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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電即降低營運成本是台灣企業慣用的成本策略，自 2017 年電業法修正啟動我國電

業自由化及再生能源電力市場交易可行性後，歐美企業對電力使用之碳能源資產管理模式將

成為我國產業資產管理可借鏡之策略議題。 

今年 3 月 2 日預告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對 5000KW 以上契約容量之電力用戶要

求設置 10%再生能源之義務，若未能自行設置達成義務契約容量者，得以投資再生能源案場、

設置儲能系統、購買再生能源憑證或繳納代金完成。再則因應國際品牌大廠如 Google、Apple、

Nike 等倡議使用 100%再生能源(RE100)，並逐步要求供應鏈廠商跟進，用電大戶之投資或避

險組合已成為產業用電資產管理之課題，如何遵法、避險並進而創造新的獲利機遇，持續兼

顧企業社會責任與業務成長多贏的局面，為今年度企業關注焦點。 

天盛氣候能源公司將其參與歐美投資銀行及企業集團管理碳能源資產之經驗，自 2019 年

11 月對國內企業開啟「企業碳能源資產管理系列課程」，並成立 Tellus CEAM Insights 社群，

分享國內外碳能源資產管理相關資訊與服務，獲得產業熱烈回應。今年首梯次「企業因應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之碳能源資產管理實務」課程，除針對 2020 年最新國內碳能源資產相關

法規實施現況及發展趨勢，邀請各政策主管機關或智庫就電業法、溫管法、再生能源憑證制

度雙向交流，並結合專業能源律師針對企業近期關注之售電契約躉售與直轉供轉換契機於要

求進行說明，透過案例演練方式，引導學員了解碳能源資產關鍵要素，進而掌握市場趨勢、

風險與獲利機會，確保企業建立短中長期資產管理能量及競爭優勢。 

本次課程設計主要針對國內集團公司、上市上櫃公司及用電大戶企業之碳能源管理人員

參與，學員除能有效掌握國內碳能源相關法令最新資訊外，並可與各法令主管機關或智庫直

接交流回饋意見，作為國內相關法令執行及修正之建議。參與本課程之學員即為 Tellus CEAM 

Insights 之會員，持續獲取國內外即時碳能源法令政策及管理等相關資訊，並可參與相關政策

討論與回饋服務之機會。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考量，本梯次一日課程將於北、中、南各舉辦一場「現場」

加「線上」參與二種模式並行，學員可自行擇一方式參與。課程會場將全程落實相關防疫措

施(詳細說明如後)，並視疫情發展調整課程安排。 

 地點及日期： 

 台北場：2020 年 3 月 24 日(9:00-17:00)，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台中場：2020 年 3 月 25 日(9:00-17:00)，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 

 高雄場：2020 年 3 月 26 日(9:00-17:00)，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 號 

 邀請參與對象： 

 集團企業、上市上櫃公司管理企業碳能源資產之經辦及主管人員 

 契約用電大戶、環保署或地方縣市政府要求申報碳能源資訊之企業、國際品牌 RE100

供應鏈廠商、企業社會責任揭露報告企業之環安、能源管理、生產管理等部門之經辦

與主管、廠長、財務長及總經理等高階主管 

 全程參與本次工作坊學員將授予 Tellus CEAM 課程證書 



 
天盛碳能源講座

企業碳能源資產管理系列課程
Corpo rate Carb on &  Energ y Asset M anag em ent Sem inars

 企業因應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之 

碳能源資產管理實務 
 

議 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8:45-9:15 報到 - 

9:15-9:25 貴賓致詞 邀請貴賓 

9:25-9:40 企業碳能源資產管理之挑戰與市場機遇 
天盛氣候能源公司 

執行長 簡偉華博士 

9:40-10:40 

2020 國內碳能源相關政策最新要求與發展： 

(1)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 –  

用電大戶之義務契約容量需求與抵換 

經濟部能源局 

(長官或智庫)  

10:40-10:50 茶點交流時間 - 

10:50-11:40 
2020 國內碳能源相關政策最新要求與發展： 

(2)再生能源憑證制度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長官或智庫) 

11:40-12:30 
2020 國內碳能源相關政策最新要求與發展： 

(3)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市場交易機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長官或智庫) 

12:30-13:30 午餐交流時間 - 

13:30-14:15 
2020 國內碳能源相關政策最新要求與發展： 

(4)再生能源售電契約轉換要件 

誠遠商務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王健安 

14:15-15:00 
國內碳能源相關政策法令要求與發展： 

(5)電力系統輔助服務及交易市場平台 

經濟部能源局 

(長官或智庫) 

15:00-15:10 茶點交流時間 - 

15:10-15:30 國際 RE100 廠商及對供應鏈之要求與發展 天盛氣候能源公司 

15:30-16:20 Workshop: 企業碳能源資產管理模式 天盛氣候能源公司 

16:20-16:40 

Next steps: 

 企業碳能源資產管理因應策略規劃 

 Tellus CEAM Insights 企業碳能源資產管理社群 

天盛氣候能源公司 

劉家介經理 

16:40-17:00 綜合討論 天盛氣候能源公司 

17:00 賦歸 -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議程內容之權力。 
 因應國內 2019 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需求，本梯次三場次課程均安排現場與線上參與二種模式並

行，學員可自行評估擇一方式參與。 

 現場課程會場防疫措施說明如下： 

 進入會場：所有人員均須全程配戴口罩，於入口處接受體溫量測，若有身體不適或體溫超過 37.5

度者將無法入場(建議改成線上參與) ，並填寫個人防疫調查表  

 會場消毒：場內備有酒精消毒並定期消毒，另提供乾洗手、備用口罩給學員及講師 

 餐飲：個人化餐點及飲料、一次性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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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場次 

(擇一勾選) 

場次 課程日期 參與方式 時間 現場課程地點 

台北場 2020.3.24 (二) 現場 線上 9 :00-17 :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台中場 2020.3.25 (三) 現場 線上 9 :00-17 :00 
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 

高雄場 2020.3.26 (四) 現場 線上 9 :00-17 :0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 號 

公司名稱  公司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傳真  

姓名 部門 職稱 E-mail 手機 電話 

      

      

 課程費用：現場參與 NT$ 2,800 元/人 ；線上參與 NT$ 2,500 元/人 

 線上參與學員設備要求：全時程網路連線(9-17 時)、智慧型手機或電腦、耳機及麥克

風功能。本公司將於開課前二日提供線上參與方式予報名並繳費學員，並做連結測試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wHK1nrEtNvXwdNKF7 或掃描右方報名 QR Code 填寫報
名表 

 填寫本報名表並傳真至 02-2655 8101 或 e-mail: learning@tellusces.com  

 繳費方式： 

 ATM 轉帳或銀行匯款：國泰世華銀行 南港分行 (銀代碼：013)            
帳號 106035009216，戶名：天盛氣候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請於匯款單上註記學員姓名，方便確認對帳) 

 資訊洽詢：Tel : 02-2655 8100 x 8616 鮑小姐 或 e-mail: learning@tellusces.com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考量，課程會場安排全程落實相關防疫措施，並視疫情

發展調整或延後課程安排 

 本梯次工作坊如因報名踴躍，主辦單位保留擁有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力，或調整部分學

員至其他場次課程 

 歡迎企業利用右側 QR Code 填寫 Tellus CEAM Insight 會員申請資料 

 

 
 

 
 

企業碳能源資產 

管理現況 

  公司主要負責能源管理與溫室氣體管理之部門： 

  由同一個部門/單位統籌管理能源及溫室氣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不同的部門/單位管理： 

    能源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溫室氣體管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或工廠之電力經常契約容量(可見於電費繳費通知單)： 

  電號一：_________________瓩(kW)    電號二：_________________瓩(kW) 

  電號三：_________________瓩(kW)    電號四：_________________瓩(k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