可行技術 (BAT)，將排放至水、空氣和

土壤的污染物降至最低。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必須符合 bluesign® CRITERIA中所規範的排放限值。  

1.4 資源 

隨著世界人口的持續增長以及部分地區可用資源的減少，負責任的資源管理不僅成為環境面的考量，更是道德層

面的考量。注重保護人類的健康和乾淨的環境是所有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目標，該目標將通過生產過

程中高效地管理水、能源、化學品和原材料來實現。  

他們必須以減少每千克製成品的能源和材料投入為目標，來減少其環境足跡。bluesign® SYSTEM 通過降低能源和

材料投入，可幫助優化其製程的效率。第一步是評估現有的水、能源、化學品和原材料的消耗數據。接下來將這

結果與公開資料及其他系統合作夥伴的數字相比，以進行深入分析和基準對標。最後，BLUESIGN 將以合適的最

佳可行技術(BAT)為支持，提供潛在改善資源效率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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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範圍 

bluesign® SYSTEM 的涵蓋範圍包括紡織品和皮革供應鏈，從化學品供應商到製造商再到品牌; 或從化學產品到消

費品。  

3 定義 

3.1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堅定遵循 bluesign® SYSTEM 並持有有效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協議的企業。 符合排除準則是身為系統合

作夥伴的必備條件。  

3.2 製造商 

生產紡織製品(涵蓋所有加工層級)、皮革和/或配件的公司。 

3.3 化學品供應商 

在市場上以自己的商品名稱銷售用於生產紡織品、皮革和/或配件的化學產品(例如助劑、染料或其他化學產品)的

公司。 化學品供應商可以是化學產品製造商、配方生產商或化學品牌轉換商。 一個生產可直接用於下游製品加

工處理的化學品的生產商也被視為化學品供應商。 

3.4 品牌 

交付給終端消費者最終產品 (例如服裝、裝備) 的發起者以及任何相關標籤/商標的擁有者。  

3.5 貿易商 

在 bluesign® SYSTEM 範圍內，貿易商是一家購買和銷售紡織製品(含所有加工層級)、皮革成品和/或用於紡織和

皮革行業的配件的貿易公司，其中貿易商不參與其生產過程。 貿易商不從事任何化學或物理加工過程，而是從下

游供應商採購或向分包商訂購。 原產品的屬性不會有任何變化。 常見的是更改批量或包裝。  

3.6 生產場所 

在一個固定地點，由一個合法獨立實體控制的技術單位，包括直接與現場進行有技術關聯並可能對排放產生影響

的活動。 

 

如需術語和縮略語的完整清單，請參閱 bluesign®術語表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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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luesign®  SYSTEM 合作夥伴關係 

bluesign® SYSTEM PARTNER的企業網路是由化學品供應商、紡織/皮革製品及配件製造商、貿易商和品牌所組成。 

系統合作夥伴與 BLUESIGN 之間的協議訂定了系統合作夥伴關係的適用範圍。bluesign® CRITERIA 和 Bluesign指

南以及指引文件分別構成協議的一部分，對系統合作夥伴具有約束力。  

bluesign®  SYSTEM PARTNER致力於為人們提供高度的安全性、盡責地使用資源並持續改善環境績效。 系統合作

夥伴必須在其可能的影響範圍內，將國際勞工組織 (ILO) 選定的公約納入其公司的經營方針中(請參閱第 8.1.1 章)。  

為了符合規定的準則，所有相關方都必須遵循明確定義的統一程序。 視各行業領域而異，主要的里程碑和行動定

義如下: 

◼ 根據「清潔工廠模式 Clean Factory Approach」完成 bluesign®  COMPANY ASSESSMENT 初審 

◼ 簽署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協議 

◼ 在給定的時間範圍內實施強制性行動 

◼ 按照商定的路線圖持續逐一改善和建設能力，並通過定期/常態的 bluesign® COMPANY ASSESSMENT 

監測改善情況 

 

化工行業的系統合作夥伴如具備 

◼ 適當的環境和職業健康安全績效; 

◼ 出色的產品責任管理; 

◼ 可接受的企業評審結果;以及 

◼ 成功通過化學品評定 

則可以將 bluesign® APPROVED 的化學品註冊在 bluesign® FINDER 優選化學品的搜尋引擎中 。  

屬於製造業的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其製品/工藝流程若 

◼ 符合 BLUESIGN 定義的化學品替換管理要求;以及 

◼ 證明具有適當的環境和職業健康安全績效; 

則可在成功申請后獲得認證。 認證的製品/工藝流程將登入在搜尋引擎 bluesign® GUID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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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流管理 (製造商) 

在注重成品之餘，輸入流管理更結合納入上游的供應鏈。 

合適的輸入流管理和工藝流程控制可確保最終產品具有明確的品質、製造過程符合法律要求並符合  bluesign®  

CRITERIA，同時製造過程和最終產品已將對人類和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 鼓勵系統合作夥伴運用替代原則（特別

是對於致癌、致突變和具有生殖毒性（CMR） 的物質、內分泌干擾物和致敏物質）有選擇性地 

◼ 避免有害物質的使用; 

◼ 在相應條件下以對健康無害或危害較小的物質、製劑或製程取代有害物質; 

◼ 以危害程度較低的製程取代有害製程  

從而將有害物質降至最低，甚至從一開始就將其排除在外。 

 

圖 5.1: 輸入流管理 

製造商的目標應是僅使用 bluesign® APPROVED 的化學產品。  通過化學品替換管理，未在 bluesign® FINDER 中

列出的化學品必須儘快逐步淘汰或替換。考慮到逐步淘汰或替換來自非系統合作夥伴的化學產品通常涉及耗時的

過程，例如 

◼ 配方的調整; 

◼ 實驗室試驗和試生產; 

◼ 額外的實驗測試; 

◼ 採購的變更; 

◼ 建立/延伸擴展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網路; 

對製造商的化學產品組合的任何調整都只能逐步進行。 

bluesign® CRITERIA 考量到這種情況，從而在 bluesign® SYSTEM 的實施階段採取逐步汰換的方式，來淘汰非系

統合作夥伴的化學產品。  

bluesign® FINDER以及其 bluesign® APPROVED 化學品正面清單在化學品替換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並且必須整合至每

位製造商的化學品管理系統中。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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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產品責任管理(化學品供應商) 

化學品公司對其製造、購買、存儲以及推廣或出售給客戶的產品負有全部責任。 除了適當的環境績效和職業健康

安全管理外，產品責任管理必須是系統合作夥伴的重點關注領域。 

產品責任管理意味著對製成品承擔責任，旨在最大程度地減少對工人、消費者或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圖 6.1 為產品責任管理所有相關領域的概覽。  

 

圖 6. 1 化工行業的產品責任管理概覽 

只有在準確了解產品的化學性質及其潛在危害之後進行溝通，才能實現有效的產品責任管理。 

這些任務需要化學品公司各個部門與外部利益相關方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進行有效的協作。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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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輸入流管理 

在化學品生產場所進行有效輸入流管理的前提條件是精心選擇原材料供應商，並明確定義採購規格。 

化學品供應商的輸入流管理目標是:  

◼ 對原材料 (活性成分) 有足夠的瞭解，並能提供副產品與人類及環境方面有關的充分資訊; 

◼ 建立所需的品質和最低不純物污染的原材料規格; 

◼ 能將污染源從出售給客戶的成品批次追溯到相應的原材料批次; 

◼ 根據 ISO 17025 實驗室管理要求建立合適的實驗室職能(如為分包測試，則必須使用通過 ISO 17025 

認證的實驗室)  

6.2 危害評估與溝通 

為安全地使用化學品並避免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每種產品的相關危害有必要將其以適當的方式同時進行內部(與

潛在受影響的工人)及外部(與客戶)溝通。 系統合作夥伴必須在 SDS (安全資料表) 中根據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

向其客戶提供示例性危害和安全資訊，並通過產品技術說明書 (TDS) 提供使用建議。  

除 SDS、TDS 和強制性 GHS 數據之外，化學品評定時必須提供有關製劑的配方(混合物)以及混合物特性等完整相

關數據，並通過線上應用程序 bluesign® TOOL 進行化學品評定和產品評級。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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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化學品評定 

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評估化學品對環境排放、工人曝露和消費者安全三方面的影響。  

 

圖 7. 1: 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概覽 

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的評定方法請參考文件 bluesign® CRITERIA化學品評定準則。  

用於紡織品和皮革生產的化學品一般分為兩類:  

◼ 功能性化學品 : 設計為保留在成品上的化學品("固定"在產品上，例如著色劑、易護理表面處理劑等);

這些物質只會在廢水或廢氣中存在極少量   

◼ 加工用化學品 : 用於支持後整理過程(例如均染劑、潤濕劑)或預處理原材料(例如去污劑);在生產過程中

可能會完全排放到廢水中   

除了主要用作加工用化學品的基礎化學品(例如氫氧化鈉或乙酸)以外，製造中使用的所有化學品產品均為混合物

或配方製劑。 

化學品對工人、消費者和環境造成的可能後果取決於該化學品屬於上述的哪一類別。 圖 7. 2顯示化學產品(混合

物或配方製劑)的組成通常包含活性物質、添加劑和不純物。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對人和/或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

往往不是活性物質而是添加劑(例如:染料中的分散劑)或不純物(例如:聚合物中的單體殘留物)。 因此，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也將這些類型的物質考慮在內。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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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 化學產品的組成  

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涵蓋多種評估向度: 

◼ 混合物中的物質限制與禁用 

◼ 混合物的 GHS 類別 

◼ 其他環境參數 (AOX 等) 

◼ 廢氣排放數據 

◼ 職業健康與安全 (OH&S) 限值 

◼ 消費者安全限值 

 

一個化學產品必須分別滿足各個評估向度的要求。 

 

評估的結果可能是: 

◼ 符合評定準則，無任何限制 ("藍色評級"化學產品) 

◼ 符合評定準則，但使用時必須採取特定措施，或者不適合所有產品或工藝 ("灰色評級"化學產品) 

◼ 不符合評定準則 ("黑色評級" 化學產品) 

評定準則已建立在 IT 工具 bluesign® TOOL 中，該工具支持評定過程並是化學品供應商與 BLUESIGN 之間的交流

平臺。  

系統合作夥伴在 bluesign® TOOL 中輸入的所有數據均會由 BLUESIGN 專家進行完整性、正確性和可靠性方面的

核實。  混合物中的不純物濃度數據必須由系統合作夥伴通過適當的測試程序進行驗證。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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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3: 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化學品評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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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消費者安全 

針對以下曝露途徑進行風險評估計算: 

 

◼ 皮膚 

 急性 

 慢性 

◼ 口服 

 置於口腔(長時間接觸或進入口腔) 

 吞入 

◼ 吸入 

 急性 

 慢性 

 

瞭解化學產品下游使用的典型應用場景和排放途徑(例如在紡織品製造中)，就可以基於紡織品中某物質的濃度(以

毫克物質每千克紡織品為單位，mg/kg) 得出化學產品中該物質的濃度限值(以毫克物質每千克混合物為單位，

mg/kg)結論。換而言之，即計算得出紡織品上該物質的消費者安全限值將觸發相應化學產品中該物質的限值。 

消費者安全限值的計算結果可參考文件 bluesign® SYSTEM 物質清單 (BSSL) 消費者安全限值 。  

 

7.2 物質的限制與禁用 

評估途徑之一是對化學產品中有意或無意存在的化學物質進行危害識別和瞭解曝露資訊，之後進行風險評估。 根

據由化工行業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所提供的詳細資訊和數據，可以對化學產品進行完整的評估。  

限制和禁用物質的制定將考量其對工人曝露、消費者安全和環境方面的影響，其制定方法是基於: 

◼ 化學物質的危害評估 

◼ 對混合物中的化學物質根據不同應用場景的曝露情況(對人體和環境)進行評估 

◼ 對成品(消費者安全)、工人和環境的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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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使用以下方式: 

 

使用基於危害的(預防性)方法: 

 

◼ 混合物或配方製劑中物質的限值是獨立於任何應用/曝露場景而定的，且純粹建立在預防性/基於危害

原則的基礎之上。所得出的結果是某些物質被列為禁用 (例如: CMR 1A/1B(致癌、致畸變和具有生殖毒

性的物質)、POP(持久性有機污染物)、SVHC(高度關注物質))。 不得在製造製品過程中刻意使用這些

物質或同類物質。 即生產製品時使用的化學產品(如著色劑、紡織助劑)不得刻意含有這些被禁用物質

或同類物質。 這些物質及相關固定閾值彙編於 BSBL 中  

 

使用基於風險的方法: 

 

◼ 在將製程及應用條件納入考量下，推算出混合物中另一組物質的單獨限值。 這意味著將針對該物質在

各種不同的應用場景中，進行基於危害識別和相關曝露情況的風險評估。 這些限值因各個應用場景而

異，因此限值是可變動的。相關限值通過 bluesign® TOOL 計算得出  

7.3 化學品的 bluesign® RATING，bluesign® FINDER 

對系統合作夥伴提供的化學產品進行評級並歸納為三種可能類別之一:藍色、灰色或黑色。 

符合 bluesign® CRITERIA 的化學產品可分為藍色或灰色: 

◼ 藍色評級的化學產品完全符合 bluesign® CRITERIA 要求 (基於現實的最壞情況下的曝露場景)，並適用

於所有應用  

◼ 灰色評級的化學產品僅可在特定條件下用於生產。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遵循最佳可行技術(BAT)的原

則  

不符合 bluesign® CRITERIA 嚴格要求的化學產品歸為黑色類別，必須從製造過程中去除。 bluesign® CHEMICAL 

ASSESSMENT 為製訂藍色和灰色化學產品正面清單提供了良好基礎，bluesign® SYSTEM PARTNER的製造過程中

必須僅使用這些產品。 該清單可通過線上應用程序 bluesign® FINDER 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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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BSBL， BSSL， RSL 

7.4.1 BSBL(化學產品中受控物質閾值) 

bluesign® SYSTEM 黑色評級限值 (BSBL)列出化學產品如助劑或染料中受控物質的閾值。 BSBL 中所彙編的化學物

質取自 bluesign® TOOL，並含括所有在公開的 bluesign® SYSTEM 物質清單 (BSSL) 消費者安全限值 中明確列為在

製品上禁用的化學物質。Bluesign 不建議出於獲得合規性聲明的目的在供應鏈中分發 BSBL。 只有自化學品供應

商開始的輸入流管理才能確保符合 BSBL 的規定要求。 BSBL 為公開文件並每年更新。  

7.4.2 BSSL(消費者安全限值) 

BSSL 列出製品中可含的化學物質限值 (消費者安全限值)。目前已框列出超過 800 種的化學物質。Bluesign不建議

出於獲得合規性聲明的目的在供應鏈中分發 BSSL。只有通過輸入流管理和在生產中採用適當的製程才能確保符合

BSSL的規定要求。BSSL 為公開文件並每年更新。 

7.4.3 使用類別 

使用類別是依據消費者安全要求對消費品(產品)進行分類。使用類別分三類 (A、B、C)，其中 A 類有最為嚴格的 

BSSL 消費者安全限值要求: 

◼ 使用類別 A: 直接接觸皮膚製品和嬰兒安全製品(0 至 3 歲) 

◼ 使用類別 B: 偶爾接觸皮膚的製品 

◼ 使用類別 C: 不接觸皮膚的製品 

7.5 RSL 

bluesign® RSL (限用物質清單) 摘錄自 BSSL，其中包含在紡織及皮革製品和配件中最重要及受法規監管的受控物

質的消費者安全限值和推薦的測試方法。品牌/零售商可以將 RSL 用作採購條款的指引，並與測試矩陣一起參考

作為製品(例如紡織品)的測試指南。RSL 的修訂與 BSSL 保持一致。Bluesign 提供系統合作夥伴 RSL 範本，品牌方

可與自身商標結合使用。  bluesign® RSL 的 PDF 版本可至 www.bluesign.com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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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luesign® CRITERIA 概覽 

bluesign® CRITERIA 定義了對輸入、生產場所、貿易商、品牌和產品方面的要求。  此要求由以下文件組成: 

◼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 + 各項附件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貿易商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品牌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化學品評定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供工業及委託製程使用的製品/化學產品的認可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供終端消費者使用的 bluesign®APPROVED 化學產品認可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bluesign® PRODUCT  準則 

bluesign® CRITERIA以及相關具有約束力的文件以英文為官方語言，因此英文版本為最終版本。 翻譯版本僅供參

考， 如有出入，以英文版本為準。  

品牌準則著重在品牌的產品設計、供應鏈管理以及品牌的活動。 對於貿易商，則注重在可追溯性方面。 與商標

有關的準則在第 9 章中進行了概述。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將在下面詳述。  

8.1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 

這些準則專注於: 

◼ 合法合規性 

◼ 管理系統 

◼ 輸入流管理 (製造商) 

◼ 產品責任管理(化學品供應商) 

◼ 資源生產率 

◼ 排放管理 

◼ 職業健康與安全 

該準則旨在為系統合作夥伴提供優化環境績效以及使其對人類和環境造成的影響最小化的相關指引。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在生產場所的所有活動均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1. 在生產場所進行的活動不得對人類、動物、植物、土壤、水生系統或大氣造成任何有害影響。 

2. 必須保障高水平的人類健康和環境保護，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3.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必須瞭解與產業相關的最佳可行技術(BAT)，並應實施這些技術以不斷改

善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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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當前的全球環境狀況和迫在眉睫的氣候變化，這尤其意味著: 

◼ 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 

◼ 減少溫室氣體 (GHG) 排放 

BLUESIGN 通過評審/現場檢查，對被定義在各項準則、指南以及指引文件中對生產場所的要求進行審查。結果將

總結在評審報告中。該報告包括 BLUESIGN 對於該公司在遵循相關 bluesign® CRITERIA 合規性的判定 (以及其他

內容)。如果有不符合項，則將在路線圖中訂定矯正措施和時程表。同時，還將提供持續改善的建議。最後，評估

報告會就是否推薦其成為系統合作夥伴作出結論。  

8.1.1 社會責任 

一般而言，所有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均必須禁止一切形式的身體和言語虐待、恐嚇、性騷擾以及辱駡性

懲罰或處分措施。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必須向每位員工提供書面雇傭合同以建立明確的雇傭關係，並應

防止一切形式的腐敗。  

此外，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必須透過協議明確遵守國際勞工組織(ILO)選定公約中的以下原則和工作權利: 

I. 根據《強迫勞動公約》(第 29 號)和《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第 105 號)自由選擇就業 

• 從工作或服務的意義上，既無強迫或強制性勞動，員工也沒有義務將個人的身份證件存放在雇主

處。員工必須在給予合理通知后自由終止其雇傭關係。  

 

II. 根據《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公約》(第 87 號) 和《組織權和集體談判權公約》(第 98 號)，尊重結社自由

和集體談判權 

• 為促進和捍衛自身利益，員工或僱主可以成立組織。 此外，員工必須能夠加入組織並受到保護，

使其免受涉及僱主僱用方面的反工會的歧視行為，雇主應對工會活動及其組織活動持開放態度。  

 

III. 根據《准予就業最低年齡公約》(第 138 號)和《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第 182 號)，不得使用童工 

• 不得新招募童工。此外，不得雇用未滿 18 歲的人員從事夜間或危險條件下的工作。  

 

IV. 根據《工作時間(工業)公約》(第 1 號)和《工業事業單位每周休息公約》(第 14 號)，不得超時工作 

• 工作時間每周不得超過 48小時，並必須遵守國家法律或通用的行業標準(如其能提供更多保障)。 

自願加班時數每周不得超過 12 小時，同時不得要求定期加班， 也不應構成明顯有更高職業危害

的可能性，並必須給予適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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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根據《對男女員工同等價值的工作付予同等報酬公約》(第 100 號)和《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第 111 號)，

不得存在歧視行為 

• 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視，例如基於種族、階級、族裔或民族血統、國籍、宗教、年齡、殘疾狀況、

性別、婚姻狀況、性取向、工會會員資格、政治立場、社會背景或可能導致歧視的任何其他情況，

在雇用、補償、獲得教育訓練、晉陞、雇用終止或退休方面存在的歧視。  

 

VI. 根據《保護生育公約》(第 183 號)促進所有勞動婦女享有平等，且孕期必須得到保障 

• 必須確保婦女在懷孕期間及之後得到適當的健康保護，包括至少 15 周的產假、病假(疾病或併發

症)、醫療福利以及就業保障和無差別待遇。  

這些要求和公約必須適用於所有員工的工作條件，不論其是全職、兼職還是外包員工。此外，這些內容闡述社會

責任的基本要求，亦是 BLUESIGN 的要求。  

◼ 基本上鼓勵所有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以及 

◼ 要求第一層級的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以及在其 bluesign® ASSESSMENT 期間發現明顯違反了

其中一項原則和權利的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實施覆蓋整個生產場所的社會責任計劃，並由下列機構評審 

□ 公平成衣基金會 

□ SA8000 – 社會責任國際組織 (SAI) 

□ 公平貿易紡織品生產組織 

□ 公平勞工協會 (FLA) 

□ 世界公平貿易組織 (WFTO) 

與/或 

□ 參加社會勞工整合項目 (SLCP) 

且適當跟進以持續改進。如果社會責任計劃的評審機構未在以上列出，並且系統合作夥伴可以證明其等效性，則 

BLUESIGN 有權決定是否接受該評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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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附件: 排除準則 

排除準則定義了針對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生產場所的一組最低要求。 明顯或嚴重違反上述三項指導原則

或符合一項或多項排除準則，由此對人和環境造成顯著危害的公司，不可以成為 bluesign® SYSTEM PARTNER或

保持這一身份。  

8.1.3 附件: 評級準則 

生產場所的 bluesign® RATING 對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績效水平進行評估及評分。 bluesign® RATING 

為制定合適的優先順序提供支持，並鼓勵進一步減少環境影響、改善職業健康與安全 (OH&S) 和消費者安全，以

及提高資源生產率。 

生產場所的績效評估採用評級方案，通過評分將其績效賦予四等評級之一: 基礎型、發展型、進階型或卓越型。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績效綜合評估六個主要領域以及多個次領域層面，包括管理系統、輸入流管理(製

造商)、產品責任管理(化學品供應商)、環境影響、職業健康與安全(OH&S) 和資源生產率 。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 – 附件:評級 。  

8.1.4 支持文件 

現有支持文件(例如: Bluesign 資料簡頁、  Bluesign指南以及 Bluesign 指引文件)可為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提供支持。 這些文件提供背景資訊、實施指南、實際範例和範本，以支持系統合作夥伴不斷提高其績效。  

Bluesign資料簡頁為敘述性質的文件，而 Bluesign 指引文件以及指南則規範對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要

求。  

這些文件是對 bluesign®  CRITERIA 的補充而非替代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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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標 

bluesign®溝通指南以及 BLUESIGN 與系統合作夥伴之間的雙邊協議中訂定了 bluesign® 商標的使用方式、範圍以

及使用權。  該內容不是本文件的主題。  

9.1 bluesign® APPROVED 商標 

bluesign® APPROVED 商標適用於大規模市售的化學產品和製品: 

◼ 紡織、皮革業以及相關行業(例如配件配件製造業)的工業用化學產品，以及供終端消費者使用的化學

品 

和 

◼ 所有加工級別的工業用紡織製品(人造纖維、紗線、坯布、染色品、成品或上膠布、服裝、紡織設備

等) 

◼ 工業用皮革製成品 

◼ 工業用配件配件 

 

該商標也適用於與這些與 bluesign® APPROVED 材料相關的委託製程。  

9.1.1 對化學品供應商、製造商和貿易商的要求 

9.1.1.1 化學品供應商 

計畫在市場上投放 bluesign® APPROVED 化學產品的化學品供應商，必須符合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

/附件: 化學品供應商以及 Bluesign 指南 ——化學品供應商的產品責任管理，通過: 

◼ 成為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並有權使用 bluesign® APPROVED 商標; 

◼ 已成功通過 bluesign® TOOL 申請化學產品評定，並已在 bluesign® FINDER 中成功註冊化學產品。  

9.1.1.2 製造商 

計畫在市場投放 bluesign® APPROVED 製品或計畫進行 bluesign® APPROVED 委託製程的製造商必須: 

◼ 滿足 bluesign® CRITERIA生產場所準則以及所有相關附件文件的要求; 

◼ 成為 bluesign® SYSTEM PARTNER並有權使用 bluesign® APPROVED 商標; 

◼ 已成功申請製品和/或通過工藝流程的評審  

http://www.bluesign.com/


 

bluesign® SYSTEM | 3.0 版 | 2020-03 

© bluesign technologies ag | www.bluesign.com 21 | 27 

9.1.1.3 貿易商 

計畫在市場上投放 bluesign® APPROVED 製品的貿易商必須: 

◼  滿足 bluesign® CRITERIA 貿易商準則的要求; 

◼ 成為 bluesign® SYSTEM PARTNER並有權使用 bluesign® APPROVED 商標; 

◼ 已成功申請製品的註冊 

9.1.2 對化學產品、製品和委託製程的要求 

9.1.2.1 化學產品 

bluesign® APPROVED 化學產品必須: 

◼ 源自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 符合 bluesign® CRITERIA 化學品評定準則和 BSBL 要求; 

◼ 產品評級為藍色或灰色; 

◼ 已在 bluesign® FINDER 中註冊 

9.1.2.2 製品 

bluesign® APPROVED 製品必須: 

◼ 源自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 符合化學品替代管理要求(請參閱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 ); 

◼ 符合 BSSL 消費者安全限值; 

◼ 已在 bluesign® GUIDE 中註冊  

9.1.2.3 委託製程 

用於 bluesign® APPROVED 材料的委託製程必須: 

◼ 由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進行; 

◼ 符合化學品管理要求(請參閱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 

◼ 以保證製品符合 BSSL 消費者安全限值; 

◼ 已在 bluesign® GUIDE 中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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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bluesign® PRODUCT 商標 

bluesign® PRODUCT 商標適用於供終端消費者使用的消費紡織品。  

目前，bluesign® PRODUCT 商標的範圍尚未涵蓋以下產品類別: 

◼ 鞋類 

◼ 醫療用品，例如敷料和繃帶 

◼ 衛生用品 

◼ 玩具 

◼ 食品安全製品 

◼ 傢俱 

9.2.1 對商標消費者的要求 

要使用 bluesign® PRODUCT商標，商標使用者必須: 

◼ 已透過 bluesign® COMPANY ASSESSMENT; 

◼ 成為 bluesign® SYSTEM PARTNER並有權使用 bluesign® 商標; 

◼ 獲得 bluesign technologies 的書面授權，可自行聲明製品為 bluesign® PRODUCTS; 

◼ 維持健全的品質管理體系，以管理供應鏈並基於可追溯性、全面/合適的限用物質清單(RSL)和材料清

單(BOM)來對供應商的資質進行核實   

9.2.2 對 bluesign® PRODUCT 的要求 

bluesign® PRODUCT的組件必須滿足表格 9. 1中所述的要求。  

 使用類別 A 與 B 

服裝、睡袋等 

使用類別 C 

背包、包袋，帳篷等 

bluesign® APPROVED 面料佔比 ≥ 90 % 

bluesign® APPROVED 配件佔比 ≥ 30 % ≥ 20 % 

非 bluesign® APPROVED 組件 由合格供應商提供 

表格 9. 1:  對 bluesign® PRODUCT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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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統完整性 

通過以下程序來確保 bluesign® SYSTEM 的實施: 

◼ 初審 

◼ 至少每三年進行一次複審 

◼ 根據 bluesign® SYSTEM 要求商議必要的矯正措施並跟進後續行動 

◼ 化學產品和製品的檢測 

◼ 定期報告化學品庫存清單(CIL)和資源關鍵資料 

除上述常規程序外，另採取以下措施可確保 bluesign® SYSTEM 的信譽和高度有效性，並強化 bluesign® 商標的

可靠性: 

◼ 追溯 bluesign® APPROVED 製品和化學產品以及 bluesign® PRODUCT 消費產品 

◼ 根據已明確的測試計畫對 bluesign® APPROVED 化學產品和製品以及 bluesign® PRODUCT 消費產品

進行抽查測試 

◼ 不預先通知的企業評審 

10.1 主動提供資訊義務 

為確保 bluesign® SYSTEM 的運作與完整性，bluesign® SYSTEM PARTNER 有義務立即向 BLUESIGN 報告以下情

況: 

◼ 與生產流程 (例如受許可或許可證約束的新機械)、產量(例如大幅增加)或產品種類相關的變化 

◼ 與職業健康、安全和環境有關的重大事故或事件，或針對當地有關場所的法規存在重大不符合項 

◼ bluesign® APPROVED 組件或 bluesign® PRODUCT 消費產品存在 bluesign® CRITERIA 不符合項，尤

當違反原產地市場或目標市場的法規要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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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準則制訂 

bluesign® CRITERIA 透過以下形式定義 bluesign® SYSTEM 中的必備要求: 

◼ 對輸入、生產場所和產品的要求 

◼ 框列優先關注物質及其物質限值(表述於公開的 BSBL 和 BSSL) 

BLUESIGN 致力於修訂和優化 bluesign® SYSTEM，以反映並滿足全球最嚴苛、最先進的可持續紡織品生產的相關

法規，進而保障高度的產品安全，鼓勵採用最新技術，以達到利害關係人的期望。  

bluesign® CRITERIA 受政治、法規、科學、技術和可持續性領域變化的影響。  因此，必須定期(至少每四年一次)

修訂或在有緊急需要的情況下立即修訂。  

框列和/或修改優先關注物質，相關限值及限制的更新，以及相關文件 (BSBL、BSSL) 的發佈將定期進行 (至少每年

一次)。  

11.1 bluesign® CRITERIA 的發展與修訂 

下述法規、意見和其他見解將會在修訂時納入參考: 

◼ 有關以下方面的國家和國際法規: 

□ 消費者安全、環保和職業健康與安全(OH&S) 

□ 化學品 (例如 REACh，、SVHC 候選清單) 

□ 社會責任 (例如 ILO 核心公約) 

◼ 行業意見: 

□ 日常活動中的學習所得和經驗 

□ 相關品牌的 RSLs 和 MRSLs 

□ 來自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資訊 

□ 與國內和國際專家的交流 

□ 實施當前要求的經驗 

◼ 源自 bluesign® SYSTEM 的回饋: 

□ 從系統合作夥伴和第三方收到的有關當前文件的反饋 

◼ bluesign® SYSTEM 以外的標準和建議: 

□ 行業協會與聯盟 (例如 TEGEWA、ETAD、SAC 與 ZDHC)的規範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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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利害關係人諮詢 

11.2.1 bluesign® SYSTEM 的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是指在與 bluesign® SYSTEM 有關的進程或專案中，對其推展過程和/或結果具有合法及合理利益關係

的個人或團體。 因此，不僅歡迎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提供寶貴意見，同時歡迎來自政府和非政府組織、

知名專家以及具有化學品和紡織品專業知識的學術界人士提供寶貴意見。  

視內容而定，BLUESIGN 會識別與關注領域相關、有資格且可能有興趣提供反饋的利害關係人，以期獲得各方最

廣泛和最深刻的見解。  

直接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包括: 

◼ 相應領域的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間接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包括: 

◼ 其他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 官方機構 

◼ 品牌聯盟 

◼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行業組織和商業合作夥伴 

◼ 協會 

◼ 非系統合作夥伴的品牌、製造商和化學品供應商 

◼ 非政府組織和消費者組織 

◼ 行業標籤和標準 

◼ 學術界 

◼ 消費者 

11.2.2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合作 

對 bluesign® CRITERIA的相關變更將在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年度活動 (例如與化工行業、製造商和品

牌的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定期進行的年度對話)期間進行解釋和討論。  

有關框列的優先關注化學物質和其限值的變更，將在年度化學專家組的會議上與來自化學品供應商的產品責任管

理專家討論並闡明其可行性以及技術和分析細節。 

這使 BLUESIGN 可以獲得具有價值的背景資料，並有助於識別是否有修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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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公眾諮詢 

bluesign® CRITERIA的修訂需要經過公眾諮詢流程(框列優先關注物質和定義其物質限值除外(請參閱第 11.2.2章))。 

如微調或糾正錯誤及錯別字，則無需經過利害關係人諮詢即可進行。  

經過上述諮詢后，初稿將會提供給公眾以徵求反饋意見。  與之有關的利害關係人將被直接聯繫。  其他相關方將

通過媒體得到通知。每個利害關係人可以在草案發佈后的六周內自由提供反饋意見。  

BLUESIGN 將收集並評估反饋資訊以制定準則的最終版本。最後，每位提供反饋者都會收到有關其反饋被考慮的

程度以及相關原因的答覆。  

11.3 決策 

在完成利害關係人諮詢之後，最終版本將在 BLUESIGN 內部進行協調整合。除了利害關係人的反饋，確保準則在 

BLUESIGN 常規例程中的可行性是至關重要的。  因此，將由 BLUESIGN 做出最終決策。  

如遇具有爭議性的反饋意見，甚或最終版的 bluesign® CRITERIA與公開徵求意見稿相比存在重大變更，則可能有

必要與反饋者再次進行討論。有關標準制定程序的投訴可發送至 info@bluesign.com，投訴將被轉交以進行進一

步的內部評估。  

11.4 最終文件的發佈 

利害關係人將直接得到關於新文件的通知。其他人將通過媒體得到通知。  

所有準則文件均可於 https://www.bluesign.com/criteria 上公開獲取， 同時提供更改日誌。  

11.5 過渡期 

各項過渡期定義在相應的文件中。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實施的標準過渡期為一年。實施成果將在下一次  bluesign® COMPANY 

ASSESSMENT 期間進行核實。  

若法規有重大變化或有與重大風險相關的新發現，則可能需要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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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效期 

本文件自 2020 年 3 月起生效。 取代 bluesign® SYSTEM 2.0 版。  

對於所有在 2020 年 3 月之前簽署評審協議或 bluesign® SYSTEM PARTNERHIP 協議的公司，變更和新引入的要求

自發佈之日起一年的過渡期後生效。 

本文可更新修訂。 常規和計劃外修訂程序詳情彙編於第 11 章準則制訂。  

本文以英文編撰，中文譯本僅供參考。 如中英文文本間出現不一致時，應以英文文本為準。 

13 其他適用文件 

以下文件是對現有文件的補充: 

◼ bluesign® 術語表 

◼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以及所有相關附件文件 

◼ bluesign® CRITERIA 貿易商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品牌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化學品評定準則以及所有相關附件文件 

◼ bluesign® CRITERIA bluesign® PRODUCT  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供工業及委託製程使用的製品/化學產品的認可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供終端消費者使用的  bluesign® APPROVED 化學產品認可準則 

◼ bluesign® SYSTEM 黑色評級限值 (BSBL) – 化學品中受控物質閾值 

◼ bluesign® SYSTEM 物質清單 (BSSL) – 消費者安全限值 

◼ bluesign® 溝通指南 

現行版本可從 www.bluesign.com/criteria 下載。  

 

 

 

 

 

免責聲明 

本文由 bluesign technologies ag 出版。本文件針對 bluesign® SYSTEM PARTNER彙編了有關一個或多個特定主題的要求和準則，對相關主題

可能並未涵蓋詳盡。相關內容不應被視為法律要求的陳述或法律建議。 本文件按「原樣」提供。 bluesign technologies ag 明確排除所有默

示擔保，包括但不限於對適銷性、擁有權、對特定用途的適用性、非侵權、安全性和準確性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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