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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為鼓勵我國產業界推行企
業永續資訊揭露活動，自 2008 年起在國內首開風氣之先，過去十一年持續舉辦
，獲得企業及社會各界熱烈回應。本基金會於 2015 年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
成立「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CS)專責
辦理企業永續研訓服務，為協助企業培訓永續工作人才，厚植相關資訊與知能，
提升企業競爭力與價值，透過台灣企業永續獎之評選指標說明，提升企業評估報
告書品質及持續改善企業永續績效之能力，特舉辦本次企業永續菁英培訓班，待
培訓及試評合格後，即具備評審員資格，得由「台灣企業永續學院」聘任為各級
評審員，參與 2019 年度「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之評審工作。

貳、目的
一、提供 CSR 系統性專業課程，增進企業負責主管與執行人員 CSR 策略
規劃、報告撰寫之評析之能力。
二、透過課程了解 CSR 報告與績效相關之國內外指標。
三、學習評估報告書品質之優劣，評比企業永續績效實力，提升企業整體
永續成效。

參、主辦單位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依筆畫排序)

肆、活動時間及地點
課程類型

時間

地點

初階第 1 場次
進階第 1 場次
初階第 2 場次
初階第 3 場次
進階第 2 場次
進階第 3 場次
前瞻第 1 場次
前瞻第 2 場次
初階第 4 場次
進階第 4 場次
前瞻第 3 場次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三)
2019 年 02 月 15 日(五)
2019 年 02 月 21 日(四)
2019 年 03 月 22 日(五)
2019 年 03 月 28 日(四)
2019 年 04 月 12 日(五)
2019 年 04 月 11 日(四)
2019 年 05 月 10 日(五)
2019 年 05 月 17 日(五)
2019 年 05 月 18 日(六)
2019 年 05 月 24 日(五)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19 年 05 月 30 日(四)

台灣永續會館

2019 年 05 月 31 日(五)

台灣永續會館

2019 年 06 月 22 日(五)
2019 年 06 月 23 日(六)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

初階第 5 場次
(樂齡專班)
進階第 5 場次
(樂齡專班)
初階第 6 場次
進階第 6 場次


報名頁面 ：https://tcsaward.org.tw/tw/about/summit/114

伍、招生對象
1.有意出版或持續精進企業永續報告書與企業永續績效之企業主管與
執行人員
2.未來有志於從事 CSR 相關工作之大專院校在校同學及研究生
3.對 CSR 有興趣之各企業與社會人士
陸、課程費用
身分

在學學生

一般企業先進

CCS 會員企業

初階課程

1,000

2,000

500

進階課程

1,000

1,000

500

前瞻課程

300

300

300

*單位：元/人

樂齡專班
1,500

柒、活動議程


初階課程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5

破冰活動

09:15-09:25

主辦單位致詞

【課程一】企業永續報告撰寫規範與標竿案例分析
09:25-10:25

DJSI 、GRI 等永續績效標準說明與案例之運用
講師：東南科技大學環境管理系 許家偉副教授
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企業永續服務組 陳耀德資深顧問
中場休息

10:25-10:35

【課程二】CSR 報告品質與 ACCA/TCSA 評量準則
10:35-11:55

說明 CSR 報告之品質定義、內涵及評量原則、介紹 ACCA 及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之報告獎評分準則
講師：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李育明特聘教授兼所長
午餐/午休

11:55-12:55

【課程三】透析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報告書之評選流程
12:55-13:25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之報告書評分方式
講師：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王彬墀副秘書長
中場休息

13:25-13:35

13:35-16:50

【課程四】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之評比實戰教學
提前閱讀 CSR 報告書、進行實際評分、分組討論及綜合報告

16:50-17:10

【Q&A】交流時間

17:10-17:30

評審員相關事項交流

17:30-

賦歸



進階課程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5

破冰活動

09:15-09:25

主辦單位致詞

【課程一】第十一屆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永續報告類評選分析
09:25-10:25

第十一屆企業永續獎評審員評分狀況統計、各項指標之質性與量化分
析，以及評分精進建議
講師：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 申永順副教授

10:25-10:35

中場休息

【課程二】企業永續績效獎標竿學習與評量準則
10:35-11:55

各類企業永續績效獎之定義、內涵、評量方式及評分準則
講師：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 申永順副教授

11:55-12:55

午餐/午休

【課程三】透析 TCSA 企業永續績效獎之評選流程
12:55-13:25

企業永續績效獎之行政作業與評分流程，以及評審員須知
講師：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王彬墀副秘書長

13:25-13:35
13:35-16:50

休息時間

【課程四】TCSA 企業永續績效獎之評比實戰教學
提前閱讀 CSR 報告書、進行實際評分、分組討論及綜合報告

16:50-17:10

【Q&A】交流時間

17:10-17:30

評審員相關事項交流

17:30-

賦歸

※部分場次課程起訖時間可能不同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講師活動流程之權利
聯絡人:永續基金會 秘書處 鄭先生 02-2768-2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