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樂地永續首創「企業永續講師培力暨認證班」，從2020
年開始，打造出兩屆的「永續講師生力軍」，在企業與學
校好評如潮下，推出第三期課程。

由媒體美譽為「CSR園丁」的朱竹元董事長擔任計畫主持
人，透過三大課程模組的訓練，強化永續知識、架構教學
架構和優化表達方式，讓更多專業人才，成為全方位永續
講師，擴大永續議題的正面影響力。

設立目的



課程五大特色

1
三大
模組

2
多元教學
與輔導陪伴

市面上唯一整合「永續力、教學培
訓力、表達力」的講師培訓班，打
造具有全方位影響力的永續講師。

運用 BOPPPS 教學模組，
自行設計課程與教材，結合
輔導時間，掌握學習進度，
達到互動式教學效果。



課程五大特色

3
永續
桌遊

4
永續認證
檢定

引進獨家永續桌遊，並透過觀摩永
續工作坊、參與講座，累積實務與
學習經驗。

學、術科並進，進行筆試測驗與教
學演練考核，取得由中華民國企業
永續發展協會（BCSD Taiwan）與
優樂地永續服務（股）公司共同認
證之永續講師認證。



課程五大特色

5
永續專業講師群
取得認證之講師，有機會成
為優樂地永續種子講師，組
成「永續講師群」，享有優
先使用優樂地團隊研發教學
資源之權利，進入校園與企
業，實際參與講授各項課程，
發揮永續影響力。



永續力

教學力 表達力

課程三大模組
永續力：
掌握永續趨勢，了解永續指標與管理工具，
分析永續商業個案，深化永續知識

教學力：
從課程設計、多元引導方式到微型教學演練，
運用創新工具與評量技巧，提升講師職能，
打造全方位影響力

表達力：
口語表達與主持技巧優化、簡報製作邏輯訓練，
多方面提升溝通技巧與能力



永續力(30hrs) 時數

永續發展的趨勢價值 4

打造永續品牌與溝通 2

SDGs與核心能力結合 2

SDGs與永續專案執行力 3

永續報告書與
指標管理工具 4

案例分析-環境議題 4

案例分析-社會議題 4

循環經濟 2

減塑生活 2

永續互動體驗 3

教學力(20hrs) 時數

教案與學習目標 2

BOPPPS架構 4

工作坊互動帶領技巧 4

線上教學-數位表達術 2

微型教學演練 8

表達力(18hrs) 時數

簡報邏輯與製作 4

簡報清晰表達力 4

講師台風與主持技巧 4

表達演練 6

永續認證與實習(12hrs) 時數

認證測驗 4

永續工作坊觀摩 * 8 註：永續工作坊觀摩安排在培訓課程
結束後，依時段選擇可出席時段。



08:30-10:15 10:30-12:15 13:15-15:00 15:15-17:00
17:00-
17:30

W1五
8/27

開幕式 永續發展的趨勢價值
朱竹元 董事長&莫冬立 秘書長

打造永續品牌與溝通
王玲珉 品牌顧問

教案與學習目標
莊越祥老師

輔導時間

W1六
8/28

案例分析-環境議題
葉欣誠教授 -

W2五
9/3

案例分析-社會議題
張瑋珊 總監＆呂協翰 總監

循環經濟
王家祥

REnato Lab創辦人

SDGs與核心能力結合
尤慈霞 經理

W2六
9/4

SDGs與永續專案執行力
蔡承璋 執行長 永續互動體驗 BOPPPS教學架構

李妍慧 講師

W3五
9/10

簡報邏輯與製作
彭毅弘Bill 創辦人兼首席顧問

簡報清晰表達
彭毅弘Bill 創辦人兼首席顧問

W4五
9/17

工作坊互動帶領技巧
劉智雯Belinda講師

講師台風與主持技巧
劉智雯Belinda講師

W5五
9/24

永續報告書與指標管理工具
優樂地顧問

線上教學－數位表達術
魏美棻老師

減塑生活
顏寧執行長

W5六
9/25

微型教學演練
李妍慧 講師

W6五
10/1

永續互動體驗 表達演練
劉智雯Belinda講師

W6六
10/2

認證測驗與閉幕式 -

9/11(六)、9/18(六)適逢中秋假期補班與補假，因故停課



認證方式

*註：認證測驗未及格者得再報名參加未及格模組之考試。



培訓對象
「建立永續知識架構」、「協助推廣永續知識」或「擔任永續內訓講師」等，
歡迎對永續議題有興趣的企業員工、教職員報名。

BOPPPS
教學工具&
思考方法

永續講師
實戰演練

永續趨勢&
知識系統

講師群
交流&授課

機會

透過課程，您能得到：



1. 系統性建構永續知識，掌握最新趨勢，瞭解如何運用在組織。
2. 活用永續知識，透過有效又有趣的方式傳播，提高公司同仁對永續的認

同感，並強化永續專案執行成效。
3. 掌握BOPPPS教學工具，設定目標、前測、後測，並活用將思考架構，

提升工作的學習與評量成效。
4. 掌握工作坊帶領技巧和永續教學工具，讓教育訓練變得有趣活潑，帶給

組織成員或聽眾，更有效的專注力與學習力。
5. 有效地優化教學架構、口語表達和簡報呈現，培育講師台風，成為獨當

一面的永續講師。
6. 認識志同道合的夥伴，展開跨域合作的機會！

課程效益：



學員心得
OO創辦人謝小姐：
能跳出既定框架/產業，用不同的思維、角度去看事情，
成果都是全體參與人員無私分享所堆疊形成的。在這裡
最珍貴的就是「大家陪你一起走，所以步步扎實，走得
更遠更久！」

OO大學胡小姐：
永續教育的議題更積極地被倡議。為強化學校的競爭力，
學校應該養成更多種子老師學習永續議題，發揮老師具
特色的教學力，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效能。

OO金控陳先生：
永續力課程帶來國內外的紮實基礎觀念，以及常見謬誤
思提醒；教學力課程在授課、演講時能有系統性的參考
與規劃。

OO製造業林先生：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永續”並非獨善其身即可，與有志一同的夥
伴攜手一起會更有意義，這次課程後，我願意為了“永
續”繼續傳播，讓“永續”成為我生命中的志業。

國際講師高先生：
學習到如何運用BOPPPS，重新調整過去的教學與輔導
方式，在短時間內呈現教案，而且可以在各領域發揮
永續影響力。

OO銀行曹小姐：
碰到很棒的教學團隊和同學，重新學到如何攝取永續
知識，而且在BOPPPS工具在教學和工作中帶來很大的
幫助。

地方創生中心鄞先生：
這次的課程，讓我很系統性地統整過去學過的永續概
念，透過共學和反思，回顧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OO協會黃小姐：
有別於其他學程，不僅有永續力理論，還納入創意的
表達力，將這兩個結合，以BOPPPS參與式學習的方式
設計課程，讓你用清楚的口語表達來帶領學員，及同
學們的支持與鞭策，讓人脫胎換骨。



權利與義務

請假規定：
• 非臨時或緊急狀況，因故無法參與單堂課程者，需於開課前一日主動

告知，且計入缺課時數。
• 參訓學員需配合簽到與簽退，各課程若遲到或離席達 30 分鐘以上，

即視同缺課未到；總課程缺課超過12 小時者，視同未達培訓標準，
不得參加認證。認證費用不予退回。

永續講師社群：
• 結業並經認證者，依相關辦法加入「優樂地永續專業講師群」，優先

使用優樂地團隊研發之教學資源，及實際參與講授各項課程的權利。



永續力
講師群

永續發展的趨勢價值 案例分析-環境議題永續品牌與溝通 SDGs與核心能力結合

永續執行力 案例分析-社會議題 永續指標管理工具 循環經濟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公司董事長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
富邦綜合證券(股)公司承銷部副總經理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
台灣綠色沙龍永續認證協會理事長
著作《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策略—企業的全球通行證》

企業永續講師培力暨認證班

特色講師

朱竹元優樂地永續服務(股)公司董事長

永續力



台大 NTUMOOC x Coursera Project 副執行長。

台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創新教學組副組長。

台灣教育部國際暨兩岸教育司「中文學習 MOOCs 計畫」執行總監。

獲國際認證的 ISW 引導師，具有 ISW 教學技巧培訓 (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 以及 FDW 教學引導培訓 (Facilitator Development Workshop ) 之

國際證書。

TAPilot 台大教學助理教學諮詢計畫總監，主責教學諮詢員之培訓與團隊經營。

企業永續講師培力暨認證班

特色講師

李妍慧 幫你優股份有限公司（BoniO Inc.）營運副總

教學力



現任聲音表達培訓師、專業活動主持人/婚禮主持人

多家知名企業講師經歷

BE 幫助教育計畫專業講師培訓證書

【著作】 贏在勝任力:迎接 VUCA 時代的人才新戰略

企業永續講師培力暨認證班

特色講師

劉智雯（Belinda）布琳達的麥克風專業講師

表達力



報名資訊
課程人數：為確保教學品質，每梯次僅限 20 名
課程地點：台北文創訓練中心松江二館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1號2樓之4，近松江南京站7號出口）
課程時間：共72小時，2021年08/27-10/02

每週五、每週六 08:30-17:30
認證日期：2021/10/02(六) 08:30-12:30
報名時間：即日起額滿為止
培訓費用：36,500元(含稅)

*註：
1.費用包含35,000元課程費，及1,500元術科測驗與認證費。
2.適逢中秋假期和課程規劃安排，8/28僅半天課程，9/11（六）、9/18(六）停課。
3.課程若因遇到如疫情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可能採取線上或延期等方式辦理。
培訓開課的時段、舉辦方式、優惠方案及其他資訊，以官網最新公告為主，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活動之權利。



報名方式

1.填寫線上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YbbYd1YFNapJomst7
2.專員聯繫匯款資訊
3.匯款
4.專員確認匯款後，寄發通知信件，即完成報名手續

https://forms.gle/YbbYd1YFNapJomst7


退費方式

• 若本課程因故無順利開班，將全額退費。

•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時，依下列標準退費：

1. 學員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

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新臺幣壹仟元部分，仍應退還。

2. 學員於實際開課日起，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

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

3. 學員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

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



聯繫方式

優樂地永續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劉先生
電話：02-2708-1133#17
信箱：leon.liu@unitygood.com
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unitygood2019/
課程官網：http://www.unitygood.com/class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活動之權利，最新公告以活動網網頁為主。

mailto:leon.liu@unitygood.com
https://www.facebook.com/unitygood2019/
http://www.unitygood.com/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