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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及範例 

一、 報名資料請以 14 級字中文填寫，總頁數含附件不超過 100 頁為原則，完稿

後請編製目錄，以利閱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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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說明，成果可自行以

文字（請以中文撰寫）、流程、表格、圖形呈現，並提供佐證資料影本及照

片，表單不敷使用時請自行複製或調整，屬無需填寫之項目及欄位請勿刪

除。 

三、 填報之資料請量化，並填寫單位，如投資金額（仟元）、經濟效益（仟元／

年）、減少資源用量（噸／年）、電量（度／年）、水量（m3／年）、單位產

品之水、電或資源使用量、減少量等。各項環境效益 CO2e 排放係數請參考

以下係數估算。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力排碳係數：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Desc.aspx?menu_id=6989 

台灣自來水公司每度用水排放二氧化碳(CO2)約當量： 

https://www.water.gov.tw/ct.aspx?xItem=1958&ctNode=813&mp=1 

四、 績效展現可以近 3 年、同性質行業或各分公司之間的比較與分析方式呈現。 

五、 前一年度曾獲獎企業請說明前後年度優良事蹟之差異，並簡要回覆複評現

勘委員意見。 

六、 報名日期：109 年 6 月 1 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 

七、 網路報名及查詢網址：http://aeepa.epa.gov.tw/ 

八、 對於填寫報名資料表若有疑問，請以電話洽詢環保署管考處(02)2311-7722

分機 2931 潘嘉妤技士，或洽本署委辦單位：豐鏵環境科技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電話：(02)2723-0355 分機 201 游先生、分機 213 林小姐。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Desc.aspx?menu_id=6989
http://verity.erl.itri.org.tw/EIGIC/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8&Itemid=65)及台灣自來水公司每度用水排放CO2
https://www.water.gov.tw/ct.aspx?xItem=1958&ctNode=813&mp=1
http://aeepa.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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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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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登記證明  

（檢附影本）  

□公司登記    □商業登記  □工廠登記證   

□行業登記證  □開業證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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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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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評選項目1-4及5-4不列入評選指標項目符合度計算。 

承諾事項 

1. 本單位所提送之報名文件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並遵從「國家企業

環保獎評選要點」第 9 點第 4 款規定辦理。 

2. 若獲獎願意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相關觀摩研討會及宣導活動，並同意使用相

關資料做為廣宣表揚用途。 

企業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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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簡介及環保績效摘要                                        

一、企業簡介：請簡述企業背景、經營項目、主要產品等資料。 

（一） 參選者名稱為總公司者：請列出所屬之分（子）公司、廠（場）或營運

處（所）等，並說明參選單位範疇。 

（二） 參選者名稱非為總公司者：績效展現應以參選者為主，具體事蹟需與總

公司或其他分（子）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等分開統計。 

二、環保績效摘要：請簡述企業環境政策、環境管理組織運作情形、人員訓練

規劃等，並說明營運過程衍生污染物種類（空、水、廢、毒等）、污染防治

成效、能資源節用、目標與期程規劃、投入成本及環境效益…等，積極朝

向零廢棄、零污染目標。 

三、108 年度推動環保措施重點績優事蹟：請說明 108 年推動之重點環保措施項

目及績效，如之前曾獲企業環保獎，請摘述近一次獲獎評比年度之環保績

優事蹟，以對照說明企業精進內容。 

範例 

一、企業簡介 

○○公司成立於○○年… 

 

二、環保績效摘要 

 

(一) 訂定企業環境政策 

訂定環境政策內容如下… 

 

(二) 環境管理組織運作情形 

○○公司為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積極規劃各項環保措施，秉持企業「○

○○○○」的信念…善盡企業公民責任，成立○○○○委員會…  

 

(三) 自我檢視營運過程產生之環境負荷或環境衝擊及其因應對策 

就企業研發、生產、服務、活動等面向盤點衍生環境衝擊的項目，如

能源耗用、污染物、廢棄物等… 

 

活動或服務 考量面 環境負荷/環境衝擊 

設計開發  廢包材/廢紙箱/廢液/廢空瓶/能源  廢棄物/能源耗用  

辦公室活動  廢紙/生活垃圾/能源/生活污水 廢棄物/污水/能源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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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  油煙/污水/廚餘、廢油/能源  
空氣污染/廢棄物/污水

/能源耗用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清運/資源回收管理/能源  廢棄物/能源耗用  

出貨運送 車輛油耗 空氣污染/能源耗用 

… … … 

 

針對前述盤點之環境負荷或衝擊訂定因應對策如下： 

廢棄物：提高資源回收再利用比例… 

能源耗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污水：裝設節水措施、加強水資源教育訓練… 

空氣污染：汰換老舊車輛、提升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效能… 

 

(四) 人員訓練規劃 

 

(五) 污染防治設備成本 

 

各項污染防治設施投入經費及操作維護費用一覽表 

污染防治設備項目 投資金額（萬元） 每年操作維護金額（萬元）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 ○,○○○ 

廢水處理/回收設計… ○,○○○ ○,○○○ 

廢棄物收集/貯存設施… ○,○○○ ○,○○○ 

整體投資費用 ○,○○○ ○,○○○ 

各項污染防治設施之投資及操作維護費用之占比如下圖所示： 

 
(六) 環境效益 

○○公司 108 年間共計推動○○○○專案○○項，支出成本約○○萬

元，共計節用○○項目○○度、○○項目○○度、資源回收○○項目○○

噸、○○項目○○噸，整體節能減碳量達○○噸，並積極參與國內外環保

事務，除參加○○組織，協助推動○○，截至 108 年底，各項環保工作成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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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8 年度績效總表 

類別 項目 107 年量(B) 108 年量(A) 
較前一年度

提升績效 
績效計算方式 

能
資
源
管
理 

用電量(度) 10,000 5,000 50% (B-A)/B 

用水量(度) 5,000 2,500 50% (B-A)/B 

服務項目單位用電量(註明名稱
及單位) 

50 度/m2.年 48 度/ m2.年 4 % (B-A)/B 

服務項目單位用水量(註明名稱
及單位) 

200 公升/床.日 180 公升/床.日  10 % (B-A)/B 

太陽能裝置容量(千瓦) 300 300  0% (A-B)/B 

太陽能總發電量(度) 1,500 2,000 33.3% (A-B)/B 

產生(或購買)再生能源憑證(張) 10 15 50 % (A-B)/B 

雨水回收量(公噸) 10 15  50 % (A-B)/B 

原物料再利用率(%) 30 30 0 % A-B 

用水回收率(%) 30 36 6 % A-B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CO2e) 10,000 8,000 20 % (B-A)/B 

污
染
防
治
減
量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公噸) 50 40 20 % (B-A)/B 

事業廢棄物產生量(公噸) 50 30 40 % (B-A)/B 

資源回收物總重(公噸) 10 8  -20% (A-B)/B 

資源回收率(%)（資源回收物量除

以全廠廢棄物產生量） 
15 18 3% A-B 

環
境
參
與 

綠色採購金額(元) 100,000 150,000  50 % (A-B)/B 

員工加入環保集點總人數 300 330  4.5 % 

(A-B)/員工人數 

員工人數： 660    

目前員工加入環保集

點人數比例： 50 %   

推動/贊助環保公益金額(元) 10,000 9,000  -10 % (A-B)/B 

辦理員工環保活動(場次/人數) 3 場/ 200 人 4 場/ 250 人  25 % (A-B)/B(以人計算) 

對外環保宣導場次(場次/人數) 1 場/ 50 人 2 場/ 60 人  20 % (A-B)/B(以人計算) 

認養公部門公廁(座) 2 3  50 % (A-B)/B 

認養海岸長度(公尺) 1,000 2,000  100 % (A-B)/B 

參加淨灘(場次/人次) 1 場/ 50 人 1 場/ 60 人  20% (A-B)/B(以人計算) 

淨灘撿拾廢棄物總量(公斤)       % (A-B)/B 

註一：108 年績效資料統計期間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註二：減量計算以前一年度（107 年）為基準年。資源回收率以資源回收物量/全廠廢棄物產生量。 

註三：可依企業環保績效自行增加前述填報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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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 年度推動環保措施重點績優事蹟： 

○○公司參選第 1屆國家企業環保獎獲得銅級獎(評比年度 107年)，107

年度獲獎事蹟及 108 年度精進之重點環保措施及績效如下： 

項目 107年度(前次獲獎評選年度) 108 年度(本次評選年度) 

水資源節用 
裝設節水設備 (水龍頭、馬

桶)。 

設置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總計每年可減少 12,755 噸用

水量，減少 2,100 公斤 CO2e。 

節約能源措施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10張，減

碳5.33噸CO2e。 

1.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15

張，減碳 7.995 噸 CO2e。 

2. 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總

發電度數為 100,000 度，

減碳 53.3 噸 CO2e。 

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 

大樓燈具汰換專案，減少用

電量 98,560 度，減少 52.532

噸 CO2e。 

推動資訊機房節能專案，減

少用電量 468,199 度，減少

249.55 噸 CO2e。 

推動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 

於會議室設置室內空氣品質

自動監測設施看板。 

於所有辦公區域設置室內空

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看板。 

配合政府環保

政策推動 

辦理 2 場次淨灘活動，參與

人數 150 人，撿拾廢棄物共

計 200 公斤。 

認養 OO 海岸 2,000 公尺，每

2 個月辦理 1 次淨灘活動，總

計參與人數 1,000 人，撿拾廢

棄物共計 1,000 公斤。 

… … …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加分項目(108 年執行績效，請於後面事蹟項目說明

及註明對應頁數) 

項目 達成情形 
自

評 

頁數 

1.推動環境教育(上限 0.6 分) 

(1)有訂定企業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並彙整執行績效公開於
企業網站，加 0.3 分。 

■有  0.3 ○○ 

(2)企業 80%以上員工有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加 0.2

分。 
■有  0.2 ○○ 

(3)至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 4 小時以上戶外學習活動，加
0.1 分。 

■有  0.1 ○○ 

2.推廣性別平等(上限 0.4 分) 

(1)80%以上員工有參加 30 分鐘以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之
課程活動，加 0.2 分。 

□有    

(2)辦理年度職場男性或女性楷模選拔活動，加 0.2 分。 □有   

3.企業老舊車輛占比(上限 0.5 分) 

車齡 10 年以上車輛占全部車輛比率 X，X≦10％，加 0.5 分、

10<X≦20％，加 0.3 分、20<X≦30％，加 0.1 分。 

車輛總數  30 輛 

≧10 年車輛 3  輛    

比率 10 %        
0.5 ○○ 

4.配合空品預報不良降載減排(減量超過 10%，降 5%加 0.1 分，上限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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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載減排期間    月   日~  月   日 

 粒狀污染物/減量比率   %，硫氧化物/減量比率   %， 

 氮氧化物/減量比率   %，揮發性有機物/減量比率   % 

   

5.參與畜牧糞尿大場帶小場或集中處理計畫，加 0.5 分。 □有    

6.海岸認養及淨灘(上限 0.4 分) 

(1)海岸認養 1,000 公尺以上，加 0.1 分。 ■有 0.1 ○○ 

(2)參加/辦理淨灘 1 場，加 0.1 分，上限 0.3 分。 參與/辦理 2場 0.2 ○○ 

7.認養公部門公廁(認養≧1 年)，加 0.1 分/座，上限 0.3 分 ■有 1  座 0.1 ○○ 

8.加入環保集點會員與環保集點平臺運用(上限 0.5 分) 

(1)達員工總人數 95%以上或超過 1,000 人，加 0.3 分、 

  達員工總人數 85%以上或超過  500 人，加 0.2 分、 

  達員工總人數 65%以上或超過  300 人，加 0.1 分。 

總人數 660 人， 

加入數 330 人 

(占 50 %) 

0.1 ○○ 

(2)採購綠點並以點數替代活動宣傳贈品或獎金，加 0.2 分。 採購 50,000 綠點 0.2 ○○ 

9.綠色採購申報≧500 萬元(加 0.1 分)、≧2,000 萬元(加 0.3

分)、≧5,000 萬元(加 0.5 分)。 
 500  萬元 0.1 ○○ 

10.取得環保標章，1 件加 0.2 分，上限 0.6 分。  2   件 0.4 ○○ 

11.取得碳足跡標籤/減碳標籤(上限 0.6 分) 

(1)取得碳足跡標籤證書，1 件加 0.1 分，上限 0.3 分。        件   

(2)取得碳足跡減量標籤證書，加 0.3 分。        件   

12.容器分類回收(上限 0.2 分) 

(1)具分類貯存設施，加 0.1 分。 ■有 0.1 ○○ 

(2)交付合法管道(交付公益團體、合格清除或回收業者) ，
加 0.1 分。 

■有 
0.1 ○○ 

13.所屬員工參加模範環保專責人員遴選(上限 0.4 分) 

遴選結果：達到初選，加 0.1 分、 達到複選，加 0.2 分、 

達到獲獎，加 0.4 分。(如有多人參選以成績最佳者計算) 

達到階段 

 複選      
0.2 ○○ 

自評加分總分 2.7 分 

註: 

1. 第 1 至 8、12 項統計期間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15 日止。 

2. 第 9、13 項統計期間為 108 年度。 

3. 第 10、11 項計算方式以證書於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15 日期間屬有效者。 

4. 請依國家企業環保獎網站公告加分項目應提出之說明或佐證資料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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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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聯合國永續指標項

目訂定） 是   □否 

說明： 

依短程（1~2 年）、中程（3~5 年）、長程（6~10 年）規劃營運過程污染減排、

能資源節用、妥善處理廢棄物、提升員工環境意識等目標及執行項目，訂定相

關策略及監督管理機制（含年度、執行內容、經費、期程及預期目標）、KPI

指標及執行內容（如節水、節電、減碳、廢棄物減量、再利用率、污染物削減

率或排放總量…等），落實持續改善，以降低服務及營運過程對環境的影響。 

範例 

為表達本公司高階主管的安衛環保理念。並依此運作環安衛管理系統，降

低對本公司事業活動及產品所產生之環境、安全、衛生衝擊與風險… 

預定目標及期程如下： 

期程 

目標 執行工作項目 

短期 
  

  

中期 
  

  

長期 
  

  

 

各負責單位於每年第○季提出年度推動計畫，於下半年呈報核可。環安部

門定期會議追蹤檢討年度計畫執行狀況，管理部門於每半年會議追蹤審閱計畫

執行績效。 

類別 項目 
○○○年 

基準 

○○○年 

（短期） 

○○○年 

（中期） 

○○○年 

（長期） 

節電 用電量 ○○度 
○○度 

減量○○% 

○○度 

減量○○% 

○○度 

減量○○% 

節水 用水量 ○○（噸/年） 
○○（噸/年） 

減量○○% 

○○（噸/年） 

減量○○% 

○○（噸/年） 

減量○○% 

其他目標 

1.○○○年通過經濟部清潔生產，○○○年取得綠色工廠標章。 



9 

2.○○○年完成碳足跡、水足跡及溫室氣體盤查並取得第三方查證。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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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減量標籤 □水足跡 □環保標章□其他             

說明： 

範例 

環境管理驗證系統及標誌一覽表 

名稱 最近取得日期 有效日期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ISO 14064 溫室氣體盤查   

ISO 14046 水足跡   

綠建築標章   

碳足跡標籤   

碳足跡減量標籤   

環保標章   

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內容可見有效範圍及期限）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ISO 14064 溫室氣體盤查 

ISO 14046 水足跡 

綠建築標章 

環保標章 

碳足跡標籤 

碳足跡減量標籤 

ISO 14067 碳足跡查證聲明 

ISO 14051 物質流成本會計 

QC-080000 有害物質管理系統 

環保旅店 

環保旅館 

…等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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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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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建立綠色供應鏈 

簡述企業建立綠色供應鏈管理準則、考評稽核機制及成果（如制訂供應商行為

準則、管理機制及選擇、稽核、評鑑供應商之標準流程、辦理供應商大會…等） 

範例 

○○公司將環境保護議題融入供應商管理辦法中，引導供應商兼顧產品品

質與節能、環保之規定，如產品是否具有環保標章，採用環保可回收的包裝方

式及材料，並符合公司之環境政策及減少廢棄物、節約能源、污染防制、環保

法令等規範… 

供應商評鑑方式…稽核結果…等 

 

每年辦理供應商大會分享…帶動供應商共盡企業社會責任…

    
 

二、推動綠色採購 

民間企業及團體採購綠色產品之認定範圍為國內環保標章產品、第二類環

保標章產品、第三類綠色標章產品（包含節能標章、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

碳足跡標籤產品、減碳標籤產品、國外環保標章產品與臺灣簽訂相互承認協議

之對象國、能源之星、FSC、PEFC 永續林業標章，另搭乘高鐵、租賃具環保標

章汽車、採購具環保標章電動汽（機）車、腳踏車及於服務業環保標章場所消

費（旅館業、旅行業、育樂場所及汽車租賃業等）等，皆可列入綠色採購統計

之範圍。參選單位為分公司或分廠者須與總公司分開獨立計算。 

範例 

○○公司積極響應政府推行綠色採購政策，優先採購對環境友善之產品，

參與民間企業主動申報綠色採購金額，並建議員工選購「低污染、省資源、可

回收」的環保產品，藉此將綠色採購及綠色觀念導入公司既有管理制度，實踐

綠色消費。 

歷年綠色採購金額一覽表 

年度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綠色採購金額 ○○○萬元 ○○○萬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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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綠色採購金額比較 

○○公司 108 年度綠色採購金額共計○○萬元，占全年度總採購金額○○

%，並將成果報備○○○環保局。 

108 年度綠色採購統計表 

 
※ 國內環保標章編號查詢網址： 

https://greenliving.epa.gov.tw/Public/Product/ProductQuery。 

※ 國外環保標章與臺灣歷年簽訂相互承認協議之對象國： 

https://greenliving.epa.gov.tw/Public/GreenMark/International。 

 

三、推動綠色產銷措施 

簡述推動綠色產銷措施及做法，如降低環境衝擊之銷售方式（如建構虛擬

通路、實施無紙化交易等）、以綠色環保為主題規劃廣告文宣及行銷活動、宣傳

企業環保主張與產品環保特性（如透過解說、標誌設置或網路宣傳等方式，揭

示產品或服務之環境效益與特性資訊，以利消費者或客戶等利害關係人識別）。 

範例 

○○公司推動綠色產銷措施… 

 

108 年推動綠色產銷措施及效益一覽表 

https://greenliving.epa.gov.tw/Public/Product/ProductQuery
https://greenliving.epa.gov.tw/Public/GreenMar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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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專案名稱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 

日期 
減少○○ 

減少 CO 2排放量 

（噸 CO2/年） 

無紙化交易 
○○○○

專案 
    

電子化 DM 
○○○○

專案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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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報告書撰寫指引（如 GRI G4、AA1000、ISAE3000 或 ISO 26000），並說明

更新頻率及揭露方式，若屬集團母公司發布之企業責任報告，請摘錄與參選單

位相關之環保績效內容。 

範例 

自○○○年起，○○公司制訂…提升環境管理之推動能量並依據 GRI G4 標

準撰寫企業責任報告書，每○年更新，目前○○○年發布為第○○版，內容如… 

…以此類推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以專案方式說明 108 年環境政策與管理具體事蹟及成果。 

範例 

專案（一）：… 

專案名稱 ○○○○專案 

說明 

 

本公司透過○○措施針對○○內容如下： 

期程：○○○年○○月至○○○年○○月 

投入經費：○○○萬元 

推動成效：○○○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封面圖片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與參選單位環

保績效相關之內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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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或照片 

…以此類推 

 

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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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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節約用水、源頭減量、推動雨水或廢水回收再利用措施、做法及效益。 

範例 

○○公司推動… 

108 年水資源節用方案及效益一覽表 

類別 專案名稱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 

日期 

減少用水量 

（噸/年） 

減少 CO 2排放量 

（噸 CO2/年） 

減量 
水龍頭加

裝節水器 

    

回收再利

用 

雨水回收

系統 

    

 

 
近 3 年用水量比較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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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使用再生能源（指能夠藉由自然界的循環產生且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能

源，如太陽能、水力能、風力能、海洋能、地熱能、氫能、生質能、熱能…等）

政策及成果統計。（含使用種類、年使用量、替代量或比例、用途及效益等） 

範例 

108 年使用再生能源方案及效益一覽表 

類別 年使用量 取代量或比例 用途 效益統計 

太陽能 
○, ○○○

（度） 

○○○（度） 

○○% 

取代外購

電比例 

1.減少外購電使用○○度/年 

2.減少 CO2排放量○○噸/年 

再生能

源憑證 

○, ○○○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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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太陽能系統發電量比較 

 

專案名稱 申請再生能源憑證（發電時間：108 年） 

說明 

 

發電業者可申請憑證做為綠電發電證明，隨電販售給用戶，或將

綠電的環境效益以憑證方式賣給需求者。憑證購買者可使用於溫

室氣體盤查，亦可用於國內外企業評等制度，如國際碳揭露專案

中，作為使用綠電證明。自用設備擁有者亦可申請憑證作為使用

綠電量之證明。 

 

…以此類推 

 

2-3.推動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 是   □否    

說明： 

簡述企業研發、管理、服務過程能資源回收再利用措施、做法及效益。 

範例 

○○公司秉持資源再利用之精神，推動… 

108 年資源再利用方案及效益一覽表 

類別 專案名稱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 

日期 

減少○○ 

（○/年） 
效益統計 

減量 電子化公文     

再利用 
○○○○回收

再利用專案 
    

 



16 

 
近 3 年能資源回收再利用比較 

…以此類推 

 

2-4.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服務過程、辦公室等） 是   □否    

說明： 

簡述節約用電、源頭減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措施，如採用節能燈具、辦

公室分區照明、電腦機房節能改善節等各項節能相關措施、做法及效益。 

範例 

○○公司致力於節能減碳，提昇能資源管理效益，降低環境衝擊… 

 

108 年節能減碳方案及效益一覽表 

類別 專案名稱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 

日期 

減少用電量 

（度/年） 

減少 CO 2排放量 

（噸 CO2/年） 

空調 ○○○○專案     

照明 ○○○○專案     

機房      

 

 
近 3 年用電量比較 

…以此類推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簡述 108 年能資源節用重大貢獻專案具體事蹟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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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專案（一）：… 

專案名稱 雨水回收系統 

說明 

 

本公司透過○○措施針對雨水回收再利用內容如下： 

方案簡述： 

期程：○○○年○○月至○○○年○○月 

投入經費：○○○萬元 

回收用途：○○○○使用 

回收成效：○,○○○（噸/年） 

流程或改善前後照片 

 

專案（二）： 

專案名稱 冰水主機節能改善 

說明 

汰換使用年限屆期冰水主機 

方案簡述： 規格、 數量、更換前後比較（耗電量 kWh/年） 

期程：○○○年○○月-○○○年○○月 

設置成本：○○○萬元 

節約用電：○,○○○kWh/年、 減少 CO2 排放量：○○○噸/年 

節省電費：○○○萬元/年 

流程或改善前後照片 

…以此類推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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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參選者是否屬於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自主維護管理室

內空氣品質措施及做法。（如檢驗測定方式、項目、位置、監測頻率、法規標

準、量定結果、測定日期及揭露方式等） 

範例 

○○公司雖非屬於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於辦公室區域

仍自主管理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範相關作法，具體做法說明如下… 

檢驗測定方式說明 

測定項目 測定點 測定方法 監測頻率 

二氧化碳 ○○辦公室 紅外線法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之檢驗頻率，除中央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每二年實施定期
檢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至少一次。 

    

測定結果 

測定項目 測定位置 法規標準 量測結果 測定日期 

     

     

訊息揭露方式 

 
…以此類推 

3-2.推動員工生活污水妥善處理 是   □否   □納管 

說明： 

簡述參選者是否屬於應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之列管場所，設備操作維護情形及相

關措施、做法及效益。 

範例 1 

一、水污染防治設施 

本公司的水污染防治策略首重減少污染物進入廢水中，其次是藉由高效能

設備進行處理，於 108 年投入○○○萬元…提高處理效率○○%，減少達○○

%之排放量，…其排放水質必須符合或優於法令規定。 

水污染防制設施一覽表 

設施名稱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日期 處理量 處理效率 

操作維護 

成本（仟元/年） 

○○○○      

      

 

二、檢測結果 

1. 量測作業照片（或連續監測設備） 

2. 測定結果公布方式（公布欄張貼、電子看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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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產出之廢水都經過適當的處理後放流…檢測頻率…檢測結果如下… 

檢測日期 

水質檢測項目（檢測單位○○○） 

水溫 

℃ 

SS 

mg/L 

COD 

mg/L 

BOD 

mg/L 
○○ ○○ ○○ ○○ 

         

排放標準         

符合要求         

三、減量成效 

 
近 3 年污水排放量比較 

範例 2 

本公司營運型態並無設置廢水處理污染防治設施之需求；惟設有員工餐

廳，為避免油脂直接排入污水下水道，造成污水管及下水道堵塞，廚房設有截

油槽設施，並定期維護… 

水污染防制設施一覽表 

污染防治設施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日期 清洗頻率 

操作維護成本

（仟元/年） 

廚房不鏽鋼截油槽 ○○○元 ○○○○ ○○/1 次 ○○○元 

     

 

…以此類推 

 

3-3.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是   □否    

說明： 

簡述企業營運過程或辦公場所廢棄物減量、分類及資源回收再利用計畫、措施、

照片 

 

照片 

 



20 

做法及效益。 

範例 

一、推動廢棄物減量 

○○公司廢棄物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資源回收類廢棄物等… 

108 年廢棄物減量及提高資源回收率方案及效益一覽表 

類別 專案名稱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 

日期 

減少○○ 

（噸/年） 
效益統計 

一般事業廢

棄物減量 

○○○○

專案 

    

提高資源回

收率 

○○○○

專案 

    

 

 
近 3 年廢棄物量比較 

 
近 3 年資源回收量比較 

 

二、妥善清理廢棄物 

1.廢棄物種類、項目、數量、貯存及清理方式。 

2.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之遴選、稽查及廢棄物流向追蹤作業說明，並對再利

用產品之流向進行追蹤。 

範例 

○○公司廢棄物分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資源回收類廢棄物等… 

108 年廢棄物貯存與清理一覽表 

類別 代碼 貯存方式 清除方式 清除頻率 清運數量 

生活垃圾 D-1801 袋裝 委託處理 1 次/週 ○○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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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      

      

108 年廢棄物項目比例（噸/年） 

○○公司對於委託之廢棄物清除及處理廠商，訂有「廢棄物委託清除、處

理廠商稽核辦法」以為準則，經由定期及不定期進行現場稽核機制，審查業者

相關記錄及現場環境並其要求改善，以達到督促及追蹤之目的，並為後續評選

廠商之參考… 

廢棄物清除及處理廠商稽核作業流程及說明如下： 

 

廢棄物廠商查核紀錄如下：… 

 

…以此類推 

 

3-4.其他污染減量作為 是   □否 

說明： 

簡述企業營運過程除了室內空氣品質、生活污水、廢棄物之外，其他污染源相

關防治減量措施、做法及效益。（如噪音防制、油煙異味防制…等） 

範例 

本公司設有員工餐廳，為避免油煙瀰漫，影響廚房工作人員健康及用餐環

境舒適度，廚房設有多項污染防制措施，並定期維護… 

其他污染防制設施一覽表 

污染防治設施 
投入成本 

（仟元） 

完成 

日期 

清洗頻

率 

操作維護成本

（仟元/年） 

廚房油煙罩不鏽鋼過濾網 ○○○  ○○/次 ○○○元 

廚房排油煙系統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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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以專案方式說明 108 年各項污染防治減量具體事蹟及成果。 

範例 

專案（一）：… 

專案名稱 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說明 

 

○○年起為減少中午用餐一次性便當盒數量，故推動○○計

畫，…同仁熱烈響應，每年減少○○○個一次性便當盒，… 

減少廢棄物：○○○噸/年 

減少 CO2排放量：○○噸/年 

流程或改善前後照片 

…以此類推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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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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企業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相關紀錄。（含認養證明、宣導活動名稱、日

期、地點、主辦單位、參與人數及照片…等） 

範例 

○○公司配合政府環保政策宣導包括鼓勵員工加入環保集點、公司購買環

保集點點數鼓勵員工參加淨灘活動… 

108 年配合政府環保政策宣導一覽表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主題 主辦單位 參與人數 效益統計 

  環保集點 環保署 ○○○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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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簡述企業辦理內部環保活動，如跳蚤市場、二手衣物捐贈、環保月、環保產品

團購或其他環保活動等相關紀錄。（含日期、活動地點、活動名稱、主辦單位、

參與人數及活動照片等） 

範例 

○○公司每年規劃不同主題員工環保相關活動包括… 

108 年辦理環保相關活動一覽表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主題 參與人數 辦理頻率 效益統計 

○月○日  跳蚤市場 ○○○ 1 次/年  

      

…以此類推 

4-3.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是   □否 

說明： 

簡述企業推動或贊助生態保育、復育或文化資源保存等相關作為及成果統計。

（含活動主題、主（協）辦單位、辦理期程、預算及成果績效等說明） 

範例 

○○公司贊助環保公益活動不遺餘力，推動之專案包括… 

108 年贊助環保公益活動一覽表 

編號 專案名稱 效益 

1 ○○○○復育計畫 ○○的族群由原來○○年○○提升到○○○… 

2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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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是   □否 

說明： 

簡述企業參與外部社區、團體或國際間相關環保活動（屬政府部門辦理應歸屬

於 4-1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如淨灘、淨山、淨溪、環境清掃、認養公園、

道路及行道樹、參與國際論壇、發表論文、期刊等相關紀錄（含日期、活動地

點、活動名稱、主辦單位、參與人數及活動照片等）。 

範例 

○○公司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如下： 

108 年參與環保相關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參與人數 效益 

○○○年

○月○日 
○○海灘 

○○季淨灘

活動 
○○○ ○○○ 

清除廢棄物達

○○○kg…. 

      

…以此類推 

 

執行專案具體事蹟說明 

以專案方式說明 108 年環境參與具體事蹟及成果。 

範例 

專案（一）： 

活動名稱 購買環保集點鼓勵員工參與淨灘活動 

說明 

本公司為鼓勵員工參與環保活動，於 108 年 10 月向環保署購買

50 萬點環保集點，鼓勵員工參加公司淨灘活動，每位參與同仁

給予 5,000 點鼓勵。 

部門名稱 給予環保集點人數 

管理部 ○○ 

總務部 ○○ 

  

  

總計 ○○ 
 

 

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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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二）：  

專案名稱 ○○○○復育計畫 

說明 

本公司與○○大學○○○教授合作，針對公司臨近○○○○生長

之原生物種○○○○復育進行研究，每年提供研究經費○○○萬

元，並協助… 

○○○○的族群由原來○○○年○○○提升到○○○… 

 

 

…以此類推 

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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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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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說明： 

參選者 106~108 年間曾獲得環保署、各級環保單位、國內外其他政府機關、民

間團體頒發環保相關獎項或證明。（如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天下企業公民獎、

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及台灣企業永續獎等，不含感謝狀。） 

範例 

獲獎紀錄一覽表（內容可見獎項名稱、頒發單位及時間） 

獎項名稱 頒發單位 獲獎時間 照片 

第 1 屆國家

企業環保獎 
環保署 108/11 

 

    

…以此類推 

 

5-2.近年取得環保相關創新或專利事蹟 是   □否 

說明： 

以專案方式說明可供推廣分享之環保創新作為，或取得環保專利之技術、方法、

設備或產品。 

範例 

108 年取得環保專利一覽表 

序 專利名稱 專利編號 

1 ○○○○ ○○○○ 

   

各專利說明如下： 

專利名稱 ○○○○（專利編號○○○○） 

說明 專利說明… 

 

108 年環保創新作為一覽表 

專案 創新作為 內容 

1 ○○○○ ○○○○ 

   

…以此類推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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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推動性別平等相關計畫或措施（董監事、員工性別比例、推動環保成立之環

安委員會、永續委員會等組織，達到任一性別人（委員）數應占全體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之要求、提供員工申請育嬰假、辦理性別平等宣導及課程、推動

家庭與工作平衡、性別意識培力等） 是   □否 

說明： 

簡述企業遵循性別工作平等法推動各項相關措施及成果統計。 

範例 

○○公司對全體員工無分性別，依據工作類別提供全方位且多元化的學習

環境，欲以完善健全之教育訓練，達成留才與育才之目的…… 

 

員工若因年幼子女照顧因素必須休長假，除了在員工手冊、人事規章載明申請

方式外，公司亦提供諮詢窗口，協助員工依循「性別工作平等法」及「育嬰留

職停薪實施辦法」來辦理。108 年間共有○○位同仁提出申請，○○核准通過，

有○○位員工育嬰留停回任，復職率○○%… 

…以此類推 

1.本公司員工共有 300 位，男性 185 位，女性 115 位，女性

員工占比 38.3%。 

2.本公司現有董監事共有 14 位，其中 8 位為女性，男性 6

位，董監事女性比率 57%。董監事名冊如右: 

3.本公司定期辦理性別平等宣導課程 

○年○月○日邀請性平教育協會講師辦理性別平等講座 

講題：○○○○ 

共有 40 位同仁參與 

 
 

5-4.前述未列之環保績優事蹟  是   □否 

說明： 

範例 

1. 飲用水管理(飲水設備數量、檢測原則、檢驗報告、檢測頻率等做法)。 

2. 辦公室綠美化。 

3. 環境衛生用藥及辦理病蟲害防治。 

4. 鼓勵指定日或開設蔬食(在地友善食材)。 

5. 廁所設置物台或掛勾、設置垃圾桶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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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行動具體事蹟（綠色行動獎評分依據）                       

(與評選指標項目四、環境參與重複者，於環境參與列表摘要說明，詳細內容請

列於本處) 

請依下列項目列出貴公司具有之相關執行成果、規劃及具體可行方案 

一、 推動環境教育：包括訂定企業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及推展員工環境教育。 

二、 企業老舊車輛（包含汽車、機車、柴油車）汰換：包括企業、員工及供應

商等供應鏈之老舊車輛汰換規劃。 

三、 配合空品預報不良降載減排。 

四、 參與畜牧糞尿大場帶小場或集中處理計畫。 

五、 海岸認養、淨灘行動：提列包含認養契約書、清理成果及未來持續辦理方

式。 

六、 認養公部門公廁。 

七、 加入環保集點會員、購買綠點（環保集點平臺運用）。 

八、 綠色採購申報。 

九、 取得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證書、碳足跡減量標籤證書。 

十、 其他經認定之本署重點政策推動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