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園區公會(南科)108 年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課程

講師

日期

時間

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編製
(財務)

石世賢

3/21
(四)

F0718A

企業產品訂價決策與移轉計價
會計處理(會計)

石世賢

F0718B

各項員工奬酬制度對企業之財
稅影響與運用實務(會計)

F0719C
F0719D

代碼
F0321

課程名稱

費用

時
數

會員

非會員

9:00-16:00

6

2400

2800

7/18
(四)

9:00-12:00

3

林姿妤

7/18
(四)

13:00-16:00

3

最新公司法修正之影響與因應
(公司治理)

劉穎勳

7/19
(五)

9:00-12:00

3

營業秘密法與競業禁止案例分
析(法律責任)

蘇南桓

7/19
(五)

13:00-16:00

3

(3H)1600 (3H)1950
(6H)2400 (6H)2800
(12H)4600 (12H)5300

*現場繳費恕不優惠

優惠方案

同公司參加單堂課程3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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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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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款方式 2.繳款方式：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
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南部園區辦事處
請自行負擔
銀行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竹科竹村分行(銀行代號017)
手續費用
帳 號：215-10-64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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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南科辦事處-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26 號 2 樓【202 教室】

提醒通知

本會將於開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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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來襲

若因颱風⋯等天災，台南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1.自行開車-請至本會綱站http://www.asip.org.tw/content.php?catid=31&cid=47下載參閱。
2.搭乘火車-「南科站」，轉搭園區免費巡回巴士至南科商場站下車，步行約5分鍾可
到(假日停駛)；高鐵-「台南站」下車，再搭高鐵免費接駁車至南科(假日停駛)，步
請上網下載
行至本會。轉乘資訊：請至南科管理局網站查詢https://www.stsp.gov.tw/web/
交通資訊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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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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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050322 分機 232 周小姐、分機 233 陳小姐
e-mail:csjou@asip.org.tw chchen@asip.org.tw
傳真：06-5050025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南科-->課程簡章下載

TO：教育訓練組 周小姐或陳小姐 Fax:06-5050025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電話：06-5050322 分機 232、233 mail:csjou@asip.org.tw

chchen@asip.org.tw

科學園區公會(南科)108 年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報名表
姓名

課程代碼
部門/職務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E-mail
電話/分機、行動電話

是

請勾選 是否為會計主管每年持續進修 12 小時相關的課程?
公司全名：

□會員

不是
□非會員

證券代號：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若開立個人發票，免填寫)

□□□□□(地址務必填寫)

承辦人：

電話/分機：

傳真：

承辦人 E-mail:
＊報名費用繳款方式(請自付手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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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
戶

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南部園區辦事處

銀行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竹科竹村分行(銀行代號017)
帳

號：215-10-64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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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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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因颱風⋯等天災，台南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科學園區公會(南科)108 年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課程大綱
F0321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編製
一、母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會計處理
一、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編製技術
二、母公司授益折溢價之處理
三、「非控制權益」之處理
四、母子公司間交易之會計處理
(一)存貨1.順流交易2.逆流交易3.側流交易
(二)機器設備1.順流交易2.逆流交易3.側流交易
F0718A企業產品訂價決策與移轉計價會計處理
第一節 影響訂價決策之因素
一、消費者需要
二、產品成本
三、競爭情況
第二節 訂價的方法
一、利潤最大化訂價法
二、使用資本報酬率訂價法
三、成本加成訂價法
四、差異成本訂價法
第三節 目標成本與訂價
第四節 改善成本法與訂價
第五節 生命週期成本與訂價
一、生命週期成本
二、新產品之訂價
三、高價訂價法的考量因素
四、滲透訂價法的考量因素
第六節 公平交易法與訂價之關係
第七節 移轉計價制度之功能
一、目標一致性
二、部門自主性
三、績效評估合理性
第八節 移轉計價的一般通則
第九節 移轉計價的方式
一、市價基礎移轉計價法
二、成本基礎移轉計價法
三、協議移轉計價法
四、任意移轉計價法
五、雙重移轉計價法
第十節 跨國企業的移轉計價
第十一節 移轉計價的會計處理

講師簡介
石世賢

老師

(具多年實務經驗與教學經驗，教學內容豐富)
【現任】
亞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稅務法令雜誌社
聘任講座及編輯
【經歷】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約聘查核員、財政部財
稅人員訓練所講座、台灣銀行行員訓練中心講座、公
開上市公司獨立監察人、中央大學教授、輔仁大學教
授、東海大學教授
【專長】
財務會計準則研討、財務報表分析、財務管理、成本
與管理會計、稅務會計

科學園區公會(南科)108 年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課程大綱
F0718B
各項員工奬酬制度對企業之財稅影響與運用實務
•員工獎酬工具之種類與實務運用技巧
•不同員工獎酬工具對於企業損益變動之影響
•員工獎酬工具之運用時機
•員工酬勞
•發行員工認股權
•庫藏股轉讓員工
•現金增資依法由員工認購部份
•限制型股票
•技術入股
•公司股東持股信託之孳息轉讓予員工
F0719C
最新公司法修正之影響與因應
一、引言-公司法及子法之施行日期
二、董事會
1.自身利害關係範圍擴及於董事關係人
2.過半數董事的董事會召集權
3.放寬董事提名權
4.【非公發公司】放寬召集董事會方式
5.【非公發公司】董事會組成彈性化
三、股東會
1.控制股東召集權 2.增加禁止臨時動議議案
3.擴大股東提案權
4.【非公發公司】股東會召集彈性化
5.【非公發公司】承認表決權拘束契約或信託
四、股東資訊權-擴大股東名簿提出義務
五、國際化
1.申請外文名稱登記 2.刪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
六、增加企業經營彈性擴大員工獎酬機制適用於母、子公司員工
七、資本形成事項
1.放寬盈餘分派 2.公司得採無票面金額股
3.【非公發公司】多元特別股、放寬私募公司債
八、其他
1.加重公發公司負責人各項違法責任
2.持股申報 3.擴大撤銷公司登記事由
九、閉鎖性公司-一般非公發公司與閉鎖性公司差異
F0719D
營業秘密法與競業禁止案例分析

講師簡介
林姿妤

老師

【現任】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台南所審計服務部主持會計師
【專長】
•公開發行及上市櫃公司審計確信服務
•公開發行及上市櫃之規劃及輔導
•上市上櫃之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CSR)實務
•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實務
•生技醫療產業相關規劃及輔導
•台商回台相關規劃及輔導
•公司財務規劃及企業併購實務
劉穎勳

老師

【現任】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專長】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移轉訂價分析研究
•併購稅務諮詢
•稅務爭訟業務
•個人資產及稅務管理諮詢

蘇南桓

檢察官

經歷：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一審法官檢察
官、二審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