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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於 2016 年成立台灣企業永

續 學 院 (Taiwan Academy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TACS)，以致力建構國內外企業永續知識平台為目標，

推動相關學術教育活動，進一步研議企業永續發展相

關之政策法規與制度規範，辦理「台灣企業永續獎」

（TCSA）、「CSR 學術論文獎」及「台北金鵰微電影展」，

協助政府與企業提升永續發展水準。

台 灣 永 續 能 源 研 究 基 金 會 (Taiwan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TAISE) 以「促進大眾對氣候變遷、

能源永續的瞭解，致力於加速台灣低碳經濟轉型」為宗

旨，關注五大議題：永續能源、綠色經濟、低碳社會、

氣候變遷、企業永續。主要工作包括：政策倡議、永續

發展教育推廣、國際連線與合作以及舉辦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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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掘企業永續真情故事，表揚企業永續作為，由台灣企業永續學院

(TACS) 主辦，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TAISE) 執行的台北金鵰微電影展

於 2020 年已邁入第四屆。企盼藉由微電影的力量，讓大眾看見組織在永

續工作上的努力，向大眾宣揚永續意識，引領社會共同參與實現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的願景。

微電影異於一般電影，在較短的時間內須表達出故事意象及主軸情節，更

考驗製作人之功力與拍攝手法，每分每秒皆須精雕細琢、一絲不苟，方能

將微電影中欲表達的意涵演繹得淋漓盡致。為表揚每位製作者的專業與製

作單位之巧思，本微電影展命名為「金鵰微電影展」，意取諧音「精雕」

細琢之意。

經影音與拍攝技巧及企業永續意象兩組集結國內相關領域權威評審群進行

評比後，頒發本屆微電影展評選獲獎企業獎項，並播映獲獎作品。

活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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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集人的話

四年來金鵰獎的參獎企業與影片數迅速增長，從首屆的 9 家企業、16

部影片；到本屆共有 27 家企業、40 部影片共襄盛舉，成長近三倍，每

一年的參賽影片水準皆持續提升，主題更是愈加精彩豐富，從就業培

訓、循環經濟至生態體驗，各項社會服務與共融專案，本屆企業參展影

片主題與內容上相當多元。

從各屆最佳影片的宏碁公司《向光》、中信金控《人生界外球》、臺灣

水泥《The future is worth it》及今年中信金控《倆好球，一場用汗與

淚勇闖的棒球夢》中皆可看出參賽勝出的影片無論在企劃、創意能力及

聲光技巧上均展現優異水準，並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在 CSR 領域

中大放異彩。原作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輔助工具的微電影，在影音世代

中逐漸加重其地位，未來除了 CSR 之外，想傳遞的訊息亦可透過微電影

進行傳播，達到良好的效果。

企業透過微電影等多媒體展現，透過網路平台進行傳播，將較為單向溝

通的報告書轉化為易引起興趣之多媒體呈現方式，吸引社會大眾關注，

除達到溝通目的之外，更能與利害關係人攜手邁向永續發展目標。今年

持續舉辦「2020 台北金鵰微電影展」，期許發掘企業致力永續發展與

善盡社會責任的故事，向社會宣揚企業永續成果，讓更多人看見企業的

努力，一同投入企業永續的推展，帶動永續思潮，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台北金鵰微電影展總召集人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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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簡介

影音專業組 永續專業組

李崗

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 

執行長

顧洋

台灣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謝志文

一念間電影有限公司 

執行長

李育明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

境管理研究所 

特聘教授兼所長

張世熙

台灣微電影創作協會 

理事長

申永順

馬偕醫學院高齡福祉科

技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兼學務長

賴麗雪

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 

秘書長

嚴德芬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耿瑜

電影創作聯盟 

理事長

江惠櫻

慧與科技企業永續環境部 

亞太區資深協理

王亞維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副教授兼在職專班執行長

陳宥杉

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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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主題

評選要項

比賽主題圍繞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17 項發展目標，展示企業致力於永續發展目標之作為，不限題材、

內容與表達方式。

獎項及評分標準：

本屆獎項分為五大類，分別為：「影音類獎項」、「永續類獎項」、「個

人類獎項」、「綜合類獎項」以及「其他類獎項」。

「影音類獎項」包含「最佳創意」、「最佳企劃」以及「最佳製作技術」

三大獎項，分別針對創意、企劃及技巧等面向，由影音專業類評審作評比；

永續專業類評審則針對其永續意向可提出否決權，最後由所有評委一致

決議通過。

「永續類獎項」包含「社會共融」、「經營治理」以及「環境資源」三

大獎項，分別針對社會、治理及環境等面向，由永續專業類評審作評比，

並採用影音專業類評審就作品之綜合影像分數，以永續意象 (70%)、影像

意象 (30%) 計算，最後由所有評委一致決議通過。

「個人類獎項」包含「最佳主角」、「最佳導演」以及「最佳編劇」三

大獎項，分別針對主角、導演及編劇等面向，由影音專業類評審作評比，

最後由所有評委一致決議通過。

「綜合類獎項」含「最佳影片」及「優等影片」，由影音專業類評審從

本年度所有作品中，評比出綜合影像分數得分最高之作品，獲頒為本年

度「最佳影片」，其餘入圍作品則為「優等影片」；永續專業類評審則

針對其永續意向可提出否決權，最後由所有評委一致決議通過。

本年度由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你忘記的 我們陪你一起想起」獲

得「網路最佳人氣獎」，該作品於票選期間，獲得 4,651 人次投票支持。

由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的動畫片—「二次森林。森森不息」獲得評審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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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介紹

金鵰獎
綜合類獎項

最佳
影片

作品綜合得分最佳者
優等
影片

作品綜合得分優異者

永續類獎項 影音類獎項

社會
共融

作品展現企業對社會需求

與核心價值的關懷、利害

關係人的溝通成效與事蹟

之優異者

最佳
創意

作品展現具創意性、觀賞

性並有感染與傳播力之表

現優異者

經營
治理

作品展現企業獲利經營模

式、組織運作、供應鏈管

理的績效與展望之優異者

最佳
企劃

作品結構完整之且敘事表

現足於陳述該議題表現優

異者

環境
資源

作 品 展 現 企 業 對 環 境 保

育、氣候變遷、資源管理

的貢獻與展望之優異者

最佳
製作
技術

作品製作技術（攝影、剪

輯、燈光、音效）及整體

美感之表現優異者

個人類獎項（自由參獎） 其他類獎項

最佳導演
(第四屆新增獎項 )

作品展現之導演執行（分

鏡、畫面美感、演員表現）

表現優異者

評審
團獎

獎勵本屆報名參賽作品中

未獲上述獎項但特殊且值

得鼓勵之作品

最佳主角
(第四屆新增獎項 )

為作品敘事的中心人物所

展現之演技優異者 網路
最佳
人氣獎

獎勵本屆參賽中於網路最

受歡迎之作品，以網路投

票數為參考。
最佳編劇
(第四屆新增獎項 )

劇本具有完整性與原創性

且敘事力展現優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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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影片名稱排序

獲獎名單

最佳影片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倆好球，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
棒球夢

優等影片

星展銀行 ( 台灣 ) Sparks 點亮星光 - 將愛傳承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洄遊吧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生地震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我的棒球夢 _ 爭氣篇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那麼會跳的夢

最佳創意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農田裡的公民科學家

優等創意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洄遊吧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倆好球，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
棒球夢

最佳企劃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倆好球，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
棒球夢

優等企劃

星展銀行 ( 台灣 ) Sparks 點亮星光 - 將愛傳承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洄遊吧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生地震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農田裡的公民科學家

最佳製作技術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倆好球，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
棒球夢

優等製作技術

星展銀行 ( 台灣 ) Sparks 點亮星光 - 將愛傳承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洄遊吧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人生地震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我的棒球夢 _ 爭氣篇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那麼會跳的夢

最佳社會共融 星展銀行 ( 台灣 ) Sparks 點亮星光 - 將愛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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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社會共融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洄遊吧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微美館： 
微觀新視界．舞動生命之美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那麼會跳的夢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倆好球，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
棒球夢

台塑企業 魚與漁

最佳經營治理 星展銀行 ( 台灣 ) Sparks 點亮星光 - 將愛傳承

優等經營治理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洄遊吧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森林。森森不息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微美館： 
微觀新視界・舞動生命之美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我在你左右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倆好球，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
棒球夢

最佳環境資源 台塑企業 魚與漁

優等環境資源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森林。森森不息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農田裡的公民科學家

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一起洄遊吧

抱抱國際有限公司 地球的孩子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微美館：
微觀新視界．舞動生命之美

最佳編劇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倆好球，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
棒球夢 — 陳宣宇、簡秦芝

評審團獎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森林。森森不息

網路最佳
人氣獎

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你忘記的 我們陪你一起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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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 ( 台灣 )

最佳影片

最佳企劃

最佳製作技術

優等創意

優等社會共融

優等經營治理

最佳編劇

優等影片

優等企劃

優等製作技術

最佳社會共融

最佳經營治理 

中信金控是全臺首家投入推動「五級棒球運動」的企業，從少棒、

青少棒、青棒、成棒到職棒，打造出完整的棒球運動拼圖。透過棒

球公益足跡，我們發現偏鄉地區的孩童，把棒球當成未來的夢想和

希望，然而幫助這群弱勢孩子的不是家人或父母，而是一群沒有血

緣關係的人，好比「倆好球」影片中的隊長及教練，這是臺灣最

動人的情感。我們期盼藉著棒球讓孩子們相互扶持、學習，得到健

康及溫飽，減少不平等並提升教育品質，為臺灣創造更多幸福。 

星展銀行擁有崇高使命，持續落實永續發展，突破傳統電視廣告

框架，於 2019 年 8 月推出星展微電影第二季。「將愛傳承」取材

自星展基金會陪伴的新加坡社會企業 Bettr Barista，其宗旨為透過

培訓咖啡師及協助就業，幫助弱勢族群自給自足，並相信咖啡事

業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預計 2020 年影響人數可達 300 人。

星展認為雖然全球經濟持續發展，但社會和性別不平等問題仍然存

在，透過影片拍攝，星展希望帶動社會關注相關議題並創造改變。 

獲得獎項

獲得獎項

倆好球，

一場用汗與淚勇闖的棒球夢  
Home Run 2gether

Sparks 點亮星光 - 將愛傳承

Pay It Forward

影片 QRcode

影片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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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優等影片

優等創意

優等企劃

優等製作技術

優等社會共融

優等經營治理

優等環境資源

優等影片

優等企劃

優等製作技術

基金會推動青年深根計畫，以遍佈全台、城市到偏鄉的 7-ELEVEN

門市為青創平台，串聯在地資源，協助青年回鄉創業、落地深根 -

共榮地方。2 年來陪伴洄遊吧推廣食魚教育，創辦人黃紋琦，擁

有高學歷就讀海洋環境相關學系，看見漁業資源日漸匱乏，海洋

環境缺乏關注，因此她決定推動漁業轉型，協助產業提升。與花

蓮區 7-ELEVEN 門市，推出知識型的小小魚達人活動，以親子互

動的好鄰居同樂會，傳遞食魚教育與永續海洋的重要性。

人的一生會遭遇許多不可預期、自己無法控制、讓人措手不及的

事，如同突如其來的地震。而九二一大地震已滿二十周年，東和

鋼鐵改編真實故事，推出《人生地震》品牌影片，敘述一場震央

位於「心臟」的地震，藉以傳達重視生命的意義，以及愛的延續。

獲得獎項

獲得獎項

一起洄遊吧

Living with the Ocean,
Swim with the Fishes.

人生地震

影片 QRcode

影片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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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優等影片

優等製作技術 

優等影片

優等製作技術

優等社會共融 

2018-2019 年全球人壽將「我的棒球夢」圓夢計劃嘉惠至離島馬

祖，除了贊助馬祖高中棒球隊球衣球具外，去年邀請國家級總教舉

辦「馬祖棒球營」活動，今年全球人壽將棒球營舉辦地點移師至金

門，舉辦三天「離島棒球營」活動，廣邀金門當地棒球隊參與，安

排學生交流賽，讓「我的棒球夢」成為夢想與希望的開始。 

夢發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夢才真的活起來！一位從世界舞台回到

部 落 的 國 際 編 舞 家， 一 群 渴 望 學 舞 的 偏 鄉 孩 子，「 夢 想 + 圓

夢 工 程 」《 那 麼 會 跳 的 夢 》 牽 起 夢 想 兩 端， 成 就 追 夢 起 點！ 

中信文教基金會攜手世界知名編舞家布拉瑞揚，進駐臺東東河國

小，阿美族孩子初遇現代舞，在水泥地苦練八個月，最終登上圓

夢舞台，這不只是藝術教育，更是生命教育！本專案完成全臺首

本藝文教育 SROI 報告書，每投入 1 元創 4.18 元社會價值，集眾

人之力扎根偏鄉藝文教育。

獲得獎項

獲得獎項

我的棒球夢 _ 爭氣篇

Responsible, Thanks to Love_ 
Sponsor baseball dream 

那麼會跳的夢

Dream Action 

影片 QRcode

影片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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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企業

最佳創意

優等企劃

優等環境資源

最佳環境資源

優等社會共融

環境問題迫在眉睫，身為一般民眾的企業員工，除生活減塑、消

費支持友善農產外，還能再做些什麼？

富邦「好正學堂」帶員工走進農村，藉由體驗學習，進而理解台

灣農業與環境的困境。這次來到宜蘭深溝村，遇到生態學家背景

的小農夫婦，富邦人化身公民科學家參與農田裡的科學計畫，協

助農友對抗秧苗食神－福壽螺，希望除了目前用藥撲殺、抑或小

農苦力手撿奮戰的兩種極端方法外，能有機會研究出另一種省力

又維護水田生態多元平衡的大秧新農法 !

「生態環保」越來越稀少的海洋資源，再過不久或許我們就吃不

到新鮮的海鮮了，台塑企業為了避免或延緩這件大家不願看到的

事情，以海洋永續為目標，用行動證明對在地環境的守護，永續

台灣海洋，從 2008 年至今，和雲林區漁會合作總共放流約 500

萬尾魚苗，展現了友善環境，保育海洋資源的決心。 

獲得獎項

獲得獎項

農田裡的公民科學家

Citizen science in farmland

魚與漁

影片 QRcode

影片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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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優等社會共融

優等經營治理

優等環境資源 

優等經營治理

優等環境資源

評審團獎 

友達為落實社會參與及回饋在地，於 2018 臺中花博的后里森林園

區，打造一座結合科技與自然之美的「友達微美館」。以肉眼看不

到的花粉為主角，透過友達的顯示器技術呈現，從微觀的角度來感

受植物的生命之源，展館主題「微觀新視界．舞動生命之美」，也

是友達微美館命名的由來。微美館的營運理念，融合友達 CSR 六

大主軸：公司治理、社會闢懷、環境永續、文化保存、科普教育及

友善職場，期待透過展館讓國內外參觀民眾能從中獲得感動及啟

發。

臺灣，孕育著許多美麗又生機蓬勃的野生生物，但人類在追求經

濟發展的同時也污染這塊土地。動物的棲息地在不斷開發下，遭

受大規模破壞，全台僅剩 300 隻石虎即是見證。所幸，正隆以「二

次森林。森森不息」為主軸，致力於回收紙再利用，不僅減降垃

圾量與處理垃圾的環境成本，更減少森林資源的消耗。回收紙也

搖身一變成為可多次回收再利用的紙類產品，彷彿森林不斷循環

再生，生生不息。「二次森林。森森不息；有你同行，台灣變得

更美好 !」

獲得獎項

獲得獎項

友達微美館：

微觀新視界．舞動生命之美  
A Whole New Micro World,
Dance to the Beauty of Life

二次森林。森森不息

Secondary Forest for a
Better Earth

影片 QRcode

影片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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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抱抱國際有限公司

優等經營治理

優等環境資源

基金會推動青年深根計畫，以遍佈全台、城市到偏鄉的 7-ELEVEN

門市為青創平台，串聯在地資源，協助青年回鄉創業、落地深根 -

共榮地方。記錄苗栗青農返鄉創生的故事，於今年暑假在坐落於

浪漫台三線 7-ELEVEN 新雪霸門市合作推出 OPEN ！青春同樂會

大地好朋友青農市集，讓青農省去長途車資、時間成本與舟車勞

頓到外地擺攤。也能透過與 7-ELEVEN 的結合接觸多元客層，提

升青農品牌能見度。近距離與民眾互動，一超推廣農產品帶動社

區產業發展。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已成為企業運作的共同語言。不只跨

國大企業，中小企業更需了解和實踐 SDGs 所描繪的永續發展方

向，融入日常經營理念，親身實踐，以喚起社會重視永續的覺知，

並提出務實的解決方案。我們公司，除了經營層面外，更重視環

境社會責任。持續做野生動物紀實，至今已完成近七十種物種記

錄，轉為影像及文字，深入校園、監獄、企業、偏鄉等地分享。 

我們正努力復育人的愛心、對生命及環境的尊重！如此，生態才

能平衡健全，地球才能永續美麗！

獲得獎項

獲得獎項

我在你左右

Always by your side

地球的孩子

The offspring of Earth

影片 QRcode

影片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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