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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 X 遠見 ESG 企業領袖講堂 

ESG 從觀念到實踐 

 

邀 請 函 

 

敬愛的企業先進： 

 

    2005 年《遠見》創華人媒體之先，首創「企業社會責任獎」（CSR 獎），舉辦至今進

入第 18 屆，一路見證臺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腳步，如今企業社會責任聚焦在 ESG 三大

構面，《遠見》與時俱進，持續報導與倡議 ESG 議題。繼去年與臺大合作企業永續領袖講

堂後，有感於 ESG 必須從觀念走向實踐，今年遠見再度攜手國內在 ESG 領域執牛耳的 

臺北大學，再次推出「ESG 從觀念到實踐」的企業領袖講堂。 

國立臺北大學是國內關注 ESG 的學術機構先驅，不僅致力於企業永續之教學與產官學

研究，更獨創 SEED 企業永續評比系統，以社會(S)、經濟(E)、環境(E)與揭露(D)四大構面，

針對上市櫃公司進行評鑑；同時設立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攜手外界合作設計「臺灣友

善環境指數」，以實際行動呼應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導引資金投資重視永續之公司。 

2022 年，有感於 ESG 必須從觀念、趨勢，走向實踐與實務，本次推出的「臺北大學

X 遠見 ESG 企業領袖講堂」課程，訂於 2022 年 4 月 29(五)、30(六)日以及 5 月 6(五)、

7(六)日授課，四天課程共有 20 位產學研界所組成的專家師資團隊，共同探討 ESG 各項關

鍵問題，讓 ESG 落地有方法，引領企業轉型、邁向永續未來。誠摯地邀請您和貴公司共同

參與。順頌 

時祺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 陳宥杉 

《遠見雜誌》社長 楊瑪利 敬邀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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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 x 遠見 20 位跨領域黃金師資 

走向淨零轉型的必修課 
 
 
 
 
 

 
 

從觀念到實踐、從政策到作為，走向淨零轉型的必修課 

讓你的 ESG 落地：不只有想法，更要有方法 

 
ESG 評鑑先行者 臺北大學校長李承嘉 

舉辦 CSR、ESG 獎 18 年 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牧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 

ESG 指標企業—玉山銀行、歐萊德、遠東 SOGO 等 

 
 

【課程亮點】 

 

 

 

 

 

【課程重點】 

 
企業永續發展歷程、國內外永續發展現況 

永續揭露框架、永續活動分類標準、國際永續評比與指標 

碳足跡管理與減量方法、產業價值鏈與綠色轉型 

供應鏈管理、ESG 風險管理、企業承諾與 ESG 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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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 X 遠見 ESG 企業領袖講堂 

ESG 從觀念到實踐 

 課程地點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臺北大學臺北校區 101 教室 

 課程日期 

2022 年 4/29(五)-4/30(六)，5/6(五)-7(六)，共四天 

 課程：第一天 

4 月 29 日（五） 致詞人/講師 

0930-0940 論壇開場並介紹貴賓 司儀 

0940-0950 主辦單位致詞 李承嘉 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0950-1000 主辦單位致詞 高希均 遠見雜誌創辦人 

1000-1030 

【專題演講一】 

打造永續發展生態體系─國內

公司治理與綠色金融推動現況 

黃天牧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1030-1100 
【專題演講二】 

國際淨零排放的趨勢與影響 
簡又新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1100-1120 休息時間 

1120-1150 

【專題演講三】 

後 COP26 氣候戰─解讀全球氣

候政治與台灣減碳路徑 

林子倫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 

1150-1220 

【專題演講四】 

資本市場全面啟動： 

以 ESG 驅動企業邁向永續 

簡立忠 臺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 

122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20 
深耕綠色轉型： 

培育企業未來競爭力 

陳宥杉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特聘教授兼商

學院院長 

古永嘉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國際財

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IEMBA）執行長 

1520-1540 休息時間 

1540-1700 從 CSR、ESG 到 SDGs 

顧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講座教授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執行長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 理事長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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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4 月 30 日（六） 致詞人/講師 

0930-1050 
善用 ESG 策略， 

本益比翻倍成長的秘訣 
黃世忠 SGS 資深副總裁 

1050-1110 休息時間 

1110-1230 
善用 ESG 策略， 

本益比翻倍成長的秘訣_企業篇 
王志恆 智原科技執行副總 

123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20 數位 ESG 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陳春山 ESG 世界公民數位治理基金會董事長 

1520-1540 休息時間 

1540-1700 ESG 領導力 黃男州 玉山銀行董事長 

1700 賦歸 

 第三天 

5 月 6 日（五） 致詞人/講師 

0930-1050 
財務揭露與會計準則新秩序： 

SASB 與 TCFD 的必修課 

黃啟瑞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系教授兼

校主任秘書 

1050-1110 休息時間 

1110-1230 
碳管理策略的必修課：從溫室氣

體盤查、減量到 CDP 評比 

陳耀德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 諮

詢顧問 

123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20 
淨零競逐機會： 

碳風險管理與碳資產創造 

李堅明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

所教授 

台灣綜合研究院 副院長 

1520-1540 休息時間 

1540-1700 如何打造碳中和產品 葛望平 歐萊德董事長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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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5 月 7 日（六） 致詞人/講師 

0930-1050 
企業永續 ESG 之策略化與標竿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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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企業永續獎委員會秘書長 

1050-1110 休息時間 

1110-1230 
衡量永續價值，ESG 的決勝關

鍵：企業永續評比分析 

池祥麟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特

聘教授兼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

心及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123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20 量化你的社會影響力 黃晴雯 遠東 SOGO 董事長 

1520-1540 休息時間  

1540-1630 學員交流提問 

楊瑪利 遠見雜誌社長 

陳宥杉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 

黃啟瑞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系教授兼

校主任秘書 

池祥麟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特聘

教授兼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及

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古永嘉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國際

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IEMBA）執行

長 

1630-1700 結業式 

 

線上課程表 https://reurl.cc/Rj93p6 

 

 報名專屬 

1. 企業 ESG策略全方位手冊《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全方位打造高效 ESG企業 

2. 台灣最具公信力的財經媒體《遠見》一年 12期 尊榮贈禮  

3. 完成課程頒發結業證書 

 

◆ 費用含 4天午餐、茶點 

◆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開辦及學員資格審核之權利 

◆ 團體報名，請洽詢課程諮詢服務小組 

 

 

 

 

臺北大學校友獨享優惠，👉線上報名繳費網址 https://reurl.cc/dXqbxk  

 

https://reurl.cc/Rj93p6
https://reurl.cc/dXqbxk
https://reurl.cc/dXqb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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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校友報名表 
 

學員權益 售價 
台北大學校友

專屬優惠價 

【臺北大學 X 遠見 ESG 企業領袖講堂】  ESG 從觀念到實踐 

 2022.4/29(五)~30(六)、5/6(五)~7(六)共四天課程；含午餐 
50,000 元 40,000 元 

共報名     位，合計 NT$             元（含稅） 

單位：新台幣／元 

 

★每位報名學員皆須填寫完整資料。 

學員姓名  畢業系級  

Email  

聯絡電話  手機  

企業名稱  職稱  

發票抬頭 □同上 統一編號  

電子發票 □是 否（請勾選，如勾選「是」，不需填寫下方地址；如無勾選將採電子發票提供，單位自行列印後即可供報帳使用。） 

發票地址     

雜誌寄送地址    □同上 

 

□信用卡資料(請填寫信用卡資料) 卡別 □VISA □MASTER □JCB □AE □聯合信用卡 

卡號     ─     ─     ─     發卡銀行  

有效日期   月   年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ATM 轉帳 
(請將交易憑據回傳至服務專線) 

銀行代號 8 0 8 帳號 0 0 4 8 9 4 0 0 9 9 8 5 9  
 

 □郵政劃撥 
(請將交易憑據回傳至服務專線) 

劃撥帳號 1 0 5 2 1 6 3 6 戶名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包含：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財團法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及各委外服務廠商基於客戶管理、統計及

調查分析、會員管理、演講活動報名、行銷及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在此向您蒐集本事業群內辨識個人資料類別，作為

本事業群營運期間於台灣地區寄送出版物及各項優惠訊息及調查分析使用。您可向本事業群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

止處理利用，請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連繫：讀者服務部 service@cwgv.com.tw、電話 02-2662-0012，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9:00～17:00，例假日除外。（若

您填寫資料不完整時，可能會影響您收受出版物或優惠訊息的權利。） 

 

課程諮詢服務小組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資深專案經理 楊琨華  

02-2517-3688 # 915  0937-451-325  luisa@cwgv.com.tw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 計畫助理 方珮瑄 

02-8674-1111 # 66306  0918-724-027  phoebefang@gm.ntpu.edu.tw 

特別

聲明 

mailto:luisa@cwgv.com.tw
mailto:phoebefang@gm.ntp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