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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常說，
企業要爬兩座山，
利潤之山與責任之山。

近年還有第三座
那就是
永續發展之山。

高希均 2021.5.3



CSR不只是慈善、
也不只是公關與法遵，

企業社會責任應該要是
企業的核心價值、
競爭策略，

不僅是經濟價值展現，
更是社會公民精神展現。

黃天牧 2021.5.3





第17屆遠見CSR

131家企業

236參賽件數

40座獎項



遠見CSR暨ES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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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屆變革

2005年第1屆 創全球華人媒體第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大調查」

2011年第7屆 啟動「傑出方案」專案型競賽

2012年第8屆 增設「整體績效」

2015年第11屆 定調兩大評選方式「年度大調查」與「傑出方案」

2018年第14屆 推動首屆「社企之星」

2019年第15屆 增設「社企之星-潛力獎」

2020年第16屆 推動首屆「USR大學社會責任獎」；增「樂齡友善組」

2021年第17屆 更新「ESG綜合績效」；增「社會創新組」

2022年第18屆 定名「遠見CSR暨ESG企業社會責任獎」



首屆臺大‧遠見ESG
企業永續領袖講堂



ESG有多夯

《全方位打造高效ESG企業》

特別精選多篇《哈佛商業評論》相
關ESG文章。精選內容有：

✓ 策略大師
麥可‧波特談「創造共享價值」

✓ ESG投資權威
喬治‧塞拉芬談「ESG行動造就
差異化優勢」

✓ 牛津大學客座教授
羅伯‧艾克斯談「董事會應扮演
永續急先鋒」



2022第18屆評選網站

https://csr.gvm.com.tw/2022/



2022第18屆亮點

• 綜合績效類

推動ESG在台深化，定名為「遠見CSR暨ESG企業社會責任獎」，彰顯環

境(E)、社會(S)、公司治理(G)之重要性，全方位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 傑出方案類共七組

鼓勵企業投資人才與循環經濟，增設「人才發展組」與「循環永續組」；

「幸福企業組」本屆暫停

• 放寬「首獎限制」

為鼓勵優良方案持續精進，修改過去「傑出方案首獎不再參賽」規則；

除了三年內（2019第15屆～2021第17屆）的各組傑出方案首獎之外，

其餘屆數的首獎方案均可再次報名。



組別

綜合績效 傑出方案

本土企業、外商皆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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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七組：
 人才發展
 環境友善
 循環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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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續報告書之企業，欲選擇「傑出方案」
評選，請同步報名「綜合績效」

一方案 不可跨組
一組別 可多方案



第一類：綜合績效

以環境績效(E)、社會績效(S)、公司治理(G)架構，涵
蓋CSR策略規劃、利害關係人議和、資訊揭露透明度、
組織作為與績效等各面向，完整評鑑企業整體社會責
任表現。



第一類：綜合績效
治理面 G 環境面 E 社會面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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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傑出方案七組

人才發展組

以邁向幸福企業為宗旨，在打造安全友善工作環境、實踐兩
性平權、優渥福利與獎勵之外，鼓勵企業積極協助員工深耕
專業、強化主管領導能力、建構接班計劃等，重視職能再造，
並推動人力資源發展品質改善機制。投資員工的未來，亦能
對自身與產業達到提升競爭力之效。

循環永續組

以成為綠色企業為宗旨，秉持低碳營運模式，如落實減碳、
使用再生能源，資源再利用、提升廢棄物管理、優化能資源
效益、打造永續供應鏈、推行綠色產品與服務、進而發展循
環經濟商業模式，不僅實踐自身減碳節能，更具外部環境正
向效益。



第二類：傑出方案七組

環境友善組

以落實環境生態保育為宗旨，從扮演地球良善公民為出發點，
關懷企業所處的外部整體環境，重視地球自然環境、健全陸
域與海洋生態系、實踐保育行動及價值、維護生物多樣性、
發展永續農業、倡議氣候風險意識等。

教育推廣組

以提升各領域教育水準為宗旨，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
品質的教育，如縮短城鄉教育落差、消除教育的性別差距、
促進就學與職業訓練達到學以致用等。此外，推動永續發展
教育，支持大眾獲得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包括永續
生活模式、促進和平與非暴力、尊重文化多樣性等。



環境友善首獎

台灣水泥
科學結合科技、落實氣候行動
台泥SBT減碳工程與AI碳管理

2021第17屆得主



2021第17屆得主
教育推廣楷模獎

國泰人壽
校園遊戲化反毒宣導計畫



第二類：傑出方案七組

公益推動組
以減少社會問題為宗旨，改善各種形式之不平等，如支持非
營利組織推展公益、給予弱勢族群生活與就業支持、縮短貧
富差距、實現性別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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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第17屆得主
公益推動楷模獎

合庫金控
合庫有愛樂活有力



2021第17屆得主
樂齡友善首獎

統一超商
銀向未來——銀髮族

社區照顧網絡



2021第17屆得主

社會創新楷模獎

全家便利商店
全家吹起 Clean Label 

食品少添加風潮



2021第17屆得主
公益推動中小企業特別獎

舒果農企業
等家寶寶的安心水果



2021第17屆得主
環境友善中小企業特別獎

漢寶農畜產
農業循環經濟的碳權抵換



更多報導參考
• https://www.gvm.com.tw/category/csr

https://www.gvm.com.tw/category/csr


規則

1. 本屆繳件+繳費截止日為 2022年 1月 26日（三）中午 12：00前。

2. 凡具營利性質之事業體，無論國內上市上櫃、中小企業、國營機構、社會企
業、以及國外企業，均可參賽。（隸屬同一集團之不同子公司，可分別參賽）

3. 報名「綜合績效」，必須於近兩年（2020～2021年）未有稅後虧損者，始
得參賽。外國企業（外商）若無法公開在台經營之財務報表，請自行提出相關
財務績效資料，作為在台營運成效優良之佐證參考。

4. 報名「傑出方案」任一組，其內容須於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
間執行過。（如2020年12月31日結束之CSR方案，即無法參賽）

5. 報名「傑出方案」沒有件數限制，但同一方案不得跨組參賽，僅能於七組擇
一遞件。

6. 於三年內（2019第15屆～2021第17屆）獲得各組「傑出方案首獎」之方案，
無須報名本屆評選。其餘屆數，歡迎再度報名參賽。



規則

7. 為鼓舞善盡社會責任的優異企業精益求精，以及挖掘更多後起之秀，遠見
CSR暨ESG獎設有「年度榮譽榜」制度。
蟬聯「綜合績效類」首獎三次之企業，有著長期穩健的評選表現，於接下來
三屆內，無須角逐「綜合績效」，仍可自由參加「傑出方案」評選。

8. 依據每屆實際參賽情況，經評審核可後，將彈性增設「中小企業特別獎」。

9. 得獎公布後，獲獎者若於該年度發生重大爭議事件，或有違法情事遭主管
機關裁罰確定者，《遠見》有權取消並收回獎座。

10. 參加本評選需繳交報名費，繳納後不予退款。

11. 請於報名受理期間內，完整繳交各項文件以及報名費，方為報名成功。
恕不接受更換資料或截止日後補件。



2021年

11月29日

報名起跑

2022年

1月26日
12:00

報名截止

繳件+繳費

2022年3月

入圍

2022年3月

決選

2022年5月

公布得獎



四天決選會，動員 40 位產官學界重量級評審



多家企業董、總親自出席簡報，宣示實踐CSR決心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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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發展
 環境友善
 循環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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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



步驟一：至遠見CSR暨ESG官網下載報名表

步驟二：決定參加組別和總件數

完整填寫報名表內容

步驟三：於2022年1月26日 中午12:00前

完成【繳件+繳費】→  報名成功！



• 以企業為單位，一家企業 1萬 2600元(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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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入報名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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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繳費



2022年 1月 26日（週三）
中午 12 點整

截止收件、完成繳費

CSR@cwgv.com.tw

mailto:CSR@cwgv.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