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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竹科)107 年 7-9 月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系列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R3-1 企業成本分析、管理與有效控制 
原 7/10(二) 

改期至 9/13(四) 
09:00-16:00 2400 2800 

R3-2 兩帳合一之帳務處理 原 7/17(二) 
改期至 9/14(五) 09:00-16:00 2400 2800 

R3-3 企業安全的資金管理 8/07(二) 09:00-16:00 2400 2800 

R3-4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營業稅常見爭議 8/22(三) 09:00-16:00 2400 2800 

R3-5 公開發行公司「背信」案件刑事法律責任解析 9/05(三) 13:30-16:30 1600 1950 

R3-6 IFRS 16新租賃準則對企業之影響 9/19(三) 13:30-16:30 1600 1950 
 

優惠方案 凡同公司且參加本季同系列課程，四堂課(含)以上，可享 9折優惠。 

參加對象 

1.公開發行、上市、上櫃、興櫃等公司、證券商及證券交易所等之會計主管(包括
職務代理人)，以及歡迎對會計、公司治理、資本市場法令有興趣之人士報名。 

2.103年底「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新增規定： 
(1)上市上櫃公司應設置會計主管之職務代理人，且應比照會計主管每年持續進修 
(2)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會計人員每年亦應進修專業相關課程 6小時以上 
3.歡迎財務、會計、稽核…等部門之人士參與學習。 

繳款方式 

請自行負擔

手續費用 

1.完成報名後，為確認上課人數，課程費用請於開課七天之前繳清，繳費後，請
將收據回傳，註明課程代號、學員姓名並請來電，方能確認繳費完成，報名始
確定。 

2.繳款方式(銀行擇一即可)：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請自付手續費用》 
①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別：合作金庫-新竹科學園區分行，銀行代號 006 
帳  號：5643-717-00249-7  

②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銀行別：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園區分行，銀行代號 052 
帳  號：0185-3000-60197-8 

3.已報名參加者，視為同意支付課程費用，若於開課七日前取消報名者，可全數
退費；開課七日內，則須支付該課程半數費用；當日未到課者，恕不退費。 

上課地點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 2樓【201、202教室】 
提醒通知 本會將於課前 5-7天會 mail予各單位承辦人員，未收到者請主動與本會聯絡 
累積積分 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累積積分者，需參加考試，且測驗合格。 
颱風來襲 若因颱風…等天災，新竹縣或新竹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交通資訊 
 

地圖 
請上綱下載 

一、自行開車者(新竹場): 
1. 自北南下行駛中山高速公路，在新竹交流道下一個出口「科學工業園區

交流道」(里程約 95k+500)處，可直接進入科學園區新安路。 
2. 自北南下行駛北二高，至(頭份/新竹 100出口處)銜接中山高速公路(右線

/外側往新竹方向)，約 2公里即可到達科學園區交流道。 
3. 自南北上行駛中山高速公路，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交流道下，即可直接

進入科學園區之園區二路。 
4. 收費停車場：園區公會 B2停車場 (30元/小時)。 
5. 免費停車場：園區公會旁有露天停車場，凡停在格線內均可 

二、搭乘統聯或亞聯客運者，部分班次可在新竹科學園區內之「科技生活 
館」站下車，步行約 5分鐘可到本會大樓。 

三、搭乘火車-「新竹站」；高鐵-「竹北站」下車，再搭乘計程車，直達本會大樓。 

核可單位 本會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會計主管進修機構」 

公會 

聯絡方式 

電話：03-5775996 分機 165顏小姐，信箱：ylchen@asip.org.tw  
傳真：03-5781972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綱址：www.asip.org.tw-->教育訓練-->竹科 
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 4樓  教育訓練組 

http://www.asip.org.tw/
mailto:ylchen@asip.org.tw
http://www.asi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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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訓練組   傳真：03-5781972，報名表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 

電話：03-5775996#165顏小姐，Mail：ylchen@asip.org.tw 

園區公會(竹科)7-9月份『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系列』報名表 
R3-1 企業成本分析、管理與有效控制(會計)    9/13(四) 

R3-2 兩帳合一之帳務處理(會計)     9/14(五) 

R3-3 企業安全的資金管理(財務)      8/07(二) 

R3-4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營業稅常見爭議(會計)            8/22(三) 

R3-5公開發行公司「背信」案件刑事法律責任解析(法律責任) 9/05(三) 

R3-6IFRS 16新租賃準則對企業之影響(會計)   9/19(三) 

姓名 

請勾選 

學員資格 

課程代碼 身分證字號 e-mail 

部門/職稱 出生年月日  電話/分機及行動 

 

□會計主管  

□職務代理人  

□編製財務報告人員  

□一般財會人員 

   

   

 

□會計主管  

□職務代理人  

□編製財務報告人員  

□一般財會人員 

   

   

 

□會計主管  

□職務代理人  

□編製財務報告人員  

□一般財會人員 

   

   

 

□會計主管  

□職務代理人  

□編製財務報告人員  

□一般財會人員 

   

   

公司全名：                                      □會員   □非會員 
證券代號：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地址務必填寫) 

承 辦 人：             性別：          部門/職稱： 

電話/分機：                             傳真  ： 

承辦人 E-mail: 
字跡請正楷填寫，若為數字請於下方加底線(例 a001@yahoo.com.tw)  

http://www.asi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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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竹科) 107 年 7-9 月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系列 
課  程  大  綱 

R3-1企業成本分析、管理與有效控制 
1.成本觀念、定義  2.成本範圍: 有形與無形成本 
3.成本的屬性: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 
4.製作管理報表先找到問題位置 
5.成本的計算      6.成本的比較與分析 
7.設置標準成本做好成本控制 
8.成本績效:KPI 
9.降低成本的流程與工具方法  
10.案例演練   11.Q & A 

R3-3 企業安全的資金管理 
第 1 單元：企業的資金管理 
第 2 單元：管理營運資金的策略 
第 3 單元：資金來源與籌劃   
第 4 單元：建構安全資金 
第 5 單元：營運資金管理策略？ 

R3-2  兩帳合一之帳務處理 
一.兩帳之意義         二.內帳資金潛藏之風險  

三.兩帳合一的方法     四.主管機關查核之方式  

五.股東往來之運用方式 六.兩帳分設 

 

R3-4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營業稅常見爭議 
1.營利事業所得稅常見爭議解析:包含網路交易、
登載網路社群廣告、違約金認列時點、非居者取
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認定、財稅規定不同之申
報差異等議題。 

2.營業稅常見爭議解析:包含零稅率及應免稅適用、
兼營營業人、網路訂房、視同銷貨、購買國外勞務、
代收代付、旅行社代收轉付內容、非營利組織銷售
貨物或勞務等議題。 

R3-5公開發行公司「背信」案件刑事法律
責任解析 
壹、導論    
貳、何謂背信罪？ 
一、條文依據  

(一)刑法第 342條（二）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 
二、背信罪之意義 

三、背信罪之客觀要件 
(一)行為主體：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二)行為：
違背任務／職務(三)結果：致生損害或其他利
益(四)特別背信罪：1.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2.違背職務或侵占公司資產 3.致公司遭受損害
達新台幣 500萬元。 

四、背信罪之主觀要件 
(一)故意：含直接故意及間接故意(二)意圖：
得利意圖及損害意圖(三)特別背信罪：1.故意
2.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 

五、背信罪之罰則 
(一)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000元以下罰金。 
(二)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處 3年以上 10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 2億
元以下罰金。 

參、實務案例分享         肆、問題討論 

R3-6 IFRS 16新租賃準則對企業之影響 
1. 租賃新定義 
2. 承租人會計處理  
3. 出租人會計處理 
4. 其他重大議題  

5. 生效日及轉換規定 
6. IFRS16與企業會計準則「租賃」之比較 

 

http://www.asip.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