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GRI認證訓練課程 
-精進 CSR 管理 邁向永續未來- 

 

上課日期：2019 年 11 月 13 日-11 月 14 日  

課程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3F 第二會議室  

授課單位：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背景 

 

隨著全球局勢的演進及相關法規的要求，企業揭露非財務資訊已蔚為風潮，2018 年台灣

受規範之上市櫃公司應臺灣證交所與櫃買中心於 2014 年底正式公告之「上市櫃公司編製

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作業辦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應依循 GRI 準則(GRI 

Standards) 編製 CSR/永續性報告書，且已有 100 家企業提早採用，以提供更高品質的 ESG

資訊揭露。 

  

本會長期致力推動國內企業編製 CSR 報告書及永續發展等相關活動，同時與 GRI 關係密

切，除了是 GRI 認證之教育訓練計畫的正式夥伴，也長年協助 GRI 進行 G4、GRI 準則、

GRI 303 (2018)、GRI 403 (2018)等準則之正體中文版翻譯。自 2017 年本會已陸續完成多場

GRI 認證訓練課程，廣受學員好評。 

  

為協助國內企業確實遵循法規及與國際情勢接軌，本會預計於今(2019)年 11 月 13 日(三) 

至 11 月 14 日(四)開設為期 2 天的「GRI 準則認證訓練課程」，該課程為 GRI 所開發，結

合在地企業實務案例與小組討論，協助學員瞭解完整的 GRI 準則內容及十大原則之應用，

據以精進鑑別重大主題及報導流程之能力。課程結束後，GRI 將寄發每位學員結訓證書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課程名額有限，敬請把握機會報名參加！ 

 

 

 

 

 



課程特色與效益 

 

 師資陣容堅強，皆有豐富的企業輔導及教育訓練經驗。 

 提供編撰 CSR 報告書/永續性報告書依循 GRI準則之課程，協助學員熟悉報導流程。 

 解析、講授各行業重大主題之辨識。 

 認識企業環境、經濟及社會面風險，建立嚴謹的系統化管理機制。 

 學習建立有效的利害關係人溝通機制。 

 學習在地企業實務案例。 

 協助企業提升非財務資訊的揭露品質。 

 遵循法規要求及並與國際情勢接軌。 

 小班授課並結合小組討論，方便學員彼此討論與交流。 

 完成培訓課程將寄發 GRI 官方結訓證書(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講師陣容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莫冬立秘書長：GRI認證培訓種子教師、輔導多家企業撰

寫 CSR 報告書及永續發展領域 20年以上經歷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張凱評經理：GRI認證培訓種子教師、協助推廣永續發展

相關主題以及輔導多家企業撰寫 CSR 報告書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陳科里副理：GRI認證培訓種子教師、協助推廣永續發展

相關主題以及輔導多家企業撰寫 CSR 報告書 

 

上課時間 

 

 「GRI準則認證訓練課程」：11/13-11/14全天 9:00-17:00 

 

上課地點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3F 第二會議室 

（台北市松江路 350 號，捷運蘆洲線─行天宮站 4 號出口出站左轉） 

 

建議參與課程的對象 

 撰寫 CSR 報告書/永續性報告書之負責同仁與主管 

 財務、法務及管理部門之同仁與主管 

 董事長或總裁辦公室幕僚 

 負責 CSR 事務之部門同仁與主管 

 輔導企業撰寫 CSR 報告書/永續性報告書之專業顧問人士 

 對 CSR 報告書/永續性報告書及永續發展有興趣的學界人士或學生 



 

議程 

「GRI準則認證訓練課程」 

˙11/13（三）9:00～17:00  

 

時間 議程 

08:45-09:00 報到 

09:00-10:30 第一章：GRI準則背景與介紹 

10:30-10:45 休息 

10:45-12:00  第二章：GRI準則綜覽 

12:00-13:00 午休用餐 

13:00-13:40 第二章：GRI準則綜覽 

13:40-15:10 第三章：GRI準則 

15:10-15:30 茶敘交流 

15:30-17:00 第四章：使用 GRI準則進行報導流程 

17:00 賦歸 

˙11/14（四）9:00～17:00 

 

時間 議程 

08:45-09:00 簽到 

09:00-10:30 第四章：使用 GRI準則進行報導流程 

10:30-10:45 休息 

10:45-12:00  第四章：使用 GRI準則進行報導流程 

12:00-13:00 午休用餐 

13:00-15:00 第四章：小組討論 

15:00-15:20 茶敘交流 

15:20-16:40 第四章：小組討論 

16:40-17:00  第五章：其他資源 

17:00 賦歸 

 

 



課程費用 

 課程費用：包含講師費、講義、餐點及 GRI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結訓證書。 
•「GRI 準則認證訓練課程」：NT$18,000 

 

 課程優惠方案： 

    A. 本會員優惠：8折優惠(NT$14,400) 

    B. 一般學員優惠： 

    (1) 早鳥優惠：只要在 10/ 30 (三) 17:00 前報名且完成繳費，一律享 9 折優惠(NT$16,200) 

    (2) 團報優惠：2 人團報 85 折(NT$15,300/人)、3 人以上團報 8折(NT$14,400/人) 

 *請注意：以上優惠僅能擇一使用。 

 

課程人數 

   課程最低開班人數為 6人，額滿人數為 25人，依完成繳費之順序，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 

1. 填寫 Google表單學員基本資料完成報名。 

2. 完成線上報名後，請於一週內完成繳費，填妥付款通知表及匯款證明傳真(02-7702-8769)

或寄信至 (emmily@bcsd.org.tw)，並與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許彩雲小姐進行付款確認    

(電話：02-77028599 轉分機 103；E-mail：emmily@bcsd.org.tw)。 

3. 本會將於開課前 3日，以電子郵件寄發上課通知。 

繳費方式 

  匯款轉帳 

匯款或自動提款機轉帳至  華南商業銀行 圓山分行，帳號：107-10-076084-1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請將執據及報名表傳真或郵寄） 

 

退費標準 

1. 若當日無法出席者，可於 11/6（三）17:00前告知辦理退費，須酌收行政費 500元；逾期

恕不受理。 

2. 若報名人數未達最低開課門檻，將全額退費。 

 

 

 



課程聯絡人 

如對課程有任何疑問，請洽課程聯絡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翁儷嘉專員（電話：

02-77028599轉分機 110；E-mail：lillywong@bcsd.org.tw）。 

 

注意事項 

 為保障課程與講師智慧財產權益，學員上課時間，不得進行錄音、錄影。 

 上課前請務必簽到，全程參與者將核發課程結訓證書。 

 為響應低碳生活，建議與會學員自備環保杯/筷，並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會場。 

 若遇特殊情事時，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或變更活動之權利。 

 

 

 

 

 

 

 

   About BCSD-Taiwan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係由國內超過十種產業的大型企業所組成的非營利性企業

組織，成立於 1997年 5月。現任理事長為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黃呈琮先生。 

會員企業認知到追求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兼顧的重要性與國際趨勢，不僅自身積極落實持

續改善環境績效的目標，並支持本會達成結合企業力量，提倡及推動環境保護及資源管理

之理念與方法，以邁向企業永續發展並提高國人生活品質之宗旨。協會成立的目標，希望

能成為我國在企業永續發展的領域扮演領先的角色與有力的企業喉舌，不僅督促政府制度

健全的政策，協助會員引進及建立更先進的環境管理工具及最佳實務措施，及早因應國際

趨以提高綠色競爭力，並能對整體社會孕育出有利於企業永續發展的環境，產生實質的影

響力。 

目前本會為我國唯一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永續發展活動之民間企業組織，成立後旋即加入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 WBCSD)的

全球聯盟組織，成為會員與國際社會相關企業組織間之橋樑。 

本會所推動的工作，主要包括：企業永續發展策略之探討與相關管理工具之引進；生態效

益的推廣與生態效益指標之發展與應用；經營管理與科技創新、商機與競爭力提昇、和企

業成功推動永續發展之實務案例蒐集與推廣；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減量之彈性機制的追蹤與

參與；金融業與永續發展之關聯性的全球發展追蹤；全球貿易與環境的發展趨勢；掌握企

業社會責任議題之國際發展動態等。 

http://www.bcsd.org.tw/
http://www.wbcsd.org/
http://www.wbcsd.org/


 

協會地址：台北市 10449 中山北路二段 112號 9樓之 3 

電  話：(02) 7702-8599 

傳  真：(02) 7702-8769 

網  址：www.bcsd.org.tw 

電子信箱：tbcsd@bcsd.org.tw 

秘 書 長  莫冬立     經理  張凱評     副理  陳科里 

專    員  翁儷嘉     林芃昀 

資訊工程師 江志忠    會計 許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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