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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
認定原則」
(依據111.07.12經濟部令 經企字第11104602890號)編輯組) ◎ 編 輯 組
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行政院創新創業政策，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新創事業指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
且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一）國內新創事業：依我國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設立未
滿八年之事業。
（二）國外新創事業：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且設立未滿八年之事業。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受前項設立未滿八年之限制。
三、具創新能力之國內新創事業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獲得下列投（籌）資達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１、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
２、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之個人現金投資。
３、經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審議通過投資者。
４、政府認定之國內外或國際新創募資平台之投（籌）資。
（二）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
（三）申請取得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權人以其發明或設計
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並經本部智慧財產局登記。
（四）申請取得我國動植物品種權或命名登記，但不包括經讓與或授權實施者。
（五）於一年內曾經實質進駐或現已實質進駐下列園區或創育機構，並經該園區或創育
機構推薦者：
１、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及計畫。
２、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直營之創育機構，或登錄於本部國際創育機構並經本部中小企
業處核定及公告者。
３、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認定之國外創育機構。
（六）新創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競賽或設計競賽獲獎。
（七）新創事業或其負責人曾於國內外具指標性之國際時裝週展演參展，或曾於國內外
具指標性之影展、國際時尚獎項及競賽入圍或獲獎。
（八）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四、具創新能力之國外新創事業應符合前點除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外各款規定條件之一。
五、第三點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名單，由本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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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依據111.08.08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104610670號) ◎ 編 輯 組
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開始營業前，填具設立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五、設立分支機構。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稅籍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商業或
有限合夥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視為已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
稅籍登記；其屬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
物或勞務者，對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應自主管稽徵機關核准
之日起十五日內，向該機關申請補辦。
營業人之管理處、事務所、工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
場所、展售場所、連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部、拍賣場及類
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如對外營業，應於開始營業前依本規則規定，分別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應向營業人所在地之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
記，並申報販賣機設備編號、放置處所及營業台數，免就販賣機放置處所逐一申請
稅籍登記。但販賣機放置處所設有專責管理處所或以販賣機收取停車費者，不適用
之。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應向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於辦理稅籍登記後，應以書面通知營業人。非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
登記者，並應副知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第 四 條 營業人稅籍登記，應登記事項如下：一、營業人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所在地地址。
三、組織種類：公司、獨資、合夥、有限合夥或其他組織。
四、資本額。
五、營業種類。
六、合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資種類、數額。七、有限合
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或法人統一編號、住所、居所、出資
額、出資種類及責任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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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場所，其總機構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但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免予載明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九、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者
，其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向網路服務提供業者或其他提供虛擬主機之中介業
者申請會員加入賣家者，併含其向各業者申請之各該會員帳號。
非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之分支機構申請稅籍登記時，其依前項第一
款規定應登記之名稱，除應表明總機構名稱外，尚須附記其為分支機構之明確
字樣。另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名稱應標明國籍，並置於地區名或特取名稱之前。
第 四 條之一 營業人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
勞務，應於其網路銷售頁面及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程式之明顯位置清楚揭露其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名稱。
第 八 條 稅籍應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
檢同有關證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
關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對於稅籍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
應於辦妥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變更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為之。但僅對於第四條第
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其自動販賣機營業台數增減、放置處所變更時，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營業人所在地稽徵機關報備。
營業人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辦妥稅籍登記，且至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日有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
或勞務者，應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以前，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應登記
事項，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十一條 營業人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主管稽徵機
關得依檢察機關通知，撤銷其稅籍登記。
營業人登記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申請，廢
止其稅籍登記：
一、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達六個月。但有正
當理由經核准延展者，不在此限。
二、遷離原址，逾六個月未申請變更登記，經稽徵機關通知仍未辦理。三、登記後
經有關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有權人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稅籍登記者發生前二項應撤銷或廢止登記情事，
主管稽徵機關應通報登記主管機關，經其辦理撤銷或廢止登記後，始得為之。
但經登記主管機關通報營業人解散或歇業登記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自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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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
(依據111.07.13勞動部令 勞動發特字第11105106851號) ◎ 編 輯 組
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雇主持續僱用高齡者，落實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
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章繼續僱用之補助規定，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本計畫之訂定、修正、解釋及公告事宜。
（二）本計畫之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控事宜。
（三）資訊管理系統之規劃、建置及管理事宜。
（四）執行績效之統計及分析事項。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各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受理申請、審查、核定、撤銷、廢止、計酬方式變更及通知雇主審查結果等相關事
宜。
（二）辦理查核、申訴受理、資料彙總、登錄及執行控管等相關事宜。
（三）辦理補助經費核撥或核銷事宜。
（四）辦理計畫推廣說明會、區域性行銷宣導等相關事宜。
（五）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三、本計畫補助之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學校。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
四、雇主申請繼續僱用補助者，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達其所僱用符合
該規定總人數之百分之三十。
（二）繼續僱用期間達六個月以上。
（三）繼續僱用期間之薪資不低於原有薪資。
前項第一款所定繼續僱用之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計算期間：本計畫受理期間下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計算方式：雇主繼續僱用於前款計算期間內，預估成就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除以該期間內預估成就該規定之全部人數。
（三）前款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五、各分署於每一年度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受理下一年度雇主申請本計畫。
前點第二項第一款計算期間及前項受理期間，本署認有特殊情形者，得另行公告。
六、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原有薪資，指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於雇主申請本計畫前，連續僱
用達三個月之平均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有計薪方式變更情形，依下列標準核算原有薪資；其核算後之數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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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本工資者，以基本工資計算原有薪資：
（一）計薪方式由按月計酬變更為按時計酬或其他計酬方式者，以雇主申請本計畫前三個
月，該勞工之每月平均薪資除以二百四十小時計算每小時原有薪資。
（二）計薪方式由按時計酬或前款以外其他計酬方式變更為按月計酬者，以雇主申請本計
畫前三個月，該勞工平均每月所得薪資計算每月原有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辦理前項計薪方式變更，每位高齡者以一次為限，逾一次者不
予受理。
七、雇主申請本計畫之補助，僱用勞工總人數應至少達三人以上，且所僱用之勞工為雇主之配
偶或三親等內親屬者，不計入人數計算。
八、雇主自申請本計畫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不得強制繼續僱用勞工退休、
終止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轉換其勞工保險投保單位；違反者，該勞工不計
入繼續僱用比率之人數計算，並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發雇主該勞工之繼續僱用補助。
九、雇主申請本計畫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及繼續僱用計畫書。
（二）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最近一個月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人數或其他足資證明加保之證明文件。
（四）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最近三個月之薪資及出勤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雇主應於符合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條件之日起九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請領繼續僱用補助：
（一）僱用證明文件。
（二）薪資證明文件。
（三）原核准函影本。
（四）領據。
（五）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清冊。
（六）繼續僱用之高齡者請領補助期間之出勤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一、雇主申請本計畫或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應檢附之文件、資料不齊者，應於各分署通知期間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十二、本計畫補助金額及期間，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繼續僱用之高齡者依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請假，致雇主給付薪
資低於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核發標準之情形，依實際獲致薪資數額發給雇主繼續僱用
補助。
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補助期間之認定，自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年滿六十五歲之翌日起算，
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僱用日數未達三十日者不予列計。
十三、同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非營利扣繳編號之雇主，應將同一編號之僱用人數合併計算，
一次提出申請。
十四、同一高齡者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並均以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方
式約定給付薪資者，各雇主均得依規定申請本計畫並請領繼續僱用補助。但各雇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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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同一高齡者之補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各目規定之最高金額。
前項情形，各分署應按各雇主申請送達受理之時間，依序核發。
十五、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本計畫執行情形，得查對相關文件、資料，雇
主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優先查核：
（一）所申請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同時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
（二）近三年獲繼續僱用補助人數累計達三十人。
（三）近三年曾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應建立補助案件檔案備查，並配合受訪查相關事項，其查核結果列入賡續補助之參
考。
十六、雇主自受僱高齡者繼續僱用補助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有解僱、自願
離職、申請退休等終止勞動契約情事，自該勞工勞動契約終止日之次日起，不予核發繼
續僱用補助。
十七、雇主於申請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應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其他社會
保險養老給付之繼續僱用高齡者，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十八、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分署應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不予核發補助；已發
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限期命其返還：
（一）不實請領或溢領。
（二）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
（三）未實質僱用高齡者。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核。
（五）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違反本辦法規定。
（七）其他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
有前項第一款所定情事，各分署得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停止補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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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裕處理
容量許可管理辦法」
(依據111.07.20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令環署循字第1111093079A號) ◎ 編 輯 組
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下簡稱處理設施）：指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自行或共同處理事業廢棄物所設之既有處理設施。
二、設置處理容量：指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管理辦法取得許可（
以下簡稱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處理設施，為許可之每月處理量；其他自行
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為每月可處理廢棄物之最大量。
三、餘裕處理容量：指設置處理容量扣除事業每月所產生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
棄物量。
四、處理技術員：指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之人員。

第三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應取得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核發機關）核發
之一般餘裕量許可文件（以下簡稱一般許可文件）後，始得提供餘裕處理容量接受
其他事業委託處理廢棄物。
前項處理設施已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且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之事業廢
棄物未超過原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廢棄物種類，得向核發機關申請簡易餘裕量許可
文件（以下簡稱簡易許可文件）。

第四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提報試運轉計畫書，送請核發機關核准後，
依試運轉計畫書進行測試：
一、未取得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二、申請提供餘裕處理容量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超出原許可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前項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來源、數量及清運計畫。
三、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四、緊急應變措施。
五、質量平衡計算方式。
第一項核准之試運轉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試運轉測試者無法於核准期限內依試運
轉計畫完成試運轉，得於核准試運轉期限屆滿前向核發機關申請展延，展延申請次
數以二次為限，且含原核准試運轉期限之試運轉總日數不得超過六個月。但經核發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試運轉測試者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因核發機關審查致試運轉期

- 08 -

彰化工業

雙月刊 210 期

限屆滿前無法作成展延之准駁，得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後至試運轉展延作成准駁期間
內，依試運轉計畫內容繼續試運轉；未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者，核
發機關於試運轉期限屆滿未作成展延之准駁，應停止試運轉。
試運轉測試者未依核發機關核准試運轉計畫內容進行測試者，核發機關應令其改善
或停止試運轉，並通知限期改善。改善次數以一次為限，屆期未提改善計畫或未完
成改善者，核發機關應廢止已核准試運轉計畫之處分。
第一項申請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以熱處理法處理者，得以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
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准文件代之，免提試運轉計畫書。
第五 條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一般許可文件，應具有至少一年之處理設施
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
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六、收受廢棄物之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規劃。
七、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八、最近一年內之場（廠）運轉採樣及監測報告。但以熱處理法處理有害事業廢棄
物，經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完成試燒測試，且測試
報告經核發機關核准者，另應檢具經核准之試燒計畫、試燒報告及核發機關核
准文件。
九、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但其他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十、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
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十一、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進行試運轉測試者，另應檢附處理設施試運轉報告。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事業申請處理設施提供餘裕處理容量之簡易許可文件，應具至少一年之處理
設施營運及操作實績，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二、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文件。
三、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餘裕處理容量及營運操作實績資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前二項規定檢送之文件，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供核
發機關審查。但必要時，核發機關得要求申請者提示正本供查核。

第六 條

核發機關審核前條申請時，除審核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外，並應審酌處理設施操作期
間之環保稽查取締紀錄及其他核發機關認有必要審查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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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一次審查完畢，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增加一
次審查。
前項審查期限為六十日，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但應扣除
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
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核發機關規定之期限內補正者，核發機關得於
審查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第七 條

核發機關得審酌處理設施設置處理容量、營運操作實績及事業之處理設施相關許可
文件，據以許可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餘裕處理容量。
前項許可使用之餘裕處理容量，不得大於設置處理容量百分之五十。但事業每月實
際接受委託處理量總額得有許可餘裕處理容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許差值。
核發機關非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應於核發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時，副知原核發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之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許可時，亦同。

第八 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一、事業名稱及地址。
二、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處理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每月許可餘裕處理容量及處理方法。
四、場（廠）地點。
五、許可期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九條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五年，首次核發一般許可文件之許可
期限不得超過三年。但設置掩埋場最終處置設施或處理設施之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
賸餘有效期限未滿五年者，其許可期限得縮短之。
前項許可期限屆滿後繼續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者，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
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許可期限依前項之規定辦理核發機關應於受理
前項申請後六十日內作成准駁決定；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間之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但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
於核發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正不完全，經再次限期補
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
作成准駁之決定。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申請展延
者於其許可期限屆滿後，至核發機關作成展延准駁決定之期間內，得依原許可文件
內容辦理。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至八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停止收受及處理已進廠之廢棄物。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文件失其效力，如
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第十條

事業申請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之展延，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
一、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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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
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原核發之許可文件。
六、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廢棄物處理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
生之衍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十一條

事業之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使用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記載事項中，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
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填具變更申請表，
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辦理變更。
二、其他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內容之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理，並檢
具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變更部分審
查及核准。
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文件變更時，其期限應以原核准之期限為限。

第十二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
技術員一人。但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置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二人，其中甲
級處理技術員至少一人。

第十三條

事業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應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
並保存三年，以備核發機關查驗。但受託處理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
物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頻率、場所（含廢棄物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之地
點及數量）。
三、處理方法之操作條件及處理後廢棄物性質（含收集頻率、收集點及分類標準
）。
四、合約期限。
五、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因自行停業、宣告破產或其他事由無法繼
續從事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四條

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之事業，應將每日廢棄物產出、收受、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情形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逐項作成營運紀錄，隨其
處理設施存放，以供查核。
前項事業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項紀錄者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以書面方式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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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五日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季營運紀錄，跨區營運者應同
時向跨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
營運紀錄之申報後，除經核對無誤予以備查外，應要求申報者限期補正或依相關
規定辦理。
事業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
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第十五條

事業所置之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事業應即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
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並應於九十日內另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負責有害
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之甲級處理技術員，應於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員另聘時，
該事業應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中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接受委託處理：
一、處理技術員離職時，該事業未依前條規定辦理。
二、事業場（廠）內貯存並以該處理設施處理之廢棄物量超過設置處理容量
三、處理設施因故障、天然災害或重大意外事故導致停止運作超過三十日
四、許可期限屆滿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展延取得一般許可文件或簡易許可
文件。
五、自行或共同處理許可經廢止。
六、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經核發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事業依前項規定中止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者，應於中止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
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備查。
事業於第一項所列之情形消失或完成改善，應報請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同意後
，始得繼續接受委託處理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第十七條

事業終止提供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或喪失廢棄物處理能力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通知處理設施核發機關；其未完成之處理業務，應於二個月內自行
處理完成或委託合法之處理機構代為處理，並將執行完成之報告書報請核發機關
備查。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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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貨物稅產製廠商採購免稅原料
網際網路申請作業要點」
(依據111.07.28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100556760號) ◎ 編 輯 組
貨物稅產製廠商採購免稅原料網際網路申請作業要點
一、為便利貨物稅產製廠商（以下簡稱產製廠商）運用網際網路向所在地國稅局辦理（以下簡
稱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產製廠商依貨物稅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七條規
定辦理貨物稅採購免稅原料，於採用網路申請時，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權利義務與一般申請案件相同。
四、產製廠商應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址：https://moeaca.nat.gov.tw）核發之工商憑證
IC卡（以下簡稱工商憑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以下簡稱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辦理採購免稅
原料網路申請作業。
五、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作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資料登錄及上傳：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免稅原料，應以工商憑證登入稅
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採購免稅原料申請頁面，登錄產製廠商資料、採
購方式、產製廠商所屬直轄市、縣（市）與所在地國稅局、成品資訊及原料資訊
等申請資料後執行上傳。
（二）收件確認：透過稅務入口網收受產製廠商前款申請，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寄送收
件確認訊息及案件編號至產製廠商聯絡人電子信箱。
（三）貨物稅採購原料免稅核定書（以下簡稱核定書）下載：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審
核第一款申請案件無訛，產製廠商同意以電子通知者，應以電子郵件通知產製廠
商自行以工商憑證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核定書下載頁面，下載
核定書（乙、丙聯）；產製廠商不同意以電子通知者，應函送核定書（乙、丙聯
）予產製廠商。
（四）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採購進口免稅原料經核准者，應於報運進口免稅原料之進口
報單載明核定書許可文件號碼，且報單所載免稅原料之品名、型號、規格、數量
等欄位，應與核定書所載相符。
六、網路申請免稅原料入廠銷案作業方式如下：
（一）銷案資料登錄及上傳：產製廠商以網路申請免稅原料入廠銷案，應於免稅原料驗
收入廠後，以工商憑證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免稅原料入廠銷案申
請頁面，逐筆登錄免稅原料入廠日期、入廠數量及原免稅照字軌號碼，並上傳加蓋
產製廠商自行查驗入廠戳記及註明入廠日期之免稅照正、反面電子檔。免稅照正本
得免依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七十七條規定送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但應妥善保存，
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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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件確認：透過稅務入口網收受產製廠商前款申請，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寄送收
件確認訊息及案件編號至產製廠商聯絡人電子信箱。
（三）銷案備查：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審核第一款申請案件無訛，應函復產製廠商准
予免稅原料入廠銷案，並副知免稅原料原進口地海關或供應廠商所在地國稅局。
（四）檔案格式：產製廠商依第一款規定上傳之免稅照正、反面電子檔，其檔案格式應
符合於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免稅原料入廠銷案申請頁面所載之說明。
七、申請案件補正及更正作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案件有錯誤或缺漏等情形者，產製廠商所在地國稅局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
（二）產製廠商自行發現網路申請案件有錯誤或重複申請等情形，應以書面申請撤回（
銷）或更正。
八、產製廠商得以工商憑證或聯絡人電子信箱及案件編號登入稅務入口網「採購免稅原料專區
」查詢頁面，查詢案件申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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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
帳簿憑證辦法」部分條文
(依據111.08.08財政部令台財稅字第11104610671號) ◎ 編 輯 組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

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
，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
根或副本。上開原始憑證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者，應
儲存於媒體。
前項所定營業事項包括營利事業之貨物、資產、勞務等交易事項。
營利事業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供他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並向該他人或其交易相對人收取費用之原始憑證，應載明憑以
計費之交易品名、交易日期、交易金額與其他財政部規定之必要交易紀錄，及
該等必要交易紀錄對應之付費者身分識別資料，如付費者名稱併其註冊帳號。
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
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原始憑證。
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於對外營業事項發生時，得免給與他
人原始憑證。

第二十四條

各項會計憑證，除為權責存在或應予永久保存者，應另行保管外，應依事項發
生之時序或按其事項之種類，依次編號黏貼或裝訂成冊。其給與他人之憑證，
如有誤寫或收回作廢者，應黏附於原號存根或副本之上。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以媒體儲存之原始憑證，應於記帳憑證載明
憑證字軌號碼，不適用前項規定。
非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之買受人取得電子發票，該買受人得自整合服務
平台下載列印憑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時，營利事業應在規
定時間內提示有關各種證明銷售額及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
營利事業之會計帳簿憑證採下列方式處理並儲存於媒體者，得以該部分電子
檔案送交調查：
一、依商業會計法第四十條及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規定，使
用電子方式處理及儲存於媒體之會計帳簿、憑證。
二、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
收之原始憑證。
三、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載明必要交易紀錄及身分識別資料之原始憑
證。
四、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以電子方式儲存於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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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帳簿或會計憑證。
前項提示之電子檔案，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無法讀取或內容無
法完整呈現者，營利事業仍應負責列印或提供帳簿、憑證或有關文件，以供查核。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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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
(依據111.08.04經濟部令 經工字第11104603290號) ◎ 編 輯 組
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辦法
第一 條

本辦法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公司符合下列要件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申請審定為生技
醫藥公司：
一、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從事生技醫藥之研究、發展或臨床前試驗、依法規取得國內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進行生技醫藥人體臨床試驗或田間試驗，或取得國內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發給之生技醫藥上市或製造許可證明。但生技醫藥之研究或發展工作
全程於國外進行者，不適用之。
（二）提出申請年度之上一年度或當年度之生技醫藥研究與發展費用，占該公司同
一年度總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五以上，或占該公司同一年度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十以上。
（三）聘僱大學以上學歷之生技醫藥專職研究發展人員至少五人。
二、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從事生技醫藥之受託開發製造，並提出具備關鍵製程開發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提出申請當年度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製造製程
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且占同一年度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十以上。
（三）聘僱大學以上學歷之生技醫藥專職研究發展人員至少五人及專職製造人員
至少十人。
本部依前項規定為審定時，應邀請財政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相關
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參與。

第三 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如下：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要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包括投資計畫目的、投資項目、經營團隊、研究發展團隊與其職
掌、項目製程或研究發展流程、建廠或擴廠時間表、研究發展開始作業及項目
開始銷售或開始提供服務之時間表。
公司依前項規定檢附之申請文件，有欠缺而可補正者，本部應就全案一次通知
補正；公司應於本部通知補正函文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未完全者，本部應為駁回之處分。
前二項文件屬外文者，應經當地公證或認證機構公證或認證，並檢具經我國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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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機構驗證之中文譯本。
第四條

經審定為生技醫藥公司者，本部應核發生技醫藥公司審定函，並載明自核發之次日
起五年內有效，且有效期間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生技醫藥公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其每年
度之生技醫藥研究與發展費用及專職研究發展人員，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目、第三目所定之比率及人數；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生技醫藥公
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其每年度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
發製造製程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與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應符合第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所定之金額與比率及人數。
生技醫藥公司如經本部查核發現其申請時或於該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有不符合第二條
第一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審定要件或前項規定者，本部得邀請第二條第二項機關代
表及學者專家再行確認後，撤銷或廢止該審定函，並副知財政部賦稅署及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稅捐稽徵機關如發現生技醫藥公司有不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三目或
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情形之一者，應檢具相關事證，移請本部依前項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取得本部核發之生技新藥公司審定函，且
至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審定函有效期間尚未屆滿者，視為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所定之生技醫藥公司。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所定研究與發展費用及總營業收入淨額，以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數額為準；其於申請審定時尚未經稅捐稽徵
機關核定者，以申報數為準。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所定機器設備金額，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財產
目錄所載專供從事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製程之數額為準，並應檢具相
關佐證資料。
前條第二項所定生技醫藥公司於審定函有效期間內，每年度研究與發展費用、專職
研究發展人員或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製造製程之自有機
器設備金額、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應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第三目或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所定比率及人數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目所定比率，應以審定函有效期間內
各該年度之研究與發展費用或專供符合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開發
製造製程之自有機器設備金額占同一年度總營業收入淨額或實收資本額之比率
認定，實收資本額並依當年度實收資本額之期初餘額及期末餘額平均計算；年
度中如有減資情形，除減資彌補虧損外，其餘減資數額應自該期末餘額加回。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三目所定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
人員之人數，依每月平均之專職研究發展人員及專職製造人員之人數認定。

第六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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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
(依據111.08.11衛生福利部 令衛部保字第1111260247號) ◎ 編 輯 組
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被保險人、受益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五十三條規定請領給付者或國民年金
利害關係人，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申請人資格或納保。
二、被保險人年資。
三、保險費或利息。
四、各項給付。
五、身心障礙程度。
六、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之權益。
應負連帶繳納義務之被保險人配偶對保險人下列事項之核定發生爭議時，得依
本辦法規定申請審議：
一、限期繳納被保險人保險費及其利息。
二、正當理由認定或罰鍰。

第三條

申請人就前條所定事項之核定不服時，應於接到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之次日起六十
日內，經由保險人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申請審議；其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遲誤期間者，應自其原因消滅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敘明遲誤原因，申請審議。
審議之申請，以收受審議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但以郵遞方式申請者，以原寄郵局之
郵戳為準。
申請人在第一項所定期間內，向監理會或保險人表示不服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
申請審議，並應於三十日內補送審議申請書。
申請人向監理會申請審議者，監理會應將審議申請書移送保險人依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第四 條

申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

第五條

前二條申請，應填具審議申請書，並檢附保險人原核定文件影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資料為之；委任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委任書；證據為文書者，應檢附繕本或影本。
審議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一、被保險人及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其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者，亦同。
二、有委任代理人者，代理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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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人原核定文件文號、收受或知悉保險人原核定之年月日。
四、申請審議之請求事項。
五、申請審議之事實及理由。
六、證據。
七、年、月、日。
第六條

保險人收到審議申請書後，應先行審查原核定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請審議為有理
由者，應重新核定，並通知申請人及副知監理會。
保險人不依申請人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核定者，應於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提出意見書，連同審議申請書及其他必要案卷，一併檢送監理會，並將意見書
副知申請人。

第七條

申請人申請審議後，於審定書送達前，得撤回之。但撤回後，不得就同一爭議事件
再申請審議。

第八條

監理會收到審議申請書後，認為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
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
前項補正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

第九條

申請人得以書面請求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卷內文件。但下列文件，不包括在內：
一、審定擬辦之文稿。
二、審定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四、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必要之文件。

第十條

監理會為審議爭議事件，應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監理會執行秘書，
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聘（派）之，並召開審議會議
，以合議制方式審理之：
一、社會保險、保險學、國民年金、社會福利之學者專家或曾任、現任講師以上職
務三年以上：三人或四人。
二、曾任或現任司法官、律師、簡任職法制工作或法學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
人或四人。
三、曾任或現任公立醫院主治醫師或醫學院講師以上職務三年以上：三人。
四、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科級主管以上：三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由機關代表擔任之
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為無給職。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之委
員，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時止。

第十一條 審議會議，以一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十二條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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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決議之表決，以舉手或記名為之，必要時得以無記名投票行之。
第十三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克出席時，得提出書面意見，由主席於開會
時代為報告，但不得代為表決。
第十四條 審議會議開會時，得請保險人派員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申請人或相關人員
列席說明。申請人亦得申請列席說明。
前項人員於說明完畢時，應即離場。
第十五條 監理會於收到保險人意見書後，應即連同審議申請書交付審議。前項審議之決定，
應自收到審議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不
得逾三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前項期間，於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補送審議申請書
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未為補送者，自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其依第八條規
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十六條 爭議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
一、審議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申請審議逾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三、申請人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四、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五、原核定已不存在。
六、對已審定或已撤回之爭議案件，重行申請審議。
七、對於非行政處分或非第二條所定事項，申請審議。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而為不受理審定者，如原核定確屬違法或不當，中央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第十七條 審議之決定，應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者，於該法律關係尚未確定前，得
依職權或申請人之申請，暫停審議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請人。
第十八條 申請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或其他依法得繼受原核定所涉權利或利益之人，承受其
申請審議。
依前項規定承受申請審議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保險人或監理會檢
送因申請人死亡繼受權利之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爭議事件必要時，得送請專家鑑定，審議會議開會時並得邀請列席說明。前項鑑定
，得依相關法規支給鑑定費。
第二十條 申請審議無理由者，監理會應為駁回之審定。保險人原核定所憑理由雖屬不當，而
以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申請審議為無理由。
申請審議有理由者，監理會應以審定撤銷保險人原核定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
之情節，逕為變更審定或發回保險人另為核定。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
得為更不利益之審定。
第二十一條

監理會應將審議結果作成審定書，並由監理會於審定後十五日內分別送達申請
人及保險人。
保險人對於前項審定結果，應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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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三、機關及首長。
四、年、月、日。
審定書應附記不服審定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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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
(依據111.07.07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100572730號) ◎ 編 輯 組
遺產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能就近至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遺產稅申
報（以下簡稱跨局申辦），不受戶籍所在地限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有關納稅義務人跨局申辦遺產稅及稽徵機關相關作業程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
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與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貳、適用對象及條件
三、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財產及扣除額，符合下列規定並檢齊證明文件，繼承人得跨局
申報：
（一）遺產總額新臺幣（下同）三千萬元以下且未列報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汽
、機車除外）；納稅義務人補申報案件，加計歷次核定之遺產總額三千萬元以
下。
（二）財產種類：
１、土地及房屋：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所有，且非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一視為農業用地，土地應檢附死亡當期土地登記謄本，房屋應檢附死亡當期房
屋評定標準價格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依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查詢被繼承人財產
參考清單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產稅課稅資料參考清單（以下簡稱
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申
報非屬課稅資料參考清單所載之土地及房屋，應一併檢附可資證明確屬被繼承
人所有之文件。
２、現金及存款：列報之金額與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平均利息所
得，按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換算存款短差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
死亡日存款餘額證明或存摺（含封面）、存單影本。但經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
關單一窗口受理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查詢並確認遺
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以下簡稱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
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其屬優惠存款按優惠存款利率換算短差金額，
應一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３、投資理財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記名式儲值卡、基金及信用合作社之社員股金
：應檢附死亡日相關帳戶、卡片餘額證明、股金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
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
免檢附。
４、上市、上櫃及興櫃之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應檢附死亡日之有價證券餘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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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證券存摺影本、實體票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
融遺產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有限公司出資額之個別投資面
額不超過五百萬元：應檢附死亡日之持股餘額或出資額證明、每股面額資料及
最近一期之公司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６、保險：被繼承人為要保人，且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之保險，應檢附保險
公司出具死亡日該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證明。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
參考清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７、汽（機）車：應檢附汽（機）車行車執照影本或車籍資料等證明文件。
８、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已申報贈與稅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應檢附贈與稅核
定通知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扣除額：
１、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之扣除額：應檢附現戶戶籍資料（如國民身分證
、戶口名簿、護照或在臺居留證影本等）。
２、身心障礙扣除額：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或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為嚴重
病人之證明書影本。
３、農地農用扣除額：應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４、債權人為金融機構且未償債務合計七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借款
餘額證明（含原核准貸款日期、額度）。但經納稅義務人確認金融遺產參考清
單所載資料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資料相符者，得免檢附。
５、應納未納稅捐、罰鍰及罰金合計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繳
納之繳款書或繳納通知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６、喪葬費。
７、土地使用分區載明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或載明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機
關用地、上下水道用地、警所用地、防空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且每筆土地公告
現值五百萬元以下：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須註明
編定日期）。
四、前點遺產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適用跨局申報：
（一）逾期申報、代位申報、遺囑執行人申報及遺產管理人申報案件。
（二）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之申報案件。
（三）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案件。
（四）列報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為遺產或列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被繼承人死亡
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再轉繼承案件。
（五）被繼承人遺產或繼承人身分涉及法院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案件。
（六）被繼承人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加倍計算免稅額案件。
（七）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出售不動產，其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合計超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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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
（八）經代為收受國稅局審酌，需另行查核之案件。
五、依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適用遺
產稅申報稅額試算（以下簡稱稅額試算）服務之案件，經納稅義務人填妥國稅局提
供之確認申報書，得於遺產稅申報期限屆滿前，跨局臨櫃遞送回復確認，其證明文
件應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檢視國稅局提供之稅額試算通知書，因增列遺產或扣除額等，改採自行
申報遺產稅者，應依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但其列報遺產及扣除額資料，與稅
額試算通知書所載內容相符者，得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不受第三點規定限制。
叁、作業程序
六、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
（一）收件
１、各地區國稅局代為收受（以下簡稱收件局）案件管轄國稅局（以下簡稱管轄局
）之遺產稅申報書及應附文件（以下簡稱申報資料），應先確認被繼承人戶籍
所在地，於遺產稅稅籍資料檔選取「跨局代收案件所屬國稅局」欄位，執行稅
籍資料建檔作業。
２、收件局依據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執行課稅資料建檔及申報案件處理作業，並於
遺產稅扣除額資料檔勾選「跨局案件自動給號」欄位，由系統自動給號（編列
收件案號共十四碼，第一碼至第三碼為管轄局縣市英文代號及機關代號，第四
碼及第五碼為被繼承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市）代號，第六碼至第八碼為申報
年度別代號，第九碼為申報案件代號1，第十碼為跨局申辦代號6，第十一碼至
第十四碼為流水號代號）。
（二）核定及發證
１、收件局核對申報與建檔資料正確無誤後，將檔案傳送至管轄局，並於遺產稅申
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註明「資料核對無誤」後核章。
２、管轄局系統完成核定作業後，收件局對於核定無應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對於核定有應
納稅額者，列印並核發遺產稅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交納稅義務人簽收，並
於完稅後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交納稅義務人簽
收。
七、稅額試算確認申報書之收件、核定及發證作業，依稅額試算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更正案件之處理
納稅義務人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查對更正之作業如下：
（一）當月之核定案件：由收件局審查後就地建檔更正。
（二）非當月之核定案件：由管轄局受理查對更正，申報資料如尚未移回管轄局者
，收件局應先行傳真或掃描電子檔方式傳輸資料。
九、行政救濟案件之處理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依稅捐稽徵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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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申請復查，應由管轄局受理。如納稅義務人向收件局遞交復查申請書，收件
局應於十日內將復查申請書移送管轄局，並通知納稅義務人。
十、申報資料移送保管之處理
收件局於次月五日前，將上月跨局申報資料連同遺產稅跨局申辦清冊移送管轄局，
由管轄局複核申報資料，於遺產稅申報書審核意見及結果欄核章。
肆、附則
十一、績效列管
每月結束後五日內，收件局應執行上月跨局申辦案件統計，並列印遺產稅跨局申辦
件數統計表送單位主管核閱；每季結束後五日內，填具「全國跨局申辦遺產稅件數
統計表」函送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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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 自110年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110年綜合所得稅報期間財政部已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提醒民眾如去年(110年)有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缴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
股票)，其所得應申報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交易該公司
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
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
之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一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地合一課稅
範圍，則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
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
月1日起施行，如民眾去年有交易相關標的者，應於今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併同申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
查核認定。
二、 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防杜個人藉於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盈餘不分配，規避我國稅負，配合國際

- 27 -

彰化工業

雙月刊 210 期

反避稅趨勢，我國於106年5月10日增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建立個人FC制度。
該分局說明，為因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
已核定個人CFC制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CFC制度係完善我國公平合理稅制之一環，保障財政健全，CFC制度
相關法規及常見問答可於財政 部賦稅署網站（https://www.dot.gov.tw）點選「稅改專區\反
避稅專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查詢。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受雙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方有免課贈與稅之適用
王小姐來電詢問想將名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贈與弟弟，是否得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配偶
、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稅。所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贈與人及受贈人雙
方為配偶或直系血親之情形始有免徵贈與稅之適用。因王小姐與弟弟為旁系血親，故王小
姐赠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弟弟並不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
民眾如有任何问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應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父親去世前3個月曾贈與1筆地予母親，該筆土地是否須併入父親之遗產
總額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遗産稅故林先生於申报父親之遗產稅時，須將父親去
世前3個月贈與母親之該筆土地一併計入父親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话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職工福利超限只要轉列其他費用就好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規定列報職工福利支出，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
會，皆有限額之規定，若有超限情形，將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規定予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規定，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福
利金提撥標準計有：
一、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或增資資本額之5%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20%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每月營業收入總額提撥0.05%至0.15%。
三、下腳變價時提撥20%至40%。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僅能
就其實際支付費用，依上述第二、三點規定限度內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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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指出，列報職工福利雖有限額之規定，但不論有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員工醫藥費
皆可核實認定；另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不
足或超過規定限度部分，則可以其他費用列支。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未成立
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職工福利支出金額為350萬元，因計算其可列報之限額僅為300萬
元（營業收入總額20億×0.15%），公司在申報時遂將超過限額50萬元部分轉以其他費用列
支。經本局進一步查核發現該超過限額之費用不屬於「舉辦員工文康、旅遊及聚餐等性質
」，不符合可將超過限額50萬元轉列報為其他費用之規定，經核定剔除超限部分，補徵稅
額10萬元，並依所得 稅法第100條之2規定加計利息。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職工福利之列報，無論是否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除員工醫藥費
外，皆有限額之規定，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檢視有無超限情形，避免遭國稅局補
徵稅額並加計利息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六、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配，規避
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配
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應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1、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
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符
合CFC定義。
2、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3、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後
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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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
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5、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藉
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原應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選「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反
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終止三七五租約給付之補償費低於標準者其差額不課贈與稅
林先生來電詢問其父親為三七五租約之地主，如經協議給付佃農之補償費低於平均地權条
例規定之標準時，差額會課贈與稅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其終止租約之認定，應以縣市
政府核准登記之日期為準。另地主及佃農雙方如經協議以低於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之標準給
付補償費者，因其差額非為債務免除情事，不課徵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納稅義務人應注意遺產稅申報期間之規定，如不能如期申報，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依規定
申請延期
王小姐來電詢問其父親最近過世，最遲應於何時申報遗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辦理
申報但申請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者，自法院指定遗產管理人之日起算6個月為申報期限·又
遗產稅纳稅義務人具有正当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應於申报期限居滿前申請延長，延長期
限原則以3個月為限。
民眾如有任何問题，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營利事業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營利事業如有受控外國企業者應及早預作準備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成立受控外國企業·
(ControlledForeignCompany，以下簡稱CFC）保留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盈餘不分自己，規
避我國納稅義務，我國已於105年7月27日增訂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建立營利事業CFC制度
，但為免於對臺商全球投資布局造成影響，CFC制度的施行日期授權行政院訂定。後來為
配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施行期滿（110年8月16日）及因庭、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推動實施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行政院於111年1月14日核定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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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制度自112年度施行，以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
該分局進一步整理營利事業CFC制度重點如下，供營利事業參考：
一、我國營利事業及其關俘、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
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境外關係企業即
符合CFC定義。
二、CFC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或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新臺幣700
萬元）以下者，得豁免適用CFC規定。
三、我國營利事業認列CFC投資收益，係以CFC當年度盈餘，減除依CFC所在國家或地區
法律規定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項目及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
後的餘額，按其直接持有該CFC股份或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四、為避免重複課稅，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CFC股利或盈餘時，其已認列CFC投資收益並
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部分，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
定繳納的股利或盈餘所得稅，得依規定辦理國外稅額扣抵。
五、CFC制度不是加稅措施，僅是將CFC當年度盈餘視同分配，提前課稅，防杜營利事業
藉由將CFC盈餘保留不分配，規避厚、庭、負擔我國納稅之義務。
該分局特別提醒，因應國際稅制發展，我國CFC制度將自112年度正式上路，營利事業可
於該局網站（https://www.ntbca.gov.tw)點還「首頁／主題專區／稅務專區／營利事業所得
稅／反避稅專區」查詢CFC制度相關法規及疑義解答。
營利事業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
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十、營利事業若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申請免辦營利事所得稅暫繳申請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來常接獲企業主詢問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應
如何申請免辦理l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說明，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符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
補貼補償、振興相關措施者。或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減（例如自
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其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
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或 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形）者，可檢具申
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暫繳申報期間（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l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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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採特殊會計者，申報期限比照曆年制推算），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免辨理111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於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開始前，已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向國稅局申請並核准免辦理109年度或110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者，或已申請並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或已申請並核准退還營業稅溢
付稅額者，即可免辦理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無須再提出申請。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
位：營所遺贈稅課胡柄祥，電話：04-7274325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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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期

◎ （111年7月～8月）
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５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溪州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2.本會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實務基礎」培訓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１６、２
３日，安排﹝白天班、４天、３２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尤
芃程、林玉禎、游銅錫、張基郁、張淑敏、陳相訓、賴坤明、陳元科等８位老師擔任，有３
３人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８場「國際貿易操作人員實務初階」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日上午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秘書淑
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２８日開訓，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
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０人參加。
4.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５、１１、１８日，安
排﹝白天班、３天、１６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呂
尤琴、梁淑紋、高鈺婷、林珈均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６日下午六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
加。
6.本會辦理「運用Excel輕鬆處理會計帳務及製作財務報表」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７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淑惠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畫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８、１５、２２日﹝
白天班、３天、２１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丘蔚興、伍耀
璋、桂美俊、柯昭德、陳新福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６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８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埔心廠
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9.本會辦理第７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
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
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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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３、１４日，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11.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４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３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
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２２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加。
1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７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啟泉電機工程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４場「如何成為主管得力助手與做好
自我當責管理」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就業平等宣導計畫～第２場「就業平等」宣導會，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溪湖鎮農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楊博勛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課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說明探討、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就
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及Q&A。
1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第９場「商業會計法及證交法投資人實務」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０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由劉
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８日開訓，聘請靖永彬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８人參加。
1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
參加。
18.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尤理事長山泉、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二個議
案。
19.本會召開「第１６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富山日
本餐廳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９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書
淑華、劉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尤理事長山泉主持，彰化縣政府林副
縣長田富、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張總幹事啟楷、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林主任志鴻、台灣電力公司彰化區營業處陳處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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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會務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十二個
議案。
2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８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印尼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允強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埔心廠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１０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５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高翰霖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
22.本會辦理第２場「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７
月２５日至３１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柯昭德、張國田、林志昌、蔡正桐、廖振魁、戴宗坤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１６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１
年７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員林市立圖書館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
任，有６７人參加。研習課程：資遣通報與態樣分析及Q&A。
24.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５場「請假及各項假別爭議～如何合
法規劃與預防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25.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26.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１９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億鋼架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
聘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27.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４場「採購人員國貿專業知識與技巧實務講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熊敏賢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８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29.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第２０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大成棕織企業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30.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協助事業單位設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８、１５日﹝白天班、３天、
１６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慧明、呂尤琴、高鈺婷、郭翰霖、
楊雁凌、林珈均、梁淑紋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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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６場「雙贏談判及議價技巧實戰技巧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計有２６人參加。
3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外籍移工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印尼、
越南移工」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假英發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３人參加。研習課程：製造業機械作業危
害預防暨Q&A問題研討。
33.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５場「國際商用英文會議議程與簡報技巧訓練
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甘怡然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８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１
人參加。
35.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６場「LinkedIn國際業務開發與經營」講習，於
１１１年８月１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蘇書平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36.本會辦理第６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１
年８月１０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羅健原、陳新福、張國田、林東民、楊昇儒、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張宏棋等９
位老師擔任，有４４人參加。
37.本會辦理第３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６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
參加。
38.本會辦理第２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１８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３
９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一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１人。
40.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二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２人。
41.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2.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三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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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３場「國際
市場開發及推廣行銷爭取訂單實務班」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賴如川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指揮手」訓練
班，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４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陳新福、張國田、楊昇儒、戴宗坤、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４
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四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３０人。
46.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
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５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４１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五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４人。
49.本會辦理「第十七屆第六選區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分區預備會議，於１１１年８月
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埤頭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選舉出席會員代表１１人。
50.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２９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哲瑋、周雯華等２位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１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專業內部講師職能」培訓班，開訓
典禮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
主持，本班聘請蔡景文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
，訂於９月２７日結訓。
52.本會承辦１１１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境外公司與OBU金流實務操作入門班」
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3.本會辦理第２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１年８月３０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 37 -

彰化工業

雙月刊 210 期



⸮⇔䳡ⲣ㠫㗁濚濚 ⴲ䏠㠫ᵸㄋㅓ宅㑷㜆∈ⴲ㛶₄䊫⃣

ൢӪΙࡡ௴ҢጣΰൢӪġ
ᘈᒵᙏണϱ፞แӪᆎ
џ๖ՍൢӪᆩમ



ݬ  㨰ᶣ濕‵⫯㠫ẛ敨Ʊ↜ẛƱ幰ẛƱ㶿ẛ䨇嵩宅㛺濕★⊭⛯⋋⊁壑Ʋ

  ⊁壑⨶⎟㑺奰䣉䰎㘝⹊䔺ᵆ䰎壑娇㖶濕䷸Ⳬ㔀㐶㗨屃弌䳻㔀㐶ᴉ 濕⨶孹䏯㏽ⵚ垚 aƲ
ⵍ 奰䣉 曎壆幤
唝 ᶡ䝺 䋄㒣㗝

㔀摑

奰䣉⋋䣯

奰䣉孹䏦

㔀 ᵸ
䫟䦞巇
姙  ⳩
㐶 㐶
ỉ⃣ 

ᛦߎᚐ;6421 ϡ!

ĲıİĲĶĮĲĲİĲĳġ Γၗമݤзჴ୍ᔈ ံշߎᚐ;5359 ϡ! Ĵıġ ĳĵġ ᙏМԙ
ĲĵķĲķĶġ ϲġ
ıĺĻııĮĲķĻııġ
Ҕ૽ግ!
྆ీԃ
Ĳġ
ᏢԾб;2173 ϡ!
˰㛔婚䦳⛐借妻䶜䵚䶂ᶲ⟙⎵㗪攻:⟙⎵㗪攻 111 ⸜ 9 㚰 14 㖍ᷕ⋰ 12:00~10 㚰 12 㖍ᶳ⋰ 18:00 㬊

ᛦߎᚐ;6611 ϡ!
ගϲπቷှ،ୢᚒૈ ံշߎᚐ;5511 ϡ!
ĲıİĳĺĮĲĲİĳķġ
ĲĵķĲķķ ϲġ
Ĵıġ ĳıġ ༁఼߫
ıĺĻııĮĲķĻııġ
Κჴ୍૽ግ!
ϡ
!
ᏢԾб;2211
ĳġ

!

˰㛔婚䦳⛐借妻䶜䵚䶂ᶲ⟙⎵㗪攻⟙⎵㗪攻 111 ⸜ 9 㚰 29 㖍ᷕ⋰ 12:00~10 㚰 26 㖍ᶳ⋰ 18:00 㬊˱

!

ᛦߎᚐ;7721 ϡ!
ኧՏᙯࠠႝΓωჴ ံշߎᚐ;6399 ϡ!
ĲĲİĲĳĮĲĳİĲĸġ
ෆࢍᆰ
ĲĵķĲķĸ ϲġ
Ĵķġ ĳıġ
้!
ıĺĻııĮĲķĻııġ
բ!
Ĵġ
ᏢԾб;2433 ϡ!
㛔婚䦳⛐借妻䶜䵚䶂ᶲ⟙⎵㗪攻:⟙⎵㗪攻 111 ⸜ 10 㚰 12 㖍ᷕ⋰ 12:00~11 㚰 9 㖍ᶳ⋰ 18:00 㬊˱

!

!

ᛦߎᚐ;3761 ϡ!

ĵġ

ĲĵķĲķĹ

ᔼࡌิ୍ᄤ܊Ӧӝ ံշߎᚐ;3231 ϡ!
Ѳġ ĲĲİĲĸĮĲĳİĹġ
ĳĵġ ĵıġ ෬ס
ıĺĻııĮĲķĻııġ
ჴ୍!
ᏢԾб;641 ϡ!

㛔婚䦳⛐借妻䶜䵚䶂ᶲ⟙⎵㗪攻:⟙⎵㗪攻 111 ⸜ 10 㚰 17 㖍ᷕ⋰ 12:00~11 㚰 14 㖍ᶳ⋰ 18:00 㬊˱

ݬ垚Ⅷ㝛ᶴ濣
   ⛯⋋奰䣉斾 䴱㳃…朋濕壑⹊ṛ宅㛺庾彂 a⨶孹傱ỉᵸ⳱ヴƲ
   䄷⩘⫋嬟↜ⲣ濕⊭ᵩ㏽ⵚ ⨶孹垚ⅧƲ ⡀濕 㨰ᶣƱḌ㏴‣ヴピᳫḌ㏴‣ヴƱ嵩⺁敚䟗仃Ʊ䈦
䦉孞㎒⩴壆仃Ʊ≝ḍ㫏ġ䨇 
!

⟙炽⎵炽屯炽妲!



⛯⋋㔀摑濣妉ṛ䀥奰䣉䲘⛯⋋㔀摑傱⫆⬪䱰䦗⛯⋋濕朋㶽⊭㉐ỗ垚Ʋ
⛯⋋㑷ⷍ濣媲ℯ凚⏗䁊Ⱈ㥔态⊇⅌㛪Ⓢ






∈ⴲ㛶₄䊫⃣…徦奰䣉䫟䦞㉁㊍巇 
ⅴ凚⏗䁊Ⱈ㥔态✏偞姺䷛䶙⠘⏴媙䧲 
⭳ㇷ䶙巖⠘⏴⽳Ə媲Ὥ曢㟌婉ƏỌ∐⏴栴䢡婴Ə嬄嬄Ƅ媙䧲偖䵈ạƝ ⇭㩆  溪⯶⦷˚
⇭㩆  ≰䦿㛟!

- 40 -

彰化工業

雙月刊 210 期

⸮⇔䳡ⲣ㠫㗁  ⴲ  㗆幤䋄姙亐壑䲲㯹↓圦 Ჾ
ᜪձ!

ፐำӜᆀ!

Ⴃۓ໒ፐВය!


ᖱৣ
ӝ

१ࠔ!

2! ᖱಞ! 枝⍿⩇…䩟䮹䰯 +$&&3 䴺䵊㐗佰 ⫍㔀         :038)ࢃයΒ*5 λਔΠϱ 2;41.6;11! ᖱৣဂ
:039)ࢃයΟ*7 λਔϱ 21;11.28;11! Һৎݯ
3! ᖱಞ! 屃䯘㠫↗ノ⅝慵⏬⺁㮓⪤↗壑䲲
१ࠔ 枝⍿⩇…䩟䮹䰯 +$&&3 ⪤↗⚷壑䊫 ἅ㒣䊫  !!
ӝ
2102ǵ21026ǵ21033ǵ2103:!
4! IBDDQ
!!!!)ࢃයϤ*ѤϺқϺ 43 λਔ!
ᖱৣဂ
怙晵䏔
!!!!!!
૽!

܍ᒤ!
λ ۆ24
ഋλ ۆ26
λ ۆ24

5! ᖱಞ! 䮹䰯⇔擰奢擰懭ㄉ㮓⪤↗㐗佰壑䲲

2105)ࢃයΒ*7 λਔϱ :;11.27;11! మߝ λ ۆ23

6! ᖱಞ! 㠫↗慵⏬⺃む䕂  ỉ撚戳孟↗㐶⨕⪤↗壑䲲䊫

2106)ࢃයΟ*7 λਔϱ :;41.27;41!

7! ૽! ⚸ ⬢ ᳹ 䩟 䩟 䋄 䄷 壑 䊫 

21023ǵ2102:ǵ21037)ࢃයΟ*!
ቅཥ λ ۆ24
1:;41.27;41!!!!!!!!29 λਔ)4 Ϻ*!

8! ᖱಞ! 㐆䉅⇔⍿䩟Ḛ㠫僅䐮䩟䋄⪤↗            

21029)ࢃයΒ*7 λਔϱ :;41.27;41! ЦЎߞ λ ۆ23

ጰలඁ ഋλ ۆ26

9! ᖱಞ! ᶿ㠫ⴲⵤ壆䐩僅䖬㣗䩟䋄䮹䰯ⶸ䦉⪤↗

21031)ࢃයѤ*7 λਔϱ :;41.27;41! ᛥԮ ؼഋλ ۆ26
21031)ࢃයѤ*7 λਔϱ
Цဃӕ λ ۆ24
:! ᖱಞ! ,62&16 㝛㑅奨㓌僅㉦圊⪤↗
:;11.27;11!
方値䮹䰯⡀ḓⶸ %20 䏠⍿䰎㢉 Ʊ䏝䏠廒䣉 5RXWLQJ
ኻ
21036)ࢃයΒ*7 λਔϱ :;51.27;51!
λ ۆ24
21! ᖱಞ!
ذξ
僅垻ᶢⲣ⑬䐮↓唓䋄⪤↗

22! ᖱಞ! ệḚ㠫⇿⟥娮朊㕦⩊…墡㬸㑷㜆⪤↗壑䲲 

21037)ࢃයΟ*7 λਔϱ :;41.27;41! මལ ഋλ ۆ26

23! ᖱಞ! 㣗㵔⇔ 623 ⪤Ḛ僅ⶸ丬⪤↗             

2202)ࢃයΒ*7 λਔϱ :;11.27;11! మߝ ഋλ ۆ26

24! ᖱಞ! ⟥䝌抆㔀ᶡ a㉟宺⡀ḓ弽㑵抆∯㤝

2203)ࢃයΟ*7 λਔϱ :;11.27;11! ᝬയ λ ۆ23

25! ᖱಞ! ,62 ‥徦䣻㛶ᵸ⎟壑䲲䊫
26! ᖱಞ! 悍㳪ι┦㥠㛟⪤↗僅䩟䋄䛒亐䊫

2204ǵ22021)ࢃයѤ*23 λਔ)3 Ϻ*!
Цဃӕ λ ۆ24
!!!!!!!!!!!ϱ :;11.27;11!
2203ǵ220:)ࢃයΟ*ϱ :;11.28;11!
ࠬߪ፣ ഋλ ۆ26
!!!!!!!!!!!!!25 λਔ)3 Ϻ*!

27! ᖱಞ! 㐆䉅⇔㉟宺Ḛ㠫僅␄䩟䋄⪤↗  

22027)ࢃයΟ*7 λਔϱ :;41.27;41! ЦЎߞ λ ۆ24

28! ᖱಞ! 䄧漢䩟潈潮␍朊僅墡㬸⫋䨔

2308)ࢃයΟ*7 λਔϱ :;51.27;51!

!
29! ຩܰ! ◉教孽㓑夎㧸ㄉ㮓㜆ṉ僅擰䪂墡㙎 ⸮⇔䳡廰₸⊡㗁 
Γω!
2:! سӈ! ⃧䏦䱰岭圊慵摉䔺◉⟔壀⑬
!

31! ࠹Ꮴ!

 ⴲⵤ⸮⇔䳡宅弡廘⛯⩡⫌⪤㑻壆䐩姙ⵥ ᳇ 

ℴ岢 

ኻ
ذξ

21024)ࢃයѤ*8 λਔϱ :;11.28;11! ᅜ௵፣

ഋλ ۆ26
8342111
ഋλ!ۆ

22041)ࢃයΟ*7 λਔϱ :;41.27;41! ೱ௴ՙ λ ۆ64

222021036ȴࢃයΒȵϱ 1:Ǻ11ɴ23Ǻ41!
ܭജෝᄆᔭπ୍ܺύЈ!
Βኴᙁൔ࠻!)ജෝᙼജπၡ 3 ဦ*!

ጰ⏞

λ ۆ63
ಃˇ2220:026ȴࢃයѤȵϱ 1:Ǻ36ɴ23Ǻ11!
ླྀറര λ ۆ64
ܭҁѤኴᘶ)ᄆϯѱ҇ၡ
31:
ဦ
5
ኴ*!
⸮⇔䳡  ⴲᳫ榖渟仃⊈榖渟仃⫯㠫ẁ廰
32! ࠹Ꮴ!
ಃΒˇ222021025ȴࢃයϖȵϱ 1:Ǻ36ɴ23Ǻ11!
䖶撚㮓ᶢ⩡⫌㗁 ℴ岢 
ܭജෝᄆᔭπ୍ܺύЈΒኴᙁൔ࠻!
݅లች
)ജෝᙼജπၡ 3 ဦ*!

                       濚濚 ⴲ∈ⴲ䏠ㅓ奰䣉摉岏ᵄ濊

        ◦伵↜ⲣ 㗇↜ẛ ㏽ⵚ垚Ⅷ 濕䄷⩘⫋嬟垚Ⅷ 奰孹䏦 !!!!!!!
!!!!!!!!!!!!!!!!!ൔӜࡓ௦ጕൔӜ)ፎԿѠ൩೯ᆛઠൔӜ*  
   失䯮‥⩷妉傱⊮㼡⫯㠫廘䏠㠫ᵸㄋㅓ宅㑷㜆⛯⋋ピ傱㗪㗁䱰䦗 iuuq;00xxx/di.joevtusz/psh/ux0!巇䫟䦞!
!!!!!!!!!!!!!!!!!!!!!!!!!!!!!!!!!!!!!!!!!!!)ፐำൔӜ!!!!Ϫඤᜪձ!!!!૽ግ*!
33!!!!!!+ൔӜԖୢᚒਔལፎջਔٰႝǴࢳ၌ืα 15.8367766 ϩᐒ 24 λ)ۆᡣΓڐշൔӜ*!!!

ᵸ宅↜↓㮓ᶢ⪤↗ょ䏦壑䲲䊫  ⫍㔀濕
㊎∅ⲣ墡㬸␍朊侻⅙⪤↗壑䲲䊫  ⫍㔀濕 
㐶ḋ帇♉方␄ᵸㄋ⪤Ḛ䊫  ⫍㔀濕 
䂝ⶸ㠫䣃↗㕦ヽ◮⋆Ჾ⪤↗䊫  ⫍㔀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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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ᄆϯᑜπ 222 ԃ :.23 Дᒤᖱಞ૽ግࢲ߄)Β*!
ᜪձ!

ፐำӜᆀ!

Ⴃۓ໒ፐВය!

34!

ಃ 323 ය୴ଯᐒᏹբΓ૽ግ!

22034ǵ22035ǵ22036 ఁ 7;41.:;41!
22038ǵ2203: қϺჴಞϩಔᏹբ)29 λਔ*!!!

35!

ಃ 93 ය࡚௱ΓӼӄፁғ૽ግ!

21025ǵ21028ǵ21035.В໔ 3/6 Ϻ)27 λਔ*!

36!

ಃ 46 යӖϲख़ӧ႟ᗺϖϦᏒа҂ᅈΟϦᏒ ڰ22025ǵ22027ǵ22028ǵ22029 ఁ 7;41.:;41 ѤϺ!
Ϸ 22038)қϺӄϺჴಞᏹբ*Ǵी 29 λਔ!
ۓԄଆख़ᐒᏹբΓ૽ግ)
)ڹ໔*!

37!

ಃ 21 ය٬Ҕଆख़ᐒڀவ٣ӖբΓਸӼӄ 21022ǵ21023ǵ21025 ఁ 7;41.:;41  ܈7;11.21;11 ΟϺ
ፁғ௲૽ػግ)ࡰචЋ*!
Ϸ 21027)қϺӄϺჴಞᏹբ*Ǵी 29 λਔ!!!

38!

ಃ 25 යΟ
ΟϦᏒаۓڰԄଆख़ᐒ!
)ࢎޜԄ.Ӧय़ᏹբ*ᏹ
ᏹբΓ૽ግ)
)ڹ໔*!!

39!

ಃ 35 යЧᅿᙍӼӄፁғ୍Ьᆅ௲૽ػግ!

3:!

ಃ : යҘᅿᙍӼӄፁғ୍Ьᆅ௲૽ػግ!

Ӽ!
ӄ!
ፁ!
ғ!
૽!
ግ!
!

41!
!

42!

)Ꮲࣽ*2202ǵ2203ǵ2205ǵ2208ǵ220:ǵ22021ǵ22022!
             8 Ϻఁ 7;41.:;41  ܈7;11.21;11
)ೌࣽ*22023ǵ22024 ΓሡΒϺी 49 λਔ!!!
!!!!!!!!!+૽ࡕҁᡏൔӜջෳջຑᔠۓԵ၂Ƕ!

2107ǵ21024ǵ21031)Ѥ*.В໔)32 λਔ*!!!!!!!!!!!!
!!!!!!+૽ࡕВႝတෳᡍǴҁᡏൔӜǶ!
2104ǵ2106ǵ2107ǵ2108ǵ21023ǵ21025ǵ21028ǵ2102:ǵ
21032ǵ21037ǵ21038ǵ21039 ी 23 Ϻڹ໔ 7;41.:;41 ܈
7;11.21;11*!53 λਔ!!
!!+૽ࡕВႝတෳᡍǴҁᡏൔӜǶ!

ಃ 392 ය୴ଯᐒᏹբΓӧᙍ௲ػ)ӣ૽*!

21036)ࢃයΒ*ڹ໔ 4 λਔఁ 7;41.:;41!

ಃ 393 ය୴ଯᐒᏹբΓӧᙍ௲ػ)ӣ૽*!

2204)ࢃයѤ*ڹ໔ 4 λਔఁ 7;41.:;41!

ಃ 394 ය୴ଯᐒᏹբΓӧᙍ௲ػ)ӣ૽*!
ಃ 395 ය୴ଯᐒᏹբΓӧᙍ௲ػ)ӣ૽*!
ಃ 396 ය୴ଯᐒᏹբΓӧᙍ௲ػ)ӣ૽*!
ಃ 397 ය୴ଯᐒᏹբΓӧᙍ௲ػ)ӣ૽*!
ಃ 231 ය࡚௱Γբ)ӣ૽*!

22026)ࢃයΒ*ڹ໔ 4 λਔఁ 7;41.:;41!

ಃ 232 ය࡚௱Γբ)ӣ૽*!

21035)ࢃය*ڹ໔ 4 λਔڹ໔ 7;41.:;41!

ಃ 233 ය࡚௱Γբ)ӣ૽*!
ಃ 234 ය࡚௱Γբ)ӣ૽*!
ಃ :7 යҘΌЧᙍӼӄፁғ୍ЬᆅӼӄፁғ!
!!!!!!!ӧᙍ௲૽ػግ)ӣ૽*!!
ಃ :8 යҘΌЧᙍӼӄፁғ୍ЬᆅӼӄፁғ
!!!!!!!ӧᙍ௲૽ػግ)ӣ૽*!!
ಃ :9 යҘΌЧᙍӼӄፁғ୍ЬᆅӼӄፁғ!
!!!!!!!ӧᙍ௲૽ػግ)ӣ૽*!!

22039)ࢃය*В໔ 4 λਔқϺ 1:;11.23;11!

ಃ :3 යۓڰԄଆख़ᐒᏹբΓӧᙍ௲ػ)ӣ૽*!

:03:)ࢃයѤ*ڹ໔ 4 λਔ!ఁ 7;41.:;41!

ಃ :4 යۓڰԄଆख़ᐒᏹբΓӧᙍ௲ػ)ӣ૽*!

21039)ࢃයϖ*ڹ໔ 4 λਔ!ఁ 7;41.:;41!

ಃ :5 යۓڰԄଆख़ᐒᏹբΓӧᙍ௲ػ)ӣ૽*!

22033)ࢃයΒ*ڹ໔ 4 λਔ!ఁ 7;41.:;41!

ಃ :6 යۓڰԄଆख़ᐒᏹբΓӧᙍ௲ػ)ӣ૽*!

2309)ࢃයѤ*ڹ໔ 4 λਔ!ఁ 7;41.:;41!

ಃ 24 යԖ্բЬᆅӧᙍ=ӣ૽?!

21029)ࢃයΒ*қϺ 7 λਔϱ :;11.27;11!

ಃ 233 යٛО߃૽!
ٛО!
ᆅ ಃ 345 යٛОፄ૽!
Γᖱ
44! ಞ! ಃ 346 යٛОፄ૽!
ಃ 347 යٛОፄ૽!
43!

܍ᒤ

2203:)ࢃයΒ*ڹ໔ 4 λਔఁ 7;41.:;41!
2307)ࢃයΒ*ڹ໔ 4 λਔఁ 7;41.:;41!

!
!
ఉλۆ
25!
!

23026)ࢃයѤ*ڹ໔ 4 λਔఁ 7;41.:;41!
:037)ࢃය*В໔ 4 λਔқϺ 1:;11.23;11!

2308)ࢃයΟ*ڹ໔ 4 λਔڹ໔ 7;41.:;41!
:032)ࢃයΟ*қϺ 7 λਔϱ :;11.27;11!
21042)ࢃය*қϺ 7 λਔϱ :;11.27;11!
22027)ࢃයΟ*қϺ 7 λਔϱ :;11.27;11!

220:ǵ22021)ࢃයΟǵѤ*23 λਔϱ 21;11.28;11!
21038)ࢃයѤ*7 λਔϱ :;11.27;11!
22036)ࢃයϖ*7 λਔϱ :;11.27;11!
230:)ࢃයϖ*7 λਔϱ :;11.27;11!

λۆ
23!

!!+ᖱಞǵӼӄፁғፐำ)߆ҁᆛઠΠၩൔӜ߄*ᄆϯᑜπ!+ᆛ֟Ǻxxx/di.joevtusz/psh/ux!!!!
!!!!+၁᎙ᙁകٰ܈ႝࢳ၌ႝ၉Ǻ15.8367766 ϩᐒ 22ɴ26ǵ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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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會 員 介 紹 ◎ 入會日期： 111/07/01至111/08/19，共14家
公司名稱/地址
康喬科技有限公司
展益興業有限公司
永沛成工業社
禾振企業社
旭祥塑膠實業有限公司
志灯股份有限公司
佺立企業有限公司
正宸印刷有限公司
豐新精密有限公司
晁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源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宥維食品有限公司
旺東國際有限公司
昌海金屬企業社

電話
04-7777627
04-7556321
04-7243823
04-7511685
04-7682324
04-7785251
04-8818868
04-8732121
04-8737198
04-8898777
04-8794355
04-8890038
04-8872398
04-7584179

生產產品
電線電纜.線材加工
PCV塑膠再生粒
鎖仁
銅.不鏽鋼加工配件
金屬刀具.手工具.汽車零件
汽車零件(車灯加工)塑膠製品(汽車塑膠配件製品)
紙製品.食品墊紙
紙類印刷品生產
汽機車.自行車零件
蔬果加工(泡菜)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一般建築用砂.碎石)
食品製造業
染整.紡織品(旗幟)印刷
螺絲.螺帽.螺絲釘.金卯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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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Ћგᜪયѣࢨ̳Φ

ᄮᅃጱีϫ

ISO 9001୯ሞࠔ፦ᆅس
ISO 13485ᙴᕍᏔᆅس
ISO 14001ᕉნᆅس
ISO 22000/HACCP१ࠔӼӄፁғᆅ
ISO 26000(SA 8000)ޗೢҺᆅس
ISO 45000(OHSAS 18001)ᙍӼӄፁғᆅ
IATF 16949ًؓࠔ፦ᆅس

୯ࠔዛ
ബཥࣴزዛ
SBIR ໒วཥೌמ
CITD ೌמ໒วीჄ

९ࢍထ

Ҿׯ
ᔼᆅ
ᕮਏᆅ
ғౢᆅ
ঊᓯᆅ
ӝϯׯ๓
Γ٣ᖒၗᆅس
5SǵႥᆅ

ႝ၉Ǻ04-7867918 聯絡人：柯小姐
E-mail:allen46@titan.seed.net.tw
ᄆϯᑜᏝໂύᤞύξၡࢤ184ဦ

ᐅᕾ
᠂ᝰ

ᐅᖲࣣᵖྒ
111.3.19

㓁శ

讓

୦ࠣᲩᔌ
112.3.19

ᐁᢪ᱔
டᜐℷࣖ

ἢㅴᖟ⊛Ꮏᑚ

Ẏࣣ୦ݬለ۰
ఽӳᓮᴄڀᆿ℆◁ࣛྯ◁ؖ୦ᛄ
ڀࣖ᳷ᢪ᱔◁ตሒ◁ݚᛱᇌᶖᓮह◁

ตሒݚ
ต◁ᶎሳ

ᄔ◁ᆿҽ᠂ᝰѵ൴ۨẆ

ࠣᲩᔌ᧯ؖ
୦ࠣᲩᔌᖅӳ݁ؑખᅥẙሱ᳐

ᒽգ

୦݁ক࣑Ӓગ᧴ؖᓮहᅥẙ৲Ẇ

ᛱᇌᶖᓮह
ࠣ
݇హᐅᕾ
ᓥࣣᲩᔌ
ԹᎦᓮᴄ
݇హ୦ᕾᲳ

ఽࣣѼ୦ݬڀለ୦╕ݬለ۰
ᖅ᷶ѻྠൔտ᧯ಳҊᥛݰ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