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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社企創新發展學院系列課程】 

《企業永續管理師》課程設計： 

◆ 基礎課程：著重幫助企業了解外部規範、公司自身理念與能力下的永續機會目標。 

◆ 進階課程：著重如何將陌生的永續目標納入公司的策略規劃、目標管理、預算與會計制

度之中。  

唯有融入公司經營機制與管理系統的永續目標，才是真正推動永續的負責任公司。 

(主辦單位有保留修改課程內容、調整上課講師之權利) 

◆ 對象： 

1. 準備建立企業永續改善與編制永續報告書的工商機構或人員。 

2. 具備公司多年實務經驗管理人員。 

3. 進行全公司永續管理行動的機構內部訓練。 

◆ 費用： 

基礎班：9,500 元；進階班-10,450 元；認證班（兩班同時報名）：18,900 元 

【企業永續管理師-基礎班】

10 小時 (兩天) 

【企業永續管理師-進階班】 

11 小時(兩天) 

考核與證書 

1. 解讀永續發展目標 
2. 環境面(E)永續目標(減碳目

標) 
3. 社會面(S)永續目標 
4. 經營治理(G)永續目標 
5. 開發經營系統的永續潛力(1)

─”產品/服務”設計 
6. 開發經營系統的永續潛力(2)

─製造與管銷活動 
7. 產業鏈合作企業共同開發永

續價值 
8. 利益關係團體驅動的永續目

標 
9. 永續活動經營效益綜合判斷 
10. 永續經營策略與目標 
 
◎作業： 
[企業永續價值活動清單] 
1. 企業內部作業的永續價值活動 
2. 企業外部合作的永續價值活動 

1. 說明公司永續目標與組織準備 
2. 企業永續策略目標系統─永續策

略展開 
3. 永續目標執行計畫(MBO) 
4. 企業年度預算(含永續活動項目) 
5. 永續活動的會計紀錄 
6. 永續成果展現(1)-ESG/SDGs 部

分 
7. 永續成果展現(2)-單項成果與社

會影響力部分 

8. 永續績效評估-成本效益分析與
SROI 

9. 永續報告編制(1)-公司宗旨與基
本架構 

10. 永續報告編制(2)-ESG 資料展示 
11. 企業內部展開永續管理的步驟 
 
◎課前準備： 
基礎班作業─[企業永續價值活動清
單] 

1. 基礎班與進階
班課後測驗，
70 分通過。 

2. 基礎班與進階
班課後通過測
驗，各發予結
業證明乙紙。 

3. 獲得基礎班與
進階班結業證
明，發予「永

續管理師」證
書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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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班課程簡介 

序 主題 內容 

課程 1 

 

解讀永續發展目標 (1) 永續意義 

(2)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A. 各國層級政府-部門自訂目標 

B. 基金會-社會組織關注目標 

C. 大學-醫院-社區關注目標 

(3) 「全球永續報告倡議(GRI)」三重底線 ESG  

(4) 其他組織的永續目標 

A. 碳稅/碳權相關規範 

B. 歐盟永續目標-ISO26000 

C. 政府、證卷市場、金融機構規範 

(5) 企業推動永續發展的態度與準備 

A. 外部規範與內部目標 

B. 減害與創價 

課程 2 環境面(E)永續目標 

(減碳目標) 

(1) 解析環境永續指標 

(2) 碳稅與碳交易 

(3) 公司化與在地化應用 

◎設計：服務機構可能改進的環境目標 

課程 3 社會面(S)永續目標 (1) 解析社會(S)永續指標 

(2) 公司化與在地化的應用 

◎設計：服務機構可能改進的社會目標 

課程 4 經營治理(G)永續目標 
(1) 解析經營治理(G)永續指標 

(2) 公司化與在地化的應用 

◎設計：服務機構可能改進的經營治理目標 

課程 5 

 

開發經營系統的永續潛

力(1)─”產品/服務”

設計 

(1) 展開企業經營系統 

A. 製造業系統 

B. 流程服務業系統 

C. 部門服務業系統 

(2) “產品/服務”設計的永續潛力 

A. 產品設計部分(實體產品/服務產品) 

◎設計─ 

A. 依據公司實際經營現況，選擇上述適合的經營

系統，詳細列出產品開發活動。 

B. 從「產品/服務設計」執行細節中，尋找永續

價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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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主題 內容 

課程 6 開發經營系統的永續潛

力(2)─製造與管銷活動 

(1) 製造程序的永續潛力 

(2) 管理程序的永續潛力 

(3) 銷售程序的永續潛力 

◎設計─ 

A. 依據公司實際經營現況，選擇上述適合的經營 

    系統，詳細列出製造程序與管理銷售程序的活 

    動。 

B. 分別從產品/服務製造、管理與銷售活動，尋 

    找永續價值機會。 

課程 7 產業鏈合作企業 

共同開發永續價值 

(1) 確認公司的上下游廠商與主/被動關係 

(2) 探詢產業面對的共同永續目標 

(3) 依最終產品/服務拆解永續目標的任務分工 

(4) 設立共同的永續目標規格與原則 

課程 8 利益關係團體驅動的 

永續價值 

(1) 確認公司經營的”外部”利益關係群體 

(2) 公司設定對外部群體的永續責任目標 

A. 公司期望的目標 

B. 利益團體的需求差異與目標設定 

課程 9 永續活動經營效益 

綜合判斷 

(1) 彙整前述各項永續目標並依據 ESG 於以分類 

(2) 依據 E/S/G 內各項目標的執行相關性再區分計畫 

課程 10  永續經營策略目標 (1) 估算各項永續活動子計畫的「投入—成果」 

(2) 建立永續管理策略地圖設 

作業 企業永續價值活動清單 (1) 企業內部作業的永續價值活動 

(2) 企業外部合作的永續價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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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班課程簡介 

序 主題 內容 

課程 1 
說明公司永續目標 

與組織準備 

(1) 確認公司各項內部/外部永續目標項目與計畫 

(2) 依據永續目標的責任單位建立「永續管理團隊」 

(3) 設定「永續管理團隊」權責、運作規則與預算 

課程 2 企業永續策略目標系統

─永續策略展開 

(1) 依據各項目標的投入評估執行順序與預算 

(2) 建構完整的永續目標策略計畫 

課程 3 永續目標執行計畫

(MBO) 

(1) 依據永續策略設計部門的永續任務─標的/預算 

(2) 建立各部門的「永續目標管理(MBO)」系統 

課程 4 企業年度預算 

(含永續活動項目) 

(1) 永續目標對應部門設計年度執行計畫 

(2) 永續活動-成果-支出 

課程 5 
永續活動的會計紀錄 (1) 設定「永續活動-成果-支出」的會計專項 

(2) 永續計畫的會計專項─永續活動交易、分錄、報表 

課程 6 
永續 ESG 成果展現 (1) 永續活動會計報表(樣本) 

(2) 公司永續活動「支出、收入、成果」 

課程 7 
永續成果展現(2)- 

單項成果與社會影響力

部分 

(1) ESG 個別永續目標的支出、收入、成果 

(2) ESG 個別永續目標的亮點案例或活動紀錄 

(3)  ESG 個別永續目標的長期效果與衍伸效益 

課程 8 
永續績效評估- 

成本效益分析與 SROI 

(1) 個別計畫的成本效益分析 

(2) 公司永續計畫的社會投資報酬(SROI) 

課程 9 
永續報告編制(1)- 

公司宗旨與基本架構 

(1) 企業永續報告(GRI 格式)說明 

(2) 公司(永續)宗旨與組織基本資料整理展現 

課程 10 
永續報告編制(2)- 

ESG 資料展示 

(1) ESG 目標展現格式 

(2) 公司永續活動「支出、收入、成果」的逐項展現 

課程 11 
企業內部展開永續 

管理的步驟 

(1) 實際展開永續管理的內部管理流程 

(2) 外部診斷輔導導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