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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碳資產管理之理論與實務在職碩士學分班 

招生簡章 

 

1、 招生對象 

具教育部認可之學士學位或報考研究所同等學歷（三專畢業滿二年以上，二

專或五專畢業滿三年以上者） 

2、 課程資訊 

(1) 課程時間：111.10月中旬起連續 3周：以每週 14小時(周五 18:30-

20:30、週六 09:00-12:00; 13:30-16:30、週日 09:00-12:00; 13:30-16:30 (共

計每周 5單元，每單元 2-3小時，每周 14小時，三周共計 42小時)；外

加開幕研習會(3小時)、期末報告(6小時)及閉幕及成果發表(3小時)；全

程時間 54小時 

(2) 課程地點：本期課程以線上授課為原則，若有實體進行之必要，會事先

公告地點並搭配線上課程，網址另定。 

(3) 課程名稱：碳資產管理之理論與實務 

 

課程表：每單元以 3小時為原則，授課日期若有異動，將於課前另行通知 

 

 

 
時間安排及授

課教師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A 

10/15(六) 

開幕暨始業式 

09:00-12:00 

議程及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胡則華 綜合規劃處處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周志宏 永續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10/21(五) 

18:30-20:30 

課程簡介/ 

認識碳資產及其管理 

范建得 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2 
10/22(六) 

09:00-12:00 

碳權之創造或取得:碳揭露與

會計規則 

鄭勤蓉 美國/台灣會計師、台灣律師 

鄭勤蓉商務法律事務所 

3 
10/22(六) 

13:30-16:30 
企業永續與低碳策略 

劉靜靜 永續長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4 
10/23(日) 

09:00-12:00 

永續平台的設計與分享— 

微軟觀點 

蔡琮裕 雲專案總經理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 

5 
10/23(日) 

13:30-16:30 

認識碳足跡: 

碳揭露、碳盤查與相關國際

標準 

蔡振球 環境技術總監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6 
10/28(五) 

18:30-20:30 

碳資產之管理實務與挑戰: 

減碳額度、抵換額度或綠電

憑證 

陳慶暉處長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辦公室 

7 
10/29(六) 

09:00-12:00 
碳關稅之風險與挑戰 

顏慧欣 副執行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及 RTA中

心 

8 
10/29(六) 

13:30-16:30 
台灣的相關氣候法制 

高銘志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9 
10/30(日) 

09:00-12:00 

巴黎協定之市場 

與非市場機制 

范建得 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連振安 工程師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10 
10/30(日) 

13:30-16:30 
綠化供應鏈之挑戰與因應 

孫讀文 資深經理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1 
11/4(五) 

18:30-20:30 
企業永續與自然資本評估 

闕雅文 教授 

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2 
11/5(六) 

09:00-12:00 

從碳管理看待公司治理的風

險與挑戰 

古秀華 永續長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3 
11/5(六) 

13:30-16:30 

綠色融資與碳金融之發展趨

勢及其機會 

許智強 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14 
11/6(日) 

09:00-12:00 
金融 2.0與碳揭露(待定) 

吳澤欣永續長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B 
11/19 (六) 

09:00-12:00 
分組專題討論(一) 范建得 及 其他授課教師 

C 
11/19(六) 

13:30-16:30  
分組專題討論(二) 范建得 及 其他授課教師 

D 另定 結業式及專題演講 
預計邀請一位專家專題演講並辦

理授證 

  合 計 54小時 

 

3、 課程說明 

隨國際企業領袖積極投入減碳並要求綠化供應鏈、碳關稅之發展逐漸蔚為趨

勢，加上我國也配合巴黎協定之生效，透過法制化的 2050 淨零路徑來推動國

家減碳目標，這已發展成企業經營者所面臨之經營危機，有鑑於此，「台灣

氣候聯盟」與清華大學乃本諸永續發展之原則，合作推動以完善企業碳定

價、碳資產管理制度為基礎，回應全球綠化供應鏈要求及國家減碳目標為重

點，掌握碳金融及綠色經濟之發展契機為願景，來規劃 3學分之在職進修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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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課程，希望透過聯盟之永續長及清大之教師合作，規劃出能兼具實務與

理論之課程，以利學員之能力建置及企業之永續發展擘劃。課程之實施將採

模組化之設計，並由氣候聯盟之永續長擔綱實務主題分享(及分組導師)之工

作，此外，上課學員將分成六組，交由實務教師(永續長)按模組化之主題提供

實務命題，並指導各分組進行解題演練，以作成期末報告。 

4、 修課人數：本課程選修人數至少 30名，若招生名額不足，本班有保留開課權

利。 

5、 收費標準 

(1) 學分費：1學分新台幣 10,000元，共 3學分 30,000元。（已含上課講義，

若需書籍則另購） 

(2) 繳費日期：審查通過後，一經錄取，則由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發出錄取通

知，請依指示於繳費期限內繳清。 

(3)  

6、 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 

(2)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網址：https://exten.site.nthu.edu.tw/p/423-1213-

3276.php?Lang=zh-tw 

7、 其他事項 

(1) 學分證書：修課時數達授課時數五分之四以上者，且學期總成績達

70∕B-，由本校授予學分證明書（非學位證書）。 

(2) 終身學習時數：取得學分證明書者，予以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3) 學分抵免：修業合格取得學分證明書者，學分抵免依本校各系所辦理。 

(4) 退費方式：繳費後如欲取消課程，檢附退費申請表及收據以書面提出申

請。退費額度按「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實

施。 

(5) 旁聽申請：為保障學員權益，謝絕試聽、旁聽。 

(6) 課程停開：課程如因故停開，將通知選課學員，恕不另行公布。 

(7) 修讀本學分班之學員應遵守本校、院各相關規定，違反規定情節重大或

行為有損本校名譽者，本校得停止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8、 聯絡方式 

國立清華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 電話：03-5731017，何小姐 

E-mail：slher@mx.nthu.edu.tw 

地址：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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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始業式議程：(依照實際狀況滾動式調整) 

 

時間 議程 內容 

09:00-09:15 活動報到 

09:15-09:18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國立清華大學 戴念華副校長 

09:18-09:25 貴賓致詞 

貴賓名單： 

 台灣氣候聯盟 海英俊理事長 

 經濟部工業局 連錦漳局長 

09:25-09:40 頒發聯盟召集人及講師聘書 

09:40-10:30 
【主題演講】 

建構企業碳資產管理能力 

主講人： 

清華大學｜范建得教授 

10:3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20 
【專題演講】 

台達電子淨零作法 

主講人： 

台達電子｜周志宏 永續長 

11:20-12:00 

【專題演講】 

綠色金融3.0推動產業助淨

零 

主講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胡則華綜

合規劃處處長 

12: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