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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中科)107 年 4-7 月份教育訓練課程簡章 

~ 經營管理系列 ~ 
課程 

代碼 
課  程  名  稱 日  期 時  間 

費用(含稅) 

會員 非會員 

D0412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各項書表、調節表填

寫以及注意事項 
4/12(四) 9:00~16:00 2,300 2,700 

D0519 供應商管理六大循環養成實務演練 5/19(六) 9:00~16:00 2,300 2,700 

D0524 ISO9001：2015 內部稽核員實務演練 5/24(四) 9:00~16:00 2,300 2,700 

D0622 
南進政策與貿易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東協十國或兩岸三地貿易金流操作實務) 
6/22(五) 9:00~16:00 2,300 2,700 

 

優惠方案 
① 凡同公司參加本課程3人(含)以上，可享9折優惠 

② 早鳥優惠：凡開課前15天報名且繳費成功，可享95折優惠  ※※勞安課程除外※※ 

上課地點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號7樓 (中科管理局內工商大樓7樓) 

繳費方式 
請自行負擔

手續費用 

1.完成報名手續後，課程費用最遲務必於開課前7日內繳清，繳款後之收據請來電或mail

告知。 

2.繳款方式：即期支票、銀行匯款、ATM~〈請自付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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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215-10-647581（銀行代號 017）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竹科竹村分行 

上課通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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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颱風等天災，上課地點台中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3.報名人數不足或遇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有延期或停辦本講習之權力。 

汽車 

停車場 

(本會提供免費停車) 

1.可將車輛停於”中科管理局大樓”地下停車場(停放綠燈燈號標示洽公車位) 

2.於報到時提供車號交給本會，本會將提供免費停車。 

3.機車可直接停放地下室 

報名方式 

 (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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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332  王小姐    

4.網址：www.asip.org.tw -->教育訓練-->中科-->課程簡章下載 

 

 

http://www.asi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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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中科)訓練課程報名表 

NO 課程代碼 姓 名 身分證 生日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1        

2        

3        

4        

5        

1.公司名稱(全銜)：                                                

2.統一編號：                    ，□發票合開 1張  

3.發票開立：□二聯式(同學員姓名)，□ 三聯式(請填寫發票抬頭及統編) 

4.資格：□會員(園區公會之會員廠商)，□非會員(非會員廠商) 

郵遞區號五碼/地址： 

承辦人： 電話/分機：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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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園區辦事處 

  銀 行 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竹科竹村分行 

  帳    號：215-10-647581 （銀行代號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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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於開課前 5-7天，mail 上課通知予各單

位承辦人員，未收到者，請主動與本會聯絡。 

★因颱風…等天災，台中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則當日課程另擇期舉行。 

★上課地點：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 號 7 樓 (中科管理局工商大樓 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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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公會(中科)107 年 4-7 月份教育訓練課程大綱(一) 

~ 經營管理系列 ~ 
課程大綱 講師簡介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各項書表、調節表填
寫以及注意事項 

一、各類稅務調節表之編製與重點     

1.開立發票總金額與營業收入調節表 
2.各類給付扣繳稅額、可抵扣稅額與申報金額調節表 

3.各類收益扣繳稅額、可抵扣稅額與申報金額調節表 

二、股東可抵扣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之解析 
1.稅額扣抵比率之計算及盈餘分配項目明細表 
2.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三、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申報書 
1.基本稅額之計算 
2.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計算 
四、資產負債表之編製 
1.股東往來     2.金融資產 
五、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表之編製 
1.營業收入       2.營業費用 
3.非營業收益     4.非營業損失 

石世賢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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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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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的 

  提點企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常見之缺失   
  以協助順利申報營所稅  

※預期效益 
  1.對於所得稅申報書之內容能正確填寫。 
  2.對於各項調節表能調節正確。 

供應商管理六大循環養成實務演練 

一、供應商六大管理體系 

1.供應商開發、評選、日常管理、教育訓練、考核
與獎懲 

2.尋求供應商的來源  

二、供應商的評選 

1.成立評選小組  2.評選短、長期與策略性項目   

3.合格供應商的評分  4.供應商策略選擇   

5.供應商徵信、情報分析   6.案例分享與演練 

三、供應商管理 

1.供應商分類及分級管理  2.供應商考核  

3.供應商獎懲  4.供應商早期參與   

四、供應商的整合 

1.整合的目的  2.執行方式  3.整合成效  

五、供應商關係管理 

1.供應商關係發展過程  2.差異化分析  

3.蝴蝶變鑽石  4.標竿企業案例 

六、供應鏈管理原則 

1.交期管理事前、事中與事後重點總整理    

2.供應鏈策略架構  3.供應 三 A 法則   

4.案例分享與演練 

張耀勝 老師 

※現任 

  國內前二十大企業 行政部門副處長及大學
兼任講師 

※著作 
  1.從日本地震災害談供應中斷風險管理 
  2.料漲+工漲！漲不停！企業維持競爭優勢

從 cost down 做起 
  3.由災害頻傳談供應商交期管理 
  4.企業自製與外包之採購政策考量因素 
  5.打著燈籠找對象--談供應商開發、評選與

合作 
6.從行銷 PLC談 採購成本降低策略應用 

※參加對象 
  採購人員、資材人員、業務、研發人員、經

營企劃分析人員及對採購實務知識有興趣者 

※預期效益 
1.此課程為採購管理工作基礎概念養成的關
鍵，一旦基礎穩固，並輔以策略的導入應
用絕對有利於因應日後瞬息萬變的供需市
場變化。 

2.可藉由此課程提升學員擬定策略運用的方
法達到企業的採購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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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講師簡介 

ISO9001：2015 內部稽核員實務演練 

一、ISO9001:2015條文介紹 

二、內部品質系統稽核流程導向內部品質稽核之
規劃 

三、ISO9001:2015內稽流程導現場稽核活動 
之執行   ※※內稽實務演練※※ 

四、稽核矯正單的開立與矯正活動 
          ※※內稽實務演練※※  

※課程特色 

1.本課程以集中講解、分組實務演練，確保組織

能正確的導入品質管理系統，並有效的實施內
部稽核，使產品和系統符合顧客的期望與要
求。 

2.本課程將教導學員如何因應系統驗證，以及有
效提昇現有或新增內稽人員能力與進階；以稽
核的角度來解讀條文、並搭配案例研究，使您
身歷稽核情境，於演練中輕鬆瞭解稽核之要
求，與您充分互動，以達到課程之目標。 

洪福彬 老師 
※現任 
  朝陽科技大學 助教授  
  昇岡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顧問師 
※專長 
  1.生產管理、品質企業經營財務管理  
  2.ISO 9001/14001/OHSAS18001/ISO22000  
    系統主導稽核員及內部稽核員訓練課程講

師  
  3.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稽核經驗 
4.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稽核經驗 

※參加對象 

  1.企業內需要學習、瞭解 ISO9001:2015 管理
系統知識的管理代表或稽核人員。 

  2.負責公司 ISO9001:2015系統建立、實施及

負責推進公司 ISO9001:2015 標準提升之人

員。    

  3.參與公司 ISO9001:2015系統運行之人員。 

  4.希望增加個人資歷，提昇進入職場及工作

能力之人員。 

南進政策與貿易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東協十國或兩岸三地貿易金流操作實務) 

一、何謂南進政策(聚焦東協十國)?東協十國概 

況 

二、何謂境外公司(Paper Company)？境外公司

有何功能？ 

三、如何規避價格移轉及受控交易之嫌疑？ 

四、如何選擇境外公司? 

五、何謂 OBU？OBU功能如何？ 

六、國內廠商及海外台商如何利用境外公司在

OBU操作貿易金流 

七、案例介紹-放眼天下、胸懷歐亞陸、立足台

灣(東協十國、兩岸三地金流操作) 

八、大陸台商如何利用”跨境擔保外匯管理規

定”在海峽兩岸(OBU)辦理融金流流通 

※預期效益 
  本班課程授課講師經驗十分豐富，並具備多年
講學經驗，學員可透過課程之訓練以漸進且深入
淺出之教學方式，配合案例檢討，深入了解全套
交易之精隨，及如何調度資金之建議。 

葉清宗 老師 

※現任 
  現任金融研訓院菁英講座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 ITI國貿班講師 

※著作 
1.進出口貿易疑難 Q&A(外貿協會出版)1-2 
2.進出口貿易與押匯實務疑難問題解析首
篇、 
  貳篇、參篇、肆篇 
3.信用狀出進口押匯實務─單據製作與審核 
4.透視與規避貿易風險案例解析 
5.貿易融資風險管理暨案例解析 

※課程目的 
  企業到海外(大陸、越南等東協十國)投資, 
為能受到投資保障及籌措資金,紛紛設立『境外

公司』，並就近利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資
金進出自由之特性，以國內為根據地，運用三
角貿易作業方式在 OBU操作，貿易金流操作由
單純之 DBU，轉向多元化之 OBU 。 

※參加對象 
  貿易廠商、業務行銷、財務、押匯人員、報
關、航運、銀行、保險等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