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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近年來，能源危機、生態崩壞等現象層出不窮，全球
開始反思，人類發展究應何去何從。「能源絕非單純
自然科學議題，能源更是人文社會科學議題」，實有必
要集結人文社會領域學群，共同關心能源發展與綠色內
涵，從經濟管理、風險法制、國際外交等面向，將能源
覺知與永續意識融入教學與研究。一方面強化專業人才
的能源經濟管理能力，另方面促進人文與科技的對話，
將能源知識普及於公民社會，讓綠色內涵內化於企業，
開創國家永續發展新局。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的設置有其
急迫性：解決在地問題、回應國際倡議。根據2009年全
球氣候風險指標評比，我國位居世界高風險國家第二。
又我國能源進口依存度由1990年的96%上升至2010年的
99%。面對能源高度風險與不確定，如何進行策略管理，
提升政府預算效能，彰顯社會公平正義，為當前重大挑
戰。
在國際接軌面向，聯合國倡議「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融合人類與自然、人文與科技，強調低碳生
活、資源效率、社會包容。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無
須以環境風險、生態破壞及社會分化為代價。政治大學
團隊「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建置目
標，即在導引我國由「褐色經濟」走向「綠色經濟」，
培育能源人才，進行師資培訓，促進內需擴大，啟動出
口轉進，有效達成綠色成長及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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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101 年 2 月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 程 介 紹

◆

政治大學 ◆

實際開課情況仍以校方公告為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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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色能源財經分析

能源經濟管理
周麗芳

授課老師

周麗芳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財政碩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綠色能源推廣為目前各國發展經貿趨勢，降低二氧化

由於人類經濟活動的發展，二氧化碳濃度不斷攀升，

碳排放更是各國的共識，然而面臨全球環境能源法規越

造成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等天然災害頻傳，環境災民

趨嚴格，所產生的產業面、經濟面、安全面等衝擊，必

應運而生，糧食缺乏、淡水資源爭奪等，都將成為目前

須提早分析研擬應對措施。

或不久的未來要面對的。

1997年聯合國簽署的京都議定書，訂定總量管制、跨

氣候變遷不只改變自然環境、更影響人類經貿活動，

國減碳合作計畫、排放交易制度等，如何影響各國經貿

甚至是對全球安全和平產生極大威脅，因此瞭解目前環

關係，改變人類經濟行為，皆為重要課題。我國針對氣

境劇變及起因，並學習國際間針對此現象有何種措施，

候變遷與能源短少等問題，召開全國能源會議，推動節

是相當重要的。自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起，一連串的國

能減碳工作，並核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希冀同時注重

際協定，對於金融、財政、貿易產生何種影響，對於各

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及經濟成長三方面，發展建立低碳

國利益權益產生何種效應，該如何進行效益評估，皆為

家園。此外，我國還推動國家型能源計畫，其中碳交易

本堂課探討的重點。

市場的建置、碳交易市場規模衡量、碳價格波動影響、

其次為各種再生能源的原理原則介紹，目前綠色能源

碳權核配方式以及企業面臨的碳風險，都是能源經濟管

發展技術，國際間能源技術發展趨勢與我國的優劣勢，

理的重點。

就食衣住行各種層面，綠色生活帶來的影響，像是食用

歐盟目前排放交易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實施各種能

肉類與蔬菜類耗費的二氧化碳、何種材料較為節能、綠

源稅致產生的經濟衝擊，再者不論是能源供給來源、各

色建築的認定標準、綠色標籤的認定推廣以及綠色環境

國能源政策、替代方案、能源稅制的探討、國際氣候會

會計的揭露等，皆為綠色能源財經的一部分。

議協定重點等，都屬於能源經濟管理的一部分。
4

5

綠│能│達│人 課程寶典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程規劃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國際政治經濟學

發展與政策
湯京平

授課老師

鄧中堅 張文揚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政治碩博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本課程以英文授課，為博士班層級的課程。它將討論
如何透過政策設計，達成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目標。
發展的議題必然需要考量能源的開發以及環境的代

本課程主要的內容涵蓋國際經濟的理論(自由主義、重
商主義、馬克斯激進主義)、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
發展、跨國公司等。

價，因此本課程也有專門探討「永續發展」的內容，檢

在最後實際的探討中，有關石油能源及石油相關的行

視政府政策如何能夠鼓勵民眾追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為者(包括：主要石油進口國、國際石油公司、國家石油

的均衡，將資源作合理、恰當的分配，讓環境弱勢團體

公司、石油輸出國組織、國際能源組織等)是焦點。分

獲得公平的對待，同時也設法透過各類管制與市場交易

別利用前述理論和主要議題，來分析石油相關組織的成

的制度設定，來降低碳排放的負面影響，減少溫室效應

立、運作、互動關係。

對全人類帶來的危害。

國際石油公司是西方的公司為主，包括：艾克森、殼
牌、英國石油、易爾富；國家石油公司包括了阿拉伯國
家的石油公司和開發中國家(如，委內瑞拉、墨西哥、巴
西、中國大陸)的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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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陳貞如

化與衝擊，具備更多氣候與海洋相關的新興能源與環境
政策及其相應的法律概念。在未來可以秉持專業與使
命，追求環境正義，為台灣乃至於世界創造能永續發展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國際法專題研究─
氣候與海洋環境法專題研究

的環境品質。
本課程主要涵蓋下列八議題：
一、氣候變遷之事實與影響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法律系在職專班

二、氣候法學－國內法制與國際法制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三、氣候正義與治理
四、氣候、環境與人權
五、海洋環境與海洋法導論
六、海洋自然資源運用

在這個全球自然環境劇烈變化的時代，各國都面臨國
家生存、人類生存的重大挑戰，這樣的發展已引起世人

七、海洋環境汙染法制
八、海域執法

的關注，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逐漸由科學證據證實的
氣候變遷議題以及涵蓋地球面積百分之七十的廣泛海洋
環境變化所引起的問題。
自然環境的大規模變化不但直接影響人類與動植物的
生存環境，更影響人類對於自然資源（不論是生物資源
與非生物資源）的運用，乃至於國家生存的重大議題。
從全球治理的觀點觀察，這些變化主要涉及國際環境法
與海洋法領域對於近期發展之探討。
因此，本課程將以兩大主軸進行，包含氣候法與海洋
法，以全球環境關懷、資源管理運用的角度出發，對於
與環境和資源、能源相關的國際法制進行探討。
本課程將邀請實務界與氣候法和海洋法相關之專家學
者進行專題演講，希望可藉由這樣的平台，提供在職專
班學生，兼顧理論與實務，超越單純法學學習的環境。
8

更期待學生可以經由這樣的課程學習，掌握相關法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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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動態競爭與創新研討

策略成本管理會計(一)
林良楓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企管系

許牧彥 侯勝宗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在現今全球化競爭時代，會計管理成為協助企業競爭

現代科技的創新不僅促進了經濟的高度成長，也同

的重要工具之一，且會計為因應高度競爭與環境的變

時帶來了環境的危機。因此，要得到經濟成長與環境

遷，減碳成本與綠色投資效益對企業經營管理之影響，

保護的雙贏，而讓企業能永續地發展(sustainable

發展出許多新的技術與方法協助企業達成其策略目標。

development)，科技創新政策與環境管制必須緊密的結

本課程除了一般策略成本管理外，並針對全球「低碳

合，以促進環保技術與潔綠科技的發展。

經濟與社會」發展趨勢下，企業將面臨龐大碳風險管

本課成為博/碩士班合開的研討課程，將探討「能源經

課題，如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碳揭露(carbon

濟管理」的相關議題，特別是「科技選擇對經濟發展和

disclosure)、碳標章(carbon labeling)等，以及企業

環境保護的影響」，以尋求魚與熊掌兼得之道。

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及節能減碳趨勢，提出相關成本決策
管理，因此特別在數個單元中加入環境成本因素對企業
之影響，以及能源經濟管理等課題。
課程大綱包括：會計人員在企業所扮演之角色、成本
觀念與成本流程、環境會計之內涵、成本習性分析、各
種成本會計資訊系統、作業基礎成本制與策略成本管
理、預算與標準成本、短期攸關決策、資本支出、綠色
投資與企業績效、品質成本、平衡計分卡及企業綠色低
碳績效指標、氣候變遷對企業成本決策之影響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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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在國家與社會互動架構下，公民對於攸關其

江明修

種種要求，除了責求政府「公正廉能」，以及提供更多

授課老師

福祉至鉅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自然會形成
元、更具品質，及更具社會公平正義的「公共服務」之
外，甚至要求主動參與公共政策之規劃、執行和評估，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公行碩博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第三部門研究

101年2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這也正是國家民主化的落實。
而「第三部門」，因其所具有的取私為公、去私存公
的「公共性」特質，正好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最佳
管道。因此，深入研究「第三部門」課題，對學術研究

課程主要宗旨，在於透過對第三部門理論、國際性與

與實務工作之發展，均極深具意義與價值。

本土性個案的引介與討論，以增進學生對於第三部門的
內涵、組織運作及其對公共政策影響的認識。
自1990年以降，各國民間公益組織的日益蓬勃發展，
更積極地擔負起彌補社會需求和政府供給間落差之角
色，形成（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其主要
成員包含「非營利組織」(NPOs)及「非政府組織」
(NGOs)。而對於私人企業不願介入，而政府又力有未逮
的文化及社會領域，第三部門的參與恰可彌補此一缺
口。
由於「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理念日
受重視，「第三部門」目前已逐漸成為當前社會科學研
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公民參與」的意義，乃是緣於公民建構其「公民資
格」(Citizenship)意識，以公民對公共事務擁有的主
權地位，主動發起公共行動，以對公共事務進行更多
樣、更廣泛，與更深入的參與，並且藉「社區意識」
(Sense of Community)的凝塑，以期實現社會之「公共
12

利益」(Public Interest)，並建立「公民社會」(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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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Public Interest)，並建立「公民社會」(Civil

江明修

福祉至鉅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自然會形成

授課老師

Society)。在國家與社會互動架構下，公民對於攸關其
種種要求，除了責求政府「公正廉能」，以及提供更多
元、更具品質，及更具社會公平正義的「公共服務」之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第三部門

101年2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外，甚至要求主動參與公共政策之規劃、執行和評估，
這也正是國家民主化的落實。
「第三部門」，因其所具有的取私為公、去私存公的
「公共性」特質，正好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最佳管

本課程主要宗旨，在於透過對第三部門理論、國際性
與本土性個案的引介與討論，以增進學生對於第三部門
的內涵、組織運作及其對公共政策影響的認識。

道。
本課程擬以目前受全球注重之公共議題-綠色環保、
能源管理為例，深入研究「第三部門」如何發揮公平正

自1990年以降，各國民間公益組織的日益蓬勃發展，

義的「公共性」特質，主動發起能源環保公共行動與參

更積極地擔負起彌補社會需求和政府供給間落差之角

與公共政策規劃，讓私人企業（第一部門）及政府部門

色，形成私人企業（第一部門）及政府部門（第二部

（第二部門）注重環保議題，施行節能減碳、能源經濟

門）等機構外，而以公益為先的「第三部門」(The

管理等策略，透過「第三部門」主動發聲，進而廣泛影

Third Sector)，其主要成員包含「非營利組織」(NPOs)

響公共政策之參與，可建立公民社會與落實公民參與理

及「非政府組織」(NGOs)。而對於私人企業不願介入，

念。

而政府又力有未逮的文化及社會領域，第三部門的參與
恰可彌補此一缺口。

因此，深入研究「第三部門」課題，對學術研究與實
務工作之發展，均極深具意義與價值。

由於「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理念日
受重視，「第三部門」目前已逐漸成為當前社會科學研
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公民參與」的意義，乃是緣於公民建構其「公民資
格」(Citizenship)意識，以公民對公共事務擁有的主
權地位，主動發起公共行動，以對公共事務進行更多
樣、更廣泛，與更深入的參與，並且藉「社區意識」
14

(Sense of Community)的凝塑，以期實現社會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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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公共政策

亞太安全情勢分析

江明修

授課老師

李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院

明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國安碩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本課程期待經由公共政策的學習過程，結合同學們各

亞太安全為世界安全的組成部分。最近數十年來，亞

領域的實務經驗，開拓同學們對重要公共政策議題的瞭

太地區倘若出現危害和平事故或國際衝突，都對世局帶

解，思考更具社會關懷、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方案。為

來重大的衝擊。

了培養同學的創造性思惟與想像力，將著重提供學生檢
視、體察、析評、批判與綜合概念及知識的方法。
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我們將介紹對於公共政策有卓

我國地處亞太地區，如何明瞭亞太地區國際安全、區
域合作與衝突、以及我國自處之道與應有的外交作為，
實與我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因而開設此課程。

越貢獻的著作，透過對各種論點、學說與理論的了解與
省思，能使同學兼顧思想深度與範疇廣度，在研修、思
索、批判與發表的攻讀過程中，提升吾人對公共政策理
論的認識，深化公共政策分析能力與洞察議題的涵養。
本課程擬以目前受全球注重之公共議題─綠色環保、
能源管理為例，深入研究「第三部門」如何運用公眾之
力量影響政府公共政策，推動能源環保公共行動與公共
政策規劃，注重環保議題，施行節能減碳、能源經濟管
理等策略，建立公民社會與落實公民參與理念。
事實上，藉著公共政策的教育歷程，期待我們不僅將
更熟知各種理論層面的分析工具，透過各類政策議題的
分組討論與腦力激盪，更能豐富吾人從事學術研究與實
16

務工作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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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林顯達

陳聖智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本課程為本校主題書院(X書院)核心課程。上學期之

本課程以設計思考為切入點，透過能源經濟管理之社

「問題、創意與實踐」課程中，學生有機會學習想像方

會議題為基礎，探討媒體視覺傳達設計與環境之間的關

法，並且培養表達內心想法的能力，此外也找出生活中

係；課程中融入環境心理學、視覺心理學、認知心理學

的問題與初步解決提案。本課程將以能源經濟管理做為

與認知科學的角度分析資訊、科技、社會與傳播在能源

主軸議題，讓學生從生活中找尋相關問題，並從關懷他

經濟管理，如綠能科技管理與知識轉化結合創作與實作

人之需求開始，透過不斷地實做、測試與修正，建構更

的脈絡下如何發展與想像，以及面對設計問題的解決方

完整的解決行動。

案如何將社會議題模擬與表達。課程中將教授設計相關

具體授課內容如下︰設計思考、系統化情境建構原

媒材、軟體與技術，輔以設計將概念視覺呈現與表達。

理、原型概念建構、結構力學及動力學、合作決策與問

透過設計練習，檢視視覺設計表現，透過攝影、影像

題解決、測試規畫、測試資訊收集策略、測試資訊分析

紀錄、創意設計、資訊設計、程式模擬、影像紀實、互

方法、互動體驗設計原理1、互動體驗設計原理2、運作

動溝通、資訊設計創作等方式，結合環境掃描、案例分

模式設計、評估成效指標以及情境展示方法，將在各單

析、小組討論等過程，將實際面臨的環境議題融入於設

元中舉出與能源議題相關之實例，並引導學生思考如何

計問題解決方案。

在小組專題中呈現這些議題並且清楚表達。

18

設計思維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X計畫專題─創新體驗工程

本課程教學區分為六大步驟來進行能源經濟管理思

本課程採用設計思考及專題式學習的架構，在實作中

考：問題的確立→資訊的蒐集→問題的求解→構想的發

學習，透過小組共同完成專題，在過程中進行反思與學

展→最佳的選定→設計之實現。除了設計思考邏輯的程

習，同時建立學習歷程檔案以及情境示範影片。課程所

序建立，以強化設計的效果之外，期間有四個主要的活

學之理論與工具，有助於運用創新、創造力與想像力改

動－即問題的確立、問題之方案的尋求、替選方案的評

造生活體驗，擴大未來能源經濟管理知識教育之層面。

估、最佳方案的選定作為思考的訓練歷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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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於「都市設計」面向則以：規劃捷運車站鄰近地區容
許高密度開發，以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提高捷運使
用效率。

白仁德

都市發展之設計朝向universal design，inclusive
design。人性化的社區交通及都市設計構想及實質規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地政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都市交通運輸計畫

101年2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劃。規劃安全、舒適的非機動車輛（含行人）行的
pedestrian friendly環境等。以創造高土地利用效率
及節能規劃的都市設計策略。

在環境問題愈來愈嚴重、資源愈來愈稀少、人口愈來
愈多的此時，永續運輸不應該只是口號，更應該是實實
在在的具體行動。而未來綠色交通走向永續發展的道路
自然是無可避免，不只是從運輸工具、污染防治科技、
交通管理、都市發展等四個方向進行發展與研究，更應
該探討如何透過科技、環保與管理等方面的相互配合與
發展，讓社會邁向綠色交通的階段，而這也是綠色交通
解決環境與生態問題的重要關鍵，也是推動能源經濟管
理的不可或缺的環節。
本課程計畫在原有課程中。增加與能源經濟管理較為
有關之「交通管理」與「都市設計」等面向的內容，於
「交通管理」面向的包括：制訂大眾運輸優先制度（例
如公車專用道、優先號誌控制等），並積極鼓勵大眾運
輸導向之都市發展策略。
增強大眾運輸服務可及性及提昇其易行性，以構成全
方位之大眾運輸服務路網。大眾運輸場站、轉運站與候
車空間設備之人性化的設計與考量。抑制耗能之私人機
動運具無限制成長，朝向低碳減排的綠色交通運具使
20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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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作業，使學生熟悉GIS專業軟體的操作，以進行地理資
料的蒐集、編輯、展示、查詢、分析與管理。

詹進發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地理資訊系統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地政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於民國70年代引進國內，由於其具有整合各種不同
地理資料的能力，並可做空間分析模擬與有效展示空間
資訊，為管理與決策支援上的良好工具，因此目前已經
廣泛的應用於各種不同領域，例如：交通運輸規劃、學
校與商店選址、國土規劃、土地資訊管理、自然資源管
理、選舉研究、公共衛生研究、醫療資源規劃、災害預
防、緊急救援任務派遣、公共管線管理、再生能源規劃
等。政府部門為施政上之需要，不遺餘力的建置各類地
理資料庫與應用系統，不僅提供公部門決策所需資訊，
在學術研究和民生應用上也發揮極大的功效。
相關產業在系統研發、資料庫建置、教育訓練等方
面，每年均創造相當可觀之產值，也增加了許多就業機
會。由於公部門與私部門皆須要大量的人才，各級學校
與產業界均積極的透過課程或專業訓練培育人才。
本課程之目標為介紹地理資訊系統之基本概念，以及
相關技術之發展、原理與應用，並透過案例瞭解如何應
用地理資訊系統解決實務的問題，除了運用多媒體及網
22

際網路資訊輔助講解課程內容之外，並藉由大量的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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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全球化的爭辯

永續都市研究
劉小蘭

授課老師

盧業中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都市為人口與產業集中之地區，根據過去之研究，全

本課程討論重點之一為「全球化的經濟效應」，包括

球約有60％-80％之能源消耗於都市內，但平均各國之

如下子題：「全球化」是使得全球民眾更為富裕，還是

GDP約有60%在都市內生產，都市發展對環境之影響十分

更為貧窮？科技與交通的發達，對全球勞動力是禍還是

深遠。

福？資本與勞務等在全球市場加速流動，對傳統意義上

本課程以環境、經濟、社會公平為基礎探討永續發展
之理念，並探討都市發展所引發之環境、經濟及社會問
題之原因，及其對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進而討論永續
都市發展之必要性及其規劃所面臨之課題。

的民族國家有何影響呢？能源利用對於經濟發展有何影
響，而全球化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又帶來何種衝擊呢？
本課程亦將討論「全球化的政治與社會效應」，包
括：國際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間組織是否已成為重要的
國際關係行為者？若然，則這樣的轉變又將對主權國家
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呢？又，科技與交通的發展，由國
際和平的角度而言，是促成因素還是不穩定因素呢？此
外，隨著各個國家社會日益頻繁的交流互動，文明的衝
突更為常見，這是不是造成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盛行的
因素呢？
最後一部分將綜合性地討論「全球治理議題」。涉及
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議題，諸如UNFCCC
以及G20等，都成為學界與實務界討論的焦點。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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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國際經濟發展與政策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蕭代基

授課老師

童振源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經濟碩博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國發所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本課程之教學原則為理論與實務並重，並鼓勵創意思
考與課題討論。

本課程協助學生瞭解國際經濟體系、發展趨勢、重要
議題與政策辯論，包括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與政策。

本課程應用個體經濟理論，分析環境保護政策與制度

國際貿易發展與政策方面包括：世界貿易體系、貿易

之設計與執行。首先簡介環境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接著

政策工具、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貿易與發展之關

詳細討論財產權理論與外部性理論，並將之應用於環境

係、區域經濟整合、跨國公司的全球經濟角色。

政策與制度之設計與執行，並討論環境法律的經濟分

國際金融發展與政策方面包括：固定匯率與外匯市場

析，最後討論環境保護與總體經濟政策。所討論的環境

干預、國際貨幣體系、浮動匯率體制下的政策選項與協

課題包括各種汙染、能源與資源、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

調、最適貨幣區與歐洲經驗、全球資本市場、國際金融

等課題。

危機。
由於能源管理涉及到國際貿易與金融體制、貿易與金
融政策工具、跨國公司暨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因此本
課程將可以協助學生瞭解國際經濟發展與政策對於國際
能源管理體制的影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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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吳得源

授課老師

劉長政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公行系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阿文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公共治理與政策過程常不能脫離國際面向與全球化影

此課程著重於讓學生了解地理及環境因素形塑出中東

響範圍。本課程主要目的即在提供公行系學生一些和公

及北非之特殊之人文文化，從地理環境學發展出中東及

行領域相關的國際事務及全球化基本知識與概念架構。

北非的特殊人文地理，期望能藉由此課程發展出對中東

本課程較強調包括環境、科技、能源、經濟管理、食

文化之了解並了解人類對此區域之影響及現代中東政府

品等一般公共政策議題範疇的國際制度與面向；除介紹

對此區域之改變。包含中東環境之改變、資源(石油、天

「跨（次級）政府間網絡」、「跨國倡議網絡」、「跨

然氣及水資源)、氣候變遷、社會及經濟對人民之影響。

國知識社群」、「政策部門國際合作」等相關基本概念

藉由此課程學生將能了解：

或不同理論性觀點之外，也著重案例或新聞性議題的分

1.中東及北非之地形及地貌及其發展出特殊之區域之

析，期能藉由相關概念工具的基本認識增進學生針對國
際新聞性、政策性相關議題的深入理解與分析能力。
在能源經濟管理相關議題上，強調「國際能源總
署」、「國際再生能源組織」等政府間國際組織、NGO、

原由。
2.了解此區域之人種、民族、宗教及社群。
3.了解此區域之自然資源之分佈及其對此區塊人類之
影響。

智庫等的跨國串連倡議或形成知識社群網絡以塑造國際

4.了解人類及環境之互動及其影響，包含環境之改

組織及國家相關政策的制訂、執行與評估。學生在課程

變、資源(石油、天然氣及水資源)之運用及其對中東人

讀物摘要上也實際研讀包括環境能源經濟管理相關的國

民之影響。

際組織，在本學期期末互動報告中，也陸續有兩組、12
位同學選擇以「節能減碳」、「能源」政策作為報告內
容。
28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中東人文地理

全球化與國際事務

5.氣候變遷(土壤沙漠化及風化)對中東人民政治經濟
之影響及中東地理對各國政府之政策影響。
課程內容分為五個面向：中東地理導論、歷史、社會
及經濟、文化、國家及無國家之民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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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3.能源與氣候變遷:主要探討能源的使用與近年來全
球氣候變遷的關係與因應之道。

郭昕光

4.能源與人類福祉:探討因應能源不足所發展的替代
能源產業，對於人類福祉的各種影響，包括糧食供應、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國際關係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年

學 分 數

2

環境汙染、永續發展等課題。
5.能源與倫理道德:主要探討能源政策與社會正義的
關係，如企業社會責任、人權問題等。

國際關係課程的教學主要分國際安全與國際政治經濟
兩大區塊。國際安全通常置於第一學期，第二學期授課
重點則集中於國際政治經濟。自從上世紀70年代先後爆
發兩次石油危機，能源議題早已成為國際政治經濟中最
重要的一項課題。
進入21世紀，由於中國大陸與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工業
大幅成長，能源需求急速增加。各國為確保自身能源供
應無虞，引發了新一波的能源爭奪戰。在各國激烈的競
爭下，導致各類能源價格飆漲，對全球經濟已造成相當
衝擊。
同時，各主要國家亦因此開始積極著手研發各種替代
能源。在上述發展的帶動下，加以能源長期的大量使
用，無論全球氣候或環境，均已出現種種負面的影響，
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的關切。因此，本課程期望協助學
習者，透過對事實的觀察與認識，正確理解能源與經濟
發展和人類安全的以下各項議題。
1.能源與國家安全:主要探討能源爭奪與戰爭和武裝衝
突的關係。
30

2.能源與經濟發展:主要探討能源供應對於全球或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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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green liberalism）的觀念來彌補傳統政治自由主義
的不足，甚至於參考生態主義提出的更激進、更全面的
觀點，或許是21世紀人類面對環境與生態危機的苦口良

李酉潭

藥。
吾人在政大所開設的通識課程「民主與人權」中，除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民主與人權

101年2月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了分別介紹民主與人權之意義與重要性之外，由於對人
權追求的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三階段的集體人
權部分，所提出的訴求包括健康及平衡的環境權，恰巧
與本推廣計畫的核心──環境議題有所結合。

自由（liberty），作為一種核心價值，在近代人

在課程的單元介紹中，除著重探討環境權的重要性，

類歷史上於18世紀美、法革命時期早已確立。但民主

更將焦點放在如何確實使個人得以維護環境權的討論

（democracy），雖為當代流行最廣的概念，歷代思想家

上，例如對節能減碳概念的宣導；此外，透過課程介

卻擔心民主的多數決原則（majority rule）可能危害

紹，激發、培養學生致力於環境權的維護，與綠色科技

個人的自由，因而對其抱著戒慎恐懼的態度，故一直要

方面發展的興趣，也將是本課程的焦點之一。

等到19世紀中葉，在透過與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巧妙地結合以後才慢慢被接受。

加上在課程當中重點介紹的生態主義，相信透過這樣
的訓練與啟發，能夠引導學生，對於環境與生態深層危

而人權（human rights），則是20世紀上半人類經歷

機獲得更積極的想法。所謂的「再怎麼做環保也不為

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後，才由聯合國揭舉出來要普

過」的概念，這也就呼應了證嚴法師所一再強調的「來

遍維護的價值。不過，聯合國更重要的目標是在維護世

不及了！」

界和平，因為唯有和平（peace），才能確保自由、人權
的價值與民主政治的順利運作。
然而，人類歷史走過千禧年，到了21世紀面臨的挑戰
非常嚴峻。
大學的研究與課程設計也應將重心開始擺在環境與生
態議題，尤其是生態主義（ecologism）首次挑戰「以
人類為中心」的價值觀，更值得大家深思。從這個角度
來說，無論自由人權，或民主和平，仍只是以人類為中
32

心的思考邏輯，當然有其侷限。若能以綠色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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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科技人文與社會

教學媒體與操作
洪煌堯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教育系

許牧彥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3

本課程的主要教學目標有四：

本課程的目標有三點：一、了解科技與人文社會間的

1、瞭解教學媒體科技的發展趨勢。

互動，科技的發展是如何受到哪些社會機構及環境的制

2、瞭解教學媒體科技的設計理論基礎。

約，科技又如何回過頭來形塑目前的人類行為、社會環

3、應用教學媒體科技以設計有效教學策略，其中教學

境及自然環境。二、認識科技與社會、政治、歷史、倫

內容將以「節能減碳」或「能源經濟管理」相關教材為

理、生活、環境及生態等領域的關係及互動的相關問

主，教學方法與策略則無限制。

題。三、以全球及台灣的觀點來反省科技的理性、客觀

4、分析與評量教學媒體科技的教學設計策略與「節能
減碳」教材內容的設計品質。

與中立性質，科技代表進步、經濟發展、知識經濟、永
續發展等「觀念」、以及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器物」是
如何被形塑與建構的？
課程中有三次直接跟「節能減碳」有關係，一、科技
歷史：新科技、新能源的發現：談《石油世紀》及「日
光燈的啟示」，二、科技與生態的天災人禍：談《當科
技變成災難》，影片：「車諾比」，三、科技與規模：
談《小即是美》，《綠色企業 : 永續經營新趨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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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劉長政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現代中東政治及經濟導論

中東各國外交政策
授課老師

劉長政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阿文系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阿文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本課程之目標在於介紹基本現代中東世界之政治與經

本課程主要探討中東各國現勢與強權對中東地區之影

濟之關係。教導學生理解當今最為錯綜複雜且最不被了

響，主要藉由分析中東各國外交政策之形成為基本元

解的中東問題之背景因素，包含政治制度、經濟結構、

素，探討各國內部因不同的政治、宗教、經濟及地理環

石油經濟、區域組織、國際關係和一些影響中東現勢的

境發展出不同的國家發展理念，藉由各國外交政策之形

主要議題，希望引導學生對中東政治發展及經濟影響做

成探討現代中東各國之現勢及對應強權國家對此區域之

一全面性理解。如此以增進學生的世界觀。

需求所作出之外交回應。

本課程將以國際關係為主軸探討中東：

中東區域之建構極強權對其國家形塑之影響：

一、中東各國之政治結構。

1.各國外交政策探討:埃及、敘利亞、以色列及巴勒斯

二、少數民族與宗教對各國政權之影響。

坦、黎巴嫩、土耳其、黎凡特區域、沙烏地阿拉伯、伊

三、中東各國之經濟基礎。

朗、伊拉克、海灣各國、北非各國。

四、中東少數民族對政治與經濟影響。
五、中東各國經濟體系之分析：石油經濟。
六、強權介入中東對其政治及經濟之影響。

2.阿拉伯聯盟形成之原因及影響：中東區域安全之探
討。
3.了解人類及環境之互動及其影響，包含環境之改

七、以阿衝突對中東之影響。

變、資源(石油、天然氣及水資源)之運用及其對中東人

八、區域整合運動對中東政治經濟之影響。

民之影響。
4.氣候變遷(土壤沙漠化及風化)對中東人民政治經濟
之影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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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源與經濟發展之關係；傳統能源、綠色能源、替代能源
與現代經濟社會之發展；歐洲和俄國等國之能源經濟例
證等，使學生對此議題有所認知與入門之概念，啟發其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現代經濟社會─
歐洲經濟發展觀

對此議題之探索興趣，並使其有能力日後自行針對有興

洪美蘭

趣的能源相關議題再深入探討。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社會通識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本課程旨在於藉由歐洲地區之經濟整合和其成熟的經
濟發展脈絡中，挑選一些新聞性、爭議性與生活性的經
濟發展議題，深入淺出讓學生瞭解、體認與反思現代經
濟社會現象及其發展特質。
培養學生之國際觀，促進其對歐洲人文風情與經濟生
活之認知；並藉由歐洲經濟發展實務，提供學生學習與
思考，在時空移轉後─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能面臨的經
濟議題，涵養其以世界觀思考個人和國家之發展。這些
主題的討論皆有學理背景，冀望以歐洲經濟發展實例為
中心，進行延伸教學與討論，以避免現代經濟生活資訊
之過於分散，而造成課程主題失焦。藉此達成通識課程
培養學生基本能力、科學知識和宏觀視野之教學目標，
引領和強化學生運用所學因應現代經濟生活之基本能力
與素養。
由於能源議題為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故本課程會指定同學針對「能源與經濟社會發展」
38

自主選擇明確之子題作報告後，進行延伸教學，探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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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國際關係理論與現勢
授課老師

郭昕光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101 年 9 月

國際關係本義來說是探討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從
上世紀20年代以來，該學門的討論中心長期侷限於傳統
安全之研究，諸如權力的本質、戰爭的緣起，意識形態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的對抗、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等議題。不過，自從冷戰的

課

程

介 紹

結束，似乎象徵著和平新時代的即將來臨。然而，僅在
20於年後的今天，對安全的關注再度躍上世界議程之
首。不過，現今不安全感的升高，主要反映在非傳統的
議題上。其中引發熱烈討論與各國角力的議題，尤其以
環境與能源安全為首。然而不同於其他軍事政治的衝突
解決方式，環境與能源安全的維護，有賴於全世界不分
區域與國家的通力合作。

◆

政治大學 ◆

有鑒於此，本課程將跳脫傳統國際關係的教學內容，
側重從全球資源的分配與使用現況、全球環境變遷的過
去與未來，以及個人行為與環境的關係等方向，透過各
種影像、文字與數據等說明工具，引導學習者思考問題
的根源、介紹可能的解決途徑與具體做法。進一步強化
學習者從國際秩序與永續發展的角度，培養新世紀世界

實際開課情況仍以校方公告為準

公民的國際觀，並將節能減碳的理念，轉化為具體的責
40

任，經由持續不斷的實踐，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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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脈絡、具體內涵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
第二部分是─能源產業的公共治理，政府對於石油、
天然氣產業，究竟是採民營化的模式，抑或是收歸國

魏百谷

有，政策爭議的理論依據為何？將以「俄羅斯石油公
司」以及「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做為探討的個案。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俄羅斯能源專題研究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年

學 分 數

3

第三部分是─能源安全與能源外交的概念與運作，探
析俄羅斯的能源外交政策，討論的個案，分別有：
（一）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爭議。
（二）俄中、俄日石油管線之爭。

本課程旨在探討能源發展策略、能源產業的公共治理

（三）OPEC與天然氣輸出國家論壇。

以及能源安全的內涵與運作。
該課程著重於能源經濟管理的比較分析與個案探討，
比較分析的國家係以能源出口國為主；擬探討的國家為
俄羅斯，對俄羅斯而言，石油已成為該國經濟的重要支
柱，石油部門的產值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15%；其次，石
油的出口收入，占出口總收入的比重約為三分之一；再
者，石油及相關產業的課稅收入，亦占聯邦預算的四分
之一。
此外，本課程探討的面向，則以能源產業的公共治理
以及能源安全為主。對於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再國有
化」，是2000年普欽就任俄國總統之後，基於國家安全
利益，所遂行的能源政策。
另外，自2004年俄國以石油稅收為基礎，成立穩定基
金，藉以因應一旦國際石油價格滑落，對於財政收入銳
減的衝擊。
本課程的講授內容，主要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份是─國家能源策略的探討，分析俄羅斯最新
42

頒佈的「至2030年的能源策略」，剖析該能源策略的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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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社區案例、國內生態社區推廣、生態社區的建構及
整體能源經濟管理應用概念。
第三講「邁向低碳家園 」主要闡述低碳家園的遠

孫振義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色建築與生態社區

景、從綠色建築邁向生態城市、低碳生活與低碳家園等
相關趨勢；並且，本課程將安排一次校外實際參訪及校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內專題演講，以達到讓學生全方位學習的目標。

綠色建築與生態社區是當今地球環保與節能減碳趨勢
下之規劃設計目標，更是創造低碳家園的基礎。因此，
身為一位專業的都市計畫人員而言，對於綠色建築與生
態社區的深入瞭解更是不可或缺知識。
透過本課程之學習，學生預期可以達到以下收穫：
1.瞭解綠色建築與生態社區的基本概念與知識。
2.瞭解綠色建築、能源管理、生態社區與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間的介面整合，並建立能源經濟管理基礎概
念。
3.誘發學生對於各種綠色建築與生態社區議題的探
討，並在未來職涯中有機會對於地球環保、節能減碳、
能源管理做出貢獻。
本課程內容包含：綠色建築、生態社區及低碳家園三
大部分，其中第一講「綠色建築」含括「綠建築標章」
九大指標諸項內容(生物多樣性指標、綠化量指標、基地
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二氧化碳減量指標、廢棄物
減量指標、水資源指標、污水垃圾減量指標、室內健康
環境指標)及居家能源管理。
44

第二講「生態社區」則是講授生態社區的概念、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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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科技風險與環境政策

國際智慧財產權法

杜文苓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公行系

沈宗倫、李治安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智慧財產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碩博合開專業

學 分 數

2

面對越形複雜的科技社會政治問題，傳統公共決策模

本課程探討國際智慧財產權之重要議題及趨勢，以全

式在處理攸關科技風險與環境健康等科學不確定性問題

英語授課，每年均就當前國際智慧財產權之重要議題更

充滿侷限，新的政策分析與決策模式孕育而生，希望強

新授課大綱，涵蓋與國際智慧財產權有關之公約、國家

化科技社會的民主性與永續性。

法律、交易及其背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意涵，由於近年來

在此脈絡下，本課程探討科技社會的公共決策問題，

綠能產業與氣候變遷議題在國際間受到相當關注，而其

內容包括科技爭議、科學知識生產、專家政治、社會運

所衍生的智慧財產權議題亦在國家政策中佔有相當重要

動、風險溝通等對相關政策與政治社會的影響。

之地位，因此本課程於101學年度將納入相關議題及文

課程單元並介紹公民參與科技議題的審議民主討論模

獻。

式，希望從前瞻、民主、草根的角度，探討科技社會所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面臨複雜的公共決策問題，增進學生對目前體制的分析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坎昆會議已確定以私部

與批判能力，思考現代科技社會的治理與永續之道。

門及市場作為創新來源，該決定無可避免的將與現有的
國際專利體系產生互動，相關技術的接近取用、價值及
智慧財產權保護將成為政策執行的核心問題之一，許多
綠能產業也早已針對可能的相關政策建立本身的綠能專
利組合與策略，該等專利運用與執行的結果其實會對國
際組織及政府在規劃中的綠能政策早成影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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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預期民眾對政策或事件的反應。所以對風險知覺的
了解是從事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與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的基礎。

顏乃欣

在本課程中，將介紹各種風險知覺，包括環境風險、
科技風險、疾病風險、醫療風險等，並進一步介紹風險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心理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風險知覺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年

學 分 數

2～3

知覺的理論與評估技術，探討風險知覺之心理歷程、風
險溝通及風險管理。

我們生存的環境中，有許多風險(risk)存在，包括遇
上天災，例如地震、土石流；罹患疾病，例如癌症、愛
滋病；生活中的活動，例如開車、抽煙；生活中使用的
物質，例如抗生素、農藥等。
另外，近年來許多新興科技的發展，例如生化藥物、
DNA技術、核能技術，雖然在科技上有重大的突破，但也
可能為地球帶來長久性及災難性的傷害。人們能查覺並
避免危險所造成的傷害，是個體生存的基本能力。而人
們對於上述具風險的事件，判斷或評估其風險程度，即
所謂風險知覺(risk perception)。
風險知覺的研究在近三十年來有長足的發展(Slovic,
2000)。Slovic, Fischhoff, 及 Lichtenstein (1982)
指出，藉由研究風險知覺可以達到三個目的：
1.了解人們對所謂「風險」的定義為何，並了解影響
或決定風險事件的因素為何。
2.發展有關風險知覺的理論，藉以預測人們對新的危
險事物的反應及發展管理策略。
3.發展良好的評估技術，以量測人們的風險知覺。
48

這些研究，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改善和民眾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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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attention.

Right now we rely heavily on

petroleum as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As the

economy of China grows rapidly, its consumption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of petroleum increases quickly, while its
ability to purchase petroleum has also improved

湯京平

drastically.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亞太英語碩士學程

As the thirsty dragon guzzles petroleum, the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depletion of the reserve accelerates.

While

cleaner alternatives seem to be emerging, yet
there are still great technological hurdles to
overcome.

This class covers th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Therefore, this course will especially focus on

protection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nd in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adopting a wide range

some cases the discussion would be extended to

of alternative resources, the most efficient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way of managing mixed sources of resources, and

Both Taiwan and China have been experiencing
rapi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relentless engage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ast decad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regimes.
While

the

facts

will

be

presented

intellectually, and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Nevertheless, they a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ourse are expected to internaliz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societ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By

values and to pu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reading materials, video presentations, field

behaviors into daily practice.

study reports, this class allows participant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issues, pressing
challenges, and tackling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Among other issues, economic management of
50

energy has been the prominent issue d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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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與能源管理法修正，而溫室氣
體減量法草案與能源稅法草案，依舊在討論之中。台灣
如何因應全球之綠色能源利用趨勢，在永續發展前提下

許耀明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永續發展與能源法制

繼續台灣之經濟發展與合乎國際要求，則亟需透過此一
課程，培養相關法制人才，以為未來國家規劃、利用、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法律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管理與立法之用。

本課程設計之目的，在於使學生瞭解國際、歐盟與台
灣之能源管理相關法制概況。由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已然成為全人類之共同課題，如何調適與減緩相關衝
擊？能源之利用與規劃實為核心。
有鑑於此，本課程將先從國際能源法制出發，瞭解相
關國際間基本規範（條約、習慣法與法律原則），並瞭
解歐盟相關規劃與法制，以為台灣未來相關能源四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管理法、溫室氣體減量法草
案、能源稅法草案）之借鏡。
首先，在國際相關規範架構上，永續發展已經是全球
環境法制上重要之基本原則。從里約宣言開始，一直到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相關環境法制之基本原則已
然完備。
然而，相關之具體法制落實，例如全球框架性能源類
公約，則尚有欠缺。然在歐盟法制上，相關能源之管理
與法制，則已然有長遠之規劃（例如歐盟20-20-20環境
規劃），以及配套之具體法制（相關規則與指令），此
等法制，實值台灣參考。
52

在台灣部分，2009年喧騰一時之能源三法討論，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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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台灣的氣候不適合能源作物的生長，種植結果收
成並不理想，加上2007-2008年國際糧食危機爆發，糧
價大幅上漲，於是農糧署農經課2008年6月18日公布，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與農爭地或農地再造─
台灣是否應投入生質能源產業

2008年第2期作起停止推動「建立能源作物產銷體系計
畫」，改為鼓勵休耕地復耕種植水稻、飼料玉米或輪作

李慧琳

獎勵作物，避免與糧爭地。
受限於天然資源缺乏，目前台灣生質能源產業除了廢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食用油外並沒有其他穩定的原料供生質柴油使用。以政
府目前全面添加1%生質柴油的政策來看，台灣生質柴
油需求量約為每年4.5萬公噸，而每年台灣的回收廢食
用油量約可以產製7萬公噸的生質柴油。但政府規劃在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和石油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綠色產

2010年推動全面使用2%生質柴油，屆時全台的生質柴油

業成為當下最受矚目的焦點之一，不同於其他可產生電

需要量估計將達到每年9萬公噸。國內自產料源不足而

力的再生能源，生質燃料是一種可以部份取代石油作為

油公司亦開放向國外的生質柴油廠商採購的原則，是在

燃料的再生能源。

國內推廣生質柴油時，較具爭議的地方。

我國自1999年5月「新能源及淨潔能源研究開發規劃總

本課程將帶領修課同學閱讀並討論國際間各國生質能

報告」始有生質能源方面的規劃，之後頒行的「再生能

源發展策略及其經濟影響之相關文獻，並檢視在不同經

源發展方案」確立相關規範與標準，並開始推動生質柴

濟與自然資源環境稟賦條件下各國發展生質能源產業的

油在國內發展的環境建構，而現今所執行的各項生質柴

利基，據此檢討台灣是否適合發展生質能源，抑或另尋

油推廣措施則是依據經濟部核定的「推動生質柴油執行

能源安全策略。

計畫書」，計畫書規定自2008年7月起全面實施B1生質柴
油，在2010年將全面實施B2柴油。
2001年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環境研究所開始進行台灣
生質能源產業的評估，2004年設立第一座示範工廠，到
目前已經有九家廠商投入。為因應此議題，農委會亦於
2005年起推動休耕地種植生質能源作物的政策，期望可
兼顧產業、能源、環保及農村經濟發展，並增加農村就
54

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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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周麗芳

授課老師

周麗芳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全球暖化對人類與生態的負面衝擊不勝枚舉，包括糧

目前全球皆面臨氣候變遷、能源稀少等嚴峻的環境問

食匱乏、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喪失、空氣品質惡

題，如何以財經角度分析各國面臨的能源環境問題，成

化、天然災害頻傳、環境難民增加、經濟成長遲滯、社

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新興領域。

會問題叢生等。氣候變遷對全球永續發展帶來嚴重威

本課程主要界定當前重要環境議題，並導引學生共同

脅，世界各國繼綠色新政倡議後，紛紛回應聯合國綠色

探索未來可能發展，透過各式財經分析工具，對重要綠

經濟主張。如何由「褐色經濟」走向「綠色經濟」，落

色能源議題提出專業觀點與策略。

實低碳生活、資源效率與社會包容，謀求人類福祉與社
會公平，為當前各國重大挑戰。
在能源經濟管理導論課程中，將掃瞄當前重要環境挑
戰，分析綠色經濟趨勢，解析能源經濟管理政策工具。

56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色能源財經專題研究

能源經濟管理導論

除此之外，將解析各國政府綠色能源政策的建構原則
並釐清政府在綠能產業的角色與任務。在學習與瞭解各
國能源政策發展後，希冀培養學生能夠具備評估與展望
我國綠色能源發展的能力。

課程主軸將聚焦低碳教育、永續發展、低碳社區、低碳

各種綠色能源政策當中，再生能源饋網電價機制，為

城市、低碳島、綠色經濟、綠色新政、綠色城鄉、綠色

我國目前積極推廣的政策之一，其中電價費率的制定、

企業、綠色貿易、綠色就業、綠色生產、碳足跡、碳標

費率的調整以及相關法規，皆為目前探討的重要課題。

籤等能源經濟管理議題。

再生能源與其他潔淨能源的成本效益分析、再生能源的

此外，實施各種能源稅制可能帶來的衝擊，以及對綠

產業發展以及目前政府提出的一連串新型產業發展配套

色能源的替代方案等，都屬於能源經濟管理重點。同

措施，像是養水種電、電動車補助、太陽光電補助等，

時，將進行國內案例分析，並導入國外案例比較。進而

各種綠色能源政策效果分析，民眾因應措施與反應為何

導引學生做中學，嘗試進行學習成果分享。

皆為本課程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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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國家發展理論(經濟)

教育遊戲設計

童振源

授課老師

林顯達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國發所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教育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本課程協助碩士階段學生瞭解經濟發展理論，以作為
瞭解國家經濟發展與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基礎。

本課程介紹運用於學習情境之遊戲設計方法。除了介
紹遊戲設計理論之外，也將說明在遊戲情境中，如何協

課程內容分三大部分：

助學習者進行問題解決、合作學習並反思引導學習之策

第一部份介紹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與概念，包括全球

略，以協助思考有關能源經濟管理議題。

架構下的經濟發展概念、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比較、古典
經濟發展理論、及當前經濟發展理論。

具體授課內容如下︰遊戲設計核心概念、設計思考方
法、有意義的玩、合作決策與問題解決、情境設計、規

第二部份介紹國內層面的問題與政策，包括貧窮與均

則設計、衝突與機率、心流理論、遊戲與文化、互動設

等、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都市化與城鄉移民、人力資

計原理、原型製作方法、遊戲效果評估以及成果展示技

源、農業轉型與農村發展、環境、及發展決策。

巧，將在各單元中舉出與能源議題相關之實例，並引導

第三部份介紹國際與總體層面的問題與政策，包括貿
易理論與發展戰略、國際收支與國際債務、國際金融與
投資、金融與財政體系、及全球化的一些辯論。

學生思考如何在小組專題中呈現這些議題並且清楚表
達。
本課程採用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以及專題式

這些課程內容將有助於學生理解能源與經濟發展、城

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架構，學生將在

市化、農村發展、環境、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體制的關

實作中學習，透過小組共同完成遊戲設計與製作，在過

係，進而瞭解國家能源經濟管理。

程中進行反思與學習，同時建立學習歷程檔案以及情境
示範影片，以呈現學生對於運用遊戲呈現能源管理的能
力。學生由此課程所學之理論與工具，將有助應用在組
織學習、遊戲式學習以及數位學習等領域，可擴大未來

58

能源經濟管理知識教育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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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四)：
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能源與環境
授課老師

杜文苓

蕭代基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公行系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經濟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此課程透過演講授課、影片觀賞、作業報告、課堂討
論，深入淺出的探討當今世界重要的環境與能源課題，

應用成本效益分析於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政策之評

瞭解環境、科技、與社會交互影響的關係，並思考環境

估，特別注重無市場的環境資源之成本效益評估的理論

與能源問題背後的科學論辯，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發展型

與實證方法，最後討論日益重視的國民生產毛額（GDP）

態問題。

以外的國民福祉指標。

索，並要求同學們在環境與能源相關政策制訂層面的檢

能獨立進行分析個體經濟課題與成本效益分析；二為訓

視，培養同學針對當前能源政策與發展方向批判思考的

練學生具備環境資源成本效益評估理論與方法的研究能

能力。

力。老師講授為主，學生報告為輔，學生須課前預習，
鼓勵思考與討論。
本課程不必先修資源與環境經濟學（一）、（二）及
（三）。

60

部分課程內容也會著重在台灣環境問題各面向的探

目的有二，一為訓練學生成為應用個體經濟分析師，

如何在巨觀的全球暖化課題中，重新檢視個人層次的
「節能減碳」行動與社會層次的能源政策制度安排，期
使同學在環境與能源議題上有基礎而全面的認識與思考,
並進一步推動環境公民意識上的在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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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運作。本課將研究北歐與西歐「統合主義」國家

郭承天

環保議題。相較之下，英美的自由主義政府無法有效處

授課老師

（如瑞典、芬蘭、挪威、德國）的政治制度，如何處理
理環保議題。環保議題將不可避免的衝擊興起中的性別
議題、族群議題、以及宗教議題。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政治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末日制度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畢竟，「徒法不足以自行」，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改變
與建立，需要對稱的社會倫理制度的改變。尤其是宗教
制度必須發展出新的環保倫理觀念，以及協助推動環保
措施，才能有效建立新的經濟與政治制度。

重要天然資源的快速竭盡以及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
史無前例的將威脅人類的基本生存。人類社會如何在未
來兩、三個世代，發展一套新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制
度，處理90億人口的資源生產與分配、大規模的內亂與
國際戰爭、以及分配正義的問題，成為社會科學新制度
學派(new institutionalism)的終極挑戰。
本課程分為四部分：末日現象，末日經濟制度，末日
政治制度，以及末日社會制度。「末日現象」介紹重要
天然資源的快速竭盡以及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包括石
油、煤、鐵、溫室效應、海平面升高、糧食與飲用水減
少等現象。
「末日經濟制度」介紹馬克斯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批
判。資本主義的結構本質促使天然資源的快速竭盡以及
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而目前所謂的「綠色資本主義」
可能只是新瓶舊酒，持續大量地浪費資源與破壞環境。
然而，馬克斯主義著作目前也無法提供可行的替代經濟
制度。
本課將探討「統合資本主義」作為替代經濟制度的可
62

能性。統合資本主義必須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環境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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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創新活動中所需要考量到的新議題。
二、能源產業發展與創業
全球對於能源議題的高度重視，也進一步開啟了創造

吳豐祥

新事業與新產業的機會。然而，有關這方面的發展與管
理，是否與過去的發展模式一樣呢？是否我們需要新的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研發管理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評估與管理方式呢？這都是很重要的新考量點。
本課次會以現在很多人關注的「智慧電網(Smart
Grid)領域」為例來探討新產業的可能發展趨勢。也以
「樺京科技」公司為案例，來探討「因應歐盟WEEE與

本「研發管理」課程在內容上著重於科技研發創新的

RoHS等綠色環保法規下所創立的新事業」之管理議題。

管理，內容上不只是研發方面的管理，也包括研發後的
商品化階段之管理。有鑑於能源、綠色、環保的概念愈
趨重要，在科技研發創新的進行與管理上，自然需要含
括這部分的探討。因此，本課程乃試著在既有的課程內
容中增加以下兩課次之能源有關的管理議題。
一、能源發展趨勢與創新
能源與研發創新管理的連結上，可以從「製程創新」
與「產品創新」兩方面來看，就製造創新來說，製造流
程中有很多地方都會牽涉到「能源」的議題，譬如說，
流程所需要的能源，以及製程中各個設備.所用到的能
源。
以往談論製程創新時，大都著重在「成本」方面的降
低，未來，這部分會需要更多關於「節能」面的探討。
此外，「產品創新」活動中也會有很多地方與能源有
關。譬如說，在設計產品時，如何融入更多能源與綠色
的的要素於新產品概念中？如何尋求更具有能源效率的
關鍵零組件或原物料以產生新產品？如何因應能源的趨
64

勢開發出新綠色產品或新綠色服務商品？等，都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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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題的資訊平台，一為能源經濟議題的資料視覺化呈現。
總結而言，本課程將能提升修課學生之能源經濟素養，
建立能源經濟管理之能力，並展示其具體實作成果。

劉吉軒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知識管理系統與技術

本課程將帶領理工、經濟、管理、政策等領域之修課
學生，認識並掌握能源經濟管理議題，協助培育跨領域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人才。

本課程提供知識管理的觀念性架構，並探討知識管理
的相關資訊技術，觀念性架構的討論議題包括：問題與
需求、觀點與面向、運作模型、流程、系統等。
資訊技術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資訊組織，包
括知識體系描述、詞彙結構、詮釋資料、標籤等，第二
部分則是文字處理與分析，包括資訊檢索、資訊擷取、
資料探勘、文字探勘等。
本課程在主題領域方面將以能源經濟為知識管理的標
的，結合能源經濟議題的相關資料、資訊與知識, 成為
觀念性架構與相關資訊技術應用與檢驗的對象。因此，
修課學生能實際觀照能源經濟在知識管理的框架下, 如
何被結構化與系統化的掌握，進而達成能源經濟管理的
具體實踐。
另外，本課程設計專案實作課題，修課學生可透過選
定的能源經濟議題，如能源與經濟成長、能源的資源配
置、能源價格與稅收、能源的國際貿易等，實際操作資
料的蒐集與處理，資訊的加值與整合，進而成為重要決
策的參考依據。
66

專案實作的實際成果可能包括兩類， 一為能源經濟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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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空間資訊整合應用分析
授課老師

林士淵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近年來，全球環境變遷對世界各地帶來巨大的影響甚
至災難，如何瞭解、面對、處理並預防此類變遷所帶來
的災害，實為一重要的課題。
因此目前已有許多國家機關與研究單位，嘗試應用多
元空間資訊技術（Geomatics）來瞭解全球環境變遷，以
及解決因為變遷所帶來的問題。
而隨著空間測量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普及化程
度提高，瞭解該項技術以及其相關應用，將有助於我們
掌握地球環境及生態變遷之可能趨勢，據此，本課程將
說明幾種常用的空間資訊技術，包括：自動化地面測
量、航空攝影測量、近景攝影測量、地面雷射掃描、空
中雷射掃描以及遙感探測等，透過基本原理的介紹，以
及相關研究與應用案例的討論（例如：二氧化碳總量的
移動、海洋溫度變化、冰川融解、火山活動監測等），
讓同學了解空間資訊技術的實際應用狀況，激發同學在
包含科技、環境、生態等各種可能議題之創新應用的思
考。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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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特別以「關懷與參與環境保護」現代公民的焦
點議題。如何減緩全球暖化的趨勢並降低人為開發對環
境的負荷量，成為近年來國際上相當關注的議題，更是

陳幼慧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公民教育

未來公民老師必須面對的課題。
如何運用科學探究活動，培養未來公民老師對環境議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題重要性的了解與認知，乃是本課程的核心關懷。

本課程以培養現代公民以及中等教育公民教師為教學
目標，以培養同學具備公民基本知識、積極參與公共生
活、關懷周遭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為具體目標，並以培
養同學具備公共參與所需要的反省、溝通、解決問題、
創新行動能力為課程規劃核心。
課程內容區分為以下四個面向：
1.理解現況：提升同學對國內外公民教育的現況與發
展的理解；提升同學理解我國公民教育面臨的挑戰與因
應對策。
2.理論基礎：培養同學具備心理、社會、文化、政
治、道德、法律、經濟、永續發展等多面向公民基本知
識；培養同學理解公民教育的內容與實施要點。
3.公民素養的養成教育：培養同學設計公民教育課程
的知能；培養同學規劃環境保育公民教育課程與評量的
知能；培養同學設計媒體、民主、科學、美學與倫理素
養的內涵與評量的知能。
4.公共參與和志願服務：培養同學關心公共議題的精
神；培養同學具備實踐公民社會之志願服務態度與知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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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比較政治

作業研究
行

授課老師

蔡中民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政治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作業研究這門課在應數研究所主要的目的是介紹不同

本課程為政治學系碩、博士班的群修課程，旨在提供

的管理數學模型和演算技術。因為應用數學在各領域上

同學們進行比較政治研究時全面性的理論基礎。本課程

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顯著，作業研究之數量方法分析已成

將討論不同的理論途徑與研究方法，並進一步分析比較

為理工學院學生學習量化管理及其他系統分析之主要課

政治中的各種重要議題與爭論。本課程有三個主題：研

程。

究途徑與方法、重要議題與爭辯、政治體制與發展。作

本課程配合政大的需要和特色，以關懷社會發展為出

為經濟發展的基礎與全球政治局勢穩定的關鍵要素，能

發點，介紹作業研究的數學基礎和分析如何以有限的資

源分配與管理亦為本課程的重心之一。透過討論國家建

源換取最大的效用，並建立一些應用上的基本觀念和量

立(state-building)、政經體制、現代化、國家與市場

化分析模型，以作為日後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工具。

關係等議題，本課程將說明能源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

配合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計畫，作業研究的課

色。已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及低度發展國家因各自的

程將加入新興課題，例如：綠色供應鏈管理與介紹；有

能源秉賦與所處全球政經位置的不同，各國政府對能源

效利用能源和綠色產品生命周期等議題，並且邀請專家

的需求與管理亦各異。加之能源議題的敏感性，如何提

介紹綠色工程管理線性規劃模型和綠色工程管理模型等

出適當合理的能源政策與管理體制將是一大挑戰。課程

數量分析方法。要求學生以此議題作為期末報告，運用

中亦將討論具體案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的政經

本課程所學的規劃技術建立綠色產品的分析模型和檢討

發展、歐盟與其成員國的能源管理體制等。透過本課程

不同的產品(服務)之效益與能源使用情形。

的安排與介紹，修課同學將可學習到能源管理的政經意
涵、能源議題在政治運作中的重要性、各國能源管理體
制的相同與相異以及所面臨的困境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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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黃明聖

授課老師

周德宇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財政所

74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企業競合

總體經濟理論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商管碩一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1

本課程「總體經濟理論」分為三個部分：一、長期經

本課程之目的在於透過基本的博奕（賽局）理論，針

濟成長；二、中期景氣循環；三、短期經濟波動等三個

對企業經營管理目標與決策模式進行分析。除幫助學員

部分。能源經濟管理主要放在長期經濟成長的部分，共

建構分析性工具，建立對基礎觀念如「效率」、「成本

有數個主題：一、京都議定書影響。1997年政大財政系

效益」、「競爭」、「合作」之認知外，並將佐以適當

教授參加世界財政學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實驗、實作及個案分析，務求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本課

Public Finance) 在京都舉行的年會，最後一天的議程

程現有單元包含：一、博奕理論概述。二、戰爭與和

即是京都議定書對長期經濟成長的影響。分析方法是採

平：Fact or Fiction?。三、企業運作的賽局環境－解

用內生性經濟成長模型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構與重塑。四、競爭性賽局：人需求，市場需求及量化

二、能源與長期經濟成長 (理論)。理論上可採用新古典

分析、需求與行銷、個別供給、市場供給及量化分析、

成長模型 (Neo - Classcial Model) 或Solow Model。

市場均衡的可預知性、成本評估、競爭性市場之生命週

主要是以模型分析、推導在生產要素 (能源、土地) 不

期、獨占市場剖析、寡占性市場淺析－複雜定價策略研

受限制的長期成長與受到限制的長期成長，其間之差

討。五、合作性賽局：公私不分：公共財的競與合、小

異稱為成長拖累 (growth drag)。三、能源與長期經濟

我與大我：作大餅難還是分大餅難、無邊界貿易、全球

成長 (實證)。前述之成長拖累，實際數字究竟多大，

分工鏈、資訊經濟、網路經濟專題、新烏托邦的探索：

Nordhaus (1992) 實證的結果不是很大。如何突破成

想像未來市場。本課程預定融入能源經濟管理的相關專

長拖累亦是此處之重點。四、能源稅與長期經濟成長。

題，考量能源消耗的長短期演化情境；評估環境公共財

近年來，臺灣擬課徵「能源稅」以取代貨物稅，或取代

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連；並透過博奕架構，設計石化能

所得稅。所得、物價其間之影響脈絡如何，要做簡要分

源產業與替代能源產業的競合賽局，發展學員對於現代

析。文獻實證之結果又是如何，亦將作一介紹。

企業運作實務中，能源管理的相關策略分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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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最後，在第三部分討論全球化與中國經濟時，有一週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東亞所

課程類別

油)為例。亦即，三大國有石油公司如何透過其行政級
別與其豐厚的官僚網絡資源對中國能源產業政策進行遊

劉致賢

開課時間

關係，並以三家國有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發展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年

學 分 數

3

的課程會聚焦中國的走出去戰略以及對外直接投資，中
國的能源外交將會是介紹的重點。透過以上的課程安
排，選修的同學們將可學習到中國目前的能源產業政策
以及減排政策受限的原因。

本課程為東亞所博士班的必修課程，旨在藉由政治學
的理論工具探討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模
式。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歷了高速的經濟成長，同時也
付出了可觀的環境成本。
因此，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政府極力扭轉其高耗能、高
污染與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成長型態。然而，「節能減
排」的政策推行多年，成效卻相當有限。探究其因，中
國的能源產業政策以及相關的政府與企業互動具有關鍵
性的影響。
本課程分為四個部分：1. 導論與理論框架；2. 中國
的轉型經濟─從計畫到市場；3. 全球化與中國經濟；
4.中國的社會問題─改革過程中的贏家與輸家。本課程
的前三個部分將與中國能源經濟管理的現況與分析框架
作一連結，概述如下。
首先，在第一部分探討各式發展理論及其運用在中國
的案例時，課程內容將會介紹特殊的黨國角色以及官方
能源政策的偏好如何影響經濟的發展。其次，在第二部
分探討經濟轉型的理論與中國各部門經濟的改革時，課
76

程內容將會著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與企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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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反映現實，按理它應該是客觀中立的如實呈現，但
實情是，透過媒體出現的所謂「事實」卻是被詮釋後
的、片段的、甚至被刻意放大或隱沒的、具有高度人為

劉梅君

色彩的、反應特定價值或立場的說辭而已，而此說辭
背後均有其想要成就的特定目的，或不一定有刻意的特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勞工所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勞動意識與媒體呈現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定目的，但卻對大眾造成相當的效果，對媒體報導中的
當事人而言，這或許是災難，或許是契機，均值得吾人
一起來關心媒體表象下的真面目，或媒體所要傳遞的訊
息。

資本主義體系在過去數個世紀的發展，固然創造出龐
大的社會財富，但同時卻也造成地球資源快速耗竭的危
機，因而我們有必要瞭解這套體系的運作邏輯，其對自
然資源及社會人文的巨大災難。台灣缺乏對資本主義及
其衍生的階級問題的正確認識，因此，前資本主義存在
的千萬年沒有能源的問題，何以近代資本主義才一兩百
年的發展，能源危機已迫在眉睫？資本主義的這套經
濟邏輯，究竟有哪些問題？它對大自然及對人的影響為
何？
這門課一來是希望透過媒體所呈現的資本主義的社會
現象，特別是工人經驗，來豐富我們對資本主義經濟
邏輯及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秩序下實際勞動經驗的了
解；二來是影片所傳達的畫面與對工人階級的「代理經
驗」，讓我們不再麻木及盲目於這些在我們身旁發生的
事務，當我們能較敏感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及其
下工人的悲苦無奈時，或許我們比較能回頭省思檢視是
否要繼續服膺資本主義的支配邏輯？
這門課選用了好幾個精彩的紀錄片，藉以讓大家省思
78

鏡頭下要傳達的訊息。許多主流媒體宣稱是在報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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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劉長政

授課老師

許恒達 李聖傑 謝如媛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附屬刑法專題研究-環境刑法

中東人文地理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法學院號溝律學研究所碩士班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阿文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此課程著重於讓學生了解地理及環境因素形塑出中東

本課程由三位刑事法專長老師聯合開設，本學期討論

及北非之特殊之人文文化，從地理環境學發展出中東及

「環境刑法」議題，重心將擺在環境刑法的基礎刑法學

北非的特殊人文地理，期望能藉由此課程發展出對中東

問題，本課程將傳達一個具體的思考指標：有鑑於環境

文化之了解並了解人類對此區域之影響及現代中東政府

利益屬於重要的生活價值，我們不應該縱放他人任意影

對此區域之改變。包含中東環境之改變、資源(石油、天

響環境，甚而，我們也不應該容許他人浪費稀有的能

然氣及水資源)、氣候變遷、社會及經濟對人民之影響。

源，不注重能源管理而造成環境污染的行為。

藉由此課程學生將能了解：
1.中東及北非之地形及地貌及其發展出特殊之區域之
原由。
2.了解此區域之人種、民族、宗教及社群。
3.了解此區域之自然資源之分佈及其對此區塊人類之
影響。

問題是：是否這一類型的管制，必須透過刑罰的效果
完成？是否作為國家最後手段的刑事制裁，適合用於控
制環境污染以及管制能源經濟浪費的行為？
本課程的核心目標，即是環境安全的政策思辨問題。
課程進行將分為兩部分，第一周至第五周由授課教師及
邀請外校教師負責，結合政大刑事法講座，以教師演講

4.了解人類及環境之互動及其影響，包含環境之改

及綜合討論方式進行課程；自第六周開始，由同學負責

變、資源(石油、天然氣及水資源)之運用及其對中東人

報告及評論，再由授課教師講評並主持討論，期能針對

民之影響。

環境刑法議題，交換師生間意見，並討論相關的刑法解

5.氣候變遷(土壤沙漠化及風化)對中東人民政治經濟

釋困局。

之影響及中東地理對各國政府之政策影響。
課程內容分為五個面向：中東地理導論、歷史、社會
80

及經濟、文化、國家及無國家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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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都會政治等面向。除探討這些制度設計的原則外，本課
程也介紹地方與社區政治的實際運作情形，以及社區自
治在實務面的功能（如共享財貨的管理），以資對照討

湯京平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地方自治與社區永續發展

論。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3

本課程希望以公共選擇的觀點來討論如何透過民主治
理的有效形式來追求永續發展的目標。永續發展的理念
與在地主義有非常密切關連，一般認為，必須透過在地
的民主參與才能達成地永續發展的目標。
傳統的民主理論認為，由下而上的治理模式，雖符合
主權在民的精神，但往往必須犧牲治理的效率，有經濟
層面的代價。然而，從政治經濟學理性選擇的傳統重新
檢視，卻可發現許多自我管理制度設計的原則，能夠平
衡治理權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所導致的政策失靈與極度
分散於個人的市場失靈，可以提供治理者與被治者行為
正確誘因，進而在政策行為上兼顧民主、公平、與效率
等多元目標。
在諸多政策面向當中，本課程強調以地方的綠色能源
的發展為討論焦點。能源與經濟發展有密切關連，而潔
淨能源的選擇，則代表地方經濟的轉型，也代表地方財
富與權力結構的重新分配，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本課程將透過國內外實例的介紹，以新制度主義的視
野，檢視地方自治理論的現況與發展、多中心體制與府
82

際關係、地方治理與社區發展、社區自治實務、地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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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特別是在綠色生活與經濟管理設計，進而加強學生在各
領域的能源知識。
綜言之，本課程最終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培育具有能源

陳香梅 何怡澄 羅光達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能經濟的奇異之旅

專業知識的學生，一方面讓大家了解什麼是綠色經濟，
一方面也盼望引導大家融會貫通，將經濟管理的概念應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用於日常的綠色生活之中。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為了達成經濟目的而不斷地使
用天然資源與排放二氣化碳，進而產生了過多的溫室氣
體，導致今日全球暖化與氣候異常的問題日趨嚴重，因
此，「節能減碳」成為身處這一世代的我們必須面對的
重要課題。
為了解決全球溫室效應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國際之間
先後有了「京都議定書」與「哥本哈根協議」等跨國的
合作協定，希望以實際行動來減少目前溫室氣體的過量
排放問題。
我國為了符合「哥本哈根協議」要求，也於2010年4月
通過「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及其十大標竿方案，希望
在全球減碳的努力上貢獻一己之力。
為了推動節能減碳及能源基礎教育，同時深耕節能減
碳素養，本課程以培育跨領域之綠色經濟人才為目的，
希望能從經濟管理的角度來探討綠色生活與永續發展，
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能源經濟的基本觀念，並以生活
中實際的綠色案例輔助說明。
同時，本課程也會介紹台灣和主要國家目前的生態環
84

境與能源使用現況、並討論各國低碳政策的內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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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權力運作對於社經弱勢、弱小及資源匱乏國家的不平等
壓迫，學習如何以跨國合作、超越主權爭議，攜手共同
解決人類面臨更為根本的生態永續發展議題。

彭立忠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臺灣政治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國發所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3

臺灣政治課程為核心通識課，主要教學目標為：
1.透過討論台灣的政治來傳授最基礎的政治學知識
2.協助學生建立觀察政治現象的思考架構
3.協助學生瞭解台灣的基本政治問題並培養對社會的
關懷
課程設計因此包含臺灣歷史簡述、臺灣政治發展與歷
史變遷、憲法與憲政的概要認識，此部分藉著政治學的
學理與我國行憲的憲法結構、憲政運作的事實，結合社
會時事安排教學單元。
為了增進學生對於現實社會的關心、對於國際共同關
切議題的認識，本課程會引入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及其
年度報告，作為延伸學習的素材，修課學生需分組並自
選某一年度的HDI人類發展指標報告作摘要與期末報告。
近年來HDI年度報告對於環境議題非常重視，2006、
2007-08、2010、2011等年份，特別關切「超越匱乏水資
源與權力不平等」、「團結對抗氣候遽變」、「真正的
國富在於通往人類發展之路」、「可持續發展與公平」
等主題，修課學生可經由分組與分工的閱讀或導讀，認
86

識並關懷我們的社會與人類共同關心的環境議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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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經濟發展之關係；傳統能源、綠色能源、替代能源
與現代經濟社會之發展；歐洲和俄國等國之能源經濟例
證等，使學生對此議題有所認知與入門之概念，啟發其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現代經濟社會─
歐洲經濟發展觀

對此議題之探索興趣，並使其有能力日後自行針對有興

洪美蘭

趣的能源相關議題再深入探討。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社會通識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本課程旨在於藉由歐洲地區之經濟整合和其成熟的經
濟發展脈絡中，挑選一些新聞性、爭議性與生活性的經
濟發展議題，深入淺出讓學生瞭解、體認與反思現代經
濟社會現象及其發展特質。
培養學生之國際觀，促進其對歐洲人文風情與經濟生
活之認知；並藉由歐洲經濟發展實務，提供學生學習與
思考，在時空移轉後─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能面臨的經
濟議題，涵養其以世界觀思考個人和國家之發展。這些
主題的討論皆有學理背景，冀望以歐洲經濟發展實例為
中心，進行延伸教學與討論，以避免現代經濟生活資訊
之過於分散，而造成課程主題失焦。藉此達成通識課程
培養學生基本能力、科學知識和宏觀視野之教學目標，
引領和強化學生運用所學因應現代經濟生活之基本能力
與素養。
由於能源議題為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故本課程會指定同學針對「能源與經濟社會發展」
88

自主選擇明確之子題作報告後，進行延伸教學，探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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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豐富，對於石化熱能的過渡依賴及其結果，生動呈現
於現代文學中，當代俄羅斯文學中文學對於未來的憂心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斯拉夫語文系

課程類別

五、人類以實現「科幻小說」（如《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等）虛構成真為榮，俄羅斯天然資源雖

賴盈銓

開課時間

力量。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俄國文學經典：人與自然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多過嚮往，深怕自己的小說如實重演於真實世界，「反
烏托邦文學」為主流文類，能源經濟能否借重「俄羅斯
智慧」，頗值得探思。

一、 俄國文學中探討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可歸溯到
11世紀「法律與神恩」，古俄羅斯人因受基督教洗禮而
進入一種「神聖空間」，俄羅斯文學世俗化的過程中，
人類仍以追求、探索與自然和諧關係為理想。
二、 人與自然的關係自18世紀末產生複雜變化，浪
漫主義雖然標榜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但其目的在彰顯
處於不尋常境遇中，人的精神力量。
三、19世紀初普希金的創作即洋溢著謳歌自由，個人
主義思想，與文明價值，1825年俄國發生「十二月黨
人」之亂，知識份子對沙皇體制、農奴制度等一切舊體
制漸漸失望，文學變成用來刻劃批評社會弊病的利器，
人民大眾的生活景象也為進步知識份子關心重點。
四、二十世紀俄羅斯掀起社會主義大革命，表面上以
追求平等、公義為理想，在計劃式經濟主導下，人與大
自然的關係失衡，30年代以來官方「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文藝思想屢受質疑 ，60-70年代隨著思想自由化，
社會反思蘇聯時期人與歷史、人與自然關係，「鄉村文
學」成為當時文壇主流，以「懷舊」為主軸的「鄉村文
90

學」，雖然也極關心生態自然，仍不足以成為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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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Nicholas Stern之專著「全球新政：氣候變遷下的世
界經濟改造計畫」(原著: A 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 及“Libro del informe Stern: la verdad

古孟玄

del cambio climático” (原著: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從中西文本專有名詞對照的過程, 學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歐文學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專業西班牙文翻譯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年

學 分 數

2

習以經濟學觀點剖析能源危機之西文專業用語的表達。
配合翻譯教材之核心內容，從政策、經濟、管理等各個
面向，提升非能源領域同學之專業素養。

本課程以翻譯實作為主，譯出語為西班牙文，以同學
的母語，中文為譯入語。為期18週的課程，每次上課時
間兩小時。
首先講授翻譯基本常識及技巧，接著進入實作的部
分。上課使用教師自行編製之翻譯練習教材，為充分利
用短暫的上課時間，使同學們在做完各單元之練習後，
能立即在課堂上和老師及同學相互討論，故教材之編攢
主要以「能源經濟管理」相關之單句及複合句為主。
每一至兩週之課後作業，為使同學有更多練習及省思
的機會, 內容則為涵蓋「能源經濟管理」主題之短篇文
章中譯。口頭報告自期中考後開始，每次上課以一組為
原則，其目的為藉由市面上常見之西語中譯小說，探討
譯者風格及翻譯之精確度。
課程教材及課後作業之設計以「能源經濟管理」為核
心，涉及此主題相關之各個面向：自日常生活所接觸
之「節能減碳」、「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概
念，至歐盟氣候變遷法制之特定法規法條如「總量交易
排放系統」、「碳稅」、「標準稅」、「關稅或邊境
92

稅」、「直接環境補助獎勵措施」等。 亦觸及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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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效果，將分別就國際組織、各級勞雇組織、主要國家
的綠色就業政策等提出分析。
第三，綠色就業與技能養成：介紹綠色就業的技能養

張其恆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全球經濟與勞工問題

成效果，將分別自綠色技術創新與勞動市場需求之變
遷，分析綠色職業與相關技能養成之課題。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勞工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本課程旨在增進修課學生對於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所
衍生之勞工問題的認識，擬於本課程中安排6至8小時講
授綠色就業(Green Job)課題，以培養修課學生對於全球
經濟中綠色就業政策倡議之瞭解與深入探討的興趣。
近年來，綠色就業已呈現增長的趨勢，據聯合國的估
計全球每年增長速率超過百分之廿。
與此同時，以下問題受到關注：
第一，綠色就業的增長是否意味著傳統部門就業的衰
退，結構調整對就業市場帶來的是負面衝擊抑或是正面
的影響？
第二，綠色就業的勞動條件，尤其是職業安全衛生，
帶來不利的後果抑或是有利的機會？
第三，綠色就業之職缺所需之技能如何養成，如何組
織動員勞動力之參與。
因此，本課程將於綠色就業課題中，探討下列主題：
第一，綠色就業與結構轉型：介紹綠色就業的就業結
構效果，將分別就能源業、營造業、運輸業、金屬業、
農林業等提出分析。
94

第二，綠色就業與勞資關係：介紹綠色就業的勞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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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中東各國外交政策

制度與政策過程導論
吳得源

授課老師

劉長政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阿文系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周遭或人生際遇往往涉及程度、範

本課程主要探討中東各國現勢與強權對中東地區之影

圍不一的制度與政策過程。本課程主要目的即在帶領初

響，主要藉由分析中東各國外交政策之形成為基本元

學者或已入行者(重新)認識這一層面的相關議題，從看

素，探討各國內部因不同的政治、宗教、經濟及地理環

似抽象或枯燥的概念或理論性觀點中發掘出制度與政策

境發展出不同的國家發展理念，藉由各國外交政策之形

過程對實際個體或群體生活以及人生抉擇的影響與意

成探討現代中東各國之現勢及對應強權國家對此區域之

義。

需求所作出之外交回應。

本課程除介紹制度與政策過程的若干基本概念或不同

中東區域之建構極強權對其國家形塑之影響：

理論性觀點之外，將著重案例或新聞性議題的分析，課

1.各國外交政策探討:埃及、敘利亞、以色列及巴勒斯

堂上老師講授將以「環境保護/變遷」議題為主要範例說

坦、黎巴嫩、土耳其、黎凡特區域、沙烏地阿拉伯、伊

明，期能藉由相關概念工具的基本認識增進學生針對日

朗、伊拉克、海灣各國、北非各國。

常面對的實務、新聞性或生活等層面相關議題的深入理
解與分析能力。

2.阿拉伯聯盟形成之原因及影響：中東區域安全之探
討。

有關環境議題，將側重「節能減碳」相關新聞（如

3.了解人類及環境之互動及其影響，包含環境之改

「清潔爐具」、「地球日」、「反核」等運動在界定政

變、資源(石油、天然氣及水資源)之運用及其對中東人

策問題、塑造政策議程，乃至決策與權力、政策執行與

民之影響。

政策評估等階段的呈現，以及諸如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
公約、京都議定書等國際規範如何影響國家節能減碳政

4.氣候變遷(土壤沙漠化及風化)對中東人民政治經濟
之影響。

策的制訂、執行與評估。課程並將鼓勵學生將「節能減
96

碳」議題納入互動報告的實際練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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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及其規模的考量，非常重視能源的有效使用，並且結合
了再生能源的發展，提供高品質的能源。
Lovins指出前者對我們而言是比較熟悉的，但是它所

徐世榮

帶來的社會及政治問題卻是非常的嚴重，可能是我們所
無法解決的；相對的，後者則是一個新的能源使用方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101年9月
服務學習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青年公益論壇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0

向，它隱含了許多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利益，除將排
除核能擴散的問題，也很有可能帶領我們走向一個永續
發展的未來。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每學年開設青年公益論壇服務學習
課程，深受學生的喜愛，在此課程中，特別規劃了重要
的能源專題，除了邀請能源專家前來講述之外，過往並
安排學生前往新北市貢寮區，與當地居民座談。本專題
主張，在社會的發展中，能源是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
色。
它的影響不僅是顯現於一般人所認知的經濟層面，其
實它也深刻影響了科技、政治、社會及環境保育等面
向；因此，對於能源的分析必須超越以往僅侷限於經濟
分析的角度，放大視野，分析及評估能源政策對於社會
生活品質的衝擊。而這樣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瞭解一個
重要的課題，那就是每一個能源系統的選擇將涉及社會
結構的部分重組。
而目前在我們的社會之中到底有幾種能源途徑可以選
擇呢？Amory Lovins（1977）將其概分為兩種：一為
「硬式能源途徑（Hard Energy Paths）」，另一則為
「軟式能源途徑（Soft Energy Paths)」。前者的特色
在於集中式高科技的快速擴張，並以此來增加能源的供
98

應，尤其是以電力為主；後者則是著重於終極能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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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顏愛靜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碩博班

100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農村綜合計劃與發展

農村綜合計劃與發展

顏愛靜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時間

102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2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近年全球能源快速消耗，導致資源與環境受到嚴重破

近年全球能源快速消耗，導致資源與環境受到嚴重破

壞，引發許多國家開始正視節約能源與能源管理的重要

壞，引發許多國家開始正視節約能源與能源管理的重要

性。因此，隨著新的經濟形式和發展觀念的轉變，世界

性。因此，隨著新的經濟形式和發展觀念的轉變，世界

正在試圖尋找更加環保、節約、低能耗的新型綠色能源

正在試圖尋找更加環保、節約、低能耗的新型綠色能源

經濟管理模式，我國農村的計劃與發展應當往此方向努

經濟管理模式，我國農村的計劃與發展應當往此方向努

力。爰此，本課程期望將農村發展與農耕型態轉向友善

力。爰此，本課程期望將農村發展與農耕型態轉向友善

生態或環境的方式，參酌國際組織如歐盟所提倡的鄉村

生態或環境的方式，參酌國際組織如歐盟所提倡的鄉村

發展策略，肯認小農經營的價值，推展以土地倫理為本

發展策略，肯認小農經營的價值，推展以土地倫理為本

的有機農業或生態農業方式，俾達成永續的生態系統、

的有機農業或生態農業方式，俾達成永續的生態系統、

安全的食物供給、重視動物福祉、維護社會正義和節用

安全的食物供給、重視動物福祉、維護社會正義和節用

能源等目標，以張顯農業多功能的價值。

能源等目標，以張顯農業多功能的價值。

本課程旨在解說農村綜合發展規劃之理論基礎、法

本課程旨在解說農村綜合發展規劃之理論基礎、法律

律規範，並列舉相關實例，將資源永續經營、農業多功

規範，並列舉相關實例，將資源永續經營、農業多功

能、能源經濟管理等概念納入課程之中，透過探討上述

能、能源經濟管理等概念納入課程之中，透過探討上述

理念與理論，考量實際規劃、執行時可能產生之影響、

理念與理論，考量實際規劃、執行時可能產生之影響、

形成之問題，進而做一解決對策，希冀農村綜合發展

形成之問題，進而做一解決對策，希冀農村綜合發展得

得以朝向更加環保、節約、低能耗的新綠色經營管理模

以朝向更加環保、節約、低能耗的新綠色經營管理模

式，將我國朝向綠能農村、建構永續生態社區發展。

式，將我國朝向綠能農村、建構永續生態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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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式，培養學生，掌握環境與氣候變遷的法學變化與衝
擊、甚至再造，具備更有創新思考的法學思維，在未來

謝英士 陳貞如

秉持法律專業與使命，關懷環境、追求環境正義，為台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法律系在職專班

內兼具實務與學術教學經驗的謝英士老師負責講授。

開課時間

102年9月

課程類別

專業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環境法專題研究

灣乃至於世界創造能永續發展的環境品質。本部分由國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2.海洋環境部分：當人們對於太空的了解遠多於對於
海洋了解的狀況下，海洋環境法制的發展迄今仍未得到
其應受之關注，本課程計畫從國際法出發，藉由基本海
洋法制為基礎，分章節深入探討海洋環境汙染（油污、

本課程針對當前國際社會面臨之兩大環境議題，主要
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氣候變遷，二為海洋環境。相關教
學目標分述如下：
1.氣候變遷部分：氣候變遷是影響環境的重大因素。
在氣候劇烈變遷的時代，全球都面臨重大挑戰，尤其對

船舶與陸源）、漁業資源管理和海洋生物多樣性之國內
和國際規範適用問題等等。
希望藉由這樣的機制，培養同學對於一般生活中感受
不到的海洋環境問題的些許關懷，進而投入相關研究並
在生活中實踐之。本部分由陳貞如老師負責講授。

於傳統環境法學衝擊甚大。
本課程第一講先以我國傳統環境法制為題，讓同學充
分了解當前的環境法制重點所在以及它的盲點與亟須
改革之處。第二講則以環境法的再造（以氣候變遷為
例），探討環境法的新挑戰；第三講則介紹氣候變遷對
傳統法學的衝擊與影響，期以實例作為思辨的基礎；
第四講是氣候變遷與世代正義，權利觀點的模式是否可
行？此外，環境問題的跨界性促使環境法學的必然趨於
國際性，因此，第五講主要對焦在國際環境多邊協議的
問題；最後，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在里約的會議甫結
束，會中通過所謂共識文件，為人類的永續發展問題指
引方向，第六講以此為題加以介紹，希望同學掌握最新
的國際環境法關注趨勢以及對策。
102

綜合上述，本課程希望以專題探討、互動實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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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生物技術、法律與倫理
授課老師

趙維良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101 年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

◆

程

介 紹

台北大學 ◆

實際開課情況仍以校方公告為準
104

105

綠│能│達│人 課程寶典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程規劃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能發展與低碳生活

氣候變遷與永續能源
李堅明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陳炳宏

開設學校─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本課程將先說明氣候變遷的形成原因，引導出與人類

本課程將先說明綠色能源種類、特性與全球發展現

大量消費化石能源之關係，再介紹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狀，特別強調其生活週期的低或無溫室氣體排放優勢，

公約之因應策略，引出提高能源效率是最優先策略。再

建構修課同學的正確認知。

分別介紹國際先進國家與我國之節能策略與作法，內容

然而，綠色能源發展的高風險與高成本特性，是構成

包括建築節能、運輸節能、及工業節能等作法。此外，

綠色能源發展的限制，因此，本課程將詳細剖析國際先

再介紹綠色能源科技型態與最新發展現況，及其與減碳

進國家的發展策略，促進修課同學掌握政府政策的脈動

及抑制溫室效應之關聯性。

與瞭解其重要性。

本課程亦將透過邀請能源部門業者專題演講，增加同

本課程為促進修課同學掌握綠色能源發展的實務面，

學對實務面的認識與瞭解，此外，亦將透過實地參訪相

本課程規劃邀請國內、外重要綠色能源生產業者，講授

關能源設施，強化學生對能源之認識。

綠色能源實務發展，同時，將不定期參訪國內著名綠色

此外，透過本課程，期望提高學生對氣候變遷的認
知，以及瞭解能源永續利用對氣候變遷因應的重要性，

能源試範點，以加強修課同學的實務體驗，以及與產業
界接觸，體驗企業倫理與建立企業網絡。

進而，培養學生對地球與生物生存的關懷，以及落實低
碳生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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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永續發展典範建立與評量

生活碳足跡追蹤與評量
周嫦娥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李堅明

開設學校─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現象頻傳，動輒豪大雨，水患更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新世紀全球追

成為無時不在的天然災害，目前全球政策的焦點都集中

求的新典範，其涉及的課題包括經濟(economy)、環境

於節能減碳的議題上。當各國政府皆致力於節能減碳之

(environment)與社會(social)等層面，為兼顧三層面的

同時，全球企業亦體認到環境保護的重要，不論是國際

平衡發展，經濟體系必須建立諸多制度與政策，例如環

組織或大型企業，皆紛紛要求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皆須符

境會計、綠色GNP的衡量、永續發展指標建置及經濟福利

合綠色環保理念，盡量達到節能減碳目標。在此潮流

的衡量等課題。

中，產品環境資訊揭露成為廠商的必要工作，其中又以

由於永續發展的範圍相當廣泛，容易產生見樹不見林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標示在各國政府和民間企業

的幻覺，基於此，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與永續發展

中形成強烈共識，產品碳足跡估算也成為目前企業界重

有關之課題介紹，瞭解相關永續發展評量方法論及隱含

要的工作。透過碳足跡的計算可瞭解產品製造過程二氧

政策意義，建立學生對於永續發展研究課題之掌握，以

化碳排放的情況，更可提供製程節能減碳的重要資訊。

及與基礎研究方法論能力的養成。

節能減碳乃企業之一種環保活動會對企業帶來成本，

能源發展是永續發展的重要一環，本課程將特別介紹

稱為環境保護成本，企業環境成本可透過環境會計加以

如何透過節約能源與發展替代及再生能源，達到國家永

衡量。

續發展之目標。

本課程之目的在於(一)協助學生瞭解在氣候變遷之際
產品碳足跡的概念和意義，以及如何利用碳足跡提供節
能減碳和能源管理之資訊；(二)結合環境會計和物質流
概念，對節能減碳措施和能源管理進行財務性之分析。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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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顧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節能減碳與成本效益分析

企業環境與能源管理
洋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錢玉蘭

開設學校─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本課程主要目的是以企業經營理念探討所面臨的環保

本課程將先說明氣候變遷的形成原因，引導出與人類

議題,內容從國際環境管理與議題開始切入，並討論環境

大量消費化石能源之關係，再介紹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管理系統ISO標準等運用,同時探討環境稽核，環境績效

公約之因應策略，引出提高能源效率是最優先策略。再

評估和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為企業界面對環保議題重要且

分別介紹國際先進國家與我國之節能策略與作法，內容

迫切的課題。

包括建築節能、運輸節能、及工業節能等作法。此外，

主要內容包括：

再介紹綠色能源科技型態與最新發展現況，及其與減碳

1.課程簡介；2.國際環境管理理念；3.國際環境議題

及抑制溫室效應之關聯性。

之發展；4.環境管理系統;5.環境稽核;6.環境績效評

本課程亦將透過邀請能源部門業者專題演講，增加同

估；7.產品生命週期評估；8.企業環境管理發展趨勢；

學對實務面的認識與瞭解，此外，亦將透過實地參訪相

9.企業環境管理報告討論。

關能源設施，強化學生對能源之認識。

由於企業環境管理與企業能源消費具緊密關聯性，因

此外，透過本課程，期望提高學生對氣候變遷的認

此，禔高企業能源管理能力，將成為本世紀企業永續經

知，以及瞭解能源永續利用對氣候變遷因應的重要性，

營的重要課題。

進而，培養學生對地球與生物生存的關懷，以及落實低

國際標準組織於2011年9月剛發布ISO50001之能源管理

碳生活之目的。

標準，因此，本課程將特別加強修課同學對ISO50001的
認知與操作，培養修課同學能源管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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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張四立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能源、經濟與環境的整合性
公共政策分析

綠色經濟學
授課老師

邱永和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商學院EMBA

開設學校─台北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人類社會的能源生產與
消費行為、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環境間的互動關係，衍
生的關連性政策議題，以及相關公共政策的規劃與評估
分析。
就理論面而言，本課程將結合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
學、環境經濟學、能源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及公共政策
分析等領域之理論，就政策實務面而言，本課程將涵蓋
全球性、區域性及國家層級的環境、經濟與能源政策制
定與規劃現況與趨勢的介紹，此一議題包括全球暖化與
全球環境變遷、能源耗竭與能源危機、再生能源、經濟
全球化趨勢、貿易與環保議題、綠色生產、低碳經濟、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碳排放交易制度、碳稅與能源稅等
專題，將是本課程的主要內容。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分為二大部分：一、老師教授綠色經濟理論與實
務運用，包括介紹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綠色資本主
義、新能源發展與政策、綠色商業發展等，希望能對現
行經濟的運作方式，發揮正面的影響，並發揚讓世界得
以永續發展的環保觀念；二、由同學收集綠色商品之文
章做深入報告。。
●指定教科書 Required Texts
(1)Milani, Brian(2000), "Designing the Green
Economy - The postindustrial Alternative to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博客來網站)
(2)保羅霍肯、艾默立與杭特羅文斯(2002)，綠色資本
主義：創造經濟雙贏的策略。 (天下雜誌)
●參考書資料暨網路資源 Reference Books and
Online Resources
(1)outline of a Green Economic Theory (Frank
Retering) (www.greens.org/s-r/37/37-14.html)
(2)paper (報告):在Green Economics web (www.
greeneconomics.net)的Green Business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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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中國環境治理
林義鈞

開設學校─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 東亞所
開課時間

102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vast territory and diverse
ecosystems.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rapid
modernization,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and models have stood out as a successful example
for many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mitate.
However, with the drive for those modernization
projects in China, governments, firms, and people
have been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growing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o meet the challenges, China must not only learn
profound lessons from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but also search for cooperative assistance from
the global and loc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is
114

course attempts to address key question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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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101 年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

◆

程

介 紹

東吳大學 ◆

實際開課情況仍以校方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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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授課老師

(城中校區)

袁紹英 張文興

趙維良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台灣環境與永續

生物技術、法律與倫理
跨領域講座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通識中心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本課程主要讓學生瞭解台灣目前的環境問題與遭遇到
的困難，並瞭解永續發展的意涵，進而訓練學生分析評

廿一世紀是生物科技的世紀，這已不是學者專家們為
了推動科學普及而做的介紹性言辭，生物科技已經確確

估環境問題與選擇最佳可行處理方式，建立永續發展概
念。

實實地進入人們的生活中。但是隨著我們對基因操控能

本課程內容分為十章講授，其內容如下：

力的進步，人們不禁開始考慮到「訂作人」或是「新生

(一)台灣的環境－從過去現在到未來的願景。

物」的出現，及其可能對我們所造成的衝擊。此外，上

(二)環境系統－自然循環與食物鏈的自然法則。

述技術的進展除了引發高度技術研究發展之外，也引發

(三)保護生物多樣化－生態風險評估不容忽視。

經濟競爭、環境保護、生命健康，甚至倫理道德等等議

(四)樂活城市新體驗－環境教育的實習溫床。

題，例如：個人基因資訊之隱私權，胚胎幹細胞使用之

(五)食物與環境健康－創造身心靈昇華的人生境界。

道德問題，複製人之法律地位，基因所有權等問題，都

(六)水資源與水污染－質量並重的環境工程事業。

已經開始浮現。身為21世紀之一份子，不能不對這些切

(七)能源的商機－從空氣污染到乾淨能源。

身的問題，有所思考，有所認識。

(八)廢棄物問題－6R的新觀念。

本課程除了對基礎生命科學、生物技術之介紹外，並
將針對生物技術所帶來的倫理與法律問題進行相關之講
述與討論，以便修課同學對這些問題，有一正確的觀念

(九)綠色化學到綠色消費－一條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永
續之路。
(十)迎向永續新紀元－環境政策規劃與立法技巧。

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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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翁

色牧人的綠色旅程、新世紀飲食、女農討山誌、希望－
珍古德自傳、曠野的聲音、還我健康、新世紀農耕、寂
靜的春天、慈心大地－健康食品好人生、有機－光復大

霓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企業環境成本

地見生機。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綠色學程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環境成本會計又稱綠色會計，係將現有企業環境活動
對財務的影響，經由一套會計制度予以衡量，處理及揭
示，以辨認及衡量與環境活動相關的成本，並作為環境
管理決策之參考，以減少因企業活動所產生的環境負面
影響。
本課程內容包括：京都議定書、生命週期理論Cradle
to Cradle、認識食物里程與環境友善產品、水資源的環
境問題、建築業的環境成本、有機棉衣與環境問題、清
潔用品與環境問題、The Power of Community社區團結
的力量53－古巴如何渡過危機、基因改造森林危機、車
諾比事件的環境成本等。
●指定教科書 Required Texts
●參考書資料暨網路資源 Reference Books and
Online Resources
推薦影片：「咖非正義」「水資源大作戰」「美味代
價」「邊境家園」「搶救地球」「愚蠢年代」「Meet
Your Meat」 「Our Daily Bread」「麥胖報告」「生命
的吶喊」「新世紀飲食」「永不妥協」
120

推薦好書：不可思議的消費鏈、七個環保綠點子、紅

121

綠│能│達│人 課程寶典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程規劃

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

綠色行銷
盧瑞陽

授課老師

鄧衍森 葉肅科 張民忠 洪煒峰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綠色學程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綠色學程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1.地球只有一個之觀念，永續經營之觀念

因應地球環境的劣化與資源的日益匱乏，全球因應變

2.地球科學與環境工程基本認識

局而推出「二十一世紀議程」，國內也成立永續發展委

3.綠色設計與綠色消費之觀念

員會統籌國家的永續發展事務。永續發展對國家有全面

4.綠色製造與再用再生

性的影響，涵蓋環境、社會與經濟層面，其科學基礎則

5.綠色建築與綠色城市

為綠色科技。本校推動跨領域的《綠色科技與永續發

6.綠色消費者

展》，涵蓋科技、人文社會、經營管理、法律政策等領

詳細課程主題如下：行銷管理基本觀念、永續經營基

域，適合本校各院學生選修。本科目是學程的入門導論

本觀念、地球科學基本觀念、環境工程基本觀念、、綠

課程，概括性介紹本學程之內涵。

色資本家與綠色經濟學、廢棄物循環清理、綠色商機與

本課程內容包括：

綠色經濟學、廢變變成黃金，清潔機制、商業設計基本

第一單元：人文與社會，包括消費與社會、風險與疾

觀念、建築設計基本觀念、綠色商業設計、綠色建築設
計與城市綠色、綠色製造與成本效益等。

病、環保與生活。
第二單元：法律與政策，包括為何需要法律以保護環
境、為何需要國際法的介入、如何執行環境法等。
第三單元：產業與管理，包括環境經濟學簡介與分析
工具介紹、環境成本效益分析（二氧化碳的排放）、永
續發展、環境政策分析與管理
第四單元：環境與科技，包括環境變遷與生態浩劫、
溫室效應與地球暖化、臭氧層破洞與酸雨、環境污染、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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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資源與環境管理

環境經濟學與政策

彭開瓊

授課老師

張民忠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經濟系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經濟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整個課程分成四大部分：(一)簡介資源意義與環境管

強調節能減碳的時代，透過科學了解環境是必要的作

理之意涵；(二)資源與環境管理之理論基礎，介紹環境

為，本課程為綠色科學系列課程之一，介紹全球所面臨

經濟學家分析污染問題所用之理論、環境資源保育之哲

的環境與資源問題，同時了解各國的永續發展政策。

學觀、價值評估之理論與方法及為解決污染問題所設

本課程的方法論是以經濟學中的成本效益分析為基

計的制度與政策；(三)資源與環境管理之應用，針對國

礎，以求得與誘因相容的可執行環境經濟政策。授課過

國內空氣、水、固体廢棄物及有毒物体與危險廢棄物之

程中擬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以激勵跨領域學生終身學習

污染問題，此外並列舉各種自然環境價值與效益評估應

及關懷環境之興趣。

用；(四)跨國界的環境議題，將介紹主要國家之環境政

課程綱要包括：自然資源的管理、環境問題與對策、

策、地球暖化與生物多樣化之議題等國際間之環境問題

非市場財貨的價值衡量方法、生態資源之經濟價值、水

及其相關之環境政策。

資源的價值及其定價、財產權、外部性及政策選擇、經

詳細課程主題如下：資源與稀少性概念、資源稀少

濟發展與環境品質、環境影響評估、公共政策之評判原

性、經濟效率與市場、自然資源稀少性的市場表徵、

則、溼地的價值評估、用水之經濟分析與管理、一般廢

自然資源的概念、市場外部性與環境品質、經濟成長的

棄物之管理經驗、 污染之外部成本推估、空氣品質改善

生物物理限制、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生態經濟學的觀

之效益評估、能源效率指標、溫室效應與產業發展、電

點、永續發展經濟學、污染控制經濟理論、環境管制經

源開發與永續發展、生活品質水準之評估等。

濟學、污染稅與污染排放權市場、全球環境污染、環境
評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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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計」的發展以環境成本為主。經濟部表示，環境成本的
認列及相關科目定義仍未達一定共識，致美國及國際間
至今仍未有專號公報規範，世界各國「綠色會計」的執

詹乾隆

行因此偏重環保政策及環保支出等訊息的揭露。 環境
成本會計又稱為環境會計，也可說它是綠色會計。它是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會計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管理會計專題研討

101年2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一種產品或製程成本的計算方法 ， 也可說是內部環境
及外部環境成本的檢視。在1973年的時候，美國會計學
會 將環境會計定義為：「環境會計是企業組織行為對
自然環境（空氣、水和土地）影響的衡量與報告」意思

本課程涵蓋環境成本管理部分內容如下：隨著全球追

是說，所謂環境會計是尋找、辨認及量化企業經營中，

求『永續發展』的趨勢，因應『環保法規』與『環境財

與環境相關的直接或間接成本，作為評估產品及設備，

務資訊』的需求，環境成本會計(Environmental Cost

以減少產品或製程對環境影響，進而改善環境績效重資

Accounting, ECA) 於是愈來愈受到世人的重視。 京

的一項工具。而環境成本會計評估結果的最主要目的，

都議定書生效後，環境保護意識高漲，各國均積極減少

不僅只提供產品、設備、製程或工廠是否合乎環境上

有害氣體的排放及有毒物質的生產，並頒布新的環保

的成本效益等相關資訊給決策者，同時更可以配合ISO

規範，嚴格管束跨國企業，提高企業的環保責任，致使

14000 環境管理系統，發揮「污染預防及持續改善」、

企業綠色研發、綠色設備支出大增，必須適切地呈現在

「清潔生產」、「生命週期評估」、「產品環境化設

財務報表中。這些有關環保支出的財務資訊，除了可以

計」等各項預期功能，使企業因此提高環境績效。

正確反映企業的生態效益與資源生產力，也可衡量一個
國家的產業對品質重視的程度，並檢測出一個國家在環

126

因此從環境與會計兩者間的關係中，可歸納出環境會
計可以涵蓋的項目如下列：

境議題限制下的競爭力，作為編製綠色國民所得帳的基

■ 或有負債/風險會計的處理

礎。有鑑於國際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經濟部有意修法建

■ 資產重估價與資本計畫的會計處理

立「綠色會計制度」，也就是企業必須對營運所造成的

■ 關鍵項目如能源應用、廢棄物處理等產品分析

環境污染、環境保護、永續經營與污染賠償成本等資

■ 包含環境要素的投資評估

訊，揭露在財務報表中，使財務狀況更接近真實面。

■ 新會計與資訊系統的發展

「綠色會計」廣義範圍包含環境成本、環境負債及環境

■ 環境改善計畫成本與效益的評估

利益的認列及揭露，可是因為環境負債及環境利益不易

■ 發展揭露環境資產、負債與成本術語的會計技術

評估，且認列的主觀性無法克服，目前全球「綠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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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黃顯凱

授課老師

蘇雄義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企管系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企管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歐盟WEEE及RoHS指令引爆全球化綠色危機，後續延燒

供應鏈管理已經成為當前企業追求管理利潤及增加競

的EuP指令、REACH法令、無鹵化、二氧化碳減排、廢棄

爭力的主要手段。國內外知名企管碩士教育機構目前均

物指令…，DELL、IBM、HP、ASUS、acer…也各自因應

將供應鏈管理列為重要課程，期望學生可以提升跨企業

自行衝擊或要求，陸續發出問卷與規格，要求供應商應

整合管理的能力。

提出符合性執行計畫及完成時程，在綠色潮流法令的要

供應鏈管理應用範圍除了傳統的製造生產企業之外，

求下，製造者必須對其產品關於環境方面、能耗方面的

近年也大幅受到各類服務性企業的應用，如醫療業, 零

評估(environmental assessment)提出有效的設計方案

售業, 物流業, 甚至是非營利機構。本課程將介紹供應

與評估文件，這些重要綠色要求發展的未來，其實溯本

鏈管理的重要知識，包含關鍵原理與主要程序架構。透

清源是屬於同一觀念，企業在內部因應系統需鎖定之焦

過實務專題及標竿案例的引介，使學生能更清楚供應鏈

點，包括材料應用生態概念之展開、管理與設計系統文

在企業界的應用方式及價值。

件之配合，外部對於供應鏈之管理模式變異發展…等等

課程將分三階段進行：

都是重要的步驟，本課程希望結合企業內部需求，說明

第一階段就供應鏈管理的沿起及重要觀念介紹。

外部供應鏈之衝擊模式與未來因應藍圖。

第二階段就供應鏈管理的原理、方法、系統、進行完

詳細課程主題如下：綠色產品風暴、歐盟法令細解、
美國法令細解、中國法令細解、全球各國要求細解、國

128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色供應鏈

綠色供應鏈

整介紹，主要在奠定對於供應鏈管理的核心技能的了
解。

際資通訊大廠之採購規範探討、台灣資通訊產業發展現

第三階段將以研討方式探討近年最重要的實務課題，

況、台灣廠商模範案例、企業管理整合綠色相關系統、

包含全球供應鏈，供應鏈創新，供應鏈財務，供應鏈保

未來供應鏈架構與運作之變異、綠色商機展望等。

安， 綠色供應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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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色經濟學

財務金融風險管理

邱永和

授課老師

沈大白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商學院EMBA

開設學校─東吳大學 商學院EMBA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分為二大部分：一、老師教授綠色經濟理論與實
務運用，包括介紹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綠色資本主

伴隨著國際化與低利化的趨勢，財務金融風險管理的
重要性日漸提高，更逐漸形成一門專業的知識與學問。

義、新能源發展與政策、綠色商業發展等，希望能對現

本課程除了概略介紹風險管理歷史發展的背景，介紹

行經濟的運作方式，發揮正面的影響，並發揚讓世界得

由橫斷面與時間數列來降低風險的理論與實務。並介紹

以永續發展的環保觀念；二、由同學收集綠色商品之文

近年來逐漸成為重要風險管理標準的新巴塞爾資本協

章做深入報告。。

定，新償債協定與COSO的企業風險管理架構等國際標

●指定教科書 Required Texts
(1)Milani, Brian(2000), "Designing the Green
Economy - The postindustrial Alternative to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博客來網站)
(2)保羅霍肯、艾默立與杭特羅文斯(2002)，綠色資本
主義：創造經濟雙贏的策略。 (天下雜誌)

準。以及未來由風險管理衍生產業的商機與可能發展。
此外，財務金融風險常伴隨者企業風險與策略風險，
本課程也將列如學系目標。
風險管理的歷史與發展，風險管理與交易成本，新巴
賽爾協定，新償債協定，Kelly Criteria，企業風險管
理，作業風險管理，企業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

●參考書資料暨網路資源 Reference Books and
Online Resources
(1)outline of a Green Economic Theory (Frank
Retering) (www.greens.org/s-r/37/37-14.html)
(2)paper (報告):在Green Economics web (www.
greeneconomics.net)的Green Business links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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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101 年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

◆

程

介 紹

佛光大學 ◆

實際開課情況仍以校方公告為準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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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來臨，能源更形成世界衝突的原因，一九七○年開始的
三次石油危機，以及最近一次的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因
為海嘯而造成的核污染問題，都說明了如果我們不正視

謝正一

能源的合理運用和開發，我們在未來仍然有可能面臨種
種能源危機所帶給人類的重大災難，如此，地球的永續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未來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永續發展未來學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發展可能正如一九六○年代，羅馬俱樂部發表的「發展
的極限」，地球在廿一世紀末，正好結束了生命。
因此，永續發展未來學，對於有興趣於環境及能源的
研究者，是一門新鮮又有趣的課程。

永續發展未來學是一門新的學科。從一九九二年六月
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會議，共同發
表「廿一世紀議程」後，世界各國政府以及學者專家，
開始關注永續發展這門新的課題。二○○二年八月，聯
合國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世界高峰會永續發展會議，
並通過「世界高峰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從此，永續發展成為了全球人類關心和研究的一個課
題，甚至成為國家施政方向的參考基礎。
永續發展，雖然是以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發
展等三大支柱為主軸，但它卻是跨領域全方位的一門課
程。因此永續發展的探討主題，儘可能把不同領域的研
究課題串聯起來，讓永續發展的未來性，在學員的研習
下，能夠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個框架的觀念，真正理解
永續發展的意義。
事實上，研究環境的學者專家都清楚，環境汙染的主
要原因都來自於能源的不當使用；十七世紀中，瓦特發
明蒸汽機，為了燃燒木炭煤炭而取得動力，導致英國的
環境發生嚴重的破壞，此後工業不斷地發展，能源需求
134

日增，二十世紀初，汽車時代、石化時代、電力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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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環境未來研究的課程內容，就是要讓學員了解如何從
能源合乎經濟管理及運用效率，來保護地球環境，同時
探討能源多元化開發的可能性，期望這門課程讓學員對

謝正一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環境未來研究

能源與環境的緊密關係，有深刻的了解。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未來學系碩士班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一九六○年代，世界經濟發展，呈現空前活躍，這時
候全世界大量使用能源，特別是石油和煤炭，再加上大
量地砍伐森林。這樣經過了短短三十年的時間，來到了
一九九○年代，全球環境遭受了空前的浩劫，跨國性的
酸雨問題，臭氧層破裂問題，生物多樣性問題、瀕危動
植物問題、熱帶雨林問題、土地沙漠化問題、以及「溫
室效應」引起的氣候變化問題等，都是人類對自然資源
濫用所造成的。
特別是對能源的使用，因為沒有合理和有效率的管理
和運用，使得地球環境已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在此期
間，西方國家為應對石油價格的不斷上漲，因此開始興
建核能發電廠，試圖從能源的多元化，持續發展三高經
濟，亦即高污染、高產能、高耗能的經濟發展模式。
事實上，人類也知地球環境遭受人類破壞的嚴重性，
一九七二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世界性環境
會議，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第二次世界性
環境會議，同時討論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合約」，
一九九七年的「京都議定書」，這些條約都在規範人類
136

對能源使用的經濟管理及責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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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議題正受到關注。
譬如，舊建築的可適性再利用，建築舊材的回收再利
用，永續建築或生態城市概念的實踐，或是世界文化遺

蔡明志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環境空間與文化資產

產對於氣候變遷的應對之策的提出等等，都強調了能源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年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3

經濟管理的重要概念。

環境空間可被視為是一種文化建構，不同的環境空間
型態與運用即反映了文化的差異。本課程試圖從空間文
化的視角來檢視人如何透過環境空間的建構，來表達人
在面對自然、社會、超自然時的因應之道，以理解環境
空間的文化資產價值。
而在傳統社會的環境空間建構之理念與實踐中，相
當注重對於自然環境的對應，以及營建材料的環保運
用。在選擇環境空間（無論是住居、廟宇、墓塚或是
聚落、城市）時，都會審度自然環境的特質，形成一套
論述（如漢文化的風水或其它傳統社會均有的占地術
geomancy），都試圖使人造的環境空間與自然環境能透
和諧互動。
在營造環境空間時，匠師或營造主事者都習於運用在
地可及的材料，並予以物盡其用，不浪費任何材料；甚
至整個漢人營建體系，可將閒置不用之建築拆卸易地重
組，予以再利用。試舉數例，皆是前人傳給後代能源經
濟管理的重要遺產。
直至當代，文化資產觀念盛行，傳統環境空間的價值
138

觀重新被尋回，並賦予新時代的意義。環境空間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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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介紹美國前總統高爾在《不願面對的真相》一

陳信元

消失、旱澇肆虐等對人類文明與地球環境間的空前大衝

授課老師

書中，提出的溫室效應、全球暖化現象、廣大耕地水分
擊。
其次，推本溯源，檢討中國古代環境惡化的原因及環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文學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生態文學

101年2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境保護思想。並以三篇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世界環
保浪潮下的台灣圖書出版〕、〔兩岸環保文學的初步考
察〕、〔台灣文學出版的生態關懷〕，分別論述台灣的
生態保護思想，並以吳明益主編《台灣自然寫作選》，

工業革命帶來的環境污染，早在十九世紀就開始危害

選讀代表性作品。更從〔歐美文學的發展進程〕單元，

人類。英國倫敦曾多次發生上空有毒霧氣侵襲；日本在

論述古希臘羅馬至20世紀重要的生態思想、文學作品，

明治維新後，也發生礦山的排水、煙塵毒害事件。布雷

並選讀梭羅、繆爾、李奧帕德、卡森等人的代表作。

克（Blake）在他的作品中描述工業化英格蘭「黑暗醜陋

本課程預期建立同學正確的生態保護思想、節能減碳

的工廠」，使天空籠罩著豌豆湯似的煙霧，地面蜿蜒著

救地球的理念以及推動綠能產業的發展朝向能源經濟管

骯髒的河流。

理，並從研讀中、外生態文學作品中，將生態意識潛移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人口、經濟、社會文明都有長足

默化於綠色生活的實踐中。

的發展，與此同時大規模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可避
免地帶來了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從五十年代起，工業
發達國家相繼發生多起嚴重的公害事件，人們的生命和
財產受到嚴重的危害，並威脅到人類的長遠生存和發
展。
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森 （Carson, 1907 －
1964）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提出濫用農藥和化學
物造成全球性的汙染問題，初步揭示了污染對生態系統
的影響，並且強調環境一旦遭受破壞就無法再恢復的過
程中，受到最大危害的就是人類本身。這部著作第一次
喚起了人類對環境的危機意識。
140

本課程包括下列幾個主要單元：「導論：必須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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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經濟學原理

生態關懷
游祥洲

授課老師

曾銘深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樂活生命文化學系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本課程重點在於建構一套人文主義取向的環保哲學，

本課程主要以介紹經濟學基本原理為主，經濟學的基

首先從當前全球生態問題切入，再逐步轉進到深層生態

本概念就是要以最少的代價達到最大的目的。在樣的經

學的理論探索，然後歸結到具體的行動方略。

濟概念下，引進能源使用的範例，同學們自然就容易有

課程內容包括「+-2℃與全球生態問題的迫切性」、

節能減碳的想法與作法了。

「洞庭湖與曼谷洪災的教訓」、「濕地有沒有用？」、

首先，以供給的角度來介紹能源的種類、儲存量與替

「世界文化遺產所面臨的生態威脅」、「生態多樣性

代性，基於機會成本的考量，如何就能源的開發與使用

的指標：從蝴蝶說起」、「從京都議定書到全球氣候

來討論定價的問題。其次，就個人的消費選擇而言，也

會議」、「從世界宗教議會宣言到地球憲章」、「簡樸

會讓同學瞭解到，盡量選擇消耗能源少的產品來購買，

生活、綠色消費與節能減碳」、「綠能產業」、「橘色

對我們國家整體的能源使用量就會產生一定的減量效

科技」、「生態村：未來世界的另類選擇」以及「生態

果，而這也是對個人未來最好的結果。

村：未來世界的另類選擇」等重要案例及課題。

最後，當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概念與作法，整體

本課程並非是一門死背資料的灌輸型課程，更不是一

的能源消耗量減少了，價格就會下降，消費者的整體福

個洗腦型（brain-wash）的課程，每一堂課都是一個腦

利就會增加。同時，當能源的使量減少，開發也會減

力激盪（brain-storm）的機會，選修該門課程，不但是

少，對環境的破壞當然也會跟著減少。這是個人利益與

要發展認知全球生態的理解力，更要發展獨立判斷的思

整體利益合而為一的最佳例證。

辨力，建立學生對於當代全球生態問題的正確認識，並
生起關懷地球的使命感是本課程的目標。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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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濟的手段來預防經濟行為對環境的破壞即成為相當熱門
的課題。
本課程特色為除了需求與供給等基本經濟學原理的講

賴宗福

授外，也會透過公共財、外部性與污染排放權市場等實
驗設計方式，使同學了解環境汙染的嚴重性以及環境保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經濟學原理

101年2月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護的重要性，進而將節能減碳的概念落實到日常生活
中。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環保意識日益抬頭，綠色理念逐
漸成為普世的共識。本通識課程除了將介紹經濟學的基
本概念與原理 (需求、供給、市場類型) 外，也將由環
境保護的觀點出發，引入市場失敗、公共財以及外部性
等相關單元，導引學生瞭解生態永續與環境對人類社會
永續存在的重要性。
Hardin (1968) 曾提出一篇名為《共有財的悲歌》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的文章，故事描述即使
草原上的青草有限，但放牧者人人都只想把自己的羊群
餵飽，導致畜養數目愈多愈好，由於牧羊人自私的心態
並沒有考慮其他放牧者的利益；因而當羊群愈來愈多，
草原也漸漸枯竭而無法放牧。
環境是何嘗不是一種公共財 (public good)，若不
善加保護，環境一旦被汙染，將產生很大的負外部性，
此時整個社會所需承擔的成本遠小於汙染者所承擔的成
本。
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相當緊密，自然環境
提供人類經濟活動所需的資源，但人類經濟活動卻會造
144

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與資源耗竭，因而該如何利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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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生態系統」、「生態遺傳學」、「生物對環境的適應
性」、「海岸和濕地生態系統」、「陸域生態系」、
「水域生態系」、「生物多樣性：失落的生物和瀕絕的

陳逸忠

救贖」、「生態臺灣－台灣在世界的生態地位與地理地
位」、「保護區之規劃與經營」、「生物多樣性保育在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101年2月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台灣」、「外來種對生態的影響－一場沒有勝算的焦土
之戰」、「人口成長、資源利用和永續性」、「棲地消
失、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以及「全球氣候變遷」，每週
以講述或實作一個單元為原則，藉以提昇同學對於生態

生態學主要討論自然界的各種規律和各種系統相互作

保育與環境教育的基本常識。

用的機制和過程，包括生物和無生物的相互作用。生物
多樣性則係指所有來源的形形色色生物體，這些來源包
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
合體；其含括物種內部、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
性。
廿一世紀的我們，利用、享用甚至依賴各種形式的生
物多樣性，包括基因、物種、生態系，卻也不斷地過度
消耗物種，污染、破壞、改變生態系，造成基因流失、
物種絕滅、生態系崩解。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要了
解，自然生態系統裡的變化與人類的存亡絕續有密切的
關係，關鍵在於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態度，這能決定地球
未來的存滅，人類未來有沒有可資利用的萬物支持這個
系統。
如何保育這個生態系統使能持續利用，共建永續的未
來，而且生活得快樂，是每一個人必須修習生態學及了
解生物多樣性的理由。
本課程共含十六個單元，分別為「生態學的定義：與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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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因此我們除了持續關心地球暖化的危機外，更重要的
事身體力行改變生活習慣，為減緩地球暖化盡一己之
力。

林如森

除非我們徹底地轉變，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尊重關懷
所有與我們共處在地球上的生命，否則生物多樣性的劣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101年2月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化一定難有轉機。我們的改變會帶來不同的做法。人是
唯一有智慧、有能力管理、修理、治理這個世界的萬物
之靈。但是，我們也應當謹記，人類並不是大地的主
人，我們不過是大地的管家、保姆。一個聰明的管家，

生態學Ecology，是討論自然界的各種規律和各種系

懂得量入為出，一個負責任的管家，不會為所欲為。反

統相互作用的機制和過程，包括生物和無生物的相互作

省我們的態度，重新定位我們的角色，生物多樣性才可

用。由於它的內容廣泛，分支眾多，與人類實踐關係密

能長久持續。

切，已成為各專業領域的基礎知識。更因生態學發展迅

人類如何永續合理利用生物多樣性的價值，需要學

速，已由調查登錄等基礎研究發展到了以現代科技研究

習；如何保育這個生態系統使能持續利用，共建未來，

自然資源的全新領域，其目標也以國家資源的保育和持

如何讓人類在不毀滅地球的前提下能夠生活，而且生活

續發展為主體的新科學，而有The Economy of Nature

得快樂，是每一個人必須修習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的理

(自然的經濟學)之新觀念。

由。

廿一世紀的時代背景裡見不到蠻荒了，見到的竟是日
益消失的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
都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對大自然作掠奪和毀滅的事了，
都要知道自然生態系統裡的變化與人類的存亡絕續密切
相關，關鍵在於人類未來有沒有可資利用的萬物支持這
個系統。
過去地球亦曾發生過數次氣候變遷，引發物種滅絕或
生態環境之改變。但是今日的全球氣候變遷，主要是由
人為因素造成的，並且所導致的變遷速度較以往自然的
氣候變化加快許多，也讓生物更無法及時調適而面臨更
148

大的滅絕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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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生物學是一門有趣且和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科，經由對
生物及環境的瞭解，深入感受各物種的繁衍演化和環境
息息相關，本課程和永續經營及節能減碳等議題緊密相

黃盟元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生命科學

關，經由課堂授課和戶外田野教學，增加同學對大自然
的瞭解與興趣，進而願意親近大自然、保護大自然，使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3

我們全球環境和資源能達到永續的利用。

隨著社會環境的快速發展，跟隨而來的環境議題日漸
增加，全球變遷和永續經營成為大眾注意的焦點。本通
識課程將從生命組成介紹進而暸解個體之結構、功能及
環境與生物體互相衝擊所造成的影響，導引學生瞭解生
態永續與環境對人類社會永續存在的重要性。
人類是目前地球上的主宰者，其智慧與能力如何影響
生態的改變？藉用生物科技如何造成物種的變化？將如
何影響我們及下一代的子孫？ 都是修課者會參與探討及
接觸的領域。
本課程分為三個階段授課：
第一階段介紹生命組成、個體結構功能，經由光合作
用等單元的介紹可以深入了解未來綠色能源的利用。
第二階段課程介紹生物科技對生命科學研究和未來經
濟發展的影響，例如利用生物科技產生新能源、生物防
治的應用減少農藥的使用、生物技術改進作物肥料的利
用效率等。
第三階段課程主要介紹生物和環境間的關係，延伸探
討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衝擊，環境改變對人類的影響，進
150

而體會環境的永續經營對我們人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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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汽車，以降低對環境的負荷量。
除此之外，本課程也會有生質能源的基本介紹，所謂
生質能源是利用陽光與CO2，進行光合作用促進植物生

莊啟宏

長，再作為燃料，因此歸納為再生能源，沒有增加CO2
排放。所以生質能基本上是生物質量轉變後能供人類能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物質科學

101年2月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源使用的應用，無法直接利用生物質量，而生質能則是
可被人類直接使用的能源之一，如同石油、煤等。故轉
換技術將影響生質能可利用的多寡及效率。
因此，希望藉由本課程可以教導我們的下一代對節能

隨著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及傳統能源加速耗竭，因

減碳的觀念有所建立。使同學了解環境汙染的嚴重性以

此世界各國莫不將「節能減碳」納為施政新思維，進行

及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進而將節能減碳的概念落實到日

能源戰略布局、施行綠色新政、發展綠能產業，以營造

常生活中。因應已生效之京都議定書配合溫室氣體減量

永續之低碳社會與發展低碳經濟。本通識課程除了介紹

政策，台灣雖非締約國也非附件中之國家，但國內有效

介紹物理學與化學之概念外，也將由日常生活中對於環

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也可以為國際環保活動貢獻一己之

境保護的觀點，引入節能減碳科技之新觀念。

力。

在此課程中，我們將介紹如何利用生活中的物理及化
學常識來進行節能減碳。
舉例在食的方面，儘量選擇當季當地食材食用，減少
因長程運送而產生的碳排放，或多多利用保溫瓶、悶燒
鍋等不需使用電力卻可持續保溫的器具，不需多耗電
力，卻隨時可以有熱食、熱飲食用等。
在衣的方面，化學合成纖維的衣服，製程消耗較多的
能源，可以選擇天然纖維材質的衣服，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量等。
在住的方面，教導如何降低環境負荷以及促進自然親
和力，舉例可在屋頂種植綠色植物，除了美觀之外，又
可增加室內隔熱效果，減少空調冷氣使用量。
152

在行的方面，優先選購油電（油氣）混合車等低耗能

153

綠│能│達│人 課程寶典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地球科學
授課老師

劉三錡
開設學校─佛光大學 通識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3
101 年

本課程由本校副校長領銜，統籌規劃地球科學的講座
課程，從不同專業領域講授通識課程，特邀請國內著名
學者講授地球概論、大氣環境、海洋通論、太空與天文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等五大主題。

課

程

介 紹

地球概論部分由顏宏元講授，主題文板塊運動、自然
災害與造山運動，其中自然災害專題部分將以節能減碳
為主軸，融入人類過度浪費資源而遭受大自然反撲的失
衡結果；林沛練教授主講地球大氣，此課程主要陳述氣
象與氣候的改變與人類生活習慣有關，只要能在生活中
落實節能減碳，人類的整體生活品質也將隨之提昇。至
於范光龍教授從海平面上升的問題、海洋污染等論及台

◆

世新大學 ◆

灣的沿海環境變化，並於課程講授過程中導入節能減碳
對海洋的正面意義，提昇學生的海洋意識與生態環保觀
念。最後劉正彥教授(主講太空)與曾耀寰教授(主講天
文)等，談論地球與太陽係、銀河系等的宇宙觀，從更全
觀的角度關懷我們太陽系這個美麗、生態多樣的地球。
本課程屬講座性質，同學可從多元角度關懷節能減碳

實際開課情況仍以校方公告為準

政策對地球的影響，培養學生正面的生態與環保素養，
154

而將節能減碳的概念與行為，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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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增加與經濟持續發展的情形下，能源需求不斷地增加，
預計以當前能源消耗的趨勢看來，化石能源約可只能再

何振隆

提供50-100年以上的使用。因此，未來世界能源的開發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造紙與環保

勢必朝向多元化的趨勢。故此項目為使學生瞭解生質能

開設學校─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源開發之急迫性及種類與轉換技術等。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下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4) 節能減碳之施行方面，為講授於日常生活節能減
碳如何施行，使同學瞭解並於日常生活中實際身體力
行。
(5) 環境保護衛生問題方面，為講授現今環境污染及

本課程為針對國內整體各新舊造紙技術、現今造紙產
業之節能減碳、生質能源概論、節能減碳之施行及環境
保護衛生問題等五大項目：
(1) 於國內整體各新舊造紙技術為講授基本造紙製
程、方法及各種紙張之性質等，使學生瞭解現行造紙技
術；
(2) 於現今造紙產業之節能減碳方面，為講授台灣造
紙廠之節能潛力，因台灣之造紙產業產品為可分成紙
漿、紙張(含家庭用紙)和紙板等三大類，2010年造紙業

病媒防治課題，使同學瞭解各污染現狀及能夠預防病媒
等。
本課程為說明現今造紙技術及造紙產業之節能減碳，
並予以導入生質能源概論、節能減碳之施行，最後為探
討環境衛生問題的科學事實與發生之根由。其最終目的
為使學生了解現行造紙技術及節能減碳節能減碳的作
法、生質能源急迫性及各環境衛生問題預防措施與解決
方法，並具備普通科學知識，認識科技發展與運用及珍
惜資源、熱愛自然、保護生態。

能源消費量為146萬公秉油當量，為我國能源密集產業之
一，故近年來各廠商致力於各項節能改善提高能源生產
力及使相對單位產品耗能下降，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達到節約能源目的，及提昇台灣造紙廠之節能潛力。
(3) 於生質能源概論方面，為講授生質能源定義、種
類及轉換技術等。因人類自工業革命後大量消耗化石燃
料以及森林資源，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從工業革命
前的280 ppm增加至西元2010年的500 ppm，使溫室效
應惡化，造成人類生存的危機。如何減緩溫室效應的惡
156

化，將是地球村民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而在人口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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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以灌輸同學家庭生活，亦可利用更換節電照明、隨手關
電源、設定空調溫度、綠化庭園或屋頂等方式，力行節
能減碳。

王承賓

七、介紹溫室氣體、全球暖化及溫室氣體減量等議
題，喚起同學對減碳重要性之省思；期末作業亦要求同

開設學校─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臺灣能源與環保

101年2及9月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學盤查家庭生活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承諾個人確實可
行之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藉由生活體現，強化同學節能
減碳觀念。
八、期末報告主題包括「不願面對的真相」觀賞心

一、首先讓同學認識能源形式、了解國內能源需求及
99％以上仰賴進口；另外安排同學校外教學至中油公司

得，讓同學欣賞與「全球暖化」相關之電影，並提出心
得，藉由期末發表，喚起同學對節能減碳之意識。

石油展示館參觀，藉由導覽及說明，讓同學了解化石燃
料之來源、用途，點出唯有節能才是在能源短缺且高價
時代唯一可行方案。
二、介紹永續發展觀念，讓同學了解經濟發展與環
保、節能減碳是可以雙贏並行，而非一定相互牴觸。
三、利用介紹生質油料、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水
力發電等再生能源，讓同學體認能源取得不易、替代方
式與相對增加成本，唯有加強推廣使用再生能源，方能
降低對化石燃料之依賴，同時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
目標。
四、探討水資源之匱乏，讓同學體會國內水價雖低
廉，然成本高且台灣係水資源缺乏國家，唯有珍惜水資
源、減少浪費，才能面對未來之挑戰。
五、介紹目前極力推廣之綠色採購，希望同學能身體
力行，優先採購及使用節能產品，提升國內綠色採購比
例，以達節能減碳之目的。
158

六、介紹環保署檢驗大樓及北投圖書館等綠建築，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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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3.事務性機器長時間不使用時，應關閉。
4.公共照明應減少使用盞數。
三、常用家電設備—計有電冰箱、冷氣機、洗衣機、

李森源

照明燈具、電視機、電鍋、電腦等。茲舉電冰箱、冷氣
機兩項簡要說明如下:

開設學校─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及9月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電與生活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1.電冰箱—
(1)選用具「節能標章」之產品。
(2)選用高效率因數(EF)者。
(3)放置地點要避免陽光直射或靠近熱源(爐灶)等。

「節能減碳」是近年政府大力推行的政策予全民行
動。以節約能源/用電的方式減少火力發電容量，即減少
因此而排放的二氧化碳(CO2)量。藉以減緩溫室氣體所造
成的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嚴重性。對於發電業者，已
立法強制其減量。
99年「國家節能減碳」計畫CO2排放量須於2020年回至
2005年；2025年回至2000年之排放水準。其他如工廠、
辦公(學校)及商業大樓與常用家電設備方面，均有實施
方法。詳本課程「電與生活」第七章第一節的能源與用
電。
一、工廠—
1.利用廉價離峰電力。

(4)冰箱背面距離牆壁至少10公分；上面及側面至少
要30公分。
(5)食物需冷卻降溫後再放入冰箱，並以7~8分滿為
宜。
2.冷氣機—
(1)選用具有「節能標章者」。
(2)選用具高能源效率比值(EER)之產品，EER每提高
0.1，可節省約4%的冷氣用電。一般在2.71~2.97間。
(3)室溫設定建議以26~280C為宜。開冷氣時，門、窗
應緊閉，以免冷氣外洩。
(4)採用變頻式冷氣機，隨室溫自動調節壓縮機轉
速，較省電。

2.提高設備之功率因數至90%以上。

(5)容量大小(噸數)=面積(坪數)*1.05。

3.改善電動機效率。

(6)定時清洗空氣濾網。

4.採用高效率省電照明設備等。
二、辦公(學校)及商業大樓—
1.未使用之場所，關閉照明燈具及冷氣。
2.電梯在非上、下班之尖峰時段，應減少使用台數。
160

三樓以下不使用電梯。

161

綠│能│達│人 課程寶典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程規劃

授課老師

本課程教學的目標，是讓學生能了解二十一世紀環保
的新思維，以及新的作法與傳統的環保觀念及作法有何

李世裕

不同。由於前一個世紀各種科技都是蓬勃的發展，而很
少注意到如何做好環保，結果是大量的使用能源與耗費

開設學校─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課時間

101年2及9月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環保與公害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天然資源，不僅浪費，也同時也污染了環境。
目前世人的環保觀念雖然逐漸普及，但通常只是採取
一些環境工程之作法來達到環保的效果，此等方法多數
只能獲得局部改善，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因此現代的

本課程「環保與公害」的教學資料，主要是來自環保

環保觀念是採取正本清源的作法，也就是由根基著手，

科學，以及政府的公開資訊。授課之目的是讓學生了解

換句話說，要先由節能減碳做好基礎工作，如此才是真

現代公民應有的環保知識，同時也了解政府在現階段對

正的環保。前述所言有關新的環保宗旨與節能減碳的觀

環保的作法，也就是說，節能減碳就是政府目前正在積

念，正是本課程希望達到的教學效果。

極推動的政策。
本課程的授課內容，與節能減碳有關的單元有：空氣
污染與溫室效應，核能發電，以及廢棄物排放及污染處
理等。這些教學單元主要是要強調正確的使用能源可以
減少對大自然的傷害，同時也可以保留地球的自然資
源。實例解說包括減少工業或交通工具對能源的使用，
或是改進現行的能源的使用方式，例如太陽能發電，或
是汽車改成電動車，都可以減少對空氣的汙染及減少溫
室效應，也就是說，減少空氣污染的方法其實是奠定在
節能減碳的基礎上。
同樣道理，減少供工業廢棄物的產生與改善廢棄物排
放技術，不只可以保護我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可以使
大自然復甦更快，這也是好的節能減碳方式；而適當的
使用核能發電，則可以減少火力發電時所需要使用的大
162

量煤炭，這也是可以大幅提昇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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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觀念與作法，例如：
1.利用微波爐加熱食物前，可先在食物表面噴灑少許
水份以提高微波爐的效率，可節省用電。

張一成

2.微波爐適合食物的加溫和解凍，因此若參考微波食
譜作菜，則會更省電。

開設學校─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認識物理

101年2及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3.密封食物應先開啟一個口後再放入微波爐加熱，否
則易產生器體爆炸。
4.應動手檢查微波爐的門，看看是否密合，以免微波
外洩。

將節能減碳融入認識物理課程中的做法如下：
一、在第六週的課程(物理能源與節能減碳)中融入節
能減碳的觀念與八大具體低碳之作法：1.再生能源 2.節

5.選擇有通過經濟部標準局檢驗合格的產品，上面有
「安全標誌」〝S〞的Mark，或驗證登錄合格的商品。
四、教導學生做：

約能源 3.低碳校園 4.低碳生活 5.綠色運輸 6.低碳建
築 7.環境綠化 8.資源循環等。
二、在第七週的課程(核能來發電、電費的計算)中融
入節能減碳的觀念與作法，例如：
1.很簡單又聰明的用電方法，包括電燈、冷氣、冰

1.收集、研讀節能減碳的資料並繳報告到e-平
台。
2.分組、製作ppt並上台報告。
五、帶領學生到校外參訪節能減碳效果良好的單位。
六、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到課堂上演講。

箱、電磁爐等。例如同樣照度下，13瓦的省電燈泡較60
瓦的白熾燈泡，節省2/3以上用電量；選用較高效率燈具
如電子式安定器，較傳統安定器省電20%至33%；養成不
使用或離開房間時，隨手關燈的習慣。
2. 零排放發電方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3. 邊騎腳踏車邊充電：它將你身體所產生的能量轉移
到自行車上的高容量電池裡，並為小型電子產品(如手
機、iPod、、GPS等等)充電。
4.太陽能電板變成柏油路，可以吸收太陽能來發電，
又可能變成智慧型的高速公路，是個很棒的綠色科技。
164

三.在第八週的課程(微波爐的加熱原理)中融入節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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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而每一個粉末顆粒含有由二氧化矽包圍的小水滴。它不

張一成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化學的奧秘

但可能提供一種吸收和儲存二氧化碳的新方法，成為對
抗全球暖化利器，還可能為化學物的運用方式帶來革命

開設學校─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性的變化。

開課時間

101年2及9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將節能減碳融入化學的奧秘課程中的做法如下：
一、在第六週的課程(化學能源與節能減碳)中融入節
能減碳的觀念與八大具體之低碳執行作法：
1.再生能源 2.節約能源 3.低碳校園 4.低碳生活
5.綠色運輸 6.低碳建築7.環境綠化 8.資源循環等。
二、在第七週的課程(神奇水磨坊)中融入節能減碳的
觀念與作法，例如：
1.省水龍頭、省水馬桶或便斗、雨水回收系統。
2生活綠色行動，讓食物加速達終點：從生活中可發現

三、在第八週的課程(為何有汗漬的衣服不能用熱水
洗)中融入節能減碳的觀念與作法，例如：乾洗衣物自
己來環保又省錢等。因為乾洗溶劑的氟化物會破壞臭氧
層，應禁止使用。又乾洗溶劑的氟化物、石油系與四氯
乙烯這三種溶劑都有毒，會危害人體，所以應有效地去
控制並回收。
四、教導學生做：
1.收集、研讀節能減碳的資料並繳報告到e-平
台。
2.分組、製作ppt並上台報告。
五、帶領學生到校外參訪節能減碳效果良好的單位。
六、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到課堂上演講。

許多可以著手的環保行動，例如吃東西能吃多少就點多
少，不要浪費，如此可減少水和其他的資源的消耗；又
選擇當季當地食材、友善環境的蔬菜可避免使用過多的
運輸能源。
3.素食比肉食更環保：因為動物排泄物及畜牧飼料作
物用地很大，會使用大量的水，而且對水源所造成的污
染影響，比人們所有活動加總為大。
4.「乾水」粉末狀的水是抗暖化新利器：它是ㄧ這種
看起來像細糖粉的粉末物質，是由九十五％的水組成，
166

外面再由二氧化矽包圍起來，所以外觀是一種乾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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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101 年

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
課

◆

程

介 紹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

實際開課情況仍以校方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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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環境保護觀念落實至生活化，並透過小組口頭與書面報

開設學校─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101年2月

課程類別

本課程內容依學生學習背景作適當調整，以深入淺出
方式介紹環境理論，並將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結合，將

賴栗葦

開課時間

境變遷中發揮功能。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告-『作中學』，讓學生探索研究主題、自主學習，再
搭配校外專家主題演講與多媒體影音教學，使課程活潑
多元化。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開始推動聯合國永
續發展教育十年，將全球暖化列為教育的核心主題。
目前全球各地頻傳與暖化有關的環境災害，造成人類
的生命財產損失甚巨，也引發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這
與人類使用化石燃料的習慣與使用能源的方式有密切的
關係。為因應日益明顯的全球暖化與環境變遷危機，節
能減碳與永續發展觀念的提升成為人類首要的教育任
務。
本課程學習內容如下：
1.講解全球環境變遷的主要關鍵名詞如: 全球暖化、
海洋變化、水資源污染、糧食不足、資源匱乏、雨林消
失、土地劣化、物種滅絕、異常氣候、永續能源等。
2.敘述永續發展的理論，解釋節能減碳、環境變遷與
永續發展的關係。
3.分析引起全球環境變遷的人為因素，討論這些因素
未來的發展趨勢。
4. 反省思考目前各國採取減緩全球環境變遷之永續發
展行動的意義如：京都議定書、碳排放、碳交易等。
170

5. 定義永續發展，解釋永續發展策略如何在快速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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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溫室效應、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氣溫、降水、

賴栗葦

跡等；進一步說明人類活動與全球暖化的關係、國際間

授課老師

再生能源、不可在生能源、永續能源、碳足跡、生態足
減緩全球暖化問題的策略與方法，連結延伸至生活習慣

開設學校─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國際經濟地理

101年2月
通識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2

的選擇。
另邀請校外專家協同教學講授資源回收與節能減碳的
關係。課程中要求學生分組討論，由『作中學』，製作
有關節能減碳的小組主題報告。

本課程授課對象為五專一年級學生，節能減碳觀念是
地理學探討人─地關係時常用來作為人類反省生活行為
對環境影響的主要議題，尤其現今全球各地環境災害頻
傳，教育下一代具有環保意識，愛護地球環境，是本課
程的核心教育內涵。課程教學目標如下：
一、知識：1. 學生能說明目前國內外發生有關節能減
碳的新聞時事。2. 學生能說明環境保護的人地關係與區
域特性。3. 學生能瞭解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氣候變遷的
關係。
二、技能：1. 學生會使用閱讀技巧 (5W1H) 來掌握新
聞時事的重點。2. 學生會使用地圖指南針來辨別方位，
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IS)作空間查詢和展示。3. 學生知
道如何落實生活中的節能減碳觀念。
三、態度：1. 學生能體會節能減碳與愛護地球生態環
境的關係密切。2. 學生喜歡環保生活，覺得它是對全人
類與環境有益的生活態度。
四、國際觀：1. 學生能以更廣闊的視野看日常生活問
題。2. 學生能比較國際間綠能生活問題的差異。
172

課程中將建立學生相關基礎定義如：工業革命、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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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生活中節能減碳的重要，進而去愛護地球、保護地球。
4. 邀請校外專家協同教學，講授氣候變遷與環境保
護的關係。

賴栗葦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世界的環境與資源

5. 課程中要求學生分組討論，由『作中學』，製作

開設學校─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通識

學 分 數

2

有關環境與資源問題的小組主題報告，包括口頭與書面
報告。

目前全球的環境與能源的問題非常的複雜與廣泛，因
為它們具有過去、現在、未來時間的關聯性，富國與窮
國空間的歧異性，節能減碳絕不只有減少能源使用與二
氧化碳氣體排放的行動，它還隱含人口、經濟、社會、
環境、與資源環環相扣的問題。
因此，本課程設計由淺而深、由點擴大到線，再由面
來觀看世界的環境與資源如何永續發展。
課程設計規劃如下：
1. 讓學生瞭解人類環境保護意識的起源與歷史脈
絡，以及環保高峰會議的討論議題，永續發展觀念的起
源。批判思考人口、環境、資源、社會、經濟的關係。
2. 讓學生瞭解世界的各種資源，如農業資源、畜牧業
資源、漁業資源、森林資源、能源資源、礦產資源和水
資源等，以及使用這些資源與節能減碳的關係。使學生
能體認資源的稀少性，進而珍惜使用它。
3. 讓學生瞭解人類的經濟與貿易活動，造成的各種污
染與環境問題，如水污染、空氣污染、金屬污染、物種
滅絕等，以及工業發展造成的溫室效應、酸雨、臭氧層
174

破洞及氣候變遷。希望學生能體會地球環境的脆弱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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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兩難問題；因此對再生能源
開發和應用的投入，在過去10年尤其發展快速。
2.瞭解再生能源的補助

羅時萬

各國以往鼓勵再生能源發展的最普遍使用的措施是財

開設學校─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財政稅務系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綠色租稅

101年9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年

學 分 數

2

務獎勵（尤其是預算融通工具，如：投資補助、租稅抵
減及低利貸款政策等），以鼓勵再生能源供給面的產出
增加，但近來則主要是增加再生能源的需求面，尤其屬
自願性質的協議、綠色電價等措施越來越常見。
3.瞭解再生能源政策的規劃

本開課計畫之目的即在對鼓勵再生能源的相關獎勵措

若相關再生能源的融資政策在設計和執行時，未給予

施（尤其是租稅獎勵措施）作一詳細的說明；本計畫規

正確評估或被忽視，則將導致政策的無效。經過精心設

劃的課程內容共分六大部分(約需總時數約32)。

計的再生能源政策，可為生產者提供穩定的收入，進而

第一部分從理論說明政府協助產業發展的各種可行工
具（約需3小時的上課時數）。
第二部分從國際觀點說明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全球的政
策趨勢（約需5小時的上課時數）。
第三部分從實務面介紹再生能源產業的獎勵政策類型
與其影響效果（約需8小時的上課時數）。
第四部分從國際經驗說明各國有關租稅獎勵的實施情
形（約需7小時的上課時數）。

降低融資風險溢價。所以融資政策的設計應注重廠商的
短期與長期行為，以及市場的導向。
4.瞭解再生能源的租稅獎勵
租稅獎勵應該以配套的方式實施，才能有效支持發展
再生能源產業，而組合的再生能源獎勵措施，應依據行
業的階段發展並隨著時間的改變而調整；最後也同樣應
逐步取消這些租稅獎勵措施，以促進國內市場的競爭發
展與產業的成熟。

第五部分對各種再生能源的獎勵政策進行比較並做一
結語（約需5小時的上課時數）。
第六部分為分組報告與心得分享（約需4小時的上課時
數）。
二、課程主要內容
1.瞭解再生能源的發展
再生能源定義為可持續且清潔的能源，它提供了克服
176

逐步枯竭之傳統化石燃料及相關環境影響的難題，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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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榮貴

授課老師

開設學校─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

178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策略管理

西洋人文經典

閻瑞彥

開設學校─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管理系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開課時間

101年2月

開課週期

每學期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課程類別

專業

學 分 數

2

本課程西洋人文經典選讀(二),A擬透過對自然環境精

策略管理課程係以培養學生的宏觀視野思惟，並具有

確的描述，引導世人對周遭生態的關懷，進而賞析生態

策略規劃能力為目標，課程的相關內容包含有：社會責

文學所傳達的意義。藉由自然生態的文學作品，試圖瞭

任：現代企業不應只以賺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企業必須

解大自然環境的改變，激發學生對自然生態的認識與愛

負擔起相當的社會和環保責任。競爭策略：在歐美各國

護，促使學生欣賞台灣的自然生態，及對地球的保育。

皆製訂各項碳排放、碳交易準則，及各種產品標準之

本課程結合視聽媒體，讓同學觀賞生態文學相關之紀

時，企業應將減碳、環保、節能等，作為能夠持久發展

錄片或聆聽相關的音樂作品，結合理論與實際，介紹同

的競爭優勢。功能策略：企業無論在生產製造、物流運

學以親身經歷之方法，校園周圍之生態現況進行觀測與

輸、通路行銷、或是規章制度上，都必須將節能減碳、

調查。除使用生態文學相關之英文教科書進行教學之

綠色概念放入各部門的經營管理中，以落實公司政策。

外，將同學分組進行口頭報告。讓同學能結合上課之所

技術策略：相關專利技術的取得、移轉、或是技術的研

學與周遭之所見，完成同學對於生態保護之心得報告。

發，都應以減少碳的排放量、降低環境的污染作為發展

學期中並將邀請自然生態保育相關領域之外籍專家學

的準則項目。網絡策略：企業可進行內部的電子化，如

者蒞校進行專題演說，針對環境保護、綠能產業、減碳

電子化公文等以減少紙張的使用；同時採取電子化商務

生活與生態文學等相關主題，為學生開拓新知。學生除

運作，發展各種B2C、B2B的網絡機制，以節約能源。

了能夠增進相關領域之英語表達能力之外，亦能在節能

課程將採講座方式，邀請業界及學界的專家來校授

減碳之專業知識上大幅提升，甚且擴大影響層級至家庭

課，學生分組並應找個案企業，針對不同的研究主題，

與社會，期盼為地球綠化盡一份心力，落實能源經濟管

分析企業在節能減碳、能源經濟管理上的有效作為及成

理於社會各角落，讓下一代能藉由生態文學的普及，繼

效；並在期末時參與校內競賽，使同學能實際加以練

續生活在健全發展的大自然。

習，達到理論和實務結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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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境報告書，說明前一年的環保因應措施。該公司2004年
的環境報告書，封面是手牽著手的小朋友，相當具有親
和力。

汪瑞芝

國內部分企業也體會到綠色環保趨勢，開始採用綠色

開設學校─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會計財稅研究所
開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企業參坊

101年2月
專業

開課週期

每學期

學 分 數

3

會計制度，如正隆紙業、永光化學、統一超商、南亞塑
膠、聯電、中華映管、富積電子、力晶半導體、台電、
尚志半導體等，並獲得若干成效。政府相關單位今年首
次舉辦「中華民國綠色會計獎」，以帶動更多企業跟
進。經濟部官員表示，國內如有更多企業採取綠色會計

對於會造成環境污染之企業，建立與健全綠色會計制

制度，國際上也會以此為標準，來評估我國是否履行京

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建立企業綠色會

都議定書；企業的財務報表若能適度揭露在環保方面進

計制度，要根據企業的經濟實質，制定有關會計原則及

行那些投資、研發，且符合國際要求，也有助於爭取訂

內部控制制度。

單，獲得商機，甚至吸引國外的永續責任投資基金前來

英國會計師公會資料顯示，全球至少有義大利、瑞

投資。

典、比利時、捷克、丹麥、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加

由於綠色會計與環保會計議題，在實務上已存在許

拿大、美國、巴西、阿根廷等美洲國家，澳洲、菲律

久，但在會計教育上仍為一門新的議題。有鑑於綠色會

賓、新加坡、台灣、泰國、越南、日本、韓國等亞洲國

計新興議題，本所擬安排化工、電子產業或塑膠製造相

家，南非、埃及等非洲國家的企業，提供環保資訊，部

關企業之參訪，除了解其防治污染的設施之外，並能透

分國家如芬蘭等，甚至強制某些產業或企業揭露環保資

過綠色會計制度之運作，了解其環境會計對企業價值及

訊。日本政府雖未強制性規定，但鼓勵企業主動提出環

財務報表之影響，以提升學生之實務技能。

境報告書。沈華榮表示，日本環境開發省1998年訂定環
境會計草案，規劃綠色環境會計的架構，包括建立環境
管理系統、企業的環境績效指導綱領、綠色會計制度，
以及如何編制一份讓一般民眾都看得懂的環境報告書，
以完整呈現企業對環保的具體承諾。
目前歐、美、日不少企業每年一次或每二年一次，定
期編制永續經營報告書或社會公益報告書，訴求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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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環境、公益。例如，日本川崎機車公司每年都出版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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