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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办公定义与概览 

曾经纸张满天飞舞，到今天公文变成网上传输，会议上不见了惯常发放的塑料文件袋，

食堂的一次性筷子没了踪影……近日，时下“绿色办公”风潮正渐渐兴起。 

传统意义上的绿色办公是指在办公活动中使用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物产生、排放,可回

收利用的产品。在学术界，有学者将绿色办公定义为，机关在办公活动中如何节约资源能源，

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如何回收重复利用资源等（付永胜，朱杰，2004），也有学者认为，

所谓绿色办公，是指在办公活动中尽量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减少不利于环境的因素（桂

烈勇，2002）。绿色办公，拓展开来，就是绿色生活，绿色家庭；绿色办公，持续延伸，就

是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目标的实现，需要从每天行为的细节开始，逐步改善。 

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办公现代化在方便了人们工作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惊

人的资源浪费。由于目前能源问题和环保问题越来越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国家也出台相

关的政策法规大力倡导低能耗绿色办公。国家相关规定：“2007 年所有财政拨款的采购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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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节能产品。”可见，如果想获得政府部门的采购订单，“节能”绝对是一张不可忽视

的优先卡。 

比如使用双面打印的打印机,不仅可以为企业节省 50%的纸张成本，更大的环保效应体

现在：1 台工作组级的双面网络打印机一年可以节省 1 吨办公用纸，而生产这些纸张需要 6
棵成材树木，还有 10 吨左右的水资源耗费和污水排放，那么仅 100 万台双面打印机一年就

可以节省 100 万吨纸，保护 600 万棵树 和 1000 万吨的水资源。再如“0 秒预热”技术则可

以帮助省电节能，实现打印速度上的大大提升，相对于一般打印机在预热过程中的耗时耗电，

能以更短的时间启动打印，不仅提高了打印效率、缩短了等待时间，更降低了打印状态下的

电量损耗。 

事实上，以上仅是绿色办公概念的一角。据统计每天人们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要在办

公室度过。而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白领患有不同程度的“办公病”。因此，我们

认为，绿色办公不仅仅意味着将人对环境的影响减低到 小，同样指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的身

心健康的环境而让人身体舒适，精神愉悦。 

二、推行绿色办公的基本条件 

2.1 硬件 – 基础设施 

英国政府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能否推动大众参与环保行动过程中，方便实用的基础设施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这个结果听起来很简单，也让这些专家学者们感到意外，但事实的

确如此。试想如果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垃圾箱，很少有员工会为了一张废纸跑很远的路去找分

类垃圾箱仍掉。但如果专门用于回收纸类制品的垃圾箱唾手可得，（如：保证每个人能在离

办公桌少于 3 米远的距离内找到一个）就会让更多的人自觉自愿的将纸和生活垃圾分类仍

掉。总之，对于一个机构或公司，提供方便的基础设施会让更多人容易并积极参与的。 

如果绿色办公的理念能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就会努力减少公司运营过程和产品

生命周期各环节对环境的影响。我知道的一些企业的做法包括，办公楼采用节能建筑材料，

办公室自然采光，自然通风，为节能环保车预留停车位，为员工提供拼车路线图以方便员工

上下班时共用私家车，为骑自行车上班的员工提供淋浴室和更衣室，安装自动关闭的水龙头

和照明灯，提供垃圾分类回收箱等。 

2.2.软件 – 企业文化 

如果企业还没有形成绿色办公的文化，一定要从 基本 简单的事情做起，因为这些看

似不起眼的小事，其实映射着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事实上，我自己在 初

倡导绿色办公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我刚开始推动绿色办公的时候有很多假

设。比如我觉得绿色办公有利于环保，那么至少环保人士都会身体力行，或者绿色办公即有

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又会为企业省钱，公司领导一定支持。其实不尽然。在实践中，我发

现上面的假设有时候是错误的。因为绿色办公是在试图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行为， 这与

他们是不是环保人士或者是不是领导并没有绝对的联系。与此同时，他们会觉得受到挑战，

特别是当他们处于领导地位的时候，还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去质疑。因此，要想推进绿

色办公，既要讲究方法和策略，更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去引导。然而，创造这样的企业文

化并不是一日之功。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下面几点是建立绿色办公企业文化的几个关键要

素，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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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领导支持 

管理层领导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支持是建立"绿色办公"的关键。首先，管理层必须将环

境保护的理念融入到相关的制度和规定里，如绿色采购、绿色回收和对一些公共财产使用的

约束，这样可以保证员工在工作中有章可依，也限制了浪费。由于公共资源的共享性，（也

就是说个体不需要为自己的消耗或消费支付费用）个体很容易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忽视由此产

生的费用。就拿彩色打印这件事情来说吧，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人觉得无谓的彩色打印很

浪费，就算没有任何限制，也不会随意去用彩打。但有些人就不管有没有必要都用彩色打印，

这些都与个人习惯和观念有关。但公司要做的是就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决定彩色打印机的配

置。这样从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必要的浪费。 其次，管理层要在日常的决策和行动中

以身作则，为员工树立绿色办公的榜样。管理层不但应该带头遵守机构的各项环保制度，并

要在一些小事上注重环保。试想如果高层管理者从来不关灯，并公开挑战那些在办公室宣传

关灯节能的同事，员工们还会在乎什么时候要关灯吗？而如果管理层制定了规章制度自己都

不遵守，那么相关的规定更是一纸空文。 后，管理层要奖惩分明，这样才能鼓励环保行为，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环保。 

2.2.2 员工参与 

除了制度上的建设和领导的示范作用，员工志愿者是推进绿色办公的中坚力量。因此要

有针对性的培训员工并发动员工志愿者推进绿色办公。培训不但能确保员工熟悉机构的相关

制度和环保措施， 而且可以明确员工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对待新员工，在招聘时就应该

考量员工是否认同企业文化，入职后则要尽快提供相关培训。这样会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并

发扬企业文化。 

基本知识的培训后，就要鼓励员工的进一步参与。参与式工作坊是可供选择的形式之一。

参与式工作坊是指一个多人数共同参与的场域与过程，且让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相互

对话沟通、共同思考、进行调查与分析、提出方桉或规划，并一起讨论 让这个方桉如何推

动，甚至可以实际行动，这样聚会与一连串的过程，就叫做参与式工作坊。换句话说，工作

坊就是利用一个比较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将上述这些事情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有系统的

过程。 

 推进绿色办公的过程中，需要的就是一个参与式工作坊的环境。这样可以使每名员

工都参与进来，增强集体意识，有助于项目的顺利推行。 

 参与式工作坊的角色有三种，分别为参与者、专业者、促成者。参加活动的人称之

为参与者，如：群众。具有专业技能，对于进行讨论之专业主题直接助力者称之为

专业者，至于主持及协助工作坊进行的人则称之为促成者，促使工作坊有效推动的

人包括如何让参与的民众彼此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或是协助参与者在讨论的过程

中发现并提出问题，但绝对不是强势的为参与者做出决定。 

 在绿色办公室中，每个员工都是参与者，专业者可以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促成

者可以是主管环保的领导。 
 

三、推行绿色办公的基本原则 

具备了硬件和软件条件，具体怎么做呢？上面提到过，绿色办公可以拓展延伸， 因此



 - 4 -

绿色办公可大可小。大可以拓展到生产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小就是指在现有的条件下，从点

点滴滴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从大处着手，短期内，对于很多企业还是有难度的，但从小处

开始，则是每个企业都能做到的。无论大小，企业基本上都可以参考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
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垃圾分类，循环回收（Recycle），
设计系统的规划和具体的行动方案，从而实施“绿色办公”行动。 

循环经济要求以“3R 原则”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1．减量化原则((reduce)，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

目的，进而到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减量化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在

生产中，减量化原则常常表现为要求产品小型化和轻型化。此外，减量化原则要求产品的包

装应该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从而达到减少废物排放的目的。 

2．再使用原则((reuse)，要求制造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再使

用原则要求抵制当今世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生产者应该将制品及其包装当作一种日常生活

器具来设计，使其像餐具和背包一样可以被再三使用。再使用原则还要求制造商应该尽量延

长产品的使用期，而不是非常快地更新换代。 

3．再循环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

用的资源，而不是不可恢复的垃圾。按照循环经济的思想，再循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级

再循环，即废品被循环用来产生同种类型的新产品，例如报纸再生报纸、易拉罐再生易拉罐

等等；另一种是次级再循环，即将废物资源转化成其它产品的原料。原级再循环在减少原材

料消耗上面达到的效率要比次级再循环高得多，是循环经济追求的理想境界。 

“3R”原则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环境形象，使他们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典型的事例就是杜

邦公司的研究人员创造性地把“3R 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业实际相结合的“3R 制造法”，以

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他们通过放弃使用某些环境有害型的化学物质、减

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以及发明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在过去 5 年中使生产造成的固

体废弃物减少了 15%，有毒气体排放量减少了 70%。同时，他们在废塑料如废弃的牛奶盒

和一次性塑料容器中回收化学物质，开发出了耐用的乙烯材料—维克等新产品。(闫敏 2005)  

“3R”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循环经济不是简单地通过循环利用

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而是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

“3R”原则，3R 原则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资源化）.这样的排列顺序，

实际上反映了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思想进步走过的三个历程：首先，

以环境破坏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理念终于被抛弃，人们的思想从排放废物进到了要求净化

废物（通过末端治理方式）；随后，由于环境污染的实质是资源浪费，因此要求进一步从净

化废物升华到利用废物（通过再使用和再循环）； 后，人们认识到利用废物仍然只是一种

辅助性手段，环境与发展协调的 高目标应该是实现从利用废物到减少废物的质的飞跃。

（http://www.china.com.cn/） 

四、绿色办公行动基本内容 

绿色办公能做的事很多。上面提过，具体怎么做要根据本单位现有情况，循序渐进。下

表列出了一些基本的做法作为参考。 

 



建筑和采购 建造办公楼或购买新设备时要考查其能源效率 
 

员工离开办公室前应关闭电脑等办公设备  

在设备上启用节能模式 
使用平板显示器和低能耗办公设备 

电脑及其它办公

设备 

拔下不用的手机充电器或其它充电设备 

 
使用节能灯或可充电灯管代替普通的灯泡  
离开办公室或工作间时要关灯 
安装时间/照度控制器来控制公共区域的照明 
使用新的、更高效的灯罩 

照明 

白天少开部分照明灯具 
 

复印机和其它耗能设备在下班时间要关机，或用定时器控制 

启用节能模式 
避免不必要的复印和打印 
双面复印和打印 
将两页或多页的内容（如 ppt）打在一页纸上 

复印机/打印机 

理性选择黑白和彩色打印 
 

避免漏水，如水龙头，接头，旧管线破损 
水 

循环回用冷却水 
 

空调房间不要通过开窗来降温，应通过温控器调节温度 

空调房间温度夏季不低于 26 度，冬季不高于 20 度 
窗户使用遮阳措施来降温 
使用高效的供热、通风和供冷系统 

供热，通风和供冷系统使用高效的控制系统 

供热，通风，供冷

使用定时器或其它措施来控制间断运行的设备 

 
电 使用定时器或其它措施来控制用电设备 

 
日常定期检查来防止泄漏  

压缩空气 
使用定时器或其它措施来控制间断使用 

 
门窗密闭良好，防止热量损失 

门窗 
门窗保持常关状态 

 
每层楼都要有的：纸类制品，玻璃瓶和易拉罐与生活垃圾分开 

垃圾分类及回收 
每个企业或一幢办公楼要提供的：电池，手机 光盘的回收箱。 

 



 

 

 

 

照明设备 

水龙头 
个人电脑和显示器 不用时要关闭 

手机充电器 （手机因充电所消耗的电量，有 2/3 是因为充电器空载，

就是手机充好电后，充电器依然连接电源浪费掉的） 
 

空调系统， 
饮水机（饮水机也算“用电大户”，一台落地式饮水机一个昼夜会消

耗 2 度电，所以千万别忘了不用时关掉） 
打印机复印机 

下班时要关闭 

办公照明等电器设备 
 

在办公室里，自备水杯，不用纸杯 
就餐时，自带餐具，不用一次性筷子等餐具 

办公时，用可更换笔芯的笔，不用一次性的笔  

开会时，或去办公楼下买咖啡时，自带杯子，不用纸杯 

减少一次性物品

的使用 

出差时，自带牙刷等洗漱用品，不用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用品。 

 
在办公室设立资源共享区，鼓励员工将自己不再需要的书，杂志， 
光盘等捐出来共享 

将企业用不上的物品捐赠给慈善机构 
资源再利用 

员工可以将家里不需要的衣物捐给贫困地区 

 
对不能使用的，寻求专业机构进行绿色回收 

电子垃圾处理 
对还能使用的，捐献给公益机构 

 
自然通风代替空调 

自然采光代替灯光 
爬楼梯代替作电梯 
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或拼车代替自驾车 

其它 

电话电视会议代替长途飞行的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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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绿色办公的监督和改进 

员工相互提醒和帮助也是建设绿色办公企业文化推进绿色办公行为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以前工作过的单位从上到下都有很浓的环保意识和氛围。基本的垃圾分类，

电子垃圾回收就不说了。因为我能想到的他们几乎都有了。（当然他们还做了一些

我没有想到的）。说说他们员工对这件事的严肃态度吧。有一次，我下班时忘记关

电脑显示屏，我的老板看到了马上叫回我并指出这一点。当时我已经走出去了几步，

而她的座位就在我的座位旁边，她这样刻意的让我回来自己关，说明她很在乎这件

事，也想让我重视。后来我就真的不好意思再忘了。后来我观察到，如果有同事偶

尔因为紧急的事出去忘了关电脑，邻座的同事看到后就会主动帮他关掉。有了这样

的企业文化，就难怪整个机构的绿色办公做得这么好了。 
 

绿色办公一方面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适应一成不变的办公环境。因此一

些提示标语的存在能够对员工的行为与心情产生积极影响，并且绿色标语也体现了

一种人文关怀。温馨友好的告示贴即能代表公司文化，又随时随地的提示了那些不

太注意环保细节的人。 如上面提到的，推进绿色办公的过程是改变人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习惯的过程。与冷冰冰的批评比，善意的话语不但会让人更容易接受，也会

起到提醒的作用。现在很多公司都发动员工志愿者，设计个性化的生动活泼的告示

贴。 印象 深的就是一家公司员工志愿者为提示大家关电脑设计的告示贴： 一个

可爱的笑脸下面写着因为你，我一夜未眠。看到这样的提示，很难有人会拒绝关电

脑吧 下面是绿色办公宣传提示标语集粹 

 
 “漏水的水龙头每天带走 120 升水，请珍惜水资源”。-水龙头- (make better use 

of water) 
 “闲置时请切断电源，节约用电”。- 电器旁 （enjoy an on/off relationship ） 
 “纸是再生资源，请充分利用”。- 办公区 （make better use of paper ） 
 “别忘了我的另一面。”－打印机 (Don’t neglect the other side of me) 
 “你下班了，我也要下班。－电器”（You off work, I off power） 
 “一日一生一梦里 一聚一别一伤悲 纸杯仅供访客使用。”—一次性纸杯

（paper cup for guest's use only） 
 “请充分利用废纸。”－废纸篓”（please recycle waste paper） 
 “质本洁来还洁去 他日出山再帮你”-废纸回收箱贴示 （please recycle waste 

paper） 
 “因为你，我一夜未眠……” -检查提醒牌（because of you,i had a sleeless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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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给员工一个绿色办公环境  

6.1 由于上班族的身体经常处于前屈状态，更易患腰痛病。统计表明，对正常工作的人来说，

腰椎每天前屈次数高达 3000 至 5000 次，但后伸的动作很少，长此以往，便容易造成椎

间盘应力不平衡，腰椎后方韧带过度牵伸，从而引起腰痛。防治小贴士：要减轻或避免

这些症状，在电脑前工作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姿势，要坐直，不要长时间低头弯腰、让肌

肉长时间处于拉伸紧张状态，每工作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下，做一些伸展工作。 

6.2 长期使用鼠标，出现“鼠标手”已经是见惯不惯了。其中“鼠标手”女性发病率是男性

的 3 倍，主要症状是食指或中指关节疼痛、麻木，拇指肌肉感觉无力等，如果不及时治

疗，还会导致手部功能受损、力量减弱。防治小贴士：要避免“鼠标手”的出现，选择

合适的鼠标垫非常重要，应选择棉布质地的、稍微矮一点、使手臂不会悬空的鼠标腕垫。 

6.3 保持空气流通有利于身体健康”、“经常活动僵持的身体是获得效率的基础”，这些标语

同样帮助员工适应办公环境 

七、绿色办公优秀案例分享 

近年来，英国。美国推出的绿色办公室标准偏重于建筑本身的能耗降低与环保材料。我

国目前尚不能要求所有的办公室都采用成本较高的环保材料建造与设计。因此，我们国家的

绿色办公应主要从管理与自身行为入手。 

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奥组委在空气质量、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管理、生态保护、交通

污染防治五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并对主办方、参与者、赞助方、签约饭店提出一些约束性要

求。而北京奥组委自己也推行了一套绿色办公制度： 

 

绿色管理：1. 办公大楼采用低能耗运营设备、节能环保灯具和办公设备。 

     2. 采用节水器具，杜绝用水设备跑、冒、滴、漏。 

     3. 名片、贺卡及办公用纸利用再生纸。逐步推行无纸化办公。 

     4. 选用可回收、简包装的绿色办公用品。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量。 

     5. 设置分类垃圾箱，定期回收废纸、报纸，实现资源再利用。 

  6. 使用环保家具，选择环保装修，保证办公室内空气质量达标。 

     7. 使用不含有毒物质和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消防、制冷器材。 

  8. 使用符合环保排放标准的车辆。 

绿色行为：1. 办公室和公共场所要充分利用自然光，无需灯光时随手关灯。 

     2. 保持自然通风，少用空调。 

     3. 多走楼梯，少乘电梯，锻炼身体。 

  4. 节约用水，随手关闭水龙头。 

  5. 用餐不浪费，节约粮食，拒食野生动物。 

     6. 节约办公用纸，采用双面打印、复印。 

     7. 分类投放垃圾，实现资源再利用。 

  8. 保持安静，减少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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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爱护办公用品和设备，尽量延长使用寿命。 

  10. 选乘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短距离步行或骑自行车。 

  11. 支持环保募捐，参与环保宣传，做环保志愿者。 

绿色活动：结合工会工作，组织奥组委工作人员参加系列环保活动，如植树、保护野生

动物以及“我为奥运添绿色”的英语演讲比赛等。 

实际上，北京奥组委的绿色办公的三个方面中，绿色管理、绿色行为分别对办公物品、

办公人员提出了环保要求，它的总体目标是遵循 3R 原则的。 

 

八、绿色办公工具箱使用 

绿色办公工具箱是为大家提供实现绿色办公需求的各种信息。目前包括，全国商务领域

节能产品目录、炭排放计算器、北京市 2008 年度垃圾收集容器产品推荐使用名单等。具体

内容请登录 Green Office Club 博客 http://greenofficeclub.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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