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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家企業環保獎係本署為促進企業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推動環境保護工作所設立，並鼓勵其

他企業以獲獎者為楷模，成為進步共好的動

力，共同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為全方位環保績效展現，涵蓋推動環境管理、

能資源節用、污染防治減量、環境參與及其他

績優事蹟等面向。

企業推動環保的最高

榮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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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年度評選要點修正重點

一、增列評選指標五大面向，使企業瞭解評選內容，
並刪除附件報名表，修正為於每年公告報名日期
時，同步公告於國家企業環保獎網站。（修正規
定第五點及其附件）

二、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及「行
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將委員性
別比例納入規範；另為擴大企業參與，調降初選
審查之評選指標項目符合度，以鼓勵更多企業踴
躍報名參選。（修正規定第七點）

三、考量綠色行動獎獲獎企業多為獲銀級以上企業，
且獲獎事蹟重複性高，爰刪除綠色行動獎。（修
正規定第七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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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組 非製造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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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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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評選組別

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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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一、評選年度(10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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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110.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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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計次，所屬之分
(子)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採個別計算。

第三點、參加評選資格

「焚化廠、污水廠等營運、代操作企業，請以企業名稱（營運、代操作者）報名。

例：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理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

例1：如空、水罰單各1張，符合參選資格；如空罰單2張，即不符合參選資格。
例2：109年前違規罰單不計，如108.12.15違規，處分書109.2.5送達，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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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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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參加評選資格(續)

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定義，中小企業為依法辦理
公司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
員工人數未滿200人之事業。

例如發生重大傷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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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步驟一
•至國家企業環保獎官網下載報名文件

步驟二
•填寫參選文件

步驟三

•於110/5/17中午12:00報名截止

期限前，上傳參選文件

 請將參選文件(含附件)轉成pdf檔上傳。

第四點、報名方式

3月至4月

 有發行CSR(以最近發行版)轉成pdf檔上傳。

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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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參選企業應具備文件
(一)報名階段
1. 報名表（與報名日期同步公告於國家企業環保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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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報名表之評選指標項目

（包括環境政策與管理、能資源節用貢獻、污染防治減量成

效、環境參與及其他績優事蹟等五大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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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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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第六點、報名日期

每年於開放報名日前一個月於國家企業環保獎網站公告。

第七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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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評選工作，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
低於五分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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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組成

本屆報名期間為110年4月15日起至5月17日中午12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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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評選方式(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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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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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複選：

1.第一階段評選委員分組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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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實地現勘：評選委員由第一階段評選委員分組審查企業擇優進
行實地現勘。

3.評選委員依五大評選指標項目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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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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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原規定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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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企業
環保獎

評比
指標

環境政策與管理
環境政策與目標(與SDGs結合)
環境管理查證或驗證
綠色供應鏈或行銷

能資節用
水資源節用政策

節能、節電措施

製程/服務過程之資

源節用與循環再利用

污染防治減量
 空污減量、室內空品管理

 廢(污)水減量或妥善處理

 廢棄物減量及妥善處理

環境參與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或參與

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其他績優事蹟
 其他環保事蹟

 推動性別平等

 推動誠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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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第八點、獎勵
(一)評選及敘獎方式：

依評分結果，將獎項區分為巨擘獎、金、銀、銅級獎與

入圍獎。

(1)巨擘獎：曾獲榮譽環保企業獎座且精進環保績效者，擇優頒

發至多五名。

(2)金級獎：評分達九十分以上。

(3)銀級獎：評分達八十五分以上。

(4)銅級獎：評分達八十分以上。

(5)入圍獎：評分達七十八分以上。

(二)舉辦頒獎典禮，由本署公開頒發獎牌，頒發獎項為巨擘獎、

金、銀、銅級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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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巨擘獎頒發至多5名外，
其餘獎項無名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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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選要點條文說明

第九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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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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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生重大天然災害、傳染病流行疫情、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等情事，本署得公告調整第六點至前點辦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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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作業(5/17-5/31)
資格審核及評選指標項目符合度審核

初選會議(6/2)

複選第一階段評選委員審查(6月初)

委員分組聽取企業簡報、詢答並評分

決選會議(公布評選結果10月中旬)

複選第二階段實地現勘(7月-9月)

肆、評選作業說明

作業期程 企業配合事項

進入複選第一階段企業，配合通知提供簡報，

並於簡報當日派代表(4人以內)進行簡報

進入複選實地現勘企業，現勘前3天提供簡

報，配合現勘作業(若有資安/進廠規定請事
先說明，以利環保署配合)

頒獎典禮(11月中旬)

獲獎企業提供獲獎事蹟，經專業美編後協助
校稿，於頒獎典禮當日派受獎代表及啦啦隊
與會，以增加熱鬧氣氛

觀摩活動(11月下旬) 踴躍報名觀摩活動，學習獲獎者推動經驗

6月中旬可至報名專區查詢是否通過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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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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以上之企

業名單彙整後，送交評選委員初選會議，議決入選複選名單。

。 初選紀錄表

初選階段

資格審核

參選組別正確

參選年度前登記

且營業中

處分紀錄未超過

次數

未有重大違規

肆、評選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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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選作業說明

議 程 時間(暫定)

入選單位簡報 15分鐘

詢問與答詢 15分鐘

由進入複選企業推派簡報代表至環保署向評選委員進行
簡報及詢答。

複選：第一階段評選委員分組審查

※進行計時，時間到即停止簡報或詢答

簡報重點
1.企業簡介
2.依五大評分面向說
明企業整體績效

1.簡報檔需事先提供
2.字體請採標楷體或微軟
正黑體

3.響應節能減碳不印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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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項目 製造業 非製造業

環境政策與管理 20 20

能資源節用貢獻 25 25

污染減量成效 25 20

環 境 參 與 20 25

其他績優事蹟 10 10

委員評分配比

議 程 時 間

雙方介紹 10分鐘

受評單位簡報 20分鐘

複選查核現勘 50分鐘

詢問與答詢 40分鐘

每場次120分鐘

※簡報重點:前次簡
報委員意見回覆，
及各評選項目重點
成效說明

※現勘行程安排，以
展現企業環保推動
績效為優先

※響應節能減碳，不

印紙本

肆、評選作業說明

複選：第二階段實地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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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企業由本署公開表揚，透過新聞、電視媒體、網路
等方式公開表揚其績優環保事蹟。

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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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方式

獲獎企業代表安排至總統府晉見

19



觀摩會辦理

貴賓致詞 績優企業分享

企業分組討論

各桌企業代表分享

總結

時 間 內 容 執行單位

10:00-10:30 報 到 豐鏵公司

10:30-10:35 貴賓致詞 環保署

10:35-10:40 觀摩企業歡迎詞 觀摩企業

10:40-11:00
第3屆國家企業環保

獎成果說明
豐鏵公司

11:00-11:20 分享-獲獎企業1 獲獎企業1

11:20-11:40 分享-獲獎企業2 獲獎企業2

11:40-12:00 綠生活宣導活動 環保署

12:00-13:10 午 餐 豐鏵公司

13:10-14:10
觀摩企業經驗分享

及導覽觀摩
觀摩企業

14:10-14:50 分組交流及座談 依企業產業分組

14:50-15:30 分組分享 各分組

15:30－16:00 綜合討論 環保署

16:00 賦 歸

增進企業交流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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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件編排:請製作目錄及頁碼(原則100頁以內)，以利委員閱讀。
2.申請單位:同一事業體系總機構或所屬之分(子)公司、廠(場)或營
運處(所)等，得以個別事業名稱參選。請依設立登記證明相關文
件所載單位全銜填寫報名表。

3.文字敘述:以14級字型繕打，以直敘易懂之文字敘述，採條列式列
舉。成果以文字、流程、量化數據圖表呈現。績效展現可採近3年、
同性質行業或各分公司之間的比較與分析方式呈現。

4.具體事蹟及佐證資料:具體推動環保事蹟(以109年之環保優良事蹟
為重點)，並依評選指標項目逐項撰寫。如成果統計、各項證書、
訓練資料、照片、曾獲獎項及取得認證或標章等資料。

5.曾獲獎企業請說明獲獎年度優良事蹟與109年度推動事蹟之差異，
以展現精進環保作為。

6.企業填寫報名資料應依企業特色及相關推動環保事蹟撰寫，儘量
展現企業最大環保績效，以獲佳績。

報名表填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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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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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年)、電量(度/年)、
水量(度/年)、單位產品之水、電或資源使用量、減少量等。

 各項環境效益排放係數估算參考值：

 108年度電力排碳係數:0.509公斤CO2e/度。

 108年度用水排碳係數:0.150公斤CO2e/度。

 參選類別

 參選企業環保獎項，填列勾選評選指標項目之符合度

至少應達50%以上。

報名表填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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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設立登記證明相關文件影本所
記載之完整名稱填寫

確認參選組別

報名表書寫重點

請填實收資本額、員工人數

請填環保署污染源列管編號
(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https://prtr.epa.gov.tw/)

焚化廠、污水廠等營運、代操作企業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理新北
市八里垃圾焚化廠

若有發行CSR請另檢附pdf檔

登記證明可直接網路列印
或採公司登記第1頁影本

23



簡要說明事業背景、經營項目、主要產品等資料，參選

事業主體為總公司者，請列出所有所轄企業、分公司，

說明參選單位範疇。

企業簡介

單一工廠參選總公司參選

2020

24

環保績效摘要說明

 自我檢視營運過程產生環境負荷及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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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污染、廢棄物等…

 針對前述盤點之環境負荷或衝擊訂定因應對策
廢棄物：廢棄物資源化，回收再利用或製成資源化副產品…
能源耗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廢水：增加製程用水回收率、提升廢水防治設備、…
污水：裝設節水措施、加強水資源教育訓練…
空氣污染：汰換老舊柴油車、提升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效能…

活動、生產 考量面 環境衝擊

研發
廢包材/廢紙箱/廢液/
廢空瓶/能源

廢棄物/能源耗用

生產製造 廢料/廢液/廢水/能源 廢棄物/廢水/能源耗用

辦公室活動
廢紙/生活垃圾/能源/
污水

廢棄物/污水/能源耗用

員工餐廳
油煙/污水/廚餘、生活
垃圾/能源

空污/污水/廢棄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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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項目 108年(前次獲獎年度) 109年(本次評選)

水資源節用
提升廠內製程廢水回收率達80%
以上，使得用水/廢水排放強度
較前一年度下降10%。

提升廠內製程廢水回收率達90%以
上，使得用水/廢水排放強度較前一
年度再下降9%。

製程原物料減量 Tray盤全面回收再利用。
改善○○製程，使用膠量較前一年
度減少10%。

節約能源措施
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總發電量
10萬度，減碳50.9公噸CO2e。

擴大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總發電
量15萬度，減碳76.35公噸CO2e。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導入能源管理系統，完成製程、
空調效率提升措施，總節電10萬
度，減碳50.9公噸CO2e。

傳統高耗能風機升級為高效率風
機，效率提升>50%總計節電80萬
度，減碳407.2公噸CO2e。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

推動
辦理1場淨灘，參與人數100人，
撿拾廢棄物計60公斤。

認養○○海岸1,000公尺，辦理2次
淨灘，參與人數200人，撿拾廢棄
物計120公斤。

… … …

 曾獲獎者請說明獲獎年度環保事蹟與本次參選精進環保措施績效重點

環保績效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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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績效
 請依公式計算績效。
 單位用電量、用水量請依原料、產品、服務項目計算。
 環境參與項目有場次及人數時，以人數計算績效。

註:1.績效統計期間為109.1.1-109.12.31。
2.減量計算以108年為基準年。
3.企業可自行增加欄位。…..

……

項目 109年量(A) 108年量(B) 提升績效 績效計算方式

全年用電量(度)             5,000         10,000 50% (B-A)/B

全年用水量(度)             2,500           5,000 50% (B-A)/B

主要產品(原料) 單位用電量

(註明名稱及單位)
 48度/

熟料公噸

 50度/

熟料公噸
4% (B-A)/B

主要產品(原料) 單位用水量

(註明名稱及單位)
 0.2度/

熟料公噸

 0.25度/

熟料公噸
20% (B-A)/B

太陽能裝置容量(千瓦)                450              300 50% (A-B)/B

太陽能總發電量(度)         150,000       130,000 15% (A-B)/B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張)                  20                10 100% A-B)/B

產生再生能源憑證(張)                  50                40 25% (A-B)/B

再生能源使用電量(度)         100,000         90,000 11% (A-B)/B
推動節能、節電方案數量                  16                12 33% (A-B)/B
節能、節電方案總節電量(度)         250,000       200,000 25% (A-B)/B
推動節水方案(不含雨水回收)數量                    8                  6 33% (A-B)/B
節水方案(不含雨水回收)總節水量

(度)
          42,000         36,000 17% (A-B)/B

雨水回收量(度)                  90              100 -10% (A-B)/B

27



評選指標項目填寫提示



  



勾選有推動之評
選指標項目

1-2項有勾選任1項，
1-3兩小項勾任1項「是」
者，經認定符合，即符
合該項指標要求。

請就擬定之內容或執行成
果，以表或圖展現，並輔
以文字說明執行成效

28

節電5%、節水5%、減廢5%、
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節電20%、節水20%、減廢10%、
增設太陽能容量500千瓦、取得
ISO 50001認證

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節電40%、節水30%、減廢20%、
太陽能容量提升至1000千瓦

短程1~2年

中程3~5年

長程6~10年
短、中、長程預定目標、策略及監督審查機制
 年度
 執行計畫說明
 經費及期程
 預期污染物削減率或排放總量減量目標(KPI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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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臺灣永續指標項目訂定，計有18項)

類別
108年

基準

111年

（短程）

114年

（中程）

119年

（長程）

SDGs

對應項目

節電 ○○度
○○度

減量○○%

○○度

減量○○%

○○度

減量○○%

綠能 ○○(度/年)
○○度

使用量○%
○○度

使用量○%
○○度

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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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續發展目標

30

1-2.近年取得相關環境管理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證

2020

2018

2020

31



查證聲明文件(內容可見查證範圍及查證聲明取得日期)

1-2.近年取得相關環境管理相關標誌或第三方驗證

32

1-3.推動綠色供應鏈或行銷情形

生產、銷售綠色產品

(森林管理委員會) (森林驗證認可計畫) (美國環保標章)(歐盟環保標章)

33



1.藉由系統化架構進行綠色產品管理(如導入綠色產品管理系統、QC080000
有害物質流程管理系統，通過森林管理委員會產銷監管鏈(FSC CoC)認證

等)。
2.原料獲得環境友善相關標誌、認(驗)證或獎項(檢附證明文件)。
3.在供應鏈管理基礎增加環保意識規範(如制訂供應商行為準則、管理機制

及選擇、稽核、評鑑供應商流程、辦理供應商大會等）。

1-3.推動綠色供應鏈或行銷情形

推動綠色供應鏈

供應商遴選準則(含環境面向)

34

109年度綠色採購 https://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PurChaseRpt/login.aspx

含類別、產品名稱、採購金額及單項產品總採購金額

1-3.推動綠色供應鏈或行銷情形

35



綠色行銷
 有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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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宣傳企業環保主張與產品環保特性，提升價值
認同等產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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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或客戶識別

1-3.推動綠色供應鏈或行銷情形

類別 專案名稱
投入經費
（萬元）

完成
日期

減少○○
減少 CO 2排放量
（公噸/年）

無紙化交易
○○○○
專案

電子化○○
○○○○
專案

綠色包裝、裝卸、
運輸、貯存…

36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2-1.推動水資源節用政策

說明水資源節用措施做法及效益

 建構用水用電管理監控系統， 透
過網路監測自來水、地下水與中水
等 各類用水狀況，並追蹤、檢討，
以掌握用水情形， 避免水資源的
浪費。

 使用節水設備，洗手台全面使用省
水龍頭，節省 30% 用水；廁所使
用兩段式省水沖水器，節省 60% 
用水。

 建置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將○○
公噸回收雨水用於沖廁、洗車及澆
灌。

 張貼節水標語及利用 LED 等電子
看板宣導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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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推動相關節能、節電措施，含燃料轉換、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及使用再生能源（憑證）等

購買再

生能源

憑證

更換節能燈具

綠色電腦

機房

分區照明

設置太陽

能發電
更換冰水

主機

專

案
改善措施 數量

投入經費

(萬元)
完成日期 效益

1 汰換燃油鍋爐改為天然氣 ○○部 ○○○ 減少CO2排放○○公噸/年

2 汰換燃油鍋爐改為熱泵系統 ○○部 ○○○ 減少耗電量○○○度/年

4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 ○張 ○○○ 降低CO2排放○○公噸/年

5 辦公分區照明 ○○組 ○○○ 節約用電○○○度/年

6 冰水主機節能改善 ○○部 ○○○ 減少耗電量○○○度/年

7 更換電腦機房空調系統 ○○部 ○○○ 減少耗電量○○○度/年

8 更換節能燈組、燈具 ○○盞 ○○○ 減少耗電量○○○度/年

3 設置太陽能板發電 KW ○○○
1.發電量○○○度/年

2.減少CO2排放○○公噸/年

109年節能方案及效益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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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推動製程/服務過程之資源節用與循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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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防治減量

3-1.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室內空氣品質管理維護計畫或措施

40

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

41

3-1.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室內空氣品質管理維護計畫或措施



3-2.推動廢（污）水減量或妥善處理措施

說明改善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含水量、水質(污染物種類、污
染防治設備及檢測結果))

42

3-3.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理企業廢棄物

43



四、環境參與

4-1.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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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公廁認養書

認養海灘、淨灘
提供時間、地點、主辦
單位、參與人數及照片

109.1-110.5.17

提出海灘認養書

推動衛生
紙丟馬桶

推動限塑109.1-110.5.17

44

綠進綠出 串聯綠色生活

搭乘大眾運輸

電子票證

選購綠色產品

通路會員身分、手機條碼

參與環保公益活動

折抵綠色產品費用

會員卡/帳號、手機條碼

不發新卡，節省資源
以既有會員卡循原有消費流程
點數集中雲端帳戶
導引選擇綠色消費
回饋率0.5~10%

環
保 集 點 平

台

綠色消費1元集1點
大眾運輸2元集1點

※非環保標章、碳標籤商品2元1點

100點兌1元

折抵綠色服務費用

折抵綠色場所費用

109.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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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推動員工環保活動或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如辦理環境教育、淨灘/淨山等活動、推動綠色運輸或參與國際環
保論壇等
1.舉辦員工環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討論、
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影片觀賞、實作及其
他活動

日期 主辦單位 環境教育活動或課程名稱 時數 參與人數

109年5月15日 安環處 ○○○○○○○ ○ ○○○

○年○月○日 ○○○○ ○○○○○○○ ○ ○○○

環保商品購買、跳蚤市場或其他活動統計及紀錄(含日期/地點/主題/人數/照片等)

46

2.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含參與社區、團體或國際間等相關環保
活動(如淨灘、淨山、環境清掃、認養公園、道路及行道樹等)

4-2.推動員工環保活動或參與民間或國際環保活動

47



說明推動或贊助生態保育、復育或文化資源維護等工作措施做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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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推動或贊助環保公益活動

專案 專案名稱 投入人物力 效益

1 ○○○○復育計畫
○○○○的族群由原來○○○年○○○
提升到○○○…

2 植樹節種樹計畫
在桃園市○○區認養植物公園，種植台
灣欒樹500棵……

48

辦公室作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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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綠美化。

 餐廳開設蔬食(在地友

善食材)。
 廁所設置物台或掛勾、

設置垃圾桶加蓋。

5-1.前述未列之環保績優事蹟(如毒性化學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相關計畫或措施、

近三年獲得國內外相關環保獎項、近年取得環保相關創新或專利事蹟)

 近三年獲節能/節水、綠色採購…等環保獎項

 對環保推動具獨創性或前瞻性，可供推廣分享且

具備環保專利之技術、方法、設備或產品。

五、其他績優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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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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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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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公司定期辦理性別平等宣導課程，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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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仁參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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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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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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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

策與防範方案之制訂及監督執行，並於公司網站及年報說明

設置單位之運作及執行情形，且至少1年1次向董事會報告；

揭露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營政策，明訂具體作法與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並說明履行情形）
1.成立誠信經營委員會，每年召開○次會議，並向董事會報告…

2.高階主管每年定期簽署「誠信經營聲明書」…

3.於企業網站與內部網站發布誠信經營相關資訊…

4.辦理員工誠信經營教育訓練與線上課程

5-3.推動企業誠信相關計畫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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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加分(委員分數外額外加分)

請自評得
分及填寫
對應頁數，
以利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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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環保政策加分項目

加分項目 放至評選指標位置

1.推動環境教育(上限0.2分) 4-1

2.推廣性別平等(上限0.1分)      5-2

3.企業老舊車輛占比(上限0.1分) 3-1

4.配合空品預報不良降載減排(上限0.2分) 3-1

5.推動減少一次性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之使用(上限0.1分) 3-3

6.推動循環經濟理念相關作法及措施(上限0.2分) 5-1

7.海岸認養與淨灘行動(上限0.2分) 4-1

8.認養公部門公廁(上限0.1分) 4-1

9.取得碳足跡標籤/碳足跡減量標籤(上限0.2分) 1-2

10.配合環保署政策實施綠色採購申報(上限0.1分) 1-3

11.加入環保集點會員與環保集點平臺運用(上限0.2分) 4-1

12.共同推動綠生活政策(上限0.3分) 4-1

13.取得環保標章/第二類環保標章(上限0.1分) 1-2

14.推動供應鏈企業參選(上限0.1分)     1-3

15.企業用水回收率(上限0.1分)   2-1

16.訂定並揭露檢舉辦法(上限0.1分) 5-3

17.獲得國家永續發展獎(上限0.1分) 5-1

18.設有廢乾電池回收設施及標示回收標誌(上限0.1分) 3-3

19.公司員工參加模範環保專責人員遴選(上限0.1分) 5-1

10、 17、
19 項 為
109年執
行 ， 其
餘 統 計
期 間 為
109.1.1-
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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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加分項目

項次 政策項目 加分說明 企業提出說明或佐證資料 

1 
推動環境教
育(上限 0.2
分) 

參考國家環境教育綱領，訂定企業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對其員
工、鄰近居民、參訪者、消費者或下游廠商等，進行環境教
育或訓練，並將執行績效公開於企業網站上，加 0.1分。 

提出企業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績
效及公開之網址。 

為推展員工環境教育，完成下列項目任一項，加 0.1分。 
1. 80%以上員工有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以環境保護相
關之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
戶外學習、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2. 至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理 4小時以上之戶外學習活動。 

1. 提出員工名冊、參與環境教育 4 小
時以上員工名冊。 

2.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理 4 小時以上
之戶外學習活動，提出辦理日期、
地點、參加人數及照片。 

2 
推廣性別平
等(上限 0.1
分) 

為推廣就業環境性別平等觀念，完成下列項目任一項，加 0.1
分。 
1. 80%以上員工有參加 30分鐘以上性別平等教育（以性別平
等相關之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影片觀賞及其他
活動為之）。 

2. 辦理年度職場男性/女性楷模選拔活動 1 場次。 

1. 提出員工名冊、參與性別平等教育
30分鐘以上員工名冊。 

2. 男性/女性楷模選拔活動之辦理日
期、地點、參加人數及照片。 

3 
企業老舊車
輛占比(上限
0.1 分) 

車齡 10 年以上車輛占全部車輛之比率 X，X≦20%，加 0.1
分。  

依企業車輛清冊格式，提供截至報名
日前之企業所有全部車輛清冊(本項
目各車種數量，合併計算) 。 

4 

配合空品預
報不良降載
減排 ( 上限
0.2分) 

於空氣品質預報連續二日以上懸浮微粒或細懸浮微粒濃度達
一級預警(AQI 為 151-200)以上，自預報翌日起至降為二級預
警(AQI 為 101-150)以下期間，進行降載減排： 
1. 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或揮發性有機物等任一
污染物實際削減量達 10%以上者，每 5%加 0.1 分，上限
0.2分。 

2. 減量以該污染源前一年同期(同季)申報排放量之日均量為
計算基準。 

提出減量期間每日空氣污染物之實際
排放量、與空氣污染物排放有關之原
燃物料及設備操作參數紀錄報表。該
污染源前一年同期(同季)申報排放量
之日均量。 

109年符合者甚少，
特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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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政策項目 加分說明 企業提出說明或佐證資料 

5 
推動減少一次性餐具及
包裝飲用水之使用(上限
0.1分) 

辦理之會議、訓練及活動供餐及供水，提供重
複清洗餐具，不使用免洗餐具，加 0.1分。 

提出辦理日期、參與人數、照片、活動
資訊或文宣。 

6 
推動循環經濟理念相關
作法及措施(上限 0.2分) 

1. 獲政府或民間循環經濟相關優良獎項(如：本
署循環經濟績優企業遴選、中華經濟研究院
循環經濟獎、臺灣永續能源基金會臺灣企業
永續獎等)，加 0.1分。 

提出獲獎相關佐證資料。 

2. 促進循環經濟之資源循環相關作為，如創新
循環服務、模式或再生產品，加 0.1分。 

提出促進資源循環之服務、模式或產品
之說明及成效。 

7 
海岸認養與淨灘行動(上
限 0.2分) 

1. 海岸認養達 1,000公尺(含)以上，加 0.1分。  提出與環保局簽訂認養契約書或依本
署海岸淨灘認養系統查詢結果。 

2.辦理淨灘行動，加 0.1分。 提出參加/辦理日期、參與人數及照片
或依本署海岸淨灘認養系統查詢結果
(淨灘申請項目) 。 

8 
認養公部門公廁(上限 0.1
分) 

認養公部門公廁(認養需 1 年以上)，加 0.1分。 提出簽訂認養契約書與計畫書。 

9 
取得碳足跡標籤/碳足跡
減量標籤(上限 0.2分) 

1. 取得碳足跡標籤證書，加 0.1分。 提出碳足跡標籤/碳足跡減量標籤證
書。 2. 取得碳足跡減量標籤證書，加 0.1分。 

10 
配合環保署政策實施綠
色採購申報(上限 0.1分) 

109年度綠色採購金額達 500萬元以上，加 0.1
分。 

企業自本署「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購
申報平臺」申報綠色採購金額，並於該
申報平臺下載「綠色採購金額證明文
件」，並經該企業用印。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加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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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政策項目 加分說明 企業提出說明或佐證資料 

11 
加入環保集點會員與環
保集點平臺運用 (上限
0.2分) 

1. 加入環保集點會員數達員工總人數 
85%以上或超過 500人，加 0.1分。 

提出參與人員名冊、或提供企業追蹤碼
(向環保集點辦公室申請)供本署查詢。 

2. 採購綠點並以點數替代活動宣傳贈品或獎金，
加 0.1 分。 

提出綠點採購收據、參加/辦理日期、參
與人數及照片或文宣。 

12 共同推動綠生活政策
(上限 0.3分) 

1. 員工餐廳加入綠色餐廳，加 0.1 分。 員工餐廳加入綠色餐廳，提出綠生活平
台之綠色餐廳查詢結果 

2. 員工旅遊參加本署核定綠色旅遊行程，加 0.1
分。 

員工旅遊參加本署核定綠色旅遊行程，
提出團體旅遊契約影本。 

3. 簽署響應本署綠色辦公政策，加 0.1 分。 簽署響應本署綠色辦公政策，提出綠生
活平台之綠色辦公查詢結果。 

13 取得環保標章/第二類環
保標章(上限 0.1分) 

取得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證書，加0.1分。 提出環保標章/第二類環保標章證書。 

14 推動供應鏈企業參選
(上限 0.1分) 

推薦供應鏈企業(未曾獲企業環保獎)參選本獎
項，有獲獎者加 0.1分。 

提出推薦名單。 

15 企業用水回收率 (上限
0.1 分) 

企業每年用水回收率超過 50%，加 0.1分。 檢附用水回收平衡圖及計算方式。 

16 訂定並揭露檢舉辦法
(上限 0.1分) 

訂定並詳細於公司網站揭露公司內、外部人員對
於不合法(包括貪污)與不道德行為的檢舉制度，
加 0.1 分。 

提出訂定制度與公司網站揭露網頁或
截圖。 

17 獲得國家永續發展獎
(上限 0.1分) 

參加國家永續發展獎，獲入選獎以上加 0.1分。 提出國家永續發展獎獎座或獎狀。 

18 
設有廢乾電池回收設施
及標示回收標誌 (上限
0.1 分) 

設有廢乾電池回收設施及標示回收標誌，加 0.1
分。 

提出照片佐證。 

19 
公司員工參加模範環保
專責人員遴選(上限 0.1
分) 

公司員工參加模範環保專責人員遴選，達到初選
以上加 0.1分。 

進入初選-由公司提出參加初選員工名
單，由環訓所確認、進入複選-提出進
入複選公文、獲選模範環保專責人員提
出獲獎公文。 

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加分項目

預計4月中下旬可上全民綠生活網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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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空品預報不良降載減排

環保署於110/3/14發布3/15-3/17於臺南地區AQI達150以上(空品不良一級預
警期間)，本公司獲知訊息後即進行污染減量作業，鍋爐降載燃油由1公秉/小
時，降為0.8公秉/小時。
檢視本公司109年同季該時段粒狀污染物排放量為5kg/日，3/15-17粒狀污染
物排放量為4kg/日，粒狀物削減量達20%，符合削減量達10%以上加分規定。

57



相關參考網站

全民綠生活資訊網(有關綠色旅遊、綠色餐廳、綠色辦公)
https://greenlife.epa.gov.tw/

綠色生活資訊網(綠色採購)
http://greenliving.epa.gov.tw/public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環保集點活動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eensetpoint
無塑低碳揪團淨灘

https://www.facebook.com/SeaYouAgainTW/
排放係數參考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電力排放CO2係數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Desc.aspx?menu_id=12014
台灣自來水公司每度用水排放CO2係數
https://www.water.gov.tw/ch/Subject/Detail/2269?nodeId=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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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0年4月15日起接受報名，
報名期限至110年5月17日中
午12:00止

「註冊」取得帳號密碼 上傳參選資料

會員登入

線上輸入基本資料、
109年績效總表、參
選資料上傳

1.企業名稱請用全
銜。

2.密碼須混合英文
字大小寫、特殊
符號及數字且超
過12碼。

3.註冊成功後以帳
號及密碼再次登
錄即可。

陸、線上報名程序說明

首次報名
須先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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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忘記密碼及帳號說明

僅忘記密碼
(記得帳號及信箱)

異動帳號或信箱  下載並填寫異動申請單
emailmin@fusion-tw.com.tw
或傳真02-27237155

60

報名專區-基本資料輸入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pdf

基本資料輸入

CSR檔案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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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專區-109年績效總表輸入

62

參選文件上傳

請注意：
1.請務必於5月17日中午12時前上傳參選文件。
2.報名期間可重複上傳文件檔案，但評審作業以5月17日中午12時報名截止前最後上傳的文件為基準
3.若於報名截止時，仍未完整上傳檔案，則視為未完成報名。

1

2

3

於選擇檔案後方出現檔
案即表示上傳成功

63



歡迎企業踴躍參選

有任何疑問，請參考國家企業環保獎專屬網站
或連絡 (https://aeepa.epa.gov.tw/)

環保署委辦單位：豐鏵環境科技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23-0355#201 游先生或

#213林小姐
傳真：02-2723-7155
e-mail：huan@fusion-tw.com.tw 

min@fusion-tw.com.tw

柒、相關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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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新增評分項目說明

⼀企業誠信與揭弊者保護

報告⼈：政風室科⻑李志強博⼠

CONTENT
1 企業社會責任與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2 國家企業環保獎其他績優事蹟(企業誠信)

3 國家企業環保獎加分項目(揭弊者保護)

4 企業誠信宣導影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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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 泛指企業營運應負其於環境(Environment)、社會(Social)及治理(Governance)之責
任，亦即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對社會和
環境的社會責任，包括遵守商業道德、生產安全、職業健康、保護勞動者的合法
權益、節約資源等。

• 依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WBCSD)的看法，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
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

• 世界銀行則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與關鍵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價值觀、遵
紀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區和環境有關的政策和實踐的集合，係企業為改善利益相
關者的生活質量⽽貢獻於可持續發展的⼀種承諾。

3
https://www.facebook.com/CSR.cw

/videos/578354236419505/

為建立廉能政府，近年來政府透過立法及函釋，
加強肅貪防貪機制，期以建構完善之陽光法案。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已於104年12月9日上路
，我國正式將本公約國內法化，將加強預防及打
擊貪腐措施。

由於公私部門皆適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所以大
家對於本公約應建立認識俾以遵行。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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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約全文8章71條，內容包括貪腐行為預防措施、
預防性反貪腐機構、公職⼈員行為守則、政府採購、
刑事政策、洗錢防制、國際司法互助等涵蓋公私部門
事項。

宗旨：
1.促進和加強各項措施，以更加有效率且有力地預防

及打擊貪腐。
2.促進、便利及支援預防與打擊貪腐方面之國際合作

和技術援助，包括在追繳資產方面。
3.提倡廉正、課責制及對公共事務和公共財產之妥善

管理。
5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重要內容

我國清廉印象指數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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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國家企業環保獎核分項目：企業誠信

說明：
1.推動企業誠信經營之單位名稱。
2.該單位運作及當年度執行情形(如工作計畫與執掌)。
3.該單位向董事會或負責人報告之頻率(⾄少⼀年⼀次)，或當年度向董事會或負責
人報告之日期。

4.相關資料可檢附於公司網站、年報或以書面呈現。
5.辦理誠信經營教育訓練(含課程主題、時數與參加人次)。 7

企業誠信宣導

8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zf7SD17o8jI&t=14s



第3屆國家企業環保獎加分項目：揭弊者保護

1.訂定並揭露檢舉辦法。

2.內容包含檢舉管道與完整之處理流程(如建置獨立檢舉信箱或專線供內外部人
使用、檢舉人應提供之資訊、不同檢舉對象之受理層級、專責單位處理流程、
紀錄如何保存、是否酌發檢舉獎金以及吹哨者保護制度等)。

9

說明：

10

環保署廉政專線：02-2311-8232



公私部門協力

共創永續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