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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以下 bluesign® CRITERIA 定義了用於工業用途的 bluesign® APPROVED 化學產品和 bluesign® APPROVED 製品

在市場上以及委託製程上的要求。  

關於 bluesign® 商標及使用權的溝通在 bluesign® 溝通指南 以及 BLUESIGN 與系統合作夥伴之間的雙邊協議中進

行了描述，並非本文的主題。  

2 bluesign® APPROVED 商標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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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供紡織業、皮革業以及相關行業 (例如配件製造業) 的工業用化學產品 

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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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層布、成衣、紡織設備等) 

◼ 工業用皮革製成品 

◼ 工業用配件 

◼ 此外，該商標同等適用於以上 bluesign® APPROVED 材料相關的委託製程 

3 定義 

如需術語和縮略語的完整清單，請參閱「 bluesign® 術語表」文件。  

4 對化學品供應商、製造商和貿易商的要求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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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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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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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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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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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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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成功認證製品和/或製程  

4.3 貿易商 

計畫在市場上投放 bluesign® APPROVED 製品的貿易商必須 

◼ 遵循 bluesign® CRITERIA 貿易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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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成功註冊製品 

5 對化學產品、製品和委託製程的要求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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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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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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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委託製程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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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系統完整性 

bluesign® COMPANY ASSESSMENT 會在一定的時間框架下(不超過三年)對化學品供應商、製造商和貿易商進行

定期評審，包括額外的不預先通知評審。 如果發現不符合項，或者如果相關組織和技術程序發生重大變化，則可

能需要進行後續評審。 

BLUESIGN 保留對化學產品和製品進行測試的權利。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必須支援這些測試並提供資訊

和標準樣品。  

6.1 化學產品 

已登入在 bluesign® FINDER 中的化學產品已確認符合 bluesign® CRITERIA，尤其是符合 bluesign® CRITERIA 化

學品評定準則和 BSBL。尤其當 bluesign® CRITERIA 和限制值發生變更時，交叉檢查數據和化學品測試可確保持

續合規。 

6.2 製品和委託製程 

已登入在 bluesign® GUIDE 中的製品或製程證明其已符合 bluesign® CRITERIA。此外，BLUESIGN 將頒發 

bluesign® CERTIFICATE 以及相關的製品和製程列表。證書的標準期限是自企業初審起算的三年。在不影響消費

者安全或合法合規性的前提下，BLUESIGN 有權決定不同的期限，例如因持續改進深遠的矯正措施或因雙方商定

的延遲。  交叉檢查數據和製品測試可確保持續合規，尤當 bluesign® CRITERIA 和限制值發生變更時。  

6.3 撤銷 bluesign® FINDER 註冊或認證 

如果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無法在合約約定的期限內對發現的 (例如，在 bluesign® ASSESSMENT 期間)重

大不符合項 (請參閱 bluesign® 排除準則 )進行糾正，則會導致 bluesign® FINDER 註冊或認證被撤銷。  

http://www.blu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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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bluesign® APPROVED 化學產品、製品或製程的不符合項，必須進行根本原因分析。 持續性的特定產品問

題將導致該產品和相關產品/製程從 bluesign® FINDER 或 GUIDE 中刪除，包括撤銷證書。 系統性因素將被視為

嚴重不符合項。 

刪除的化學產品將通過 bluesign® FINDER 進行確認。 

撤銷或到期的證書將通過 bluesign® GUIDE 進行確認。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必須將其在 bluesign® FINDER/GUIDE 中認證狀態的變化以及不符合項所帶來的潛

在風險告知直接下游使用者(客戶)。 

6.4 主動提供資訊義務 

為了確保 bluesign® SYSTEM 的運作和完整性，bluesign® SYSTEM PARTNER 有義務立即向 BLUESIGN 報告以下

情況: 

◼ 與生產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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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產品、製品和/或委託製程不符合 bluesign® CRITERIA 的情況，尤其當違

反原產地市場或目標市場的法規要求時。 在這種情況下，同時必須告知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的直接下游使用者 

7 有效期 

本文件自 2020 年 3 月起生效。 取代了 bluesign® CRITERIA bluesign® APPROVED 工業用製品和化學產品準則 

2.0 版。對於所有在 2020 年 3 月之前簽署評審協議或 bluesign® SYSTEM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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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sign® SYSTEM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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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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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適用文件 

以下文件是對現有文件的補充: 

◼ bluesign® SYSTEM 

◼ bluesign® 術語表 

◼ bluesign® CRITERIA 貿易商準則 

◼ bluesign® CRITERIA 生產場所準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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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