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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管理師證照培訓班 課程簡章 
【緣起與宗旨】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及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為提昇企業永續

發展及社會責任之知能，建立企業永續管理專業人員認證體系，全面推動高品質

之企業永續服務、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特辦理「企業永續管理師證照培訓班」。 

 

【企業永續管理師之工作目標】 

致力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企業邁向永續發展相關工作。持續觀察與關注

永續議題，協助企業/機關學校或組織機構訂定永續指標及發展工作、傳遞社會

責任核心價值，致力國家、社會、地球與環境邁向永續發展。 

擔任企業、機關學校或組織機構之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執行者和推動者。 

 

【認證標準】 

國內外大專院校以上畢業（國外學歷採認參照「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辦理），修習企業永續管理師培訓課程完畢、並參與企業永續管理師認證考

試及格，且經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共同遴聘學者專家

擔任審核委員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合格者。 

 

【課程說明】 

本培訓班計 80 小時課程，以「管理師關鍵知能育成」及「管理師實務操作」

兩大課程模型之四大模組，發展出完整性的管理師訓練學程，運用「發展趨勢」、

「標準規範」、「輔導實務」及「案例演練」等四大模組交互解構的教學操作，成

功協助學習者快速吸收課程、育成專業知識，並融合個體經驗轉化創造實用能量。 

課程規劃結合多元豐富的實務經驗，專屬設計出多元活潑的教學型態，講師

陣容由國內產學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顧問、專業經理人組成講師群，親自

進行授課及實務研討。由淺入深、激發學習者之企業永續管理培訓，除引導學習

者窺見探索專業永續管理師的領域面貌，亦逐步導入專業管理師的專家思維、語

言、方法與行動，充足完備跨企業/機關學校或組織機構的專業永續管理師實力，

俾利於各領域展現培訓成效。 

本培訓班自 2018 年辦理迄今，已完成五期訓練，參訓合格人數已達 196 人，

結訓學員分布於產業、顧問業、確信/保證業、學術機構及政府單位等，將所學順

利發揮於職場工作中，學習成效獲得學員及各界廣泛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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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為鍛鑄培育企業永續管理師專業核心能量，規劃設計的專業學習發展課程，

內容架構集結專家顧問團隊實務應用精髓，以堅實的培育機制，穩健紮根跨越企

業/機關學校或組織機構的永續管理師專業基盤，並為各功能面管理技能訓練，

所必需先行具備的前導關鍵能量養成。 

 

 網羅全國企業永續領域超強師資團隊培育經驗，明確掌握企業永續最新趨勢

脈動。 

 強化多元經驗交流與特佳學習效果。 

 學程採實際案例及學員團隊運作方式，引導學習管理師診斷輔導企業運用之

解決方案及核心專業能力。 

 資深專業顧問群及訓練專案團隊之專屬型課程規劃及服務，即時貼近學員及

講師學程互動需求。 

 各學程階段採堅守顧問培育訓練素質，維護課程一貫性的高品質保證。 

 全國唯一且廣受企業界肯定之企業永續管理師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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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覽表 
模組 類別 課程 時數 

一 發展趨勢 

1-1 國際永續發展及永續報告之發展現況與趨勢 3 

1-2 企業永續與 SDGs 之關聯性與因應策略 3 

1-3 我國推動企業永續相關政策措施 3 

1-4 永續經濟（包括共享經濟及循環經濟） 3 

1-5 永續金融 3 

1-6 永續創新與供應鏈管理 3 

1-7 永續行銷（含社會企業） 3 

二 標準規範 

2-1 CSR 相關標準介紹 2 

2-2 全球永續報告準則（GRI Standards） 2 

2-3 整合型報告（Integrated Reporting） 2 

2-4 企業社會績效與社會責任投資 2 

2-5 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 2 

2-6 企業永續指數（DJSI） 2 

2-7 碳揭露專案 CDP 與碳減量科學基礎目標 SBT 3 

2-8 企業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因應作為 2 

2-9 治理績效、公司治理藍圖與公司治理評鑑 3 

2-10 保證標準（AA1000） 2 

2-11 確信標準（ISAE 3000） 2 

三 輔導實務 

3-1 企業永續管理推動策略與執行實務 2 

3-2 國際標竿 CSR 報告導讀與案例分析 2 

3-3 CSR 保證/確信與品質提升實務 3 

3-4 TCSA 評審準則及獲獎案例分析 2 

四 案例演練 

4-1 利害關係人溝通實務暨案例演練 4 

4-2 企業碳風險管理實務暨案例演練 6 

4-3 企業永續管理與財務績效暨案例演練 4 

4-4 CSR 報告重大性分析實務暨案例演練 6 

4-5 策略型 CSR 案例分析與績效評估 3 

4-6 CSR 專案與社會績效評估之案例演練 3 

合計 80 

※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本表所列課程權利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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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陣容參考名單（依姓名筆劃排列） 
編號 姓名 現職 

1 王彬墀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副秘書長 

2 申永順 馬偕醫學院高齡福祉科科研究所副教授兼學務長 

3 朱竹元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 

4 江惠櫻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HPE)亞太區協理 

5 池祥麟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6 吳世宗 Deloitte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執業會計師 

7 吳俊儀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8 吳泰熙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特聘教授 

9 李育明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所特聘教授 

10 李宜樺 PwC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企業永續發展服務部門主持會計師、合夥人 

11 李振北 VEDA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12 李堅明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所教授 

13 汪昀昇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專案經理 

14 林美珍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15 林祐翠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16 林萊娣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總經理 

17 林群堯 EY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服務協理 

18 勇興台 AECOM 艾奕康(股)公司台灣分公司副總裁 

19 施懿宸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副教授 

20 洪文雅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資深協理 

21 胡憲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所特聘教授 

22 張育誠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經理 

23 張啟達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副執行長 

24 張瑞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永續發展服務合夥人 

25 莫冬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 

26 許家偉 東南科技大學 i-Sees 企業永續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 

27 郭財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教授 

28 郭祥亭 DNV GL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公司副總經理 

29 陳子豪 PwC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企業永續發展服務部門 經理 

30 陳厚儒 VEDA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顧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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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現職 

31 陳宥杉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教授 

32 陳建佑 致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33 陳澤義 國立臺北大學國企所教授 

34 陳耀德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諮詢顧問 

35 曾于哲 EY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執業會計師 

36 湯奕華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副總經理 

37 黃世忠 台灣檢驗科技 SGS 台灣暨東亞區副總裁 

38 黃旭立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39 黃美英 台灣檢驗科技 SGS 經理 

40 黃啟瑞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系教授 

41 黃雪娟 BSI 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合規風險部副協理 

42 詹 場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副教授 

43 詹士樑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44 蒲樹盛 BSI 英國標準協會東北亞區總經理 

45 蔡顯童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46 鄭仲凱 BSI 英國標準協會企業服務部永續產品副協理 

47 鮑柏宇 台灣檢驗科技 SGS 總監 

48 謝振瑋 DNV GL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公司總經理 

49 魏國棟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50 嚴德芬 VEDA 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51 蘇漢邦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研究三所所長 

52 顧 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講座教授 

※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本表所列師資權利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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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定 
1.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課程內容、形式、日期、時間、地點、講師、參訓人數等

更動（包含課程解釋、取消、停課、調課及延期）之權利。 

2. 若逢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依人事行政總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

主管機關之公告而定，課程將延期舉辦或改變形式舉行，其日期、時間、地

點等將於網路公告，恕不另行通知。 

3. 參訓學員需配合簽到與簽退，各課程遲到 30 分鐘以上即視同缺課未到；缺

課達整體課程總時數之四分之一（即 20 小時）以上者，視同未達培訓標準，

不得參加考試。 

4. 敬請尊重課程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上課期間不得進行照相、錄音或錄影；

課程講義經講師同意授權後，將置於主辦單位提供之雲端儲存空間開放下載。 

5. 為維護學習品質與其他參訓學員權益，上課期間行動電話請轉為震動或靜音。 

6.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上課地點禁止吸煙，敬請參訓學員配合。 

7. 上課期間請勿飲食（白開水除外，建議攜帶使用有蓋環保容器）。 

8. 貴重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恕不負責。 

9. 統一發票將於課程第二週起發放，參訓學員應檢查統一發票的品名、項目、

價格、稅額等各要項，如有錯誤，應於一週內向主辦單位申請更正。 

10. 主辦單位有任何課程訊息皆以網站、行動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公告為主，

聯絡地址為輔，如有任何變動，敬請主動告知主辦單位，避免影響個人權益。 

11. 上課期間不得有任何推銷行為，亦不得收取與課程無關之任何費用；如發生

不符規定行為，請向主辦單位檢舉，檢舉專線：(02)2769-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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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證考試科目 
模組 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備註 

一 企業永續發展趨勢 
60 分鐘 

是非、選擇 

二 企業永續標準規範 是非、選擇 

三 企業永續輔導實務 60 分鐘 選擇、簡答及申論 

四 企業永續案例演練 100 分鐘 簡答及情境模擬 

備註： 

1. 須修畢主辦單位開設之培訓課程，其缺課未達整體課程總時數之四分之一（即

20 小時）以上者，方得參與本認證考試；平均為 70 分（含）以上為及格，未

及格者得再報名參加未及格模組之考試。 

2. 主辦單位保有本表所列考試科目、時間、題型及日期、地點等更動之權利。 

  



109.03.31 更新 

8 

培訓、考試、認證及證照更新參考費用一覽表 

類別 項目 費用（新臺幣） 備註 

一般

認證 

培訓 34,000 
包含報名費、審查費、考試及核

發證書費用 

考試 
0 

2,000 

首次考試不收費， 

第二次考試後按次收取 

專長

認證 

審查 5,000 審查合格後核發證書； 

未符合者，審查費不予退還 核發證書 2,000 

證照

更新 

更新審查 1,000 審查合格後核發新證； 

未符合者，審查費不予退還 核發新證 2,000 

註： 

1. 主辦單位保有本表所列類別、項目、費用等更動之權利。 

2. 退費說明：一般認證學員繳納培訓費用後離班者，除得保留 1 年內，憑開立

之發票於次期或後續班次使用外，亦得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1) 學員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

百分之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新臺幣壹仟元部分，仍應退還。 

(2) 學員於實際開課日起，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

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 

(3) 學員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所收取

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