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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企業環保獎評選要點 

一、目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公開評選表揚具有環境保

護重大績效之企業，促進其他企業以得獎者為楷模，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共同推動環境保護工作，提升環境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評選組別： 

（一）製造業組：如從事電子、光電、通訊、生技、食品、精密機

械、船舶及車輛製造、鋼鐵、建材、造紙、石油化工原料製

造加工、紡織、染整、農、林、漁、牧、礦、土石採取、藥

品製造、火力發電及燃氣供應、廢棄物回收處理、用水供應

及污染整治等。 

（二）非製造業組：如從事醫療保健服務、研發及設計、營造、批

發及零售、運輸及倉儲、住宿及餐飲、觀光旅遊、資訊及通

訊傳播、金融及保險、不動產買賣、運動娛樂、休閒服務、

教育服務、綠能（含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風力及水力）

發電、國內無設立工廠或工廠已無從事生產之製造業等。 

（三）標竿組：曾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榮譽環保企業獎座或本獎

項榮譽環保企業獎座者。 

三、參加評選資格： 

（一）評選年度（參選報名之前一年度）前，經政府登記有案，於

境內設立且營運中之企業。同一企業體系總機構或所屬之分

（子）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等，得以個別企業名

稱參選。報名參選之企業名稱應與登記有案之證件名稱相

符。 

（二）自評選年度至報名期限截止日，參選企業單項污染行為違反

本署主管之環保法規，受處罰一次以內，總處罰二次以內，

且無欠繳環保罰鍰者。裁處金額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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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計次，所屬之分（子）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

採個別計算。 

（三）屬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稱中小企業參選者，得由評選

委員會議決議擇優獎勵。 

（四）自評選前三年度至報名期限截止日，未曾發生重大危害環境、

衛生、食品安全、公共安全、重大職業災害案件者。 

四、報名方式： 

符合參加評選資格之企業，於報名期限截止日前填妥參選文件上

傳至國家企業環保獎網站報名參選。 

五、參選企業應具備文件： 

（一）報名階段： 

1. 報名表（如附件一）。  

2. 參選企業得提報評選年度前之環保優良事蹟（以評選前一

年度之環保優良事蹟為重點），並請依報名表之評選指標項

目逐項提報說明，含佐證資料影本及照片。 

3. 參選報名之企業名稱應與登記有案之證件名稱相符。報名

資料不齊者，經通知補正，應於通知日起十日內完成補正，

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受理其申請。 

（二）複選階段： 

      複選第一、二階段簡報電子檔，依入選複選通知送達本署指

定地點。 

六、報名日期： 

每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但本署得視評選作業進度調

整。 

七、評選方式： 

由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處長為召集人，邀集五至八名專家、

學者及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代表一名組成評選委員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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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評選工作；召集人及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代表未克出席

時，得指定代理人出席。 

（一）製造業組、非製造業組評選程序如下： 

1. 初選： 

(1) 由本署就報名資料進行審查。 

(2) 資格審查通過及評選指標項目符合度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之企業名單彙整後，送交評選委員初選會議，議決入選

複選名單。 

2. 複選： 

(1) 第一階段：評選委員分組，由進入複選階段之企業，推

派簡報代表向評選委員進行口頭簡報及詢答。 

(2) 第二階段：由評選委員擇優第一階段企業，進行實地現

勘。 

(3) 評選委員審查項目及配分詳如本獎項審查評分表（附件

二之一及附件二之二）。 

(4) 複選階段，主席由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代表擔任，

如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產生。 

(5) 評選委員出席複選第一、二階段家數應超過一半以上者，

始列入複選評分。 

(6) 複選結果提交評選委員會決選會議議決獲獎表揚名單。 

3. 決選： 

評選委員會召開決選會議議決複選結果，獲獎名單須經評

選委員會議二分之一以上評選委員出席議決之。 

（二）標竿組評選程序如下： 

1. 初選： 

由本署就報名資料進行資格審查，通過者進入複選。 

2.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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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選委員進行實地現勘及評分。 

(2) 評選委員審查項目及配分詳如本獎項審查評分表（附件

三）。 

(3) 複選實地現勘，主席由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代表

擔任，如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產生。 

(4) 評選委員出席現勘家數應超過一半以上者，始列入複選

評分。 

(5) 複選結果提交評選委員會決選會議議決獲獎表揚名單。 

3. 決選： 

評選委員會召開決選會議議決複選結果，獲獎名單須經評

選委員會議二分之一以上評選委員出席議決之。 

八、獎勵： 

（一）評選及敘獎方式： 

1. 製造業組及非製造業組，依評分結果，將獎項區分為金、銀、

銅級獎與入圍獎。 

(1) 金級獎：評分達九十分以上。 

(2) 銀級獎：評分達八十五分以上。 

(3) 銅級獎：評分達八十分以上。 

(4) 入圍獎：評分達七十八分以上。 

2. 標竿組擇優至多五名，頒發巨擘獎。 

（二）舉辦頒獎典禮，由本署公開頒發獎牌，頒發獎項為金、銀、

銅級獎及巨擘獎；入圍獎獲獎狀一紙。 

（三）獲獎企業由本署公布名單，並透過新聞、電視媒體、網路、

觀摩會等活動公開表揚其績優環保事蹟。 

九、附則： 

（一）本署得使用獲獎者報名所檢附之資料，作為環境保護文宣之

內容。 

（二）獲獎者需配合本署辦理績優專輯彙編、頒獎典禮、觀摩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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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宣導活動等相關事宜。 

（三）獲獎者自行宣傳獲獎訊息時，僅能以該獲獎企業作為宣傳對

象。 

（四）自評選年度至頒獎典禮前發生重大危害環境、衛生、食品安

全、公共安全、重大職業災害案件或報名資料有嚴重不實等

情事，經查證屬實，本署得取消獲獎資格；已領獎者，本署

得撤銷或廢止該獎項，並追回獎牌（狀）。 

（五）連續三年均獲得銀級以上獎項者，另頒發「榮譽環保企業獎

座」一座。 

（六）參選企業僅能由評選組別擇一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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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家企業環保獎報名表（製造業組） 

企業名稱  

企業地址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行業類別   

資本額（仟元）  員工人數（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O）  

E-mail  行動電話  

統一編號  

企業管制編號  

是否屬中小企業 □是，實收資本額：             仟元      □否 

註：製造業組：如從事電子、光電、通訊、生技、食品、精密機械、船舶及車輛製造、鋼鐵、建材、造紙、石

油化工原料製造加工、紡織、染整、農、林、漁、牧、礦、土石採取、藥品製造、火力發電及

燃氣供應、廢棄物回收處理、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等。 

企業簡介及環保績效摘要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1.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目標、策略及短中長程規劃 
     □是   □否 
說明： 
1-2.近年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證 

     □ISO14001  □綠建築標章   □ISO 50001   □ISO14064 
     □碳足跡標籤、減碳標籤  □水足跡   □環保標章  □其他               
說明： 
1-3.推動綠色生產（綠色供應鏈）或行銷情形 

1-3-1.推動綠色生產（綠色供應鏈）、綠色採購 □是   □否    
1-3-2.推動綠色行銷                       □是   □否 

說明： 
1-4.發表並定期更新企業永續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是(請另行檢附檔案)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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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2-1.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是   □否 

說明： 
2-2.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含燃料轉換、效率提升及使用再生能源(憑證）

等） 
     □是   □否 

說明： 
2-3.推動製程原物料減量或回收再利用 
     □是   □否    

說明： 
2-4.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進廠房、製程、辦公室等） 
     □是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3-1.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計畫或措施 
     □是   □否 

說明： 
3-2.推動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 
     □是   □否 
說明： 
3-3.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是   □否    
說明： 
3-4.化學品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計畫或措施 
     □是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四、環境參與 

4-1.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例如認養公部門公廁、海岸、加入環保集點會員、

衛生紙丟馬桶、限塑、環保祭祀等） 

    □是   □否 

說明： 

4-2.推動員工環保活動（例如辦理環境教育、淨灘/淨山等活動、綠色運輸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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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4-3.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是   □否 

說明： 

4-4.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是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5-1.近三年獲得其他國內外相關環保獎項（如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是   □否 

說明： 

5-2.近年取得環保相關創新或專利事蹟 

     □是   □否 

說明： 

5-3.前述未列之環保績優事蹟 

     □是   □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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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企業環保獎報名表(非製造業組) 

企業名稱  

企業地址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行業類別   

資本額（仟元）  員工人數（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O）  

E-mail  行動電話  

統一編號  

企業管制編號  

是否屬中小企業 □是，實收資本額：             仟元      □否 

註：非製造業組：如從事醫療保健服務、研發及設計、營造、批發及零售、運輸及倉儲、住宿及餐飲、觀光旅

遊、資訊及通訊傳播、金融及保險、不動產買賣、運動娛樂、休閒服務、教育服務、綠能（含

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風力及水力）發電、國內無設立工廠或工廠已無從事生產之製造

業等。 

企業簡介及環保績效摘要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1-1.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目標、策略及短中長程規劃 
     □是   □否 
說明： 
1-2.近年取得相關環境管理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證 

     □ISO14001  □綠建築標章   □ISO 50001   □ISO14064 
     □碳足跡標籤、減碳標籤  □水足跡   □環保標章  □其他             
說明： 
1-3.推動綠色供應鏈或行銷情形 

1-3-1 推動綠色供應鏈、綠色採購         □是   □否    
1-3-2 推動綠色行銷                      □是   □否 

說明： 
1-4.發表並定期更新企業永續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是(請另行檢附檔案)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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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2-1.推動水資源節用措施 
     □是   □否 

說明： 
2-2.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含使用再生能源及溫室氣體管理），提供實質

減量量化數據之佐證資料(如電費單、第三方查證報告等) 
     □是   □否 

說明： 
2-3.推動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 
     □是   □否    

說明： 
2-4.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服務過程、辦公室等） 
     □是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3-1.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計畫或措施 
     □是   □否 
說明： 
3-2.推動員工生活污水妥善處理 
     □是   □否   □納管 
說明： 
3-3.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是   □否    
說明： 
3-4.其他污染減量作為 

□是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四、環境參與 

4-1.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例如認養公部門公廁、海岸、加入環保集點會員、
衛生紙丟馬桶、限塑、環保祭祀等） 

    □是   □否 

說明： 

4-2.推動員工環保活動（例如辦理環境教育、淨灘/淨山等活動、綠色運輸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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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4-3.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是   □否 

說明： 

4-4.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是   □否 

說明：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5-1.近三年獲得其他國內外相關環保獎項（如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是   □否 

說明： 

 

5-2.近年取得環保相關創新或專利事蹟 

     □是   □否 

說明： 

 

5-3.前述未列之環保績優事蹟 

     □是   □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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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企業環保獎報名表(標竿組) 

企業名稱  

企業地址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行業類別   

資本額（仟元）  員工人數（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O）  

E-mail  行動電話  

統一編號  

企業管制編號  

業別 □製造業     □非製造業  

企業簡介及環保績效摘要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績效 

績效說明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績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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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績效說明 
 

四、環境參與 

績效說明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績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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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國家企業環保獎審查評分表 -複選第一階段  

組別： 

企業單位名稱： 

審查項目 配分 評分 

一、環境政策及管理 30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20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20  

四、環境參與 20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  

合計 100  

優
點 

 

建
議
事
項 

 

註：達 78 分以上取得獲入圍獎資格。 

                     

評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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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 

國家企業環保獎審查評分表 -複選第二階段  

組別： 

企業單位名稱： 

審查項目 配分 評分 

一、環境政策及管理 30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20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20  

四、環境參與 20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  

合計 100  

優
點 

 

建
議
事
項 

 

註： 

1. 金級獎：評分達 90 分以上。 

2. 銀級獎：評分達 85 分以上。 

3. 銅級獎：評分達 80 分以上。 

 

                    評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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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家企業環保獎審查評分表 -標竿組  

業別： 

企業單位名稱： 

審查項目 配分 評分 

一、環境政策及管理 30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20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20  

四、環境參與 20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10  

合計 100  

優
點 

 

建
議
事
項 

 

註：擇優至多五名，頒發巨擘獎。 

                    評選委員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