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經濟部工業局 

「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簡章 

 
一、說明會辦理目的  

氣候變遷已成近年來各國關注議題，不僅威脅人們生命財產安全，亦

對產業帶來衝擊。近年來國際及台灣皆遭遇越來越多氣候變遷帶來的影

響，如溫度不斷升高、洪旱交替及極端氣候事件越頻繁等，其帶來的衝擊

包含複合性災害加劇、水資源匱乏、維生基礎設施破壞等影響，如 104

年台灣遭遇大旱，為半世紀以來所遭遇最嚴重的乾旱，工業用水大戶供水

被迫減少 10%；107 年 8 月 23 日水災，南台灣在短時間內承受大量的雨

水，造成中南部各地嚴重的淹水，導致許多工廠設備受損或聯外道路中斷

等，這些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將會直接與間接影響到製造業各個層面。 

為使國內產業提升對氣候變遷調適之認知與重視，本說明會將以「因

應國際氣候變遷調適發展趨勢之企業營運策略布局」、「COP24 後企業在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的創新與挑戰」及「氣候變遷下的綠色金融與氣候財務

揭露」等議題進行分享，並說明工業局推動調適示範專案之作法與遴選方

式，協助企業評估自身所面臨的氣候變遷風險，並採取因應之調適行動計

畫，以提高企業本身之調適能力與降低營運風險。 

二、主辦/執行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三、說明會辦理時間及地點 

【高雄場】:108年 2月 27日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610會議室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台中場】:108年 3月 6日 

台中世貿中心 202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號) 

【台北場】：108年 3月 7日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B1亞歷山大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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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方式 

1.本會議為免費參加，可透過網路或傳真方式報名，每場次報名人數 50人

為限，額滿為止： 

 網路報名：https://www.tgpf.org.tw/event/2019022701.htm 

 傳真之報名表格式如次頁。 

2.完成報名者，將於會議前 3日以 E-mail寄送出席通知。 

3.為響應環保，現場不發放紙本講義，將提供 QR code掃描下載電子檔，

會議後也可至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下載。 

4.如有報名問題，請洽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陳俐彣 管理師 

Tel：(02) 2910-6067分機 525    E-mail：liwen@tgpf.org.tw 

陳俊佑 工程師  

Tel：(02) 2910-6067分機 529    E-mail：joey1016@tgpf.org.tw 

 

五、說明會議程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 工業局代表 

13：40～14：30 
因應國際氣候變遷調適發展
趨勢之企業營運策略布局 

KPMG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 

14：30～15：20 
氣候變遷下的綠色金融與氣

候財務揭露 
PWC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公司 

15：20～15：30 休息 

15：30～16：20 
COP24後企業在因應氣候變

遷調適的創新與挑戰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 
趙恭岳執行長 

16：20～16：45 
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 

示範專案推動及申請說明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16：45～17：00 Q&A 

17：00 賦歸 

 

https://ghg.tgpf.org.tw/Resources/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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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表(傳真用) 

 

※歡迎您報名參與「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填  

※寫報名表前，詳細閱讀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內容：  

一、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本會辦理 108年度「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計畫」，本會為提供會議/課程

報名相關服務，基於「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之特定目的而蒐集學員個人資料，並將遵循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為：「C001 辨識個人者」。 

二、 本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學員的個人資料。 

三、 本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學員的個人資料。 

四、 學員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其個人資料向課程承辦人：陳小姐 (電話 02-29106067

轉 525 ) 行使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五、 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所定之權利，但學員提供資料不足或

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六、 在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經

濟部工業局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

資料。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簽名:                         

※為確保資料正確性，敬請以正楷書寫。開課前將以 E-mail 方式寄發上課通知，未收到確認

通知者，請來電洽詢：(02) 2910-6067分機 525 陳小姐。 

※報名表不足請自行列印，受理報名後請務必出席-傳真：(02)2910-7804 

參加場次： □ 2/27(高雄場)  □ 3/6(台中場)  □ 3/7 (台北場)   

姓名：                           

性別：  □男 □女      生日：西元     /    /     

學歷：□高中職   □專科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它 

服務單位：              

產業別：          (請填代號) 

1.食品業 2.煙草業 3.紡織業 4.成衣服飾業 5.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業 6.木竹製品業 7.家具及裝設品業

8.紙漿紙及紙製品業 9.印刷及有關事業 10.化學材料業 11.化學製品業 12.石油及煤製品業 13.橡膠

製品業 14.塑膠製業 15.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16.金屬基本工業 17.金屬製品業 18.機械設備業 19.電

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業 20.電子零組件業 21.電力精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 22.運輸工具製造

修配業 23.精密、光學、醫療器材及鐘錶業 24.其他工業製品業 25.技術服務業 

部門：       職稱：         

電話：       傳真：         

行動電話：      E-MAIL：        

(＊請務必填寫此欄位，以利發送報名確認函給您，謝謝！）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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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1.說明會當天若遇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時，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

當地停班公告為準，說明會將擇期辦理。 

2.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留變更會議議程與講師之權利。 

3.本會議現場將供應茶水，但因響應環保請與會來賓自備環保杯。 

4.請與會者儘量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八、會場交通資訊 

台北場:  
地址: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號 B1) 

 

一、開車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1、 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

口，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右

側「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2、 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

即於右側「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二、捷運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二號出口。(步行 2分鐘) 

三、公車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捷運公館站

-(羅斯福路) 
254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

往西區方向) 

0南、1、109、208、208(高架線)、208(區間車)、208(基

河二期國宅線)、236、251、252、253、278、284、284(直

行)、290、52、642、643、644、648、660、671、672、

673、676、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 12、

綠 11、綠 13、藍 28 

捷運公館站

-(公車專用道-

往新店方向) 

207、278、280、280(直達車)、284、311、505、530、

606、606區間車、668、675、676、松江幹線、松江-新

生幹線、敦化幹線、藍 28 

公館 (羅斯福

路基隆路口) 
671 

公館 (基隆路) 1、207、254、275、275(副)、650、672、673、907、南

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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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 
地址:台中世貿中心(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號) 

 

 
自行開車 

 1號國道(中山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經過台中澄清醫院，左轉進入

台中工業區後，左轉天佑街，右轉中工 2路。 

 3號國道（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區方向，經過東海大學，右轉進

入台中工業區後，左轉天佑街，右轉中工 2路。 

 中彰快速道路 

    南下：從朝馬路出口，右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北上：從市政路出口，左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乘坐公車，請於中港路澄清醫院站牌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可達世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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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 

地址: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交通工具 交通方式 

高鐵 搭乘高鐵至左營站 → 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 → 鹽埕埔站 02號出口 

→ 步行約 3 至 5分鐘即可抵達 

火車 搭乘火車至高雄火車站 → 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 → 鹽埕埔站 02號出

口 → 步行約 3至 5分鐘即可抵達 

捷運 橘線鹽埕埔站 02號出口 → 步行約 3至 5分鐘即可抵達 

市區公車 歷史博物館 0 南(單邊停靠)、0北(單邊停靠)、11、25、33、56、60、76、77、

82、建國幹線、91、214、219、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