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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中科)【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講習】課程簡章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費用(含稅) 

會員 非會員 

A0417 
科學園區保稅務人員 

講習證照班 

108/4/17-4/19 

(周三~周五) 
8:30~17:20 3,600 4,300 

一、依  據：1.財政部關務署 103年 12月 25日台關業字第 10310274841號公布之「海關審  

查民間機構辦理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訓練及保稅業務人員講習作業要點」辦理。 

2.『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園區事業保稅業務人員應具國內、外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含同等學歷資格)   

或普通考試(含丙等特考)以上考試及格，並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經辦保稅業務達二年以上者。 

 (2)經管理局或分局、海關或海關審查通過之民間機構舉辦保稅業務人員講習並

取得結業證書。 

二、招生對象：從事保稅業務工作或有興趣者。 

三、上課時間：108年 4月 17日（星期三)～107年 4月 19日(星期五) 

四、上課地點：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號 7樓 (中科管理局工商服務大樓 7樓) 

五、報名方式： 

    1.E-mail：lywang@asip.org.tw 或 傳真：04-25608828  王小姐收 

2.親洽：中部園區辦事處(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7樓)報名。 

3.諮詢專線：04-25608827#332 王小姐。 

※ 學員請於課程第一天繳交 1.近照(最好1吋)照片1張(照片後面請書寫學員姓名)  

                       2.身分證正面影本一份。                

六、上課地點：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部園區辦事處(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號 7樓)  

              電話：（04）25608827  傳真：（04）25608828 

七、報名費用：本會會員廠商 NT＄3,600/人，非會員廠商 NT$4,200/人 (提供中餐及茶水)。 

八、繳款方式：因需前置作業及講義印製，請最慢於課程開始前 7天付款完畢 

1.即期支票：支票抬頭為『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2.匯    款：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竹科竹村分行  帳號：215-10-647581 

                戶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中部園區辦事處 

      匯款後請先將匯款單傳真至 04-25608828，並請來電 04-25608827確認，謝謝!!! 

九、課程內容及報名表：請參閱附件一、二 

十、講習規則： 

訓練合格之評鑑，以筆試為原則，參與訓練人員之上課時數需達課程時數 80%，使可參加測驗。

經測驗合格者(六十分為及格)，由本會發給證書。 

mailto:lywang@asi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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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講習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時數 科目 內容 主講人 

4

月17

日(

星
期
三) 

08:30-10:20 2 
科學園區保

稅實務 

1.科學園區貿易業務管理辦法 

2.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相關實務介紹 

中科管理局 

邱祕書美祝 

10:30-12:20 2 

戰略性高科

技貨品輸出

入管理 

1.貿易法 

2.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 

中科管理局 

吳辦事員傳棻 

12:30-13:30 午   休 

13:30-14:20 1 
科學園區法

規概述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 

中科管理局 

黃組長懿美 

14:30-17:20 3 
進出口作業

規定 

1.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 

2.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臺中關 

李課長偉法 

4

月18

日(

星
期
四)

 

08:30-12:20 4 
關務基本法

規介紹 

1.關稅法 

2.海關緝私條例 

臺中關 

林課長秀芬 

12:30-13:30 午   休 

13:30-17:20 4 

科學園區保

稅業務相關

法規 

1.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2.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點 

3.科學園區事業生產非保稅產品作業

規定 

4.科學園區、農業科技園區、加工出口

區保稅貨物於進/出口地海關通關作

業規定 

臺中關 

林稽核日冠 

4

月19

日(

星
期
五) 

08:30-12:20 
 

4 

科學園區年

度盤存實務 

1.科學園區園區事業辦理盤存作
業要點 

2.科學園區園區事業貨物製作結
算報告表實務 

3.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業分類原
料盤差容許率表 

4.科學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
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及供重

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
件 

臺中關 

陳專員雅玲 

12:30-13:30 午   休 

13:30-16:20 3 
貨物通關自

動化介紹 

1.貨櫃（物）動態傳輸作業規定 

2.通關透明化線上查詢簡介 

3.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 

臺中關 

鄭股長守源 

 16:30-17:20 1 測   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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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王小姐  FAX：04-25608828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會是否收到報名表  

             電話：04-25608827分機332   mail:lywang@asip.org.tw 

保稅證照課程報名表 

 

課程名稱   108 年度科學園區保稅業務人員講習  課程代碼  A0417 

姓名中文   性別  □男  □女  

英文  
(名 )                    

(姓 )  
學歷  □高中□專科□二技 /四技□大學□碩士□博士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公司名稱   部門   
職
稱  

 

公司電話   分機   行動電話   

E-Mai l   

地址  
(O) □□□  

(H) □□□  

資    格   □會員 (園區公會之會員廠商)   □非會員 (非會員廠商)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承辦人   連絡電話   分機   

E-Mai l   

付款方式：  
□支票 (抬頭：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 煩請寄至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7 樓，謝謝 ! 

□電匯 (兆豐銀行 -竹科竹村分行  帳號：215-10-647581 戶名：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中部園區辦事處 )

□現金繳費  

顧客得知本課程訊息來源：□公會網站  □公會刊物  □ EDM □同事或同業  □紙本簡章  □其他               

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園區公會相關課程最新消息與優惠資訊：□願意□不願意   

針對此課程的參訓動機：□公司目前需要而由公司選派     □公司未來需要而由公司選派  

□個人目前工作需要自行申請   □個人未來發展    □個人對此課程感興趣  

注意事項：  

(a)  學員英文姓名請填與護照上的姓名羅馬拼音相同  

(b)  學員請繳交近照 (1 吋 (最好 )或 2 吋照片 1 張 (照片後面請書寫學員姓名 )，以利製作證書  

(c) 報名費用：本會會員廠商 NT＄ 3,600/人，非會員廠商 NT$4,300/人  (提供中餐及茶水 )  

              ~~若無法確認是否為本會會員，歡迎來電洽詢 ~~ 

 我本人願意遵守著作權法，上課中不錄音、不錄影、不照相。  
 我本人同意將必要欄位資料提供給本會做為其必要需求使用，如不提供將導致無法進行其後續服務  

 報名者簽名：                                                                    

                                     填寫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本會將保留所有優惠方案、開課時間、以及課程內容與費用調整權力，歡迎來電洽詢！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