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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徵件說明 

天下雜誌群調查中心總監 熊毅晰              2020/04/24 

一、宗旨： 

倡議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推廣企業永續發展理念，強化與社會、環境共好的企業公民意識，

讓企業正向的力量透過表揚方式廣被看見，進而為台灣的永續發展捲起強大正向循環。 

二、沿革： 

《天下雜誌》在 1994 年首開先河，領先提倡「企業公民」觀念，持續透過「標竿企業」調查與

報導倡議 CSR 觀念與行動。 

2007 年擴大規模，參考聯合國全球盟約、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領、美國道瓊永續指數（DJSI）

等國際指標與評量方法，創立「天下企業公民獎」，成為國內最具公信力與指標地位的 CSR 獎項之一。 

2015 年，在「大型企業」、「中堅企業」、「外商企業」三個組別外，針對中小型企業再創設「CSR

小巨人」組，並擴大公布成為【CSR 100 強】。目前已是國內企業參與家數最多、最具積極影響力的

CSR 獎項。 

2018 年，評選結果公布後，例行編製發行「天下企業公民獎」特刊。集結當年度 CSR 100 強企

業的最佳實務，以及專家學者針對國內 CSR 現況的觀察，讓企業正向的力量被看見，並為國內 CSR

發展提供年度借鏡。 

三、時程： 

「天下企業公民獎」由天下雜誌群調查中心執行。調查方法為廣邀企業主動回覆評量問卷，由評

審團隊進行書面審查後，於每年八月下旬正式對外公佈結果。參加評選不需繳交任何費用，無需報名

動作，於截止日前回傳問卷即完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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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下 CSR 企業公民獎」時程如下： 

4 月 28 日（二） 線上徵件說明會 

5 月 04 日（一） 問卷開放下載 

5 月 11 日（一） 開始寄發徵件邀請 

6 月 30 日（二） 18：00 截止收件 

8 月 26 日（三） 公布結果及雜誌出刊（頒獎典禮時間另行通知） 

10 月上旬       2020 天下 CSR 特刊出刊 

四、報名資格： 

1. 凡本地企業，連續三年（2017～2019）獲利為正者即符合參與資格。（外商不受獲利限制） 

2. 2020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的【CSR 100 強】榜單依企業規模及屬性由四大組別構成，請

參加企業依自身條件選擇所填問卷。 

3. 組別劃分條件及入選家數說明如下： 

組別 條件 應填問卷 入榜家數 

大型企業 年營收超過 100 億以上企業 

A 卷 

50 家 

中堅企業 年營收 100 億以下企業 15 家 

外商企業 在台外商企業 15 家 

小巨人 年營收 50 億以下企業 B 卷 20 家 

附註：鼓勵年營收 50 億元以下之企業主動選填 A 卷受評，即從「小巨人」跨級參與「中堅

企業」組。惟資格屬應填 A 卷者不得選填 B 卷。 

五、評選方式： 

「天下企業公民獎」評量問卷的設計共涵蓋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永續四大構面，

評審團隊的組成為受《天下雜誌》邀請，來自四大構面的產、官、學界專業與公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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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評選流程說明如下： 

1. 邀請 

2020「天下企業公民獎」由天下雜誌群調查中心執行，針對當年度《天下》「兩千大企業調

查」排行、在台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上櫃、興櫃、公開發行），以及專家學者推薦之本

地及在台外商企業，進行資格篩選，凡符合連續三年獲利為正資格之企業，於 5 月 11 日統

一寄發受評邀請。同時，也鼓勵上述範圍以外，但符合連續獲利三年資格之企業主動下載問

卷參與受評。（詳情請參考網站：http：//topic.cw.com.tw/csr/） 

2. 初選 

由調查中心針對所有企業回填問卷進行基礎題項計分，得分前三分之二之企業，逕交付各評

審委員各自獨立先行書面審查與評分。 

3. 決選 

各評審完成閱卷審查與評分後，進入兩階段集體共識會議過程。第一階段為各構面分別召開

小組共識會議，決定各構面成績與排名；第二階段為全體評審共同召開大評審團會議（A 卷

與 B 卷各自召開），確立構面總和的【CSR 100 強】總成績與排名。 

4. 評分原則 

(1) 2020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A、B 兩問卷均含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永

續四大構面，各構面分數佔比同為 25％。 

(2) 各構面題目均由基礎題（選擇題）與專案題（開放題）構成。 

基礎題成績除做為第一階段初選依據外，同步提供各評審進行獨立閱卷時參酌。在基礎題佔

40％、開放題佔 60％的給分大原則下，天下雜誌對於評審的審查與給分完全不干涉。 

http://topic.cw.com.tw/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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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審完成獨立計分後，各構面分別召開小組共識會議，該組評審們會在此進行討論與交

流。各構面之成績與排名於達成共識後出爐。 

(4) 四大構面所有評審一同召開大評審團會議，進行合併四大構面成績的【CSR 100 強】榜

單確認，併針對入榜企業若有重大違規事件，或近期引發社會廣泛討論之重大爭議者，

將在此集體討論、議決。 

(5) 補充說明——關於受評企業若有重大違規或爭議的處置： 

「天下企業公民獎」創立初衷，即為讓企業正向的力量透過表揚方式廣被看見，進而為台灣

的永續發展捲起更強大正向循環。因此，當受評企業若有違規或爭議情事，但凡具備主動揭

露資訊之 CSR 精神，亦即於問卷內揭露並說明後續處理與補強做法，評審團自有維護企業參

與受評權利之共識。 

惟有下列情況，會送交大評審團會議進行是否列入受評的討論與議決： 

a. 事件經司法程序裁判，做出一審有罪之判決。 

b. 該事由經行政機關裁罰處以高於常規之罰鍰額度。 

c. 在社會掀起廣泛討論，並引起國人普遍負面觀感。 

六、問卷更修： 

為稍減企業填卷負擔，同時呼應現況與 CSR 發展趨勢，2020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問卷在大致

沿襲去年內容的前提下，進行微幅更修。以下為各構面更修部份說明： 

1. 公司治理構面： 

在基礎題方面，多維持往年內容，仍在金管會的新版公司治理藍圖五大面向下，各設置一至

兩題藉以反映填卷企業的治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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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主要題意皆不變，僅少數題組在填答方式上稍有調整。例如「兼顧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從過往開放性填答方式，改成選項，亦即將年齡、性別、國籍、專業背景等列成單一選項，

供符合者勾選後並予補充說明。 

2. 企業承諾構面： 

金管會去年 6 月規範上市櫃企業須對外揭露員工薪資後，今年問卷延續提問。惟上市櫃企業

今年均毋須填答，天下調查中心將逕自於股市觀測站蒐集，此題主供非上市櫃及未公發企業

填答。 

而在開放題方面，專案提供的主軸也如往年，著眼點仍為人才培育或員工照顧範疇。 

在提案呈現上，建議掌握由大而小原則，大架構毋須陳述過多，重點在精采處的突顯與實際

效益展現。 

3. 社會參與構面： 

今年此構面新增兩題，分別為企業對地方創生的參與，以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社會參與作

為。 

今年「天下企業公民獎」預定報導主軸為企業的地方連結與在地參與，因此基礎題新增詢問

受評企業在投入地方的方法、程度，以及所產生的效益。如同去年鼓勵企業的青年培力，今

年亦期待企業藉由填答過程中，可將自家在地方投入的做法做進一步思考、統整。 

儘管本調查主在綜觀企業過去一年的 CSR 作為，惟值此重大疫情籠罩之際，自難避而不談。

因此，今年新增詢問企業此時是否有哪些社會參與的外部作為，非指公司內部的防疫對策，

而是包括物資捐贈、濟弱扶貧、救急紓困等外部作為。採開放式不設選項讓企業自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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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開放題方面，仍舊強調所提專案對自身與社會的影響力。包括內外部的擴大參與程

度、在持續性中展現創新，以及讓評審更有感的呈現等，都是企業在專案準備上的建議。 

此外，為呼應聯合國所訂定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潮流，今年持續建議企業可將專案與 SDGs 進行對應。惟對應避免過度延伸，企業若

要展現自身對 SDGs 趨勢的掌握，可將重點放在影響力、自身核心職能的發揮，以及在地最

真實需求的發掘與連結等面向上。 

4. 環境永續構面： 

今年主要題意未改變，仍沿襲過往依照企業對環境的政策、目標、實際作為，以及永續精進

舉措等面向次第展開題項的問卷設計精神。 

但有二處進行增修。 

一是再生能源，提問與去年相同，僅填答格式稍有變更。另外，針對目前有使用再生能源者，

也進一步詢問所使用再生能源的來源，以及該來源佔目前所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 

希望藉此看見企業對再生能源的承諾與實際使用狀況。 

二是水、電，以及碳排放的盤查基礎，讓填答者可以有更彈性的選擇。過往詢問水、電、碳

排放的計算時，均以營收或員工數做為營運範疇的計算基礎，惟在與企業交流後，今年採用

更彈性方式，意即企業自行選擇用營收、員工數，甚至企業整體家數等作為計算計出，只要

在問卷中註明即可。 

七、鼓勵與獎項說明： 

1. 於《天下雜誌》8 月 26 日出刊公布 2020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CSR 100 強】榜單，並搭

配專題報導形式將 CSR 典範企業的作為與故事呈現國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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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行《2020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特刊》（預訂 10 月初出刊），廣泛呈現所有入榜企業 CSR 事

蹟。 

3. 授予【CSR 100 強】所有入榜企業電子獎章，可供企業做為 CSR 內部激勵與外部倡議之用。 

4. 舉行頒獎典禮，邀請企業登台領獎。頒發獎項如下： 

(1) 「大型企業」組前十名、「中堅企業」組前五名、「外商企業」組前五名、「小巨人」組前

五名。 

(2) 各組【新秀獎】今年依舊延續，為新進榜單名次最佳者，各組一名，共四名。 

八、其它補充： 

1. 「天下企業公民獎」評選全程皆不收費，建議企業踴躍參與。無論是已經編制 CSR 報告書的

企業，或是感受到全球 CSR 趨勢開始要有所做為者，不但可透過此填卷過程對 CSR 有更多

掌握，也可在評選後與天下調查中心進一步交流，瞭解各領域評審專家對企業的著重點與建

議。 

2. 關於填卷方面的建議—— 

簡單明瞭與有感度是在呈現時，增加「加分」的關鍵。 

「天下企業公民獎」無論初選或評審評分方式皆採「加分」原則（非扣分），因此，基礎題或

開放題均避免提供「海量」附件或說明，避免龐雜資料損及原該加分的表現。 

大原則為基礎題部份，若無必要則無須說明或附件，而有超越做法（例如優於法令或同業）

則是提供說明最佳。至於所提供的說明，無論是文字陳述或採附件形式，建議都掌握精簡、

重點先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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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題部份，仍以各構面至多提 2 項專案、1 專案 10 頁 A4 篇幅為限。（評審們已有共識，

今年超出限制者，在「加分」程度上會有適度反映。） 

3. 關於與天下調查中心的互動方式—— 

(1) 秉持與企業一同學習的精神，在填卷過程中，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天下調查中心，但為

求答覆更完整，建議企業盡量多採用電子郵件管道交流。天下調查中心 E-mail 信箱：

research@service.cw.com.tw 

(2) 秉持透過「天下企業公民獎」提升台灣向上的力量初衷，天下調查中心歡迎評選結束後，

與參加企業分享與交流，期盼企業透過評選的參與而有所得，一同為提升台灣企業的 CSR

能力與能見度而努力。 

mailto:research@service.cw.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