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選辦法說明

• 遠見CSR獎是什麼？

• 評什麼、怎麼選？

• 如何報名？

• 有獲獎祕訣嗎？

• 還需要注意什麼？



CSR是什麼？

➢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成功企業的定義：不再只看營運績效及獲利成果，品德、
責任、永續，都是攸關企業評價與生存的關鍵。

➢一個有責任感的企業，必然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意即，
要重視商業倫理、品德、勞資關係、供應商管理、消費
者權益、環境永續、社區和諧、資訊揭露等各層面，並
公平對待各種利害關係人。

➢除了創造財務價值，企業也該對周遭的環境及社會，創
造更多正面影響力。



有「遠見」的遠見CSR獎！

• 2005年5月號《遠見雜誌》

• 台灣企業最需要的獎

• 第一屆 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



2005年創全

球華人媒體第

一份「企業社

會責任大調查」

2011年第7屆起，

啟動「傑出方案」

專案型競賽

2012年增設

「整體績效」

2015年11屆起，

定調兩大評選方

式「年度大調查」

與「傑出方案」

2018年第14屆

起，同步增設首

屆「社企之星」

2019年增設

「社企之星-

潛力獎」

2020年第16屆

起，同步增設

首屆「USR大

學社會責任獎」

歷屆演進



內容評什麼、怎麼選？

• 全才與專才的雙軌進行

• 有評「整體企業表現」的組別

• 也有評「專案型特色」的組別

• 書審與面審的雙階段考驗

• 第一階段：所有參賽者均需繳交書面資料

• 第二階段：入圍者將與評審團面對面會議



ESG綜合績效
(原年度大調查)

傑出方案

本土企業、外商皆可報名
涵蓋上市櫃、外商、中小企業、社
企等，均可報名

◆本土企業以產業，設五組：
 傳統產業
 電子科技業
 金融保險業
 服務業
 電信業

◆ 外商，不分組：外商組

◆ 以主題，設六組：
 幸福企業
 環境友善
 教育推廣
 公益推動
 樂齡友善
 社會創新

依金管會規範，需編製及申報CSR報告
書之企業，若選擇「傑出方案」評選，
則應連同報名「ESG綜合績效」

一方案 不可跨組
一組別 可多方案

兩大類組



重要時程

2020年

12月14日

報名起跑

2021年

2月5日
17:00

報名截止

2021年3月

公布入圍

2021年3月

決選會議

2021年5月

公布得獎



ESG綜合績效
治理面 環境面 社會面

營運財務績效 營運流程 推廣公益參與

組織運作 再生能源 社會服務

董事會治理 氣候治理 員工關懷與勞資關係

內控機制 溫室氣體盤查 職場友善與多元平衡

風險管理政策 碳管理 產品責任

資訊揭露與透明 水資源管理 客戶權益

重大性議題 廢棄物處理 響應國際SDG

企業使命 環境績效管考 獎項紀錄

法規遵循 能源使用效能

供應鏈管理 綠色金融/綠色消費

▲以本土企業問卷為例，另有外商版



幸福企業組
以促進職場和諧為宗旨，如提升員工身心健康、鼓勵工作/生
活平衡、促進性別平等、建構安全/友善環境、增進職場競爭
力、提倡勞動人權等。

環境友善組
以提升環保績效為宗旨，如打造綠色供應鏈、行銷綠色產品/
服務、推動節能減碳、加強廢棄物處理、維護生態環境、倡
議氣候風險意識等。

教育推廣組
以提升各階層教育水準為宗旨，如縮短城鄉教育落差、協助
弱勢就學、提供青年實習、縮短產學落差、培育未來人才等。

傑出方案六組(1/2)



公益推動組
以減少社會問題為宗旨，如支持非營利組織推展公益、扶助
弱勢族群、縮短貧富差距、改善社會不平等、推動以公益為
目的之社會事業等

樂齡友善組
以因應高齡社會為宗旨，如促進熟齡族群健康、推動活躍老
化、打造優質休閒生活、致力消弭因年紀增長所產生之社會
融入障礙等。

社會創新組
透過技術、資源、與社群合作，發展出科技或商業模式的創
新應用，能促進產業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包容性成長，尋求
解決社會問題的新途徑與新經濟模式，締造社會價值。

傑出方案六組(2/2)



獎項規劃

ESG綜合績效 傑出方案

 傳統產業
 電子科技業
 金融保險業
 服務業
 電信業**
 外商組

 幸福企業
 環境友善
 教育推廣
 公益推動
 樂齡友善
 社會創新

每組一首獎、兩楷模獎

*各組實際給獎數，將視參賽家數多寡以及企業績效強度而有微調
**電信業產業家數較少，贈獎上限為一首獎、一楷模



報名方式

步驟一：至遠見CSR官網下載報名表

步驟二：決定參加組別和總件數，填寫所有欄位

繳費後，將付款資訊填妥於報名表

步驟三：於2021年2月5日 17:00前

完成【繳件+繳費】→  報名成功！



規則須知(1/2)

★ 報名「ESG綜合績效」類，須於近兩年（2019～2020年）未有稅後

虧損者，方可參賽。外商不在此限。

★報名「傑出方案」類，方案內容須於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

執行過（例：2019年12月31日結束之方案無法參賽）

★ 報名「傑出方案」類，沒有件數限制，但同一件CSR方案不得跨組

參賽。

★ 過去曾獲頒遠見CSR「首獎」之傑出方案，本屆不接受再以同方案

報名。

★當屆「年度榮譽榜」企業，可不參加「ESG綜合績效」評選。

★ 依據實際參賽情況，彈性增設「中小企業特別獎」。



規則須知(2/2)

★文件檔名請以『組別_公司名稱_案名』命名。例：環境友善_遠見雜誌_

未來兒童教育計畫。例：ESG綜合績效_遠見雜誌。

★各項資料可直接填寫於報名表格；如欲另行繳交，請將所有佐證資料統

整為單一份檔案，並清楚標示題號，以利評審查閱。佐證可以圖表和照片

呈現。

★參賽文件請以電子檔寄至：CSR@cwgv.com.tw；若有較大影音檔，可

上傳雲端硬碟，提供開放權限連結予主辦單位下載；或儲存於光碟、隨身

碟，郵寄到104台北市松江路111號15樓 「遠見CSR專案小組」收

★ 獲獎者若於該年度發生重大爭議事件，或因違法遭主管機關裁罰確定，

《遠見》有權取消獲獎資格並收回獎座。

★ 本活動設有報名費，繳納後將不予退款。

mailto:CSR@cwgv.com.tw


收費標準

• 以企業為單位，一家企業1萬2600元(含稅)。

ESG綜合績效

以方案為單位，一件方案1萬2600元(含稅)
一家企業無參賽組別限制，亦無件數限制。但不接受同一方案跨多組報名。

傑出方案



繳費方式

• 可採匯款或ATM轉帳，手續費由報名者自行負擔。

• 繳費完成後，請於報名表內的「基本資料欄」填寫
正確匯款資訊以供核對。

• 電子發票將於2021年2月底前，寄發電子郵件至聯絡
窗口。

銀行：玉山銀行 808
帳號：0048-940-099859 城東分行
戶名：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獲獎祕訣(?)

寫幾頁會得獎？

愈多分數愈高？

• 去年年度大調查A企業獲首獎，資料20

頁；B企業獲傑出方案首獎，資料13頁。

• 沒有限制頁數，建議掌握重點精髓為原

則：策略–落實–成果。

可以給我看別家

填的當範本嗎？

• Sorry，無法提供！所有參賽文件僅供評

審使用。

• 各家做法與特色不同，盲目模仿也無益。

我們有ABCD不

同方案，哪個會

得獎？

• 歷來勝出的共通點：發揮核心職能、獨

特性與創意度、成效具體、持續耕耘等。

• 得獎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我也說不準～





更多獲獎內容，請看2020年5月號遠見雜誌



更多獲獎內容，請看2020年5月號遠見雜誌



更多獲獎內容，請看2020年5月號遠見雜誌



https://csr.gvm.com.tw/2021/index.html


收件截止日

2021年2月5日

週五

17:00截止

CSR@cwgv.com.tw

mailto:CSR@cwgv.com.tw


感謝您今日蒞臨，明年贈獎典禮見！



簡
報
完
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