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案例中的住宿如何取得

永續旅遊圖標

永續旅遊計畫：案例分享



全新的永續旅遊圖標
此一免費圖標代表的是經過驗證且全球通用的

肯定，表彰住宿為永續發展所做的努力，並展示

給潛在顧客看。  

我們挑選出容易執行並能產生重大影響的永續措

施，這些措施也獲得  Travalyst 等獨立產業組織

認可。 

我們採用因地制宜的判定模型，會根據住宿所在

的地區與在後台選擇「是」的措施，計算住宿的整

體影響力分數，根據此分數判斷住宿是否符合獲

得圖標的資格。  



提交
措施

數位
評定

通知
結果

成功獲得圖標 建議與參考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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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住宿透過後台告知我
們所採行的永續措施。 

如果貴住宿的影響力分
數夠高，便會獲得圖標
，圖標會在 48 小時內
自動新增到您的住宿頁
面。

我們將運用經獨立驗證的判
定模型來評判貴住宿提交的
措施，此一模型會考量地區
因素，因為地區關乎特定措
施是否容易執行與執行的成
本。以此評定方法為基礎，
模型會計算出貴住宿的影響
力分數，據此判斷住宿是否
符合獲得圖標的資格。

住宿提交採行的措施後，
我們會在 24 小時內發送
電子郵件告知評定結果。

如果貴住宿的影響力分
數不夠高，未符合資格，
我們會分享如何實施更
多永續措施的建議與參
考資源。貴住宿加以採行
且在本站上顯示的措施
越多，獲得的分數會越高
，就更有機會取得全新的
永續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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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符合取得圖標的資格－簡單說明

結果



● 設有花園／屋頂花園等綠色

空間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住宿類型：飯店
地點：泰國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 80% 以上的照明設備使用

節能 LED 燈泡

● 80% 以上的食材源自當地 

● 提供由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

的旅遊行程或活動 

● 將收益的一部分回饋給社區

計畫或永續發展計畫

● 僅使用省水馬桶（如：低水量

沖水、兩段式沖水等）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已實施廚餘政策，包含教

育、避免產生廚餘、減少廚

餘、廚餘回收與處理等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瓶裝水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瓶裝汽

水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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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客房皆配備節水淋浴設備，每間浴室皆配備省水馬桶，並推出讓住客重複使用毛巾的方案

，也提供住客不要客房清潔服務的選擇。上述這些節約用水措施十分重要，能使飯店的營運更

加永續。如果所在地點必須實行用水管理計畫，以因應日益嚴重的缺水問題，節水措施就更是

要務。

此外，館方也提供可重複使用的餐具和杯子取代一次性製品，廚房則使用當地食材。飯店提供

當地導遊安排的行程，員工也十分鼓勵住客加以運用，以探索周遭地區。提供當地導遊的行程

這項永續措施在此地區可獲得高分，因為可為當地居民創造工作機會，將觀光業的收益回饋給

社區。

這間飯店位於泰國一座熱門的海灘小島，館方在客房、廚房、櫃台及全館落實施永續措施，因而

獲得永續旅遊圖標。 

01住宿類型：飯店
地點：泰國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住宿類型：度假村
地點：美國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02

● 80% 以上的照明設備使用

節能 LED 燈泡

● 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

● 80% 以上的食材源自當地

● 提供由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

的旅遊行程或活動

● 提供顧客在地的資訊，涵蓋生

態系統、傳統、文化、遊客禮

儀等

● 僅使用省水馬桶（如：低水量

沖水、兩段式沖水等）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已實施廚餘政策，包含教

育、避免產生廚餘、減少廚

餘、廚餘回收與處理等

● 提供回收桶供住客使用，並

回收廢棄物 

● 供應的食品 80% 以上為

有機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瓶裝水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瓶裝汽

水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杯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攪拌棒



這間度假村位於美國的熱門滑雪景點，館方在客房、廚房、櫃台及全館皆落實永續措施，

因而獲得永續旅遊圖標。每間客房皆配備節水淋浴設備及馬桶，且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也可選擇不要每日客房清潔服務。

菜單上供應的食品 80% 以上為有機，這項措施在此地區可獲得較高分數，因為有助於提升當

地生態系統的物種豐富度。此外，館方也提供可重複使用的餐具和杯子，以取代一次性製品。 

度假村員工會提供顧客在地的資訊，涵蓋生態系統、傳統、文化、遊客禮儀等，這項措施在此地

區十分重要，可藉此向遊客強調野外規範，例如收拾垃圾帶走，保護林木、巨石等原始自然景

觀，切勿餵食野生動物等等，以避免影響環境。

02住宿類型：度假村
地點：美國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住宿類型：飯店
地點：南非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 80% 以上的照明設備使用

節能 LED 燈泡

● 80% 以上的食材源自當地

● 提供由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

的旅遊行程或活動

● 僅使用省水馬桶（如：低水量

沖水、兩段式沖水等）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已實施廚餘政策，包含教

育、避免產生廚餘、減少廚

餘、廚餘回收與處理等

● 提供回收桶供住客使用，

並回收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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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飯店位於南非的人氣海灘小鎮，館方在客房、廚房、櫃台及全館皆落實永續措施，

因而獲得永續旅遊圖標。 

館方在每間浴室安裝節水的淋浴設備與馬桶，推出重複使用毛巾的方案，也提供住客不需

每日客房清潔服務的選擇。上述這些節約用水措施十分重要，能使飯店的營運更加永續，如

果位於經常乾旱的地區，節水措施就更是要務。 

廚房使用的食材 90% 源自當地，並設有廚餘政策。接待櫃台提供當地導遊安排的行程，這在

此地區是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措施，有助於確保觀光業的收益直接貢獻在地社群，而非外流至非

本國的公司。此外，全館皆設有回收桶。

03住宿類型：飯店
地點：南非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住宿類型：鄉下別墅
地點：英國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 80% 以上的照明設備使用

節能 LED 燈泡

● 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

● 80% 以上的食材源自當地

● 提供由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

的旅遊行程或活動

● 提供顧客在地的資訊，涵蓋生

態系統、傳統、文化、遊客禮

儀等

● 僅使用省水馬桶（如：低水量

沖水、兩段式沖水等）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已實施廚餘政策，包含教

育、避免產生廚餘、減少廚

餘、廚餘回收與處理等

● 提供回收桶供住客使用，

並回收廢棄物 

● 菜單提供素食選項

● 菜單提供純素食選項

● 未將野生動物（非家畜）關起

來展示或供人互動，亦無販

賣、食用或取用野生動物及其

身體部位

● 設有花園／屋頂花園等綠色

空間

● 供應的食品 80% 以上為

有機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瓶裝汽

水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杯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攪拌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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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鄉下別墅位於英國鄉間，住宿方在客房、廚房及櫃台落實永續措施，因而獲得永續旅遊圖標。

別墅 80% 的照明設備為 LED，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並設有回收點。不過，考量到別墅位於

英國，上述設備容易取得，再生能源的選項相對較便宜，國內也有許多既存的回收計畫，這些措施

因此獲得較低的分數。

廚房使用的食材 80% 以上取自當地，菜單提供素食與純素的選項，並實施廚餘政策，且提供

可重複使用的餐具和杯子。減少廚餘的措施在此地區可獲得較高分數，因為廚餘在英國顯著的

問題。此外，別墅也不再使用一次性瓶裝汽水、吸管及攪拌棒。住客可重複使用毛巾，也可選擇

不需要每日客房清潔服務。每間客用浴室皆配備節水的淋浴設備與馬桶。

住客可在別墅的綠地散步，並可取得當地生態系統的資訊。住宿方也採取特別措施，確保無論是

在別墅的土地或附近由當地人經營的文化景點，都不會有野生動物受到傷害。

04住宿類型：鄉下別墅
地點：英國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 80% 以上的照明設備使用

節能 LED 燈泡

● 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

● 客房配備節能開關（例如可

用房卡控制的電源）

● 提供由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

的旅遊行程或活動

● 將收益的一部分回饋給社區

計畫或永續發展計畫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設有花園／屋頂花園等綠色

空間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攪拌棒

05住宿類型：Villa
地點：巴西



這間位於巴西的山丘 Villa 將 80% 的照明設備換成 LED，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並在全

棟加裝節能開關，因而獲得永續旅遊圖標。

Villa 不提供一次性吸管或攪拌棒，這兩項措施在此地區十分重要，因為巴西開始導入禁用一

次性塑膠製品的政策。從減少塑膠汙染的角度衡量，這兩項措施具有重大影響力，大幅提高了

這間 Villa 的整體影響力分數。此外，浴室配備省水淋浴設備，毛巾可重複使用，住客也可選擇

不需要每日客房清潔服務。 

Villa 的土地包含多處綠地，這項措施可為此地區原生物種的多樣性帶來正面影響。住宿提供

當地導遊經營的行程，住宿方並將 20% 的收益投資回饋給當地社區。

05住宿類型：Villa
地點：巴西

https://www.azocleantech.com/article.aspx?ArticleID=953
https://www.azocleantech.com/article.aspx?ArticleID=953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住宿類型：海灘度假村
地點：希臘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 提供由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

的旅遊行程或活動 

● 提供顧客在地的資訊，涵蓋生

態系統、傳統、文化、遊客禮

儀等

● 提供當地藝術家平台，供其

展示作品

● 將收益的一部分回饋給社區

計畫或永續發展計畫

● 僅使用省水馬桶（如：低水量

沖水、兩段式沖水等）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提供回收桶供住客使用，

並回收廢棄物

● 設有花園／屋頂花園等綠色

空間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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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客可選擇不需每日清潔服務，毛巾可重複使用，每間浴室皆配備省水馬桶與節水淋浴設備。在這

個越來越仰賴進口水資源的地區，這些措施可獲得較高分數。此外，櫃台設有回收點，度假村內也

設有共用空間，而且住宿方只提供可重複使用的杯子。

度假村後方有一座庭園供住客前往，住宿方也資助一永續發展組織，並讓該組織運用度假村內

的綠地實行一項永續計畫。

06

這間大型海灘度假村位於希臘一座島上，住宿方在度假村各處及提供的服務上皆落實永續措

施，因而獲得永續旅遊圖標的肯定。度假村內處處擺設當地藝術家的作品，住客一進門就可以

欣賞到。所有工作人員都樂意提供資訊，介紹島上的傳統與文化以及當地人經營的行程。我們

判定這些措施相加起來具有重大影響力，可確保觀光業的收益最終能落到當地社區，而非外流

至非本國的公司。

住宿類型：海灘度假村
地點：希臘

https://ec.europa.eu/research-and-innovation/en/horizon-magazine/water-loop-how-combat-water-scarcity-remote-islands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住宿類型：家庭旅館
地點：墨西哥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 80% 以上的照明設備使用

節能 LED 燈泡

● 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

● 住宿全面使用 100％ 再生

能源 

● 購買經認證的碳補償，以抵

銷至少 10% 的年度碳排放

總量

● 住客有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

的旅遊行程或活動可選

● 僅使用省水馬桶（如：低水量

沖水、兩段式沖水等）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設有花園／屋頂花園等綠色

空間

● 以大容量分配容器取代一

次性的迷你塑膠瓶裝洗髮

精、潤髮乳和沐浴乳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杯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攪拌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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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客可選擇不需客房清潔服務，並有重複使用毛巾的方案，每間浴室皆配備節水的馬桶與淋浴

設備。住宿方購買經認證的碳補償，以抵銷 10% 的年度碳排放量。這項措施能減少碳排放，屬

於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措施，因而提高這間住宿的整體影響力分數。

此外，旅館櫃台會推薦當地的行程供應商，屋頂的花園對所有人開放。

這間大型家庭旅館位於墨西哥一座度假小鎮，住宿方改用 LED 照明，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

，並以大容量分配容器取代一次性塑膠用品，因而符合獲得永續旅遊圖標的資格。全館用電現

在 100% 由再生能源供應，對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具有正面影響，在此地區屬影響力重大的措

施，可獲得較高分數。旅館不提供塑膠吸管或攪拌棒，並提供可重複使用的餐具和杯子。

07住宿類型：家庭旅館
地點：墨西哥



節約用水 垃圾減量 支持在地社群節約能源與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  
保護

大自然

住宿類型：青年旅館
地點：荷蘭

不使用一次性

塑膠製品

● 80% 以上的照明設備使用

節能 LED 燈泡

● 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

● 提供可用房卡控制或感應式

的電源

● 80% 以上的食材源自當地  

● 提供當地藝術家平台，供其

展示作品

● 提供由當地導遊或公司安排的旅

遊行程或活動

● 提供顧客在地的資訊，涵蓋

生態系統、傳統、文化、

遊客禮儀等

● 將收益的一部分用於投資社區計

畫或永續發展計畫

● 僅使用省水馬桶（如：低水量

沖水、兩段式沖水等）

● 僅提供節水淋浴設備（如：智

慧型淋浴設備、省水蓮蓬頭

等）

● 住客可選擇重複使用毛巾 

● 住客可選擇不需要每日清潔

服務

● 已實施廚餘政策，包含教

育、避免產生廚餘、減少廚

餘、廚餘回收與處理等

● 提供回收桶供住客使用，

並回收廢棄物

● 菜單提供素食選項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餐具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杯

● 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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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青年旅館位於荷蘭的大城市，原先便已實行數項永續措施，最近又採行了更多措施，因而

獲得永續旅遊圖標。旅館提供讓當地藝術家展示作品的空間，櫃台也會特別介紹當地的行程供

應商。工作人員樂意提供資訊，介紹城市的傳統與文化，館方也將 15% 的收益用於投資回饋社

區，我們判定這項措施在此地區擁有極高影響力，因為可以持續帶動當地社區的發展。 

旅館提供住客重複使用毛巾的方案，也有不要客房清潔服務的選擇。浴室配備節水的淋浴設備

與馬桶，廚房使用的食材 80% 源自當地。館內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膠吸管，提供可重複使用的

杯子和餐具，並用心管理廚餘。住客也可以在菜單上找到素食選項。

全館皆裝設 LED 照明，所有窗戶皆為雙層玻璃窗，每間客房皆配備節能開關。種種措施相加，大幅減

少了旅館的能源用量及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08住宿類型：青年旅館
地點：荷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