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四

108 年度經濟部工業局
「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輔導計畫」

輔導申請須知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計畫網站: https://proj.ftis.org.tw/isdn/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壹、前言
經濟部工業局為「塑造產業永續發展優良環境」與「協助產業加速創新」，
以確保產業競爭力，特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以下簡稱產基會）
推動「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輔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期協助產業有效因應
國際環保規範/標準，並建立企業永續發展的基礎。
本計畫自 102 年度起，輔導艾訊等 26 個體系共 160 家廠商建立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CSR 報告書)基礎觀念，並協助上銀科技等 51 家廠商完成首版報告書
及公開發行，有效提高企業透明度，並回應客戶及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期待。
另外，本計畫亦輔導智易科技等 94 家企業因應國際環保相關標準，包括組
織生命週期盤查(ISO 14072)、碳揭露專案(CDP)或環境損益評估(EP&L)等標準導
入、依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BA)、商業社會責任倡議(BSCI)等供應鏈行為
準則建立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協助企業有效因應國際趨勢、強化環境與供應
鏈承諾，並達成提升資源使用效率與節省成本之目標。
本(108)年度，經濟工業局提供 國際環保標準推動輔導(包括永續供應鏈示
範輔導及永續管理示範輔導等)，以及社會責任環境資訊揭露推廣輔導(包括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輔導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諮詢診斷)，歡迎廠商踴躍申請。有
關本計畫最新輔導訊息與其他永續發展相關諮詢服務，請參閱「產業永續發展
整合資訊網(https://proj.ftis.org.tw/isdn/)」之即時訊息。若對本計畫有任何疑問，
歡迎來電洽詢，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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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項目及費用說明
「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輔導計畫」之輔導項目註 1 分為：
類型

名額限制註 2

1. 永續供應鏈示範輔導

輔導

2 體系註 4

2. 永續管理示範輔導

輔導

2家

1. CSR 報告書(聯合國 SDGs 連結)輔導

輔導

3家

15 萬(含稅)

2. CSR 報告書(環境資訊揭露)諮詢診斷

諮詢診斷

18 家

免費

輔導項目

廠商自籌款註 3

一、 國際環保標準推動輔導
免費

二、 社會責任環境資訊揭露推廣輔導

註 1：各輔導分項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 DM
註 2：如因立法院審查時指定凍結或刪除計畫經費，本計畫保有調整輔導廠商名額或延後展開輔導
之權力。因以上輔導名額有限，故須經過公開遴選程序。
註 3：廠商自籌款係廠商須自行出資部分。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受輔導廠商須依比例支付自籌款，
自籌款將全數用於輔導工作之相關支出。
註 4：每體系原則上含 1 家中心廠及 6 家體系成員。

叁、申請資格
一、 具備合法工廠或營業登記者。
二、 可配合繳交自籌款者。
三、 以下廠商優先考量


符合行政院「五加二」產業政策產業別之廠商，含：「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產業」及「國防產業」等。



符合「中堅企業」之企業

肆、申請方式
請填具「輔導申請表」
，以 E-mail、傳真方式擲回產基會-永續管理與創新技
術組受理，或電洽各輔導項目聯絡人。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於申請表傳送後來
電確認。
伍、案件受理期限
即日起受理報名，將陸續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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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聯絡方式
(財)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永續管理與創新技術組
地址：10668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198 巷 41 號 2 樓之 10
電話：(02)2784-4188

傳真：(02)2325-3922

一、 國際環保標準推動輔導
‧ 沈彣穎 專案副理，分機 5142
E-mail：wendy@ftis.org.tw
‧ 劉冠妤 工程師，分機 5143
E-mail：kyliou@ftis.org.tw
二、 社會責任環境資訊揭露推廣輔導
‧ 陳亞嵐 副理，分機 5132
E-mail：yalan@ftis.org.tw
‧ 曾威茹 工程師，分機 5135
E-mail：weiju@fits.org.tw
柒、申請單位應注意事項
一、 承諾所提供及填報之各項資料皆與現況、事實相符，且保證無侵害他人
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或營業秘密等相關智慧財產權，否則願自負一
切責任。
二、 具備達成計畫目標之決心，於輔導計畫中投入人力與對應資源，並按計
畫執行單位執行輔導工作及結案所需，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並安排訪談、
輔導或結案會議等。
三、 配合工業局於輔導計畫執行期間進行不定期進廠訪查。
四、 同意配合年度工作期程及相關成果發表活動，且於輔導結束後 2 年內，
有義務配合本計畫執行單位填報及追蹤成效。
五、 工業局得因預算刪減，調整輔導資源與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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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暨輔導申請表
一、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108 年度接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執行「因應國際環
保標準輔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提供廠商諮詢、輔導、人才培訓/宣導/研習
會報名等相關服務，而獲取您任職單位、姓名、職稱、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
號碼、E-mail 或通訊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等資訊。
二、本計畫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依經濟部工業局隱私權保護政
策，於業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計畫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計畫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
料。
五、本計畫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以及經濟部工業局行政作業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
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計畫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計畫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本計畫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前項權利，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
計畫可能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業務服務。
八、本計畫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計畫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在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之規定，請求停止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
刪除前，本計畫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
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十、您瞭解此一申請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計畫留存此申
請表，供日後取出查驗。
十一、以上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許先生 02-7704-5136。

(詳細閱讀後，請續填下頁輔導申請表資料)

經濟部工業局 108 年度「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輔導計畫」輔導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責

人

1.公司名稱

2.負

3.統一編號

4.工廠/營業登記證號

5.資 本 額

新台幣

萬元

6.員

7.107 年營業額

新台幣

萬元

8.員 工 性 別 比

9.地

址



縣、市

鄉鎮區

工

路(街)

數

段

人
(男/女)
巷

弄

號

樓

(如龜山工業區等 52 個工業區，若工廠未位於工業區者，請勾選)

10.所屬工業區

11.聯絡人

工廠未位於工業區內

姓名

部門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如電子產品製造業/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電腦螢幕）
12.產業別
/主要產品
（如客戶要求揭露提供 CSR 報告書）
13.輔導
/服務需求
（如為五加二產業、中堅企業）
14.是否具備
優選資格
（如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度 CSR 報告書輔導）
15.103~107 年
曾參與之工業
局輔導計畫

註 1：所有欄位務必填寫完整，方完成申請程序。
註 2：如立法院審查時指定凍結/刪除經費，本計畫保有調整輔導廠商名額或延後展開輔導之權力。
二、輔導申請項目(不可複選)：
勾選

代號

項目

1

永續供應鏈示範輔導

2

永續管理示範輔導

3

CSR 報告書輔導

4

CSR 報告書諮詢診斷

□同意提供個人資料(詳見同意書)

申請人簽章：

三、注意事項：
申請表請以 E-mail、傳真方式擲回產基會-永續管理與創新技術組，或參考輔導簡章逕洽各項輔導項
目聯絡人。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於申請表傳送後來電確認，謝謝您的配合。
統一聯絡窗口：陳亞嵐 副理 / 沈彣穎 專案副理
電話：(02)2784-4188 分機 5132 / 5142，傳真：(02)2325-3922，
E-mail：yalan@ftis.org.tw / wendy@ftis.org.tw

永續供應鏈示範輔導
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企業呼應價值鏈管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等國際永續發
展趨勢，將依循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BA)、商業社會責任倡議(BSCI)、商業環境績效倡
議(BEPI)或永續採購管理(ISO 20400)等國際永續採購規範，建立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並
針對 12 家體系成員進行環境管理目標之示範查核及提供診斷建議，以建全供應鏈永續管理，
有助降低斷鏈風險，確保營運持續。

一、輔導流程與特色

二、輔導實績
自 93 年起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趨勢，協助達創科技、可成科技等 32 個體系供應商
逾 400 家廠商進行永續管理系統建置，及供應商環境管理示範查核，藉由協助中心廠
擬訂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有助持續推動以確保營運持續，及協助企業符合綠色訂單
中之供應鏈 CSR 驗廠、綠色供應鏈管理要求，合計影響產值逾兩百億元。

三、聯絡方式
相關問題請洽(財)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永續管理與創新技術組
聯絡方式：
陳亞嵐 副理
專線電話：(02)7704-5132；E-mail：yalan@ftis.org.tw
汪昀昇 專案經理
專線電話:(02)7704-5141；E-mail：berntwang@ftis.org.tw
傳真：(02)2325-3922

永續管理示範輔導
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企業因應全球氣候行動、永續發展等議題，以組織生命週期盤查
(ISO 14072)或碳揭露專案(CDP)或環境損益評估(EP&L)等主題，透過永續管理現況盤查、
衝擊評估、定價分析等，掌握企業永續管理推動情形，並擬定改善方案，以完善其永續經
營藍圖、強化營運穩定度、加強環境承諾，並有助爭取國際綠色訂單。

一、輔導流程與特色


ISO 14072 組織生命週期盤查(直接排放、間接排放)
掌握組織環境衝擊熱點，加強環境承諾並持續改善，進而降低營運成本



CDP 碳揭露專案因應
強化與落實氣候變遷/水/供應鏈管理，正面回應機構投資人的期待



環境損益評估 EP&L
貨幣化反應出組織營運活動對環境及社會的衝擊，有助內部決策與評估

二、輔導實績
自 93 年起因應國際氣候行動、永續發展議題或 ISO 環境管理相關標準發布，輔導
逾百家企業推動永續管理，如建置相關管理系統與執行環境資訊揭露，具豐富輔導經
驗與實績。於 100 至 107 年間輔導台達電子、大江生醫、智易科技、微星科技等 76 家
企業，提供 CDP 問卷因應、順應環境管理系統改版(ISO 14001)、建立生態化設計管理
系統(ISO 14006)及完成組織生命週期評估(ISO 14072)等，影響產值逾百億元。

三、聯絡方式
相關問題請洽(財)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永續管理與創新技術組
 電話：(02)2784-4188
傳真：(02)2325-3922
聯絡方式：沈彣穎 專案副理，專線電話：(02)7704-5142，E-mail：wendy@ftis.org.tw
劉冠妤 工程師，專線電話：(02)7704-5143，E-mail：kyliou@ftis.org.tw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輔導
經濟部工業局為推廣國內企業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 報告書)之風氣，提供 CSR 報告
書撰寫輔導與宣導訓練服務。其中，以個廠輔導模式，引導企業透過報告書撰寫過程鑑別企業經營
的風險與機會，並強化揭露內容與聯合國 SDGs 之關聯性，進而落實社會責任與邁向永續經營。

一、輔導流程與特色

二、輔導實績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於 102 至 107 年間推動功得
電子、智易、艾訊、華榮、順德、友華、上銀、正隆、中鋼、住華、南亞科
技、友訊、潤泰精材、台灣肥料、車王電子、歐萊德、盛餘鋼鐵及台玻等 51
家企業之 CSR 報告書建置輔導，為國內的專業輔導
團隊。

三、聯絡方式
相關問題請洽(財)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永續管理與創新技術組
聯絡方式：
陳亞嵐 副理
專線電話：(02)7704-5132；E-mail：yalan@ftis.org.tw
曾威茹 工程師
專線電話:(02)7704-5135；E-mail：weiju@fits.org.tw
傳真：(02)2325-3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