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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竹科)110 年 4-6 月財會持續進修課程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系列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日    期 時    間 

費    用 

會員 非會員 

R2-1 企業財務規劃與銀行往來-資金調度實務（財務） 4/22(四) 09:00-16:00 2400 2800 

R2-2 
IFRS 母子公司間交易內部利益之處理（財務、會
計） 5/05(三) 09:00-16:00 2400 2800 

R2-3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IFRS#15)-客戶合約
收入會計處理（財務、會計） 5/19(三) 09:00-16:00 2400 2800 

R2-4 企業成本分析、管理與有效控制（會計） 6/17(四) 09:00-16:00 24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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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報名確認後，請待收到「開課暨繳費通知」再繳費。 

2. 以下方式請擇一： 

可以支票、匯款、ATM 轉帳 或兆豐銀行 mail 的繳款單繳交報名費，若以個人帳戶
轉帳匯款者，請告知學員姓名/繳款日期及帳號後五碼，以利對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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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報名參加者視為同意支付課程費用，若於開課 7日之前取消報名，可全數退費；
開課前 7日內取消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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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 E-mail 予學員及其承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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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交通資訊 

1. 自行開車者(新竹場)： https://is.gd/tp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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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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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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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分鐘可到本會大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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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承辦 

聯絡方式 

電話：03-5775996 分機 162 鍾小姐，信箱：mychung@asip.org.tw  

傳真：03-5781972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 4樓  教育訓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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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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鍾小姐，Mail：mychung@asip.org.tw  
 

園區公會(竹科)110 年 4-6 月財會持續進修課程 

【財會人員暨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系列】報名表 
 

R2-1 企業財務規劃與銀行往來-資金調度實務（財務）  4/22(四) 

R2-2 IFRS 母子公司間交易內部利益之處理（財務、會計）  5/05(三) 

R2-3 (IFRS#15)-客戶合約收入會計處理（財務、會計）  5/19(三) 

R2-4 企業成本分析、管理與有效控制（會計）  6/17(四) 

姓名 
課程代碼 身分證字號(必填) E-mail 

部門/職稱 出生年月日(必填) 電話/分機及行動 

 
   

   

 
   

   

 
   

   

請勾選 
1.是否需累積會計主管每年應持續進修課程之積分? □是□不是(填是者,續下題) 

2.申報資格：□會計主管□代理□編製(公開發行/上市/上櫃/興櫃公司勾選) 

公司全名：                                      □會員   □非會員 

證券代號(4 碼)：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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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款方式：《請擇一且自付手續費用》 

1.報名確認後請收到「開課暨繳費通知」再繳費，收據請註明學員姓名回傳本會並來電確認。 
2.可以支票、匯款、ATM 轉帳 或兆豐銀行 mail 的繳款單繳交費用，若以個人帳戶轉帳匯款者，
請告知學員姓名/繳款日期及帳號後五碼，以利對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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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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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 
「為維護您的隱私及個人資料之安全，本會訓練組將恪遵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規定，為舉辦課程及相關活動、寄
發電子報、客戶管理、提供服務、統計、調查、研究等目的，本會將僅於前述目的存續期間內，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
非自動化之方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例如:姓名、工作地址、行動電話及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
者等）。您得隨時以 mail 請求更正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我們將立即為您處理，若您不願意提
供您的個人資料，本會將可能無法提供您完整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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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竹科) 110 年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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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1 企業財務規劃與銀行往來-資金調度實務 

第 1單元：利潤從哪來？錢在那裡？  
一、企業經營目的只為一件事…【投】【產】【存】的價值經

營! 
二、正視危機，應對危機？ 
三、全球景氣不佳衝擊，財務機能該採哪些應急&解套方案？ 
四、環境&競爭，改變了 B/S、P/L、C/F的變化? 
五、如何通過高效團隊決策會議，提升團隊合作績效? 
六、盤點企業經營的 6大痛苦? 
七、案例探討:鴻海集團的札根行動 vs.3 革? 
八、景氣競爭力儀表板：經營 3R 目標？ vs. 3＄主義？ 
九、財務規劃的終極目的是在談什麼？ 
十、經營致勝的財務操盤規劃-價值決策規劃步驟？  
十一、賺錢的目標損益決策的選擇模式？ 
十二、永遠要留意財務狀況的結構? vs.長短期償債比率? 
十三、個案討論：hTC 未來「財務計畫」的改善謀略之建議？ 
 
第 2 單元：財務規劃篇 
一、財務規劃的概念？意義？  
二、財務規劃之內容？  
三、財務總體規畫結構圖？KPI 目標需求？基本手法？  
四、應如何做好財務規劃？從哪著手？3對策? 
 
第 3 單元﹕資金調度篇 
一、如何靈活調度財務？ 
二、為什麼要加強資金調度上的控制？ 
三、資金調度+控制，這麼做就對了! 
四、掌握金融市場長短期資金供應鏈結構? 
五、資金的配置 vs.利用與調度? 
六、資金調度的基本原則與籌措方法：$來=$去 ; 長短期的

均衡 ? 
七、動腦規劃：如何改善提升企業的流動比率？  
八、求人不如求己的[ 資產、負債 ] 內部資金變現措施 vs. 

規劃？  
九、業務部報價 AR 交易條件的有利 Twd 現金流之選擇? 
十、 AR 交易憑證的選擇? 
十一、如何解除資金壓力，採行有效的資金調度策略 6步

驟？ 
十二、優質財務出納在資金調度上應注意事項? 
十三、上市/上櫃公司[長期資金]的籌資方式?時機判斷? 
十四、案例:O 食品上市公司 資產負債表 vs.資金調度操作

變化!? 
 
第 4 單元：銀行往來篇 
一、銀行放款作業流程是怎樣進行的？ 
二、如何讓銀行看對眼的 3部曲？ 
三、自我檢查企業最適融資的 3項指標？4個警戒線？ 
四、銀行怎樣計算您的各項融資額度？ 
五、如何順利取得銀行貸款？ 
六、從銀行角度看：有效取得銀行融資 10大技巧？  
七、銀行審核企業貸款額度重點？授信 5P？焦點突破？ 
八、借力使力的 10 大往來戰術？  
九、問題與解決？ 

R2-2 IFRS 母子公司間交易內部利益之
處理 

一.母子公司間存貨之交易內部利益之處理 

1.順流交易   2.逆流交易  3.側流交易 

二.母子公司間折舊性資產之交易內部利益之處

理 

1.由買方公司使用之處理 

2.由買方公司出售予外界第三者之處理 

三.母子公司間順流交易相關會計科目之設計 

1.以「投資收益」科目處理 

2.以「未實現利益」科目處理 

R2-3 (IFRS#15)客戶合約收入會計處理 

一、收入認列之核心原則及步驟 

二、收入之認互與衡量 

1．修改合約     2．交易價格之變動 

三、特定收入合約之會計處理 

1．附退貨權之銷售 

2．開帳單並代管之協議 

3．寄銷與代銷 

4．附保固服務之銷售 

5．客戶對額外商品或勞務之選擇權 

6．授權 

A．智慧財產之授權     

B．特許權之授權 

7．再買回協議 

8．勞務收入之會計處理  

A．完工百分比法  B．成本回收法 

R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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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