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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 108.4.8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800518470 號)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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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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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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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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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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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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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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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 06 -

雙月刊 期190化彰 工業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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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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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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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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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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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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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營利事

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規定稅

率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設備或技術：指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興建、營運設備：

 (一) 興建設備：指直接用於建造交通建設所需之機器設備。

 (二) 營運設備：指交通建設提供勞務所需之機器設備、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之  

 土木設施。

四、興建、營運技術：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配合前款興建、營運設備所需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二) 電腦輔助設計或管理所需之專門技術或套裝軟體。 

五、防治污染設備：指為處理、檢驗或監測分類、配送或營運過程所產生或回收之

污染源或廢棄物，使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之設備，包括空氣污染防制、噪音

及振動管制、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或回收、環境

檢驗及環境監測設備及必要之土木設施。

六、防治污染技術：指專用於配合前款設備之專利權或專門技術。 

七、當年度：指設備、技術交貨之年度或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年度。 

八、購置：指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向他人購買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

自行興建或委由他人興建；向他人購買取得，包括分期付款及融資租賃，其中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二人以上者，以各承租人所取得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與其所

支付之價款比例相等者為限。

   期限及程序辦理：

一、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運計畫之日起五年內交貨；其因情形特 

  殊，未能於規定期間內交貨，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交 

  貨，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情形特殊者，得敘明理由轉請交通部確認後，核轉財 

  政部專案核准延長之。

二、於交貨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交通部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件。自行使用之 

  興建、營運設備及防治污染設備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時，應註明預定安裝完成或 

  使用日期。

三、於辦理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憑前款證明文件及購置成本之原 

  始憑證影本，其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者，應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 

  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稅額。

      前項第一款之交貨時間，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我國輸入口岸之日期為準。但經由代理商、 經銷 

  商、貿易商或租賃公司購置國外產製之設備者，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 

  期為準。

 二、購置國內產製之設備：以運抵民間機構營業處所之日期為準。但防治污染設備 

  附有土木、水電工程部分，得以土木、水電工程完成日期為準。

三、設備採整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以最後一批設備交貨日 

  期為準。其以同一訂購證明文件整批訂購者，亦同。

四、購置國內、外技術者，以價款交付日期為準；採分期付款者，以第一次交 付價 

  款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款規定 

  認定之。

五、購置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

(一) 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辦理所有權登記 者， 

 以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二) 自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 

 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三) 委由他人興建者，以營建工程實際完成交由民間機構受領日期為準； 受領 

 日期無從查考時，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 

執照者，以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

   前項第三款所定整項及第四款所定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應符 

   合下列規定，且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應於第一批設備或技術交貨日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六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經核定後，不得再行變更：

   一、在同一交通建設上須相互關聯、共同協力以完成勞務之提供者。 

   二、各設備或技術須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無法單獨達成原定作用者。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有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之必要者，如各期程不含土地之實際投資額 

    均達新臺幣五億元者，主管機關得核定該交通建設計畫分期程興建或營運，並 

    按各期程分別認定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相關規定；不同期程間之期間重疊者， 

    按所購 置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之目的認定之。

 主管機關核定興建或營運計畫後，應將確定之核定日期通知財政部；核定

日期如有變更時，亦同。其核發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抵減證明文件、第二項第三

款或第四款整項認定證明文件時，應副知該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六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或達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二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支出總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且超過該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三，其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二十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定研究與發展之支出，包括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為研究或改進興建 

   、營運技術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研究發展單位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興建、營運單位研究或改進興建、營運技術之費用。 

三、具有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相互勾稽，供研究發展 

  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四、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全新儀器設備之購置成本。 

五、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用建築物之折舊費用或租金。 

六、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之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 

  用。但按營運量支付一定比例之價款或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之價款，不包括在 

  內。

七、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 

  究人員之費用。

八、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 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九、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研究與發展之支出。 

  前項第七款所定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及其所屬研究機構。

第 七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投資於人才培訓之支出，在同一課稅年度內支出總金額達新 

   臺幣六十萬元者，得按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前項所稱人才培訓之支出，指民間機構為參與交通建設培育受僱員工，辦理或

指派參加與民間機構業務相關之訓練活動之下列費用：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實習材料費、文具用品費、醫藥費、保險費、教學觀摩費、書籍雜誌 

  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場地費及耐用年數不及二年之訓練器材設備費。

四、參加技能檢定之費用。

五、經勞動部許可附設職業訓練機構之建築物折舊費用、租金及專責辦理教育訓練 

   人員之薪資。

六、其他經交通部及財政部專案認定屬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第五款之折舊費用、租金及薪資，如有接受他人委託代訓情事，應按實際

代訓人天數占全部受訓人天數比率扣除之，不得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其折舊費用

及租金，另按實際培訓人才所使用之面積占訓練機構總面積之比率及實際使用天數

比率計算之。

  第二項所定辦理，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機構、團體聯合辦理，且

共同指派所屬員工或會員參與訓練。

第 八 條 民間機構申請適用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款、第九款及前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支 出， 

   應於費用發生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向交通  

   部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費用發生年度起適用；逾期向交通部 

   及財政部提出專案認定申請，經核准者，自申請年度起所發生之費用適用。

第 九  條 民間機構適用投資抵減稅額之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數為準。

第 十 條 民間機構依本辦法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之支出，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依下列規定檢附有關證明文件，送請 

   民間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定其抵減稅額時， 

   如對民間機構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可洽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一、研究與發展支出：

(一) 民間機構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 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材料及樣品之完整進、領料紀錄。

(三) 當年度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用儀器設備之清單。

(四) 研究發展單位配置圖及其使用面積占建築物總面積之比率說明書。

(五) 購買或使用專利權、專門技術、著作權之契約或證明文件及其攤折或支付  

 費用計算表。

(六) 研究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七)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二、人才培訓支出：

(一) 人材培訓計畫。

(二) 培訓人才名冊及執行情形。

(三) 員工出國進修規定。

(四)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及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 儀 

   器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款， 

   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九、購置成本：

 (一) 向他人購買取得者，指取得設備或技術之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為 

 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其他費用。

 (二)  自行製造者，指生產該設備或技術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三) 委由他人製造者，指委由他人生產該設備或技術實際支付之價款、運費、 

 保險費及自行負擔之部分生產成本，不包括為取得該設備或技術所支付之 

 其他費用。

 (四) 自行興建者，指興建新建主體建物及必要土木設施所發生之實際成本 ，包 

 括自設計製造、建築至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之一切必要工料及費用。

 (五) 委由他人興建者，指實際建造成本，包括建造價款及委建人之資本化利 息。

第 三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  

   購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 

   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興建、營運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 

   營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 

   購置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自行使用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在同一課稅年度內購 

   置總金額達新臺幣六十萬元者，屬設備部分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七；屬技術部分 

   得就購置成本按百分之五，抵減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者，得在以後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抵減之。

   適用前項之防治污染設備，以全新者為限。其購置總金額，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 

   為準，不包括政府補助及投資款。

    適用第一項之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以於主管機關核定民間機構所提興建或營 

   運計畫之日至營運開始前購置者為限。但交通建設投資契約約定應於營運開始後購 

   置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規定適用投資抵減之民間機構，其購置自行使用之設備或技術，應依下列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但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 

   合併、分割或收購並符合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者，其移轉該等設備、技術或儀器設 

   備，不適用之：

一、設備或技術預定安裝完成或使用日期截止前仍未安裝完成或使用，且未於該 截 

  止日期前，提出正當理由向交通部申請展延，並經核轉稅捐稽徵機關。 

二、設備或技術於交貨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拍賣、報廢、

  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三、專供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儀器設備，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回或非專供研究發展單位使用。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廢，係因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 

  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所致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設備、技術或儀器設備，係因不可抗力災害而報廢者 

  ，應自災害發生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稅捐稽徵機關 

  派員勘查；其未依規定報請稅捐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 

  屬實者，仍予核實認定。

第十二條 民間機構有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其尚未適用之投資抵減， 

  不得繼續適用。

二、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之原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 

  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自抵減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屆滿之次日起 

  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 

  納。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興建或營運許可時，應即敘明事由及認定依據，並檢 

  附自與該民間機構簽約之日起交通部所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文件影本，通知該民間 

  機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設備或技術、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 出 

   ，經稅捐稽徵機關發現有虛報不實情事者，依所得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逃漏稅之 

   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民間機構購置之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及投資於研究與發展 

   、人才培訓之支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享受投資抵減者，不得再適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民間機構申請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抵減率適用交貨時

之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依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完成興建營運簽約手續或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自行規劃之交通

建設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其抵減率適用簽約或審核通過時之規定，但九

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後核定之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其抵減率適用各期程計畫核

定時之規定。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至本辦法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 關

核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計畫，民間機構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而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購置設備或技術，其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抵減率 

依前條規定辦理外，其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核發整項認定證明文件者，其申請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二、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分期程興建或營運者，適用各期程核定時之規定。但屬

前項規定情形者，得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八日修正生效日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延期交貨、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文 件

或更正申報投資抵減。

三、前二款以外情形，適之規定。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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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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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4.9 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81302505 號) 

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食品製造工廠，係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其相關規定，須辦理食品工廠

登記之食品製造業者。

第 三 條 食品製造工廠應設置專任衛生管理人員（以下簡稱衛生管理人員）。 

 前項衛生管理人員應於工廠實際執行本法第八條第四項所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準則或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工作。

第 四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任衛生管理人員： 

一、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食品、營養、家政、生活應用科學、畜牧、獸醫、化學、化工、農業化學、生 

 物化學、生物、藥學、公共衛生等相關科系所畢業者。

二、應前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三、應第一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丙等特種考試及

 格，並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相關工作三年以上，持有證明者。

第 五 條 中央廚房食品工廠或餐盒食品工廠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得由領有中餐烹調乙級技

術士證並接受衛生講習一百二十小時以上，持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相

關機構核發之證明文件者擔任。

第 六 條 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食品製造工廠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得由同時具備 下

列資格者擔任：

一、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食品科、食品加工科、水產食品科、烘 

 焙科、家政科、畜產保健科、野生動物保育科、農場經營科、園藝科、化工科 

 、環境檢驗科、漁業科、水產養殖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畢業。

二、於同一事業主體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從事製造或製程品質管制業務四 

 年以上，持有證明。

三、持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核發之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訓練六十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其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除

應符合第四條規定外，並應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一、經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六十小時以上。 

二、領有食品技師、畜牧技師、獸醫師、水產養殖技師或營養師證書，經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訓練三十小時以上。 

 前項各款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時數之認定，以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核發之證明文件為據。

第 八 條 食品製造工廠設置衛生管理人員時，應檢具下列文件送請直轄市、縣（市）衛生主

管機關核備，異動時亦同：

一、申報書一份及資料卡一式三份。 

二、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證件文件、身分證、契約書影本一份。 

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第 九 條 衛生管理人員執行工作如下：

一、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執行與監督。 

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擬訂、執行與監督。 

三、其他有關食品衛生管理及員工教育訓練工作。

第 十 條 衛生管理人員於從業期間，每年至少應接受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

相關機構舉辦之衛生講習八小時。

第十一條 本辦法除第六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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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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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食品製造工廠，係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其相關規定，須辦理食品工廠

登記之食品製造業者。

第 三 條 食品製造工廠應設置專任衛生管理人員（以下簡稱衛生管理人員）。 

 前項衛生管理人員應於工廠實際執行本法第八條第四項所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準則或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工作。

第 四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任衛生管理人員： 

一、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食品、營養、家政、生活應用科學、畜牧、獸醫、化學、化工、農業化學、生 

 物化學、生物、藥學、公共衛生等相關科系所畢業者。

二、應前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三、應第一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丙等特種考試及

 格，並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相關工作三年以上，持有證明者。

第 五 條 中央廚房食品工廠或餐盒食品工廠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得由領有中餐烹調乙級技

術士證並接受衛生講習一百二十小時以上，持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相

關機構核發之證明文件者擔任。

第 六 條 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食品製造工廠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得由同時具備 下

列資格者擔任：

一、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食品科、食品加工科、水產食品科、烘 

 焙科、家政科、畜產保健科、野生動物保育科、農場經營科、園藝科、化工科 

 、環境檢驗科、漁業科、水產養殖科、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畢業。

二、於同一事業主體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從事製造或製程品質管制業務四 

 年以上，持有證明。

三、持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核發之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訓練六十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其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除

應符合第四條規定外，並應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一、經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六十小時以上。 

二、領有食品技師、畜牧技師、獸醫師、水產養殖技師或營養師證書，經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訓練三十小時以上。 

 前項各款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時數之認定，以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核發之證明文件為據。

第 八 條 食品製造工廠設置衛生管理人員時，應檢具下列文件送請直轄市、縣（市）衛生主

管機關核備，異動時亦同：

一、申報書一份及資料卡一式三份。 

二、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證件文件、身分證、契約書影本一份。 

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第 九 條 衛生管理人員執行工作如下：

一、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執行與監督。 

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擬訂、執行與監督。 

三、其他有關食品衛生管理及員工教育訓練工作。

第 十 條 衛生管理人員於從業期間，每年至少應接受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

相關機構舉辦之衛生講習八小時。

第十一條 本辦法除第六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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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azette.nat.gov.tw/）。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SERVICE

專業團隊/行銷文案

設計印刷/宣傳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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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3.25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0800505550 號)

貨物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

三、貨物稅廠商得以下列方式辦理貨物稅電子申報及繳納稅款：

(一) 網際網路申報：貨物稅廠商經取得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網址：moeaca.nat.gov.tw）核發之工商憑證 IC 卡或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站（網址：https://tax.nat.gov.tw）依程序申請取得密碼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 

 填具申報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稅申報資料，以網際網路傳輸方式辦理申報。

 １、工商憑證 IC 卡：貨物稅廠商應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核發工商憑證 IC  

  卡，憑以辦理網際網路申報。

 ２、簡易電子認證方式：

(１) 營利事業原為辦理各類所得扣（免）繳及股利憑單資料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及暫繳申報及結算申報、營業稅申報已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 

 務網站申請取得密碼者，其屬貨物稅廠商應另申請專供申報貨物稅使用之 

 簡易認證密碼，同一營利事業如同時設立數家貨物稅產製廠商，應各自申 

 請。

(２) 尚未申請前開密碼者，請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密碼申請」，輸入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廠 

 商編號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依序鍵入相關資料 

 完成密碼申請。

(３) 申報單位如發現無法申請密碼，可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或服 

 務處密碼管理者查詢；申報單位如遺忘密碼，可線上申請「密碼查詢」， 

 依提示之資料輸入，如經比對與系統之基本資料相同，系統將自動傳送至 

 申報單位 E-MAIL 帳號內供使用。

(二) 電磁紀錄媒體申報：貨物稅廠商申請提交貨物稅申報媒體測試檔經稽徵機關測試審核 

 無誤予以核備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填具之申報相關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 

 稅申報資 料，以光碟片媒體檔案向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三) 前揭電子資料係指經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提供之貨物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檢 

 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完成之下列申報資料（1～6）及附件（7～13）：

１、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

２、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 

３、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

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

５、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６、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７、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８、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９、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０、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１１、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２、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免稅照。

１３、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 

六、申報作業

(一) 申請身分認證及下載安裝網際網路報稅軟體作業：

１、貨物稅廠商初次採網際網路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應自行於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並安裝貨物稅申報軟體，申請身分認證並完成廠商資料 

  登錄後，憑以辦理 網際網路申報。

 ２、為確保網路申報正確性與便捷性，應隨時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路軟體下 

  載區確 認目前使用之報稅軟體版本，並以最新版本程式執行審核、申報上傳。

(二) 電子資料登錄、媒體檔案匯入作業：貨物稅廠商得以媒體檔匯入或自行登錄貨物稅廠

商計算稅額申報書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檔（水泥及油氣類廠商免檢附）

、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檔、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檔、

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檔及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檔等申報資料。

(三) 電子資料審核作業：

 １、為避免貨物稅申報各項電子資料檔案格式錯誤，電子資料上傳前，應先利用貨 

  物稅申報軟體提供之檢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俟審核結果正常，再執行 

  上傳申報作業。

 ２、如審核結果異常，報稅軟體將產生異常訊息並產出異常清單，供貨物稅廠商參 

  考據以辦理更正後，再進行網路申報作業。

(四) 電子資料申報上傳作業：

１、電子資料經貨物稅申報軟體檢核程式審核，審核結果正常，貨物稅廠商應插入工 

  商憑證或輸入簡易認證密碼，以進行貨物稅網路申報作業。網路申報上傳成功 

  後，應自行列印附條碼繳款書、相關申報書表及網路申 報收執聯備查。

２、貨物稅廠商得於申報上傳時，選擇附加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 

  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 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 

  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貨物稅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以附件檔申報方式透過 

  網際網路連同申報資料一併上傳。

 ３、貨物稅廠商以網路申報上傳失敗，線上即時顯示異常訊息及原因，應先確認所用 

  之報稅軟體版本，倘已更新為最新版本，仍無法上傳成功，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 

  繳稅服務網站查詢常見問題或逕洽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服務人員協助排除異常後 

  ，重新申報上傳。

十、申報作業

(一) 申請及核備程序：貨物稅廠商採用電磁紀錄媒體申報（以下簡稱媒體申報）前，應

檢具「貨物稅媒體檔案測試申請書」連同載有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貨

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水泥及油氣類

廠商免檢附）、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

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

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與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等媒體檔案之光碟片向工廠所在地稽徵

機關申請測試，經測試結果正常，稽徵機關始予核備採用媒 體申報貨物稅。媒體檔

案格式如有變更，產製廠商應重新送請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測試。

(二) 申報審核及收件：

  １、貨物稅廠商採媒體申報，經主管稽徵機關審核媒體檔案光碟片，如內容無誤即於 

 遞送單審核結果欄註記，並加蓋收件章戳後將遞送單交還廠商。 

 ２、媒體檔案如經審核其內容有誤，稽徵機關應列印審核異常清單，並於遞送單上註 

 記不符原因，通知廠商於申報當月二十日前檢送遞送單及更正後媒體檔案光碟片 

 ，如無法於申報該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更正作業，稽徵機關得視實際作業情形，限 

 期請貨物稅廠商改以 人工方式填送正確月報表。

十四、相關媒體檔案格式及說明，由財政部訂定，並登載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網址：hppts：//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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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貨物稅廠商得以下列方式辦理貨物稅電子申報及繳納稅款：

(一) 網際網路申報：貨物稅廠商經取得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網址：moeaca.nat.gov.tw）核發之工商憑證 IC 卡或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站（網址：https://tax.nat.gov.tw）依程序申請取得密碼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 

 填具申報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稅申報資料，以網際網路傳輸方式辦理申報。

 １、工商憑證 IC 卡：貨物稅廠商應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核發工商憑證 IC  

  卡，憑以辦理網際網路申報。

 ２、簡易電子認證方式：

(１) 營利事業原為辦理各類所得扣（免）繳及股利憑單資料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及暫繳申報及結算申報、營業稅申報已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 

 務網站申請取得密碼者，其屬貨物稅廠商應另申請專供申報貨物稅使用之 

 簡易認證密碼，同一營利事業如同時設立數家貨物稅產製廠商，應各自申 

 請。

(２) 尚未申請前開密碼者，請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密碼申請」，輸入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廠 

 商編號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依序鍵入相關資料 

 完成密碼申請。

(３) 申報單位如發現無法申請密碼，可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或服 

 務處密碼管理者查詢；申報單位如遺忘密碼，可線上申請「密碼查詢」， 

 依提示之資料輸入，如經比對與系統之基本資料相同，系統將自動傳送至 

 申報單位 E-MAIL 帳號內供使用。

(二) 電磁紀錄媒體申報：貨物稅廠商申請提交貨物稅申報媒體測試檔經稽徵機關測試審核 

 無誤予以核備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填具之申報相關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 

 稅申報資 料，以光碟片媒體檔案向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三) 前揭電子資料係指經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提供之貨物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檢 

 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完成之下列申報資料（1～6）及附件（7～13）：

１、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

２、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 

３、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

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

５、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６、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７、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８、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９、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０、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１１、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２、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免稅照。

１３、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 

六、申報作業

(一) 申請身分認證及下載安裝網際網路報稅軟體作業：

１、貨物稅廠商初次採網際網路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應自行於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並安裝貨物稅申報軟體，申請身分認證並完成廠商資料 

  登錄後，憑以辦理 網際網路申報。

 ２、為確保網路申報正確性與便捷性，應隨時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路軟體下 

  載區確 認目前使用之報稅軟體版本，並以最新版本程式執行審核、申報上傳。

(二) 電子資料登錄、媒體檔案匯入作業：貨物稅廠商得以媒體檔匯入或自行登錄貨物稅廠

商計算稅額申報書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檔（水泥及油氣類廠商免檢附）

、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檔、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檔、

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檔及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檔等申報資料。

(三) 電子資料審核作業：

 １、為避免貨物稅申報各項電子資料檔案格式錯誤，電子資料上傳前，應先利用貨 

  物稅申報軟體提供之檢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俟審核結果正常，再執行 

  上傳申報作業。

 ２、如審核結果異常，報稅軟體將產生異常訊息並產出異常清單，供貨物稅廠商參 

  考據以辦理更正後，再進行網路申報作業。

(四) 電子資料申報上傳作業：

１、電子資料經貨物稅申報軟體檢核程式審核，審核結果正常，貨物稅廠商應插入工 

  商憑證或輸入簡易認證密碼，以進行貨物稅網路申報作業。網路申報上傳成功 

  後，應自行列印附條碼繳款書、相關申報書表及網路申 報收執聯備查。

２、貨物稅廠商得於申報上傳時，選擇附加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 

  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 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 

  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貨物稅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以附件檔申報方式透過 

  網際網路連同申報資料一併上傳。

 ３、貨物稅廠商以網路申報上傳失敗，線上即時顯示異常訊息及原因，應先確認所用 

  之報稅軟體版本，倘已更新為最新版本，仍無法上傳成功，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 

  繳稅服務網站查詢常見問題或逕洽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服務人員協助排除異常後 

  ，重新申報上傳。

十、申報作業

(一) 申請及核備程序：貨物稅廠商採用電磁紀錄媒體申報（以下簡稱媒體申報）前，應

檢具「貨物稅媒體檔案測試申請書」連同載有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貨

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水泥及油氣類

廠商免檢附）、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

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

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與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等媒體檔案之光碟片向工廠所在地稽徵

機關申請測試，經測試結果正常，稽徵機關始予核備採用媒 體申報貨物稅。媒體檔

案格式如有變更，產製廠商應重新送請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測試。

(二) 申報審核及收件：

  １、貨物稅廠商採媒體申報，經主管稽徵機關審核媒體檔案光碟片，如內容無誤即於 

 遞送單審核結果欄註記，並加蓋收件章戳後將遞送單交還廠商。 

 ２、媒體檔案如經審核其內容有誤，稽徵機關應列印審核異常清單，並於遞送單上註 

 記不符原因，通知廠商於申報當月二十日前檢送遞送單及更正後媒體檔案光碟片 

 ，如無法於申報該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更正作業，稽徵機關得視實際作業情形，限 

 期請貨物稅廠商改以 人工方式填送正確月報表。

十四、相關媒體檔案格式及說明，由財政部訂定，並登載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網址：hppts：//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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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貨物稅廠商得以下列方式辦理貨物稅電子申報及繳納稅款：

(一) 網際網路申報：貨物稅廠商經取得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網址：moeaca.nat.gov.tw）核發之工商憑證 IC 卡或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站（網址：https://tax.nat.gov.tw）依程序申請取得密碼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 

 填具申報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稅申報資料，以網際網路傳輸方式辦理申報。

 １、工商憑證 IC 卡：貨物稅廠商應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核發工商憑證 IC  

  卡，憑以辦理網際網路申報。

 ２、簡易電子認證方式：

(１) 營利事業原為辦理各類所得扣（免）繳及股利憑單資料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及暫繳申報及結算申報、營業稅申報已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 

 務網站申請取得密碼者，其屬貨物稅廠商應另申請專供申報貨物稅使用之 

 簡易認證密碼，同一營利事業如同時設立數家貨物稅產製廠商，應各自申 

 請。

(２) 尚未申請前開密碼者，請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密碼申請」，輸入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廠 

 商編號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依序鍵入相關資料 

 完成密碼申請。

(３) 申報單位如發現無法申請密碼，可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或服 

 務處密碼管理者查詢；申報單位如遺忘密碼，可線上申請「密碼查詢」， 

 依提示之資料輸入，如經比對與系統之基本資料相同，系統將自動傳送至 

 申報單位 E-MAIL 帳號內供使用。

(二) 電磁紀錄媒體申報：貨物稅廠商申請提交貨物稅申報媒體測試檔經稽徵機關測試審核 

 無誤予以核備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填具之申報相關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 

 稅申報資 料，以光碟片媒體檔案向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三) 前揭電子資料係指經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提供之貨物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檢 

 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完成之下列申報資料（1～6）及附件（7～13）：

１、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

２、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 

３、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

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

５、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６、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７、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８、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９、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０、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１１、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２、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免稅照。

１３、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 

六、申報作業

(一) 申請身分認證及下載安裝網際網路報稅軟體作業：

１、貨物稅廠商初次採網際網路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應自行於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並安裝貨物稅申報軟體，申請身分認證並完成廠商資料 

  登錄後，憑以辦理 網際網路申報。

 ２、為確保網路申報正確性與便捷性，應隨時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路軟體下 

  載區確 認目前使用之報稅軟體版本，並以最新版本程式執行審核、申報上傳。

(二) 電子資料登錄、媒體檔案匯入作業：貨物稅廠商得以媒體檔匯入或自行登錄貨物稅廠

商計算稅額申報書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檔（水泥及油氣類廠商免檢附）

、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檔、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檔、

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檔及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檔等申報資料。

(三) 電子資料審核作業：

 １、為避免貨物稅申報各項電子資料檔案格式錯誤，電子資料上傳前，應先利用貨 

  物稅申報軟體提供之檢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俟審核結果正常，再執行 

  上傳申報作業。

 ２、如審核結果異常，報稅軟體將產生異常訊息並產出異常清單，供貨物稅廠商參 

  考據以辦理更正後，再進行網路申報作業。

(四) 電子資料申報上傳作業：

１、電子資料經貨物稅申報軟體檢核程式審核，審核結果正常，貨物稅廠商應插入工 

  商憑證或輸入簡易認證密碼，以進行貨物稅網路申報作業。網路申報上傳成功 

  後，應自行列印附條碼繳款書、相關申報書表及網路申 報收執聯備查。

２、貨物稅廠商得於申報上傳時，選擇附加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 

  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 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 

  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貨物稅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以附件檔申報方式透過 

  網際網路連同申報資料一併上傳。

 ３、貨物稅廠商以網路申報上傳失敗，線上即時顯示異常訊息及原因，應先確認所用 

  之報稅軟體版本，倘已更新為最新版本，仍無法上傳成功，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 

  繳稅服務網站查詢常見問題或逕洽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服務人員協助排除異常後 

  ，重新申報上傳。

十、申報作業

(一) 申請及核備程序：貨物稅廠商採用電磁紀錄媒體申報（以下簡稱媒體申報）前，應

檢具「貨物稅媒體檔案測試申請書」連同載有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貨

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水泥及油氣類

廠商免檢附）、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

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

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與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等媒體檔案之光碟片向工廠所在地稽徵

機關申請測試，經測試結果正常，稽徵機關始予核備採用媒 體申報貨物稅。媒體檔

案格式如有變更，產製廠商應重新送請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測試。

(二) 申報審核及收件：

  １、貨物稅廠商採媒體申報，經主管稽徵機關審核媒體檔案光碟片，如內容無誤即於 

 遞送單審核結果欄註記，並加蓋收件章戳後將遞送單交還廠商。 

 ２、媒體檔案如經審核其內容有誤，稽徵機關應列印審核異常清單，並於遞送單上註 

 記不符原因，通知廠商於申報當月二十日前檢送遞送單及更正後媒體檔案光碟片 

 ，如無法於申報該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更正作業，稽徵機關得視實際作業情形，限 

 期請貨物稅廠商改以 人工方式填送正確月報表。

十四、相關媒體檔案格式及說明，由財政部訂定，並登載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網址：hppts：//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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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貨物稅廠商得以下列方式辦理貨物稅電子申報及繳納稅款：

(一) 網際網路申報：貨物稅廠商經取得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網址：moeaca.nat.gov.tw）核發之工商憑證 IC 卡或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站（網址：https://tax.nat.gov.tw）依程序申請取得密碼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 

 填具申報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稅申報資料，以網際網路傳輸方式辦理申報。

 １、工商憑證 IC 卡：貨物稅廠商應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核發工商憑證 IC  

  卡，憑以辦理網際網路申報。

 ２、簡易電子認證方式：

(１) 營利事業原為辦理各類所得扣（免）繳及股利憑單資料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及暫繳申報及結算申報、營業稅申報已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 

 務網站申請取得密碼者，其屬貨物稅廠商應另申請專供申報貨物稅使用之 

 簡易認證密碼，同一營利事業如同時設立數家貨物稅產製廠商，應各自申 

 請。

(２) 尚未申請前開密碼者，請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密碼申請」，輸入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廠 

 商編號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後，依序鍵入相關資料 

 完成密碼申請。

(３) 申報單位如發現無法申請密碼，可向工廠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或服 

 務處密碼管理者查詢；申報單位如遺忘密碼，可線上申請「密碼查詢」， 

 依提示之資料輸入，如經比對與系統之基本資料相同，系統將自動傳送至 

 申報單位 E-MAIL 帳號內供使用。

(二) 電磁紀錄媒體申報：貨物稅廠商申請提交貨物稅申報媒體測試檔經稽徵機關測試審核 

 無誤予以核備者，得以載有本要點規定應填具之申報相關書表檔之電子資料代替貨物 

 稅申報資 料，以光碟片媒體檔案向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三) 前揭電子資料係指經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提供之貨物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檢 

 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完成之下列申報資料（1～6）及附件（7～13）：

１、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

２、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 

３、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

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

５、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６、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７、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８、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９、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０、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１１、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

１２、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免稅照。

１３、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 

六、申報作業

(一) 申請身分認證及下載安裝網際網路報稅軟體作業：

１、貨物稅廠商初次採網際網路申報（以下簡稱網路申報），應自行於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並安裝貨物稅申報軟體，申請身分認證並完成廠商資料 

  登錄後，憑以辦理 網際網路申報。

 ２、為確保網路申報正確性與便捷性，應隨時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路軟體下 

  載區確 認目前使用之報稅軟體版本，並以最新版本程式執行審核、申報上傳。

(二) 電子資料登錄、媒體檔案匯入作業：貨物稅廠商得以媒體檔匯入或自行登錄貨物稅廠

商計算稅額申報書檔、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檔（水泥及油氣類廠商免檢附）

、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檔、貨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檔、

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檔及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檔等申報資料。

(三) 電子資料審核作業：

 １、為避免貨物稅申報各項電子資料檔案格式錯誤，電子資料上傳前，應先利用貨 

  物稅申報軟體提供之檢核程式，執行前端審核作業，俟審核結果正常，再執行 

  上傳申報作業。

 ２、如審核結果異常，報稅軟體將產生異常訊息並產出異常清單，供貨物稅廠商參 

  考據以辦理更正後，再進行網路申報作業。

(四) 電子資料申報上傳作業：

１、電子資料經貨物稅申報軟體檢核程式審核，審核結果正常，貨物稅廠商應插入工 

  商憑證或輸入簡易認證密碼，以進行貨物稅網路申報作業。網路申報上傳成功 

  後，應自行列印附條碼繳款書、相關申報書表及網路申 報收執聯備查。

２、貨物稅廠商得於申報上傳時，選擇附加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 

  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 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 

  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貨物稅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以附件檔申報方式透過 

  網際網路連同申報資料一併上傳。

 ３、貨物稅廠商以網路申報上傳失敗，線上即時顯示異常訊息及原因，應先確認所用 

  之報稅軟體版本，倘已更新為最新版本，仍無法上傳成功，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 

  繳稅服務網站查詢常見問題或逕洽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服務人員協助排除異常後 

  ，重新申報上傳。

十、申報作業

(一) 申請及核備程序：貨物稅廠商採用電磁紀錄媒體申報（以下簡稱媒體申報）前，應

檢具「貨物稅媒體檔案測試申請書」連同載有貨物稅廠商產銷儲存情形月報表、貨

物稅廠商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貨物稅廠商完稅價格計算表（水泥及油氣類

廠商免檢附）、貨物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

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

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機車出廠與貨物稅免稅照證、

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汽車車身出廠與貨物稅完稅照證、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

免稅照、電子計算機開立專用貨物稅完稅照、貨物稅廠商各項照證使用情形月報表

與貨物稅廠商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等媒體檔案之光碟片向工廠所在地稽徵

機關申請測試，經測試結果正常，稽徵機關始予核備採用媒 體申報貨物稅。媒體檔

案格式如有變更，產製廠商應重新送請工廠所在地稽徵機關測試。

(二) 申報審核及收件：

  １、貨物稅廠商採媒體申報，經主管稽徵機關審核媒體檔案光碟片，如內容無誤即於 

 遞送單審核結果欄註記，並加蓋收件章戳後將遞送單交還廠商。 

 ２、媒體檔案如經審核其內容有誤，稽徵機關應列印審核異常清單，並於遞送單上註 

 記不符原因，通知廠商於申報當月二十日前檢送遞送單及更正後媒體檔案光碟片 

 ，如無法於申報該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更正作業，稽徵機關得視實際作業情形，限 

 期請貨物稅廠商改以 人工方式填送正確月報表。

十四、相關媒體檔案格式及說明，由財政部訂定，並登載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網址：hppts：//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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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3.27內政部台內消字第 1080821537 號)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訂定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如下：

   一、滅火設備。

   二、警報設備。

   三、避難逃生設備。

   四、消防搶救上必要之設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或必要檢修項目。

第 三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方式如下：

一、外觀檢查：經由外觀判別消防安全設備有無毀損，及其配置是否適當。

二、性能檢查：經由操作判別消防安全設備之性能是否正常。

三、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以下簡稱檢修人員）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

（以下簡稱檢修機構）辦理前項檢查之必要設備及器具。檢修人員及檢修機構於辦

理前項檢查前，應確認必要設備及器具已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週期及 國內

外第三公證機構辦理校正。

第 四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檢修基準公告前，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三條核准或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申請核准或認可時提具之檢修方法及表格

進行 檢修及申報。

第 五 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但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 

   月底或五月底申報備查者，得延至同年六月底前或八月底前。

第 六 條 受託辦理檢修之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應依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檢修消防安全備，並 

   將檢修報告書及下列文件交付管理權人：

一、各該消防安全設備之種類及數量表。 

二、配置平面圖（圖面標註尺寸及面積）。 

三、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證明文件影本。 

四、檢修人員講習訓練積分證明文件影本。

 前項所定應檢修之消防安全設備，於當地消防機關會勘通過之合法場所，為消

防安全設備竣工圖說所載項目；於違規使用場所，為該場所現有之消防安全設備。

 第一項檢修報告書所附各種設備檢查表應註明檢修項目之種別、容量及檢修

使用 設備器具之名稱、型式、校正日期。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者，應清楚載明

其不良 狀況情形、位置及處置措施。

第 七 條 管理權人應填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表，並檢附下列資料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備

查：

一、前條第一項所定之檢修報告書及文件。 

二、依前條檢修結果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立即改善有困難者，應加填消防安 

 全設備改善計畫書。 

三、管理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管理權人委任代理人申報者，其委任書。 

五、使用執照影本。 

六、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營利事業場所者，免附。 

第 八 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檢修完成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應依下列規定附 加

檢修完成標示：

一、標示之規格樣式應符合規定。 

二、以不易脫落之方式，於規定位置附加標示。 

三、附加標示時，不得覆蓋、換貼或變更原新品出廠時之資訊；已附加檢修完成標 

示者，應先清除後，再予附加，且不得有混淆或不易辨識情形。 檢修人員或 

檢修機構未附加檢修完成標示、附加之檢修完成標示違反前項規定或經查有不 

實檢修者，消防機關應命其附加或除去之。

第 九 條 經當地消防機關會勘通過依法取得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等證明

文件之合法場所，於該證明文件申請範圍內之消防安全設備，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免辦理當次檢修及申報備查：

一、甲類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起算，距申報期限在六個月以內。 

二、甲類以外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起算，距申報期限在一年以內。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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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如下：

   一、滅火設備。

   二、警報設備。

   三、避難逃生設備。

   四、消防搶救上必要之設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或必要檢修項目。

第 三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方式如下：

一、外觀檢查：經由外觀判別消防安全設備有無毀損，及其配置是否適當。

二、性能檢查：經由操作判別消防安全設備之性能是否正常。

三、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以下簡稱檢修人員）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

（以下簡稱檢修機構）辦理前項檢查之必要設備及器具。檢修人員及檢修機構於辦

理前項檢查前，應確認必要設備及器具已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週期及 國內

外第三公證機構辦理校正。

第 四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檢修基準公告前，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三條核准或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申請核准或認可時提具之檢修方法及表格

進行 檢修及申報。

第 五 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但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 

   月底或五月底申報備查者，得延至同年六月底前或八月底前。

第 六 條 受託辦理檢修之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應依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檢修消防安全備，並 

   將檢修報告書及下列文件交付管理權人：

一、各該消防安全設備之種類及數量表。 

二、配置平面圖（圖面標註尺寸及面積）。 

三、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證明文件影本。 

四、檢修人員講習訓練積分證明文件影本。

 前項所定應檢修之消防安全設備，於當地消防機關會勘通過之合法場所，為消

防安全設備竣工圖說所載項目；於違規使用場所，為該場所現有之消防安全設備。

 第一項檢修報告書所附各種設備檢查表應註明檢修項目之種別、容量及檢修

使用 設備器具之名稱、型式、校正日期。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者，應清楚載明

其不良 狀況情形、位置及處置措施。

第 七 條 管理權人應填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表，並檢附下列資料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備

查：

一、前條第一項所定之檢修報告書及文件。 

二、依前條檢修結果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立即改善有困難者，應加填消防安 

 全設備改善計畫書。 

三、管理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管理權人委任代理人申報者，其委任書。 

五、使用執照影本。 

六、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營利事業場所者，免附。 

第 八 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檢修完成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應依下列規定附 加

檢修完成標示：

一、標示之規格樣式應符合規定。 

二、以不易脫落之方式，於規定位置附加標示。 

三、附加標示時，不得覆蓋、換貼或變更原新品出廠時之資訊；已附加檢修完成標 

示者，應先清除後，再予附加，且不得有混淆或不易辨識情形。 檢修人員或 

檢修機構未附加檢修完成標示、附加之檢修完成標示違反前項規定或經查有不 

實檢修者，消防機關應命其附加或除去之。

第 九 條 經當地消防機關會勘通過依法取得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等證明

文件之合法場所，於該證明文件申請範圍內之消防安全設備，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免辦理當次檢修及申報備查：

一、甲類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起算，距申報期限在六個月以內。 

二、甲類以外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起算，距申報期限在一年以內。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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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3.25經濟部工地字第 10800145792 號)

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提供區內
廠商自行使用作業要點

一、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所轄各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提供區內廠商自

行使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用語定義如下：

(一) 產業園區下水道機構（以下簡稱管理機構）：經中央政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建設及管理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之機構。

(二) 用水戶：自本局所轄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取用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者。

(三) 放流水特定設施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管理機構為提供放流水予用水戶，如有 

 需增加相關設備及營運管理費用，並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向用水戶所收取費用。

三、用水戶應檢具放流水使用計畫書向管理機構提出申請放流水使用許可，並經管理機構審查

同意後，經雙方簽立合約書後始生效。

四、管理機構受理用水戶之申請案，其申請之先後順序，以管理機構收受放流水使用計畫書之

時間定之。

五、放流水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獨資或合夥之證明文件。

(二) 自行使用之規劃、使用方式說明及用水範圍。

(三) 取水構造物用地之地號、面積、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或他項權利及土地分區管制說明 

 ，並檢附土地謄本、標示取水構造物位置之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四) 取用下水道系統名稱、取用水量。

(五) 申請使用年限。

(六) 取水構造物詳細圖樣與說明、施工期程及應變計畫。

(七) 涉及下水道系統須變更或擴建之部分。

(八) 水量自動監測設施。

(九) 定期檢查、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包括項目、頻率及方式。

(十) 風險管控規劃，應包括廢（污）水或放流水供應不足時之應變措施及備援規劃。

六、用水戶如有變更第五點許可之放流水使用計畫書內容之需要，應檢具變更理由、變更內容

對照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管理機構核准。

 前項變更涉及第五點第四款至第七款者，應檢附變更計畫，說明變更內容及其相關詳

細圖。

 用水戶取用水量增量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七、管理機構受理用水戶之申請案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並為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以書面敘明延長事由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三個月。

 用水戶依第五點申請使用放流水所檢具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管理機構於收件之

日 起五個工作天內通知限期補正，用水戶應遵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

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期間不計入第一項之審查期間。 

八、用水戶取得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其水質為符合放流水標準之排放水，如水質不符用水戶

之需求，用水戶應自行設置淨水處理設施。 

 若管理機構供應水質不符要點標準時，應即停止供水並通知用水戶停止取用，待管理

機構改善完成後通知用水戶續行取用，用水戶不得異議。

九、用水戶於取得管理機構同意使用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後，應自行設置取水構造物，並於完工

後檢具竣工報告及檢查維護手冊，報請管理機構辦理查驗。 

 前項竣工報告包括取水構造物之竣工圖樣、電腦圖檔及相關操作手冊。

 第一項檢查維護手冊應包括第五點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事項，並配合完工實際情形修正

，無需另依第六點規定辦理變更。 管理機構辦理現場查驗，應通知用水戶自行或派員到

場，現場查驗項目如下：

(一) 取水構造物對於下水道系統介面之安全及運作之影響。 

(二) 取水構造物主要結構及周邊土地、設施之恢復及清理。 

(三) 取水構造物相關設施及操作設備之功能。

(四)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五) 依檢查維護手冊之內容進行相關測試或演練。

(六) 其他經管理機構指定事項。 

 第六點變更涉及第五點第六款及第七款者，依本點規定辦理。

 查驗結果與許可內容不符時，管理機構應通知用水戶限期改正；用水戶應於期限內改 

 正，並以書面載明改正情形，報請管理機構辦理複驗。

十、用水戶於設置取水構造物時所衍生之一切損害，應由用水戶負擔。 

 損害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如用水戶未於管理機構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管理機構得逕

為處理，所需費用由用水戶負擔，用水戶不得異議。 

十一、下水道系統工程設施有改建、修建或必要之變更時，用水戶應配合停止取水及變更其取 

 水構造物與相關設施，並自行負擔其取水構造物及相關設施變更費用。

十二、管理機構為執行用水戶申報事項查核，得派員進入取水場所、取水構造物範圍，實施各

種工程設施、水質、水量等有關資料及紀錄之檢查，並得請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配

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資料；被檢查者及相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職務時，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足資辨別之標誌，並

以不妨礙事業正常業務之進行為原則。

十三、用水戶簽立契約取用水質為放流水標準者，不予計費；惟管理機構因提供該放流水所增 

 加之建設、營運、管理或其他必要費用，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予以計費。

十四、管理機構因園區管理需要，得與用水戶協調取用水量及取用時間。 

十五、用水戶有停止取水半年以上之情形或實際取用水量連續三個月低於許可取用水量百分之

七十時，其欲保留水量者，應以書面載明保留原因及期間，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管

理機 構申請使用許可水量保留，其效期以原合約為限。

 用水戶實際取用水量低於許可取用水量百分之七十，未依前項或第六點規定辦理水

量保留或變更，經管理機構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管理機構得核減其許可取用

水量。

十六、用水戶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管理機構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其使用許可

：

(一) 取水構造物未依許可施工期程完工，且未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二) 未依第九點規定完成查驗或複驗，逕行取用。

(三) 停用半年以上或取用水量連續三個月低於百分之七十時，且未依第十五點規定 

 辦理。

(四) 實際取用水量超過許可取用水量，且未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用水戶之取用，經管理機構認定有影響下水道系統正常運作、損害公共利益情節重

大者，得廢止其使用許可，並令其回復原狀或為適當處置。 

十七、用水戶進行取水之一切事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如違反法令規定、遭附近居民抗爭

或有任何侵害第三人權益時，概由用水戶負責解決，並負擔所有發生損害之費用及法律

責任（包含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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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所轄各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提供區內廠商自

行使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用語定義如下：

(一) 產業園區下水道機構（以下簡稱管理機構）：經中央政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建設及管理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之機構。

(二) 用水戶：自本局所轄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取用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者。

(三) 放流水特定設施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管理機構為提供放流水予用水戶，如有 

 需增加相關設備及營運管理費用，並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向用水戶所收取費用。

三、用水戶應檢具放流水使用計畫書向管理機構提出申請放流水使用許可，並經管理機構審查

同意後，經雙方簽立合約書後始生效。

四、管理機構受理用水戶之申請案，其申請之先後順序，以管理機構收受放流水使用計畫書之

時間定之。

五、放流水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獨資或合夥之證明文件。

(二) 自行使用之規劃、使用方式說明及用水範圍。

(三) 取水構造物用地之地號、面積、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或他項權利及土地分區管制說明 

 ，並檢附土地謄本、標示取水構造物位置之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四) 取用下水道系統名稱、取用水量。

(五) 申請使用年限。

(六) 取水構造物詳細圖樣與說明、施工期程及應變計畫。

(七) 涉及下水道系統須變更或擴建之部分。

(八) 水量自動監測設施。

(九) 定期檢查、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包括項目、頻率及方式。

(十) 風險管控規劃，應包括廢（污）水或放流水供應不足時之應變措施及備援規劃。

六、用水戶如有變更第五點許可之放流水使用計畫書內容之需要，應檢具變更理由、變更內容

對照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管理機構核准。

 前項變更涉及第五點第四款至第七款者，應檢附變更計畫，說明變更內容及其相關詳

細圖。

 用水戶取用水量增量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七、管理機構受理用水戶之申請案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並為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以書面敘明延長事由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三個月。

 用水戶依第五點申請使用放流水所檢具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管理機構於收件之

日 起五個工作天內通知限期補正，用水戶應遵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

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期間不計入第一項之審查期間。 

八、用水戶取得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其水質為符合放流水標準之排放水，如水質不符用水戶

之需求，用水戶應自行設置淨水處理設施。 

 若管理機構供應水質不符要點標準時，應即停止供水並通知用水戶停止取用，待管理

機構改善完成後通知用水戶續行取用，用水戶不得異議。

九、用水戶於取得管理機構同意使用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後，應自行設置取水構造物，並於完工

後檢具竣工報告及檢查維護手冊，報請管理機構辦理查驗。 

 前項竣工報告包括取水構造物之竣工圖樣、電腦圖檔及相關操作手冊。

 第一項檢查維護手冊應包括第五點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事項，並配合完工實際情形修正

，無需另依第六點規定辦理變更。 管理機構辦理現場查驗，應通知用水戶自行或派員到

場，現場查驗項目如下：

(一) 取水構造物對於下水道系統介面之安全及運作之影響。 

(二) 取水構造物主要結構及周邊土地、設施之恢復及清理。 

(三) 取水構造物相關設施及操作設備之功能。

(四)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五) 依檢查維護手冊之內容進行相關測試或演練。

(六) 其他經管理機構指定事項。 

 第六點變更涉及第五點第六款及第七款者，依本點規定辦理。

 查驗結果與許可內容不符時，管理機構應通知用水戶限期改正；用水戶應於期限內改 

 正，並以書面載明改正情形，報請管理機構辦理複驗。

十、用水戶於設置取水構造物時所衍生之一切損害，應由用水戶負擔。 

 損害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如用水戶未於管理機構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管理機構得逕

為處理，所需費用由用水戶負擔，用水戶不得異議。 

十一、下水道系統工程設施有改建、修建或必要之變更時，用水戶應配合停止取水及變更其取 

 水構造物與相關設施，並自行負擔其取水構造物及相關設施變更費用。

十二、管理機構為執行用水戶申報事項查核，得派員進入取水場所、取水構造物範圍，實施各

種工程設施、水質、水量等有關資料及紀錄之檢查，並得請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配

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資料；被檢查者及相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職務時，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足資辨別之標誌，並

以不妨礙事業正常業務之進行為原則。

十三、用水戶簽立契約取用水質為放流水標準者，不予計費；惟管理機構因提供該放流水所增 

 加之建設、營運、管理或其他必要費用，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予以計費。

十四、管理機構因園區管理需要，得與用水戶協調取用水量及取用時間。 

十五、用水戶有停止取水半年以上之情形或實際取用水量連續三個月低於許可取用水量百分之

七十時，其欲保留水量者，應以書面載明保留原因及期間，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管

理機 構申請使用許可水量保留，其效期以原合約為限。

 用水戶實際取用水量低於許可取用水量百分之七十，未依前項或第六點規定辦理水

量保留或變更，經管理機構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管理機構得核減其許可取用

水量。

十六、用水戶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管理機構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其使用許可

：

(一) 取水構造物未依許可施工期程完工，且未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二) 未依第九點規定完成查驗或複驗，逕行取用。

(三) 停用半年以上或取用水量連續三個月低於百分之七十時，且未依第十五點規定 

 辦理。

(四) 實際取用水量超過許可取用水量，且未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用水戶之取用，經管理機構認定有影響下水道系統正常運作、損害公共利益情節重

大者，得廢止其使用許可，並令其回復原狀或為適當處置。 

十七、用水戶進行取水之一切事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如違反法令規定、遭附近居民抗爭

或有任何侵害第三人權益時，概由用水戶負責解決，並負擔所有發生損害之費用及法律

責任（包含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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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所轄各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提供區內廠商自

行使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用語定義如下：

(一) 產業園區下水道機構（以下簡稱管理機構）：經中央政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建設及管理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之機構。

(二) 用水戶：自本局所轄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取用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者。

(三) 放流水特定設施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管理機構為提供放流水予用水戶，如有 

 需增加相關設備及營運管理費用，並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向用水戶所收取費用。

三、用水戶應檢具放流水使用計畫書向管理機構提出申請放流水使用許可，並經管理機構審查

同意後，經雙方簽立合約書後始生效。

四、管理機構受理用水戶之申請案，其申請之先後順序，以管理機構收受放流水使用計畫書之

時間定之。

五、放流水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獨資或合夥之證明文件。

(二) 自行使用之規劃、使用方式說明及用水範圍。

(三) 取水構造物用地之地號、面積、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或他項權利及土地分區管制說明 

 ，並檢附土地謄本、標示取水構造物位置之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四) 取用下水道系統名稱、取用水量。

(五) 申請使用年限。

(六) 取水構造物詳細圖樣與說明、施工期程及應變計畫。

(七) 涉及下水道系統須變更或擴建之部分。

(八) 水量自動監測設施。

(九) 定期檢查、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包括項目、頻率及方式。

(十) 風險管控規劃，應包括廢（污）水或放流水供應不足時之應變措施及備援規劃。

六、用水戶如有變更第五點許可之放流水使用計畫書內容之需要，應檢具變更理由、變更內容

對照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管理機構核准。

 前項變更涉及第五點第四款至第七款者，應檢附變更計畫，說明變更內容及其相關詳

細圖。

 用水戶取用水量增量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七、管理機構受理用水戶之申請案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並為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以書面敘明延長事由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三個月。

 用水戶依第五點申請使用放流水所檢具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管理機構於收件之

日 起五個工作天內通知限期補正，用水戶應遵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

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期間不計入第一項之審查期間。 

八、用水戶取得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其水質為符合放流水標準之排放水，如水質不符用水戶

之需求，用水戶應自行設置淨水處理設施。 

 若管理機構供應水質不符要點標準時，應即停止供水並通知用水戶停止取用，待管理

機構改善完成後通知用水戶續行取用，用水戶不得異議。

九、用水戶於取得管理機構同意使用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後，應自行設置取水構造物，並於完工

後檢具竣工報告及檢查維護手冊，報請管理機構辦理查驗。 

 前項竣工報告包括取水構造物之竣工圖樣、電腦圖檔及相關操作手冊。

 第一項檢查維護手冊應包括第五點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事項，並配合完工實際情形修正

，無需另依第六點規定辦理變更。 管理機構辦理現場查驗，應通知用水戶自行或派員到

場，現場查驗項目如下：

(一) 取水構造物對於下水道系統介面之安全及運作之影響。 

(二) 取水構造物主要結構及周邊土地、設施之恢復及清理。 

(三) 取水構造物相關設施及操作設備之功能。

(四)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五) 依檢查維護手冊之內容進行相關測試或演練。

(六) 其他經管理機構指定事項。 

 第六點變更涉及第五點第六款及第七款者，依本點規定辦理。

 查驗結果與許可內容不符時，管理機構應通知用水戶限期改正；用水戶應於期限內改 

 正，並以書面載明改正情形，報請管理機構辦理複驗。

十、用水戶於設置取水構造物時所衍生之一切損害，應由用水戶負擔。 

 損害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如用水戶未於管理機構規定期限內改善完成，管理機構得逕

為處理，所需費用由用水戶負擔，用水戶不得異議。 

十一、下水道系統工程設施有改建、修建或必要之變更時，用水戶應配合停止取水及變更其取 

 水構造物與相關設施，並自行負擔其取水構造物及相關設施變更費用。

十二、管理機構為執行用水戶申報事項查核，得派員進入取水場所、取水構造物範圍，實施各

種工程設施、水質、水量等有關資料及紀錄之檢查，並得請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配

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資料；被檢查者及相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職務時，應主動出示執行職務證明文件或足資辨別之標誌，並

以不妨礙事業正常業務之進行為原則。

十三、用水戶簽立契約取用水質為放流水標準者，不予計費；惟管理機構因提供該放流水所增 

 加之建設、營運、管理或其他必要費用，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予以計費。

十四、管理機構因園區管理需要，得與用水戶協調取用水量及取用時間。 

十五、用水戶有停止取水半年以上之情形或實際取用水量連續三個月低於許可取用水量百分之

七十時，其欲保留水量者，應以書面載明保留原因及期間，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管

理機 構申請使用許可水量保留，其效期以原合約為限。

 用水戶實際取用水量低於許可取用水量百分之七十，未依前項或第六點規定辦理水

量保留或變更，經管理機構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管理機構得核減其許可取用

水量。

十六、用水戶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管理機構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其使用許可

：

(一) 取水構造物未依許可施工期程完工，且未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二) 未依第九點規定完成查驗或複驗，逕行取用。

(三) 停用半年以上或取用水量連續三個月低於百分之七十時，且未依第十五點規定 

 辦理。

(四) 實際取用水量超過許可取用水量，且未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用水戶之取用，經管理機構認定有影響下水道系統正常運作、損害公共利益情節重

大者，得廢止其使用許可，並令其回復原狀或為適當處置。 

十七、用水戶進行取水之一切事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如違反法令規定、遭附近居民抗爭

或有任何侵害第三人權益時，概由用水戶負責解決，並負擔所有發生損害之費用及法律

責任（包含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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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 108.3.25 環保署環署空字第 1080019517 號) 

空氣污染行為修正

公私場所有下列各項行為者，為空氣污染行為： 

一、無有效之空氣污染物收集及處理設備，從事下列操作而有散布空氣污染物之情形：

(一) 瀝青拌合。

(二) 預拌混凝土。

(三) 穀物加工。

(四) 木材加工、木器製造、人造碳製造。

(五) 釉料、陶瓷、磚瓦、玻璃製造。

(六) 金屬表面處理及噴砂作業。

(七) 混合五金廢料清除處理。 

二、礦物、土石之堆置體積在一千立方公尺以上或不滿一千立方公尺，但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指定加強管理，未具備下列設備或措施之一，而有散布粒狀污染物情形：

(一) 堆置於防止粒狀物質飛散之建築物內。 

(二) 有效防止粒狀物質飛散之灑水系統。 

(三) 有效防止粒狀物質飛散之覆蓋物。

(四) 在堆置物質表面噴灑藥劑或將之壓實防止粒狀污染物飛散。

(五) 其他有效設備或措施。 

三、礦物、土石或其他粒狀物質之輸送系統（包括以車輛及吊纜在公私場所及道路運送

者）未具下列設備或措施之一，而有散布粒狀污染物情形：

(一) 密閉輸送。

(二) 以覆蓋物或灑水系統，有效防止可見灰塵之飛散。 

(三) 接駁點或裝卸作業裝置有效之收集及處理設備。 

(四) 其他有效設備或措施。

四、衝碎機、粉碎機、研磨機、篩選（濾）機及其他粉碎、篩選設備（供礦物、土石加工 

或其他粒狀污染物製造者）其輸出功率在七十五千瓦（KW）以上（篩選機為十五千瓦

（KW）以上）者或小於上述功率，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加強管理，其 

作業未具下列設備或措施之一，而有散布粒狀污染物情形：

(一) 於可防止粒狀污染物逸散之建築物內作業。

(二) 有效之灑水系統。

(三) 有效之集塵及處理設備。

(四) 有效防止粒狀污染物飛散之覆蓋物。

(五) 其他有效設備或措施。

五、裝設之防制污染設備應使用而不使用。

六、農藥工業生產設備中之安全閥（Safety Valve）、破裂盤（Rupture Disc）、排氣孔（

Vent）等安全設施之排放口，未具備完善防制措施或回收設備（回收效率至少應達百分

之九十）而逕行排放空氣污染物於大氣。

七、從事烹飪將烹飪廢氣逕行排放至溝渠中，致產生油煙或異味污染物。 

署  長 張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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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有下列各項行為者，為空氣污染行為： 

一、無有效之空氣污染物收集及處理設備，從事下列操作而有散布空氣污染物之情形：

(一) 瀝青拌合。

(二) 預拌混凝土。

(三) 穀物加工。

(四) 木材加工、木器製造、人造碳製造。

(五) 釉料、陶瓷、磚瓦、玻璃製造。

(六) 金屬表面處理及噴砂作業。

(七) 混合五金廢料清除處理。 

二、礦物、土石之堆置體積在一千立方公尺以上或不滿一千立方公尺，但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指定加強管理，未具備下列設備或措施之一，而有散布粒狀污染物情形：

(一) 堆置於防止粒狀物質飛散之建築物內。 

(二) 有效防止粒狀物質飛散之灑水系統。 

(三) 有效防止粒狀物質飛散之覆蓋物。

(四) 在堆置物質表面噴灑藥劑或將之壓實防止粒狀污染物飛散。

(五) 其他有效設備或措施。 

三、礦物、土石或其他粒狀物質之輸送系統（包括以車輛及吊纜在公私場所及道路運送

者）未具下列設備或措施之一，而有散布粒狀污染物情形：

(一) 密閉輸送。

(二) 以覆蓋物或灑水系統，有效防止可見灰塵之飛散。 

(三) 接駁點或裝卸作業裝置有效之收集及處理設備。 

(四) 其他有效設備或措施。

四、衝碎機、粉碎機、研磨機、篩選（濾）機及其他粉碎、篩選設備（供礦物、土石加工 

或其他粒狀污染物製造者）其輸出功率在七十五千瓦（KW）以上（篩選機為十五千瓦

（KW）以上）者或小於上述功率，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加強管理，其 

作業未具下列設備或措施之一，而有散布粒狀污染物情形：

(一) 於可防止粒狀污染物逸散之建築物內作業。

(二) 有效之灑水系統。

(三) 有效之集塵及處理設備。

(四) 有效防止粒狀污染物飛散之覆蓋物。

(五) 其他有效設備或措施。

五、裝設之防制污染設備應使用而不使用。

六、農藥工業生產設備中之安全閥（Safety Valve）、破裂盤（Rupture Disc）、排氣孔（

Vent）等安全設施之排放口，未具備完善防制措施或回收設備（回收效率至少應達百分

之九十）而逕行排放空氣污染物於大氣。

七、從事烹飪將烹飪廢氣逕行排放至溝渠中，致產生油煙或異味污染物。 

署  長 張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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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年度貨物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針對未辦理貨物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

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貨物稅產製廠商應依貨物稅條例有關規定，應於開始製貨物前，

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貨物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當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

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貨

物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價格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辦理補報加計利息

補繳，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以免予處罰。

二、108年度菸酒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起針對未辦理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或申報完稅出廠數量與

原物料或容器用量異常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菸酒產製廠商應依菸酒管理法及菸酒稅法有關規定，除取得許可

執照外，並應於開始產製前，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菸酒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

；當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

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菸

品、酒品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抑或以產製較高酒精度之酒品，卻

取巧以較低酒精度來辦理產品登記等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於108年3月31日前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徵所辦理補報及加計利

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息補繳稅款，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免予處罰。

三、營業稅選案暨網路交易查核將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展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自108年4月1日起

至12月31日止辦理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    

 該分局說明，為維護租稅公平，促使營業人誠實申報納稅，將自4月1日起針對下列異

常情形選案查核：（1）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2）以個人消費或不實進項憑

證申報抵退營業稅（3）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及購買國外勞務給付額（4）將不得適用零稅

率銷售額申報適用零稅率（5）網路交易營業人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6）美

容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月子中心、月子餐業者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辦理稅

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7)食品業、夜市、銷售夾娃娃機檯及以夾娃娃機銷售貨物營業人未

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及繳納營業稅。                                                 

 該分局特別籲請營業人自行檢視，如有上述違章漏稅情形，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向所轄分局

、稽徵所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以免被查獲而遭受處罰。

四、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已展開，請營業人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以免被查獲受罰或 

 遭停業處分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轄內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維

護租稅公平及統一發票制度之正常運作，該分局已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將不定期派員

至店家實地稽查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且將以經常被檢舉短漏開發票、已有漏開發票紀錄、

知名人氣商家、申報銷售額異常、長期累積留抵稅額巨大或透過網際網路交易之營業人，

列為優先稽查重點對象。稽查時間除上班日白天外，亦會視營業人營業時間進行夜間及假

日稽查。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2條，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

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

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此外，如1年內被查獲達3次者，並停止其營

業。為免遭受補稅處罰甚至停止營業損害商譽，籲請使用統一發票之商家，於實體店面或

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均應依規定主動開立並給與統一

發票。

五、以未成年人名義興建房屋應以領取使用執照時為贈與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以未成年人名義申領建築執照興建房屋，應以領取

使用執照時為贈與行為發生日，依法申報贈與課稅；如於領取使用執照時，該未成年人業

已成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仍應課徵贈與稅。該項贈與房屋價值之計算，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應以該房屋之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六、死亡前二年內贈與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受贈人已移轉所有 其價值之計算 

 以受贈人贈與時之公告現值為準。

    財政政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土地，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如該贈與之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業

經受贈人移轉所有權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該土地贈與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七、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權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公司之「股東往來」帳戶，如屬貸方餘額，此項餘

額係屬股東對公司之債權，如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累積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

權用以彌補自己之股權虧損，應免課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債權人代位申報遺產稅者應俟申報期限過後始得辦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在法定申報遺產稅期間內，納稅

義務人尚未申報前，債權人依據法院民事執行處之通知，逕向該管稽徵機關代位申報遺產

稅者，稽徵機關應俟納稅義務人申報後併案參考辦理，如納稅義務人逾期仍不申報，始按

「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九、107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撤銷)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 

  作業期間，自2月15日至3月15日止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便利民眾申報107年度綜合所得國稅局將提供

民眾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服務，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得申

請將其本人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

配偶列報扶養之滿20歲子女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

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亦得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若您考量涉及個人隱私情事，亦可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

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扣除額資料 。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8年2月15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

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12

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

//tax.nat.gov.tw）申請。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或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

郵寄申請，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為申請日)。     

三、已依規定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

    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向戶籍所在地稽徵 

    機關以書面徹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提供者，得以憑證通行碼

    透過網際網路徹銷原申請。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相關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 

 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及喪葬費之相 

 關課稅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

慰勞金、撫卹金，係屬死亡人遺族之所得，非屬遺產稅課徵標的，免予計入死亡員工之遺

產總額；惟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入死亡員工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經稽徵機關列管之農地經初次查獲有移轉之情事，於限期內未回復者追繳 

 應納稅賦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免徵遺產稅或

贈與稅之農業用地，於列管5年內初次查獲承受人未將該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其

情形如係屬承受人將農地移轉他人者，稽徵機關將限期令承受人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

作農業使用，如未於限期內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用者將予以追繳應納稅賦。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二、如何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及變更郵寄地址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

更多元的報稅方式，國稅局今年賡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8年2月15

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

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個人稅」∕「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

／「開始報稅」或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

）點選「稅額試算」∕「稅額試算專區」∕「各項申辦作業」辦理；原採線上申請

不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

務。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式向國稅局提出申請（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 

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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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年度貨物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針對未辦理貨物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

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貨物稅產製廠商應依貨物稅條例有關規定，應於開始製貨物前，

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貨物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當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

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貨

物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價格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辦理補報加計利息

補繳，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以免予處罰。

二、108年度菸酒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起針對未辦理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或申報完稅出廠數量與

原物料或容器用量異常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菸酒產製廠商應依菸酒管理法及菸酒稅法有關規定，除取得許可

執照外，並應於開始產製前，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菸酒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

；當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

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菸

品、酒品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抑或以產製較高酒精度之酒品，卻

取巧以較低酒精度來辦理產品登記等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於108年3月31日前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徵所辦理補報及加計利

息補繳稅款，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免予處罰。

三、營業稅選案暨網路交易查核將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展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自108年4月1日起

至12月31日止辦理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    

 該分局說明，為維護租稅公平，促使營業人誠實申報納稅，將自4月1日起針對下列異

常情形選案查核：（1）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2）以個人消費或不實進項憑

證申報抵退營業稅（3）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及購買國外勞務給付額（4）將不得適用零稅

率銷售額申報適用零稅率（5）網路交易營業人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6）美

容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月子中心、月子餐業者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辦理稅

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7)食品業、夜市、銷售夾娃娃機檯及以夾娃娃機銷售貨物營業人未

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及繳納營業稅。                                                 

 該分局特別籲請營業人自行檢視，如有上述違章漏稅情形，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向所轄分局

、稽徵所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以免被查獲而遭受處罰。

四、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已展開，請營業人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以免被查獲受罰或 

 遭停業處分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轄內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維

護租稅公平及統一發票制度之正常運作，該分局已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將不定期派員

至店家實地稽查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且將以經常被檢舉短漏開發票、已有漏開發票紀錄、

知名人氣商家、申報銷售額異常、長期累積留抵稅額巨大或透過網際網路交易之營業人，

列為優先稽查重點對象。稽查時間除上班日白天外，亦會視營業人營業時間進行夜間及假

日稽查。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2條，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

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

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此外，如1年內被查獲達3次者，並停止其營

業。為免遭受補稅處罰甚至停止營業損害商譽，籲請使用統一發票之商家，於實體店面或

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均應依規定主動開立並給與統一

發票。

五、以未成年人名義興建房屋應以領取使用執照時為贈與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以未成年人名義申領建築執照興建房屋，應以領取

使用執照時為贈與行為發生日，依法申報贈與課稅；如於領取使用執照時，該未成年人業

已成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仍應課徵贈與稅。該項贈與房屋價值之計算，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應以該房屋之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六、死亡前二年內贈與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受贈人已移轉所有 其價值之計算 

 以受贈人贈與時之公告現值為準。

    財政政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土地，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如該贈與之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業

經受贈人移轉所有權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該土地贈與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七、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權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公司之「股東往來」帳戶，如屬貸方餘額，此項餘

額係屬股東對公司之債權，如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累積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

權用以彌補自己之股權虧損，應免課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債權人代位申報遺產稅者應俟申報期限過後始得辦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在法定申報遺產稅期間內，納稅

義務人尚未申報前，債權人依據法院民事執行處之通知，逕向該管稽徵機關代位申報遺產

稅者，稽徵機關應俟納稅義務人申報後併案參考辦理，如納稅義務人逾期仍不申報，始按

「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九、107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撤銷)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 

  作業期間，自2月15日至3月15日止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便利民眾申報107年度綜合所得國稅局將提供

民眾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服務，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得申

請將其本人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

配偶列報扶養之滿20歲子女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

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亦得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若您考量涉及個人隱私情事，亦可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

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扣除額資料 。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8年2月15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

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12

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

//tax.nat.gov.tw）申請。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或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

郵寄申請，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為申請日)。     

三、已依規定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

    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向戶籍所在地稽徵 

    機關以書面徹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提供者，得以憑證通行碼

    透過網際網路徹銷原申請。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相關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 

 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及喪葬費之相 

 關課稅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

慰勞金、撫卹金，係屬死亡人遺族之所得，非屬遺產稅課徵標的，免予計入死亡員工之遺

產總額；惟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入死亡員工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經稽徵機關列管之農地經初次查獲有移轉之情事，於限期內未回復者追繳 

 應納稅賦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免徵遺產稅或

贈與稅之農業用地，於列管5年內初次查獲承受人未將該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其

情形如係屬承受人將農地移轉他人者，稽徵機關將限期令承受人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

作農業使用，如未於限期內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用者將予以追繳應納稅賦。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二、如何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及變更郵寄地址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

更多元的報稅方式，國稅局今年賡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8年2月15

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

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個人稅」∕「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

／「開始報稅」或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

）點選「稅額試算」∕「稅額試算專區」∕「各項申辦作業」辦理；原採線上申請

不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

務。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式向國稅局提出申請（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 

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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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年度貨物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針對未辦理貨物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

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貨物稅產製廠商應依貨物稅條例有關規定，應於開始製貨物前，

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貨物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當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

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貨

物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價格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辦理補報加計利息

補繳，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以免予處罰。

二、108年度菸酒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起針對未辦理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或申報完稅出廠數量與

原物料或容器用量異常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菸酒產製廠商應依菸酒管理法及菸酒稅法有關規定，除取得許可

執照外，並應於開始產製前，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菸酒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

；當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

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菸

品、酒品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抑或以產製較高酒精度之酒品，卻

取巧以較低酒精度來辦理產品登記等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於108年3月31日前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徵所辦理補報及加計利

息補繳稅款，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免予處罰。

三、營業稅選案暨網路交易查核將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展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自108年4月1日起

至12月31日止辦理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    

 該分局說明，為維護租稅公平，促使營業人誠實申報納稅，將自4月1日起針對下列異

常情形選案查核：（1）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2）以個人消費或不實進項憑

證申報抵退營業稅（3）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及購買國外勞務給付額（4）將不得適用零稅

率銷售額申報適用零稅率（5）網路交易營業人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6）美

容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月子中心、月子餐業者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辦理稅

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7)食品業、夜市、銷售夾娃娃機檯及以夾娃娃機銷售貨物營業人未

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及繳納營業稅。                                                 

 該分局特別籲請營業人自行檢視，如有上述違章漏稅情形，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向所轄分局

、稽徵所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以免被查獲而遭受處罰。

四、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已展開，請營業人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以免被查獲受罰或 

 遭停業處分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轄內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維

護租稅公平及統一發票制度之正常運作，該分局已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將不定期派員

至店家實地稽查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且將以經常被檢舉短漏開發票、已有漏開發票紀錄、

知名人氣商家、申報銷售額異常、長期累積留抵稅額巨大或透過網際網路交易之營業人，

列為優先稽查重點對象。稽查時間除上班日白天外，亦會視營業人營業時間進行夜間及假

日稽查。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2條，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

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

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此外，如1年內被查獲達3次者，並停止其營

業。為免遭受補稅處罰甚至停止營業損害商譽，籲請使用統一發票之商家，於實體店面或

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均應依規定主動開立並給與統一

發票。

五、以未成年人名義興建房屋應以領取使用執照時為贈與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以未成年人名義申領建築執照興建房屋，應以領取

使用執照時為贈與行為發生日，依法申報贈與課稅；如於領取使用執照時，該未成年人業

已成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仍應課徵贈與稅。該項贈與房屋價值之計算，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應以該房屋之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六、死亡前二年內贈與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受贈人已移轉所有 其價值之計算 

 以受贈人贈與時之公告現值為準。

    財政政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土地，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如該贈與之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業

經受贈人移轉所有權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該土地贈與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七、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權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公司之「股東往來」帳戶，如屬貸方餘額，此項餘

額係屬股東對公司之債權，如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累積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

權用以彌補自己之股權虧損，應免課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債權人代位申報遺產稅者應俟申報期限過後始得辦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在法定申報遺產稅期間內，納稅

義務人尚未申報前，債權人依據法院民事執行處之通知，逕向該管稽徵機關代位申報遺產

稅者，稽徵機關應俟納稅義務人申報後併案參考辦理，如納稅義務人逾期仍不申報，始按

「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九、107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撤銷)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 

  作業期間，自2月15日至3月15日止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便利民眾申報107年度綜合所得國稅局將提供

民眾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服務，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得申

請將其本人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

配偶列報扶養之滿20歲子女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

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亦得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若您考量涉及個人隱私情事，亦可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

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扣除額資料 。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8年2月15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

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12

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

//tax.nat.gov.tw）申請。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或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

郵寄申請，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為申請日)。     

三、已依規定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

    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向戶籍所在地稽徵 

    機關以書面徹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提供者，得以憑證通行碼

    透過網際網路徹銷原申請。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相關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 

 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及喪葬費之相 

 關課稅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

慰勞金、撫卹金，係屬死亡人遺族之所得，非屬遺產稅課徵標的，免予計入死亡員工之遺

產總額；惟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入死亡員工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經稽徵機關列管之農地經初次查獲有移轉之情事，於限期內未回復者追繳 

 應納稅賦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免徵遺產稅或

贈與稅之農業用地，於列管5年內初次查獲承受人未將該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其

情形如係屬承受人將農地移轉他人者，稽徵機關將限期令承受人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

作農業使用，如未於限期內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用者將予以追繳應納稅賦。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二、如何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及變更郵寄地址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

更多元的報稅方式，國稅局今年賡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8年2月15

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

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個人稅」∕「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

／「開始報稅」或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

）點選「稅額試算」∕「稅額試算專區」∕「各項申辦作業」辦理；原採線上申請

不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

務。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式向國稅局提出申請（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 

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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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年度貨物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針對未辦理貨物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

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貨物稅產製廠商應依貨物稅條例有關規定，應於開始製貨物前，

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貨物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當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

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貨

物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價格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辦理補報加計利息

補繳，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以免予處罰。

二、108年度菸酒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起針對未辦理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或申報完稅出廠數量與

原物料或容器用量異常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菸酒產製廠商應依菸酒管理法及菸酒稅法有關規定，除取得許可

執照外，並應於開始產製前，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菸酒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

；當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

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菸

品、酒品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抑或以產製較高酒精度之酒品，卻

取巧以較低酒精度來辦理產品登記等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於108年3月31日前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徵所辦理補報及加計利

息補繳稅款，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免予處罰。

三、營業稅選案暨網路交易查核將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展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自108年4月1日起

至12月31日止辦理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    

 該分局說明，為維護租稅公平，促使營業人誠實申報納稅，將自4月1日起針對下列異

常情形選案查核：（1）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2）以個人消費或不實進項憑

證申報抵退營業稅（3）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及購買國外勞務給付額（4）將不得適用零稅

率銷售額申報適用零稅率（5）網路交易營業人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6）美

容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月子中心、月子餐業者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辦理稅

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7)食品業、夜市、銷售夾娃娃機檯及以夾娃娃機銷售貨物營業人未

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及繳納營業稅。                                                 

 該分局特別籲請營業人自行檢視，如有上述違章漏稅情形，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向所轄分局

、稽徵所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以免被查獲而遭受處罰。

四、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已展開，請營業人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以免被查獲受罰或 

 遭停業處分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轄內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維

護租稅公平及統一發票制度之正常運作，該分局已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將不定期派員

至店家實地稽查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且將以經常被檢舉短漏開發票、已有漏開發票紀錄、

知名人氣商家、申報銷售額異常、長期累積留抵稅額巨大或透過網際網路交易之營業人，

列為優先稽查重點對象。稽查時間除上班日白天外，亦會視營業人營業時間進行夜間及假

日稽查。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2條，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

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

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此外，如1年內被查獲達3次者，並停止其營

業。為免遭受補稅處罰甚至停止營業損害商譽，籲請使用統一發票之商家，於實體店面或

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均應依規定主動開立並給與統一

發票。

五、以未成年人名義興建房屋應以領取使用執照時為贈與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以未成年人名義申領建築執照興建房屋，應以領取

使用執照時為贈與行為發生日，依法申報贈與課稅；如於領取使用執照時，該未成年人業

已成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仍應課徵贈與稅。該項贈與房屋價值之計算，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應以該房屋之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六、死亡前二年內贈與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受贈人已移轉所有 其價值之計算 

 以受贈人贈與時之公告現值為準。

    財政政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土地，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如該贈與之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業

經受贈人移轉所有權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該土地贈與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七、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權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公司之「股東往來」帳戶，如屬貸方餘額，此項餘

額係屬股東對公司之債權，如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累積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

權用以彌補自己之股權虧損，應免課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債權人代位申報遺產稅者應俟申報期限過後始得辦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在法定申報遺產稅期間內，納稅

義務人尚未申報前，債權人依據法院民事執行處之通知，逕向該管稽徵機關代位申報遺產

稅者，稽徵機關應俟納稅義務人申報後併案參考辦理，如納稅義務人逾期仍不申報，始按

「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九、107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撤銷)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 

  作業期間，自2月15日至3月15日止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便利民眾申報107年度綜合所得國稅局將提供

民眾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服務，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得申

請將其本人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

配偶列報扶養之滿20歲子女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

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亦得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若您考量涉及個人隱私情事，亦可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

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扣除額資料 。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8年2月15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

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12

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

//tax.nat.gov.tw）申請。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或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

郵寄申請，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為申請日)。     

三、已依規定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

    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向戶籍所在地稽徵 

    機關以書面徹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提供者，得以憑證通行碼

    透過網際網路徹銷原申請。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相關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 

 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及喪葬費之相 

 關課稅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

慰勞金、撫卹金，係屬死亡人遺族之所得，非屬遺產稅課徵標的，免予計入死亡員工之遺

產總額；惟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入死亡員工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經稽徵機關列管之農地經初次查獲有移轉之情事，於限期內未回復者追繳 

 應納稅賦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免徵遺產稅或

贈與稅之農業用地，於列管5年內初次查獲承受人未將該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其

情形如係屬承受人將農地移轉他人者，稽徵機關將限期令承受人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

作農業使用，如未於限期內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用者將予以追繳應納稅賦。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二、如何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及變更郵寄地址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

更多元的報稅方式，國稅局今年賡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8年2月15

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

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個人稅」∕「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

／「開始報稅」或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

）點選「稅額試算」∕「稅額試算專區」∕「各項申辦作業」辦理；原採線上申請

不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

務。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式向國稅局提出申請（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 

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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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年度貨物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針對未辦理貨物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

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貨物稅產製廠商應依貨物稅條例有關規定，應於開始製貨物前，

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貨物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當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

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貨

物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價格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稽徵所辦理補報加計利息

補繳，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以免予處罰。

二、108年度菸酒稅選案查核計畫將於4月起開跑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於本（

108）年4月1日起針對未辦理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即出廠銷售，或申報完稅出廠數量與

原物料或容器用量異常等情形加強查核，請廠商注意。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菸酒產製廠商應依菸酒管理法及菸酒稅法有關規定，除取得許可

執照外，並應於開始產製前，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菸酒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

；當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

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該分局特別提醒產製廠商注意，對於未辦理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即逕行產製應稅菸

品、酒品出廠；或已辦產品登記，但短漏報應稅數量；抑或以產製較高酒精度之酒品，卻

取巧以較低酒精度來辦理產品登記等等，均涉及違法情事，請於108年3月31日前自行審視

。凡在未經國稅局調查、未經檢舉前，主動向所在地國稅局分局、徵所辦理補報及加計利

息補繳稅款，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的規定，免予處罰。

三、營業稅選案暨網路交易查核將自108年4月1日起陸續展開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將自108年4月1日起

至12月31日止辦理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    

 該分局說明，為維護租稅公平，促使營業人誠實申報納稅，將自4月1日起針對下列異

常情形選案查核：（1）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2）以個人消費或不實進項憑

證申報抵退營業稅（3）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及購買國外勞務給付額（4）將不得適用零稅

率銷售額申報適用零稅率（5）網路交易營業人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6）美

容醫療院所、產後護理機構、月子中心、月子餐業者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辦理稅

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7)食品業、夜市、銷售夾娃娃機檯及以夾娃娃機銷售貨物營業人未

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及繳納營業稅。                                                 

 該分局特別籲請營業人自行檢視，如有上述違章漏稅情形，在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

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向所轄分局

、稽徵所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以免被查獲而遭受處罰。

四、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已展開，請營業人誠實開立統一發票，以免被查獲受罰或 

 遭停業處分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遏止轄內營業人短漏開統一發票，維

護租稅公平及統一發票制度之正常運作，該分局已展開統一發票稽查作業，將不定期派員

至店家實地稽查統一發票開立情形，且將以經常被檢舉短漏開發票、已有漏開發票紀錄、

知名人氣商家、申報銷售額異常、長期累積留抵稅額巨大或透過網際網路交易之營業人，

列為優先稽查重點對象。稽查時間除上班日白天外，亦會視營業人營業時間進行夜間及假

日稽查。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2條，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

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算

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此外，如1年內被查獲達3次者，並停止其營

業。為免遭受補稅處罰甚至停止營業損害商譽，籲請使用統一發票之商家，於實體店面或

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不論消費者有無索取統一發票，均應依規定主動開立並給與統一

發票。

五、以未成年人名義興建房屋應以領取使用執照時為贈與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以未成年人名義申領建築執照興建房屋，應以領取

使用執照時為贈與行為發生日，依法申報贈與課稅；如於領取使用執照時，該未成年人業

已成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仍應課徵贈與稅。該項贈與房屋價值之計算，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應以該房屋之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六、死亡前二年內贈與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受贈人已移轉所有 其價值之計算 

 以受贈人贈與時之公告現值為準。

    財政政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土地，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如該贈與之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前業

經受贈人移轉所有權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該土地贈與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七、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權免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公司之「股東往來」帳戶，如屬貸方餘額，此項餘

額係屬股東對公司之債權，如股東為彌補公司帳面累積虧損，按股份比例放棄對公司之債

權用以彌補自己之股權虧損，應免課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債權人代位申報遺產稅者應俟申報期限過後始得辦理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在法定申報遺產稅期間內，納稅

義務人尚未申報前，債權人依據法院民事執行處之通知，逕向該管稽徵機關代位申報遺產

稅者，稽徵機關應俟納稅義務人申報後併案參考辦理，如納稅義務人逾期仍不申報，始按

「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九、107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撤銷)或扣除額資料申請不提供之 

  作業期間，自2月15日至3月15日止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便利民眾申報107年度綜合所得國稅局將提供

民眾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服務，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得申

請將其本人與配偶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

配偶列報扶養之滿20歲子女在國內有正式學籍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課稅年度之前兩個

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亦得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若您考量涉及個人隱私情事，亦可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額資料

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扣除額資料 。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可於108年2月15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申請：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已申辦「健

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12

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

//tax.nat.gov.tw）申請。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寄發電子郵件方式或親至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

郵寄申請，以原寄郵局之郵戳日為申請日)。     

三、已依規定申請將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不提供本人全部扣除

    額資料或不提供本人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者，得向戶籍所在地稽徵 

    機關以書面徹銷原申請；原採網際網路申請分提供者，得以憑證通行碼

    透過網際網路徹銷原申請。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相關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 

 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及喪葬費之相 

 關課稅規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

慰勞金、撫卹金，係屬死亡人遺族之所得，非屬遺產稅課徵標的，免予計入死亡員工之遺

產總額；惟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入死亡員工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經稽徵機關列管之農地經初次查獲有移轉之情事，於限期內未回復者追繳 

 應納稅賦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經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免徵遺產稅或

贈與稅之農業用地，於列管5年內初次查獲承受人未將該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其

情形如係屬承受人將農地移轉他人者，稽徵機關將限期令承受人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

作農業使用，如未於限期內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用者將予以追繳應納稅賦。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二、如何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及變更郵寄地址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簡化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程序，並提供民眾

更多元的報稅方式，國稅局今年賡續提供稅額試算服務措施。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如果通訊地址變動或不想適用本項服務措施，請於108年2月15

日起至3月15日止，以下列方式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郵寄地址或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一、線上申請：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已申辦「

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107年

12月31日戶口名簿戶號，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點選「個人稅」∕「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

／「開始報稅」或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

）點選「稅額試算」∕「稅額試算專區」∕「各項申辦作業」辦理；原採線上申請

不適用者，得以上述憑證為通行碼透過網際網路辦理撤銷原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

務。

二、書面申請：以郵寄、傳真或臨櫃方式向國稅局提出申請（郵寄申請者，以原寄郵局 

之郵戳日期為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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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１9 期
◎（108年03月～04月）

0
1.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３月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 

 師大寶山校區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 

 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2. 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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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９參 

 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６、７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沈毓喬、陳 

 宗佑、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３月６日至１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5. 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７、１４、２１日（三天、 

 １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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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 本會於１０８年３月７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由郭理事長永斌、建設 

 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將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義賣 

 福袋所得計新台幣２５,０００元，捐贈作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金。

7. 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至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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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３場「食品有效期限如何訂定即將過期 

 食品處理方式」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黃至盛教授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9. 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柯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９日結訓。

19. 本會辦理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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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20.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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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 

 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２、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７１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下 

 午一時至四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 

 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８場「射出不良原因分析管控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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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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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 

 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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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９場「高效能物料與倉儲管理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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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４１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研習課程「生活小物活用製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８、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徐玉里、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 

 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４日結訓。

31. 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沈毓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報 

 名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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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６ 

 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０場「企業因應１０８年勞動檢查 

 方針及改善作法實務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４場「食品工廠倉貯衛生與管制」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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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８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促進與諮 

 商」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賴昀姝、黃志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6. 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２９７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 

 、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４日結訓。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６日開訓，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多元才藝創作研習」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黃志平、曾淑惠、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劉錫錤、吳文雄等７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至１９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陳惠敏、陳欣 

 婷、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２場「進出口通關實務案例分享與解析」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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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唐存卓、游巧嫃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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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人 

 參加。

43. 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漁具產業考察」訪問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威海市委員會畢 

 會長可德擔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會後安 

 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席人員。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創意長夾手作訓練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葉 

 沛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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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５６參加。

46.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 

 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５日結訓。

4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３、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葉沛玲、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研習課程「智慧手機文創宅經濟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員林大埔活動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蔡文晃、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遇見幸 

 福會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施監事能貴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5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遇見 

 幸福會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 

 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經 

 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 

 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51. 本會與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六時，假遇見幸福會館簽訂 

 「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國際展覽、國際參訪、講習教育訓練及與國貿業務相關等等工作 

 ，雙方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４２人參加，會後聯誼餐會。

52. 本會辦理「紐西蘭～南北島」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日(１０天)辦理 

 ，由楊榮譽理事長銀明擔任團長，有３４人參加。遊覽：南島～(基督誠)國際南極體驗 

 中心、回憶橋、蒂卡波湖、牧羊人小教堂、普卡奇湖；(皇后鎮)天際纜車、峽灣國家公園 

 、米佛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西海岸國家公園冰河區；(仙蒂鎮) 

 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奧克蘭)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搭乘滾軸 

 式遊輪、愛哥頓牧場、羊咩咩選秀表演、搭乘農車遊牧場。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１場「採購與供應商管理常見問題 

 與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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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54. 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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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參加。

55. 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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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人參加。

56. 本會辦理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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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曾繁義、蔡宗億、王仁杉、張家成、楊昇儒、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 

 老師擔任，有７１人參加。研習課程：勞動基準法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說明、企業資遣 

 員工管理實務及通報規定解析與Q&A。

5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２場「標準工時、生產途程、產能 

 計算邏輯、產能負荷分析與產能需求規劃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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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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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３９參加。

60. 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金福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員工主動積極達到設定目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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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孫詰洋老師擔任，計有３１人參加。

11.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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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２３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 

 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３日結訓。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２月１９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７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９日結訓。

1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8 

 年３月２０、２１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苗栗 

 縣﹞致贈郭總經理哲佑感謝牌；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羅執行長文建感謝 

 牌；聚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蔡副總經理秋鴻感謝牌。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 

 市）。

16. 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企業中階主管管理能力提升與應用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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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１５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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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３月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 

 師大寶山校區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 

 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2. 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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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９參 

 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６、７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沈毓喬、陳 

 宗佑、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３月６日至１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5. 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７、１４、２１日（三天、 

 １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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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 本會於１０８年３月７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由郭理事長永斌、建設 

 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將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義賣 

 福袋所得計新台幣２５,０００元，捐贈作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金。

7. 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至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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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３場「食品有效期限如何訂定即將過期 

 食品處理方式」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黃至盛教授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9. 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柯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９日結訓。

19. 本會辦理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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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20.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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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 

 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２、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７１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下 

 午一時至四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 

 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８場「射出不良原因分析管控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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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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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 

 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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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９場「高效能物料與倉儲管理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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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４１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研習課程「生活小物活用製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８、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徐玉里、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 

 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４日結訓。

31. 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沈毓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報 

 名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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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６ 

 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０場「企業因應１０８年勞動檢查 

 方針及改善作法實務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４場「食品工廠倉貯衛生與管制」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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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８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促進與諮 

 商」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賴昀姝、黃志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6. 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２９７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 

 、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４日結訓。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６日開訓，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多元才藝創作研習」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黃志平、曾淑惠、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劉錫錤、吳文雄等７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至１９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陳惠敏、陳欣 

 婷、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２場「進出口通關實務案例分享與解析」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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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唐存卓、游巧嫃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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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人 

 參加。

43. 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漁具產業考察」訪問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威海市委員會畢 

 會長可德擔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會後安 

 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席人員。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創意長夾手作訓練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葉 

 沛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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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５６參加。

46.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 

 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５日結訓。

4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３、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葉沛玲、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研習課程「智慧手機文創宅經濟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員林大埔活動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蔡文晃、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遇見幸 

 福會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施監事能貴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5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遇見 

 幸福會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 

 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經 

 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 

 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51. 本會與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六時，假遇見幸福會館簽訂 

 「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國際展覽、國際參訪、講習教育訓練及與國貿業務相關等等工作 

 ，雙方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４２人參加，會後聯誼餐會。

52. 本會辦理「紐西蘭～南北島」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日(１０天)辦理 

 ，由楊榮譽理事長銀明擔任團長，有３４人參加。遊覽：南島～(基督誠)國際南極體驗 

 中心、回憶橋、蒂卡波湖、牧羊人小教堂、普卡奇湖；(皇后鎮)天際纜車、峽灣國家公園 

 、米佛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西海岸國家公園冰河區；(仙蒂鎮) 

 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奧克蘭)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搭乘滾軸 

 式遊輪、愛哥頓牧場、羊咩咩選秀表演、搭乘農車遊牧場。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１場「採購與供應商管理常見問題 

 與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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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54. 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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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參加。

55. 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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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人參加。

56. 本會辦理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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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曾繁義、蔡宗億、王仁杉、張家成、楊昇儒、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 

 老師擔任，有７１人參加。研習課程：勞動基準法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說明、企業資遣 

 員工管理實務及通報規定解析與Q&A。

5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２場「標準工時、生產途程、產能 

 計算邏輯、產能負荷分析與產能需求規劃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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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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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３９參加。

60. 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金福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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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員工主動積極達到設定目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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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孫詰洋老師擔任，計有３１人參加。

11.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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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２３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 

 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３日結訓。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２月１９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７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９日結訓。

1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8 

 年３月２０、２１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苗栗 

 縣﹞致贈郭總經理哲佑感謝牌；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羅執行長文建感謝 

 牌；聚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蔡副總經理秋鴻感謝牌。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 

 市）。

16. 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企業中階主管管理能力提升與應用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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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１５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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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３月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 

 師大寶山校區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 

 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2. 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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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９參 

 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６、７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沈毓喬、陳 

 宗佑、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３月６日至１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5. 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７、１４、２１日（三天、 

 １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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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 本會於１０８年３月７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由郭理事長永斌、建設 

 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將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義賣 

 福袋所得計新台幣２５,０００元，捐贈作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金。

7. 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至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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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３場「食品有效期限如何訂定即將過期 

 食品處理方式」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黃至盛教授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9. 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柯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９日結訓。

19. 本會辦理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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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20.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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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 

 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２、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７１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下 

 午一時至四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 

 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８場「射出不良原因分析管控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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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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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 

 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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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９場「高效能物料與倉儲管理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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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４１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研習課程「生活小物活用製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８、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徐玉里、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 

 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４日結訓。

31. 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沈毓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報 

 名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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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６ 

 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０場「企業因應１０８年勞動檢查 

 方針及改善作法實務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４場「食品工廠倉貯衛生與管制」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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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８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促進與諮 

 商」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賴昀姝、黃志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6. 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２９７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 

 、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４日結訓。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６日開訓，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多元才藝創作研習」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黃志平、曾淑惠、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劉錫錤、吳文雄等７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至１９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陳惠敏、陳欣 

 婷、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２場「進出口通關實務案例分享與解析」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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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唐存卓、游巧嫃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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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人 

 參加。

43. 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漁具產業考察」訪問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威海市委員會畢 

 會長可德擔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會後安 

 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席人員。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創意長夾手作訓練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葉 

 沛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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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５６參加。

46.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 

 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５日結訓。

4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３、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葉沛玲、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研習課程「智慧手機文創宅經濟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員林大埔活動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蔡文晃、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遇見幸 

 福會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施監事能貴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5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遇見 

 幸福會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 

 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經 

 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 

 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51. 本會與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六時，假遇見幸福會館簽訂 

 「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國際展覽、國際參訪、講習教育訓練及與國貿業務相關等等工作 

 ，雙方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４２人參加，會後聯誼餐會。

52. 本會辦理「紐西蘭～南北島」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日(１０天)辦理 

 ，由楊榮譽理事長銀明擔任團長，有３４人參加。遊覽：南島～(基督誠)國際南極體驗 

 中心、回憶橋、蒂卡波湖、牧羊人小教堂、普卡奇湖；(皇后鎮)天際纜車、峽灣國家公園 

 、米佛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西海岸國家公園冰河區；(仙蒂鎮) 

 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奧克蘭)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搭乘滾軸 

 式遊輪、愛哥頓牧場、羊咩咩選秀表演、搭乘農車遊牧場。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１場「採購與供應商管理常見問題 

 與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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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54. 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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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參加。

55. 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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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人參加。

56. 本會辦理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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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曾繁義、蔡宗億、王仁杉、張家成、楊昇儒、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 

 老師擔任，有７１人參加。研習課程：勞動基準法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說明、企業資遣 

 員工管理實務及通報規定解析與Q&A。

5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２場「標準工時、生產途程、產能 

 計算邏輯、產能負荷分析與產能需求規劃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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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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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３９參加。

60. 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金福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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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員工主動積極達到設定目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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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孫詰洋老師擔任，計有３１人參加。

11.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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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２３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 

 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３日結訓。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２月１９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７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９日結訓。

1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8 

 年３月２０、２１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苗栗 

 縣﹞致贈郭總經理哲佑感謝牌；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羅執行長文建感謝 

 牌；聚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蔡副總經理秋鴻感謝牌。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 

 市）。

16. 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企業中階主管管理能力提升與應用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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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１５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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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３月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 

 師大寶山校區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 

 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2. 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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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９參 

 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６、７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沈毓喬、陳 

 宗佑、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３月６日至１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5. 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７、１４、２１日（三天、 

 １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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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 本會於１０８年３月７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由郭理事長永斌、建設 

 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將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義賣 

 福袋所得計新台幣２５,０００元，捐贈作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金。

7. 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至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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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３場「食品有效期限如何訂定即將過期 

 食品處理方式」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黃至盛教授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9. 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柯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９日結訓。

19. 本會辦理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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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20.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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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 

 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２、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７１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下 

 午一時至四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 

 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８場「射出不良原因分析管控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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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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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 

 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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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９場「高效能物料與倉儲管理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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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４１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研習課程「生活小物活用製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８、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徐玉里、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 

 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４日結訓。

31. 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沈毓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報 

 名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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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６ 

 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０場「企業因應１０８年勞動檢查 

 方針及改善作法實務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４場「食品工廠倉貯衛生與管制」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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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８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促進與諮 

 商」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賴昀姝、黃志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6. 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２９７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 

 、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４日結訓。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６日開訓，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多元才藝創作研習」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黃志平、曾淑惠、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劉錫錤、吳文雄等７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至１９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陳惠敏、陳欣 

 婷、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２場「進出口通關實務案例分享與解析」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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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唐存卓、游巧嫃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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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人 

 參加。

43. 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漁具產業考察」訪問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威海市委員會畢 

 會長可德擔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會後安 

 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席人員。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創意長夾手作訓練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葉 

 沛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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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５６參加。

46.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 

 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５日結訓。

4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３、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葉沛玲、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研習課程「智慧手機文創宅經濟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員林大埔活動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蔡文晃、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遇見幸 

 福會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施監事能貴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5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遇見 

 幸福會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 

 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經 

 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 

 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51. 本會與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六時，假遇見幸福會館簽訂 

 「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國際展覽、國際參訪、講習教育訓練及與國貿業務相關等等工作 

 ，雙方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４２人參加，會後聯誼餐會。

52. 本會辦理「紐西蘭～南北島」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日(１０天)辦理 

 ，由楊榮譽理事長銀明擔任團長，有３４人參加。遊覽：南島～(基督誠)國際南極體驗 

 中心、回憶橋、蒂卡波湖、牧羊人小教堂、普卡奇湖；(皇后鎮)天際纜車、峽灣國家公園 

 、米佛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西海岸國家公園冰河區；(仙蒂鎮) 

 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奧克蘭)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搭乘滾軸 

 式遊輪、愛哥頓牧場、羊咩咩選秀表演、搭乘農車遊牧場。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１場「採購與供應商管理常見問題 

 與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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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54. 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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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參加。

55. 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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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人參加。

56. 本會辦理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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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曾繁義、蔡宗億、王仁杉、張家成、楊昇儒、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 

 老師擔任，有７１人參加。研習課程：勞動基準法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說明、企業資遣 

 員工管理實務及通報規定解析與Q&A。

5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２場「標準工時、生產途程、產能 

 計算邏輯、產能負荷分析與產能需求規劃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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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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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３９參加。

60. 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金福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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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員工主動積極達到設定目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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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孫詰洋老師擔任，計有３１人參加。

11.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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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２３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 

 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３日結訓。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２月１９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７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９日結訓。

1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8 

 年３月２０、２１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苗栗 

 縣﹞致贈郭總經理哲佑感謝牌；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羅執行長文建感謝 

 牌；聚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蔡副總經理秋鴻感謝牌。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 

 市）。

16. 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企業中階主管管理能力提升與應用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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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１５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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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３月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 

 師大寶山校區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 

 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2. 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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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９參 

 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６、７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沈毓喬、陳 

 宗佑、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３月６日至１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5. 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７、１４、２１日（三天、 

 １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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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 本會於１０８年３月７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由郭理事長永斌、建設 

 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將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義賣 

 福袋所得計新台幣２５,０００元，捐贈作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金。

7. 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至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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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３場「食品有效期限如何訂定即將過期 

 食品處理方式」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黃至盛教授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9. 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柯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９日結訓。

19. 本會辦理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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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20.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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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 

 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２、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７１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下 

 午一時至四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 

 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８場「射出不良原因分析管控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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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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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 

 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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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９場「高效能物料與倉儲管理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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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４１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研習課程「生活小物活用製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８、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徐玉里、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 

 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４日結訓。

31. 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沈毓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報 

 名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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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６ 

 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０場「企業因應１０８年勞動檢查 

 方針及改善作法實務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４場「食品工廠倉貯衛生與管制」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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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８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促進與諮 

 商」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賴昀姝、黃志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6. 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２９７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 

 、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４日結訓。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６日開訓，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多元才藝創作研習」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黃志平、曾淑惠、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劉錫錤、吳文雄等７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至１９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陳惠敏、陳欣 

 婷、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２場「進出口通關實務案例分享與解析」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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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唐存卓、游巧嫃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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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人 

 參加。

43. 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漁具產業考察」訪問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威海市委員會畢 

 會長可德擔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會後安 

 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席人員。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創意長夾手作訓練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葉 

 沛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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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５６參加。

46.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 

 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５日結訓。

4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３、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葉沛玲、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研習課程「智慧手機文創宅經濟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員林大埔活動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蔡文晃、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遇見幸 

 福會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施監事能貴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5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遇見 

 幸福會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 

 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經 

 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 

 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51. 本會與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六時，假遇見幸福會館簽訂 

 「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國際展覽、國際參訪、講習教育訓練及與國貿業務相關等等工作 

 ，雙方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４２人參加，會後聯誼餐會。

52. 本會辦理「紐西蘭～南北島」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日(１０天)辦理 

 ，由楊榮譽理事長銀明擔任團長，有３４人參加。遊覽：南島～(基督誠)國際南極體驗 

 中心、回憶橋、蒂卡波湖、牧羊人小教堂、普卡奇湖；(皇后鎮)天際纜車、峽灣國家公園 

 、米佛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西海岸國家公園冰河區；(仙蒂鎮) 

 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奧克蘭)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搭乘滾軸 

 式遊輪、愛哥頓牧場、羊咩咩選秀表演、搭乘農車遊牧場。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１場「採購與供應商管理常見問題 

 與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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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54. 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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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參加。

55. 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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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人參加。

56. 本會辦理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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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曾繁義、蔡宗億、王仁杉、張家成、楊昇儒、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 

 老師擔任，有７１人參加。研習課程：勞動基準法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說明、企業資遣 

 員工管理實務及通報規定解析與Q&A。

5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２場「標準工時、生產途程、產能 

 計算邏輯、產能負荷分析與產能需求規劃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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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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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３９參加。

60. 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金福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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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員工主動積極達到設定目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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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孫詰洋老師擔任，計有３１人參加。

11.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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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２３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 

 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３日結訓。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２月１９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７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９日結訓。

1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8 

 年３月２０、２１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苗栗 

 縣﹞致贈郭總經理哲佑感謝牌；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羅執行長文建感謝 

 牌；聚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蔡副總經理秋鴻感謝牌。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 

 市）。

16. 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企業中階主管管理能力提升與應用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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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１５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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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３月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 

 師大寶山校區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 

 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2. 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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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９參 

 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６、７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沈毓喬、陳 

 宗佑、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３月６日至１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5. 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７、１４、２１日（三天、 

 １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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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 本會於１０８年３月７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由郭理事長永斌、建設 

 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將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義賣 

 福袋所得計新台幣２５,０００元，捐贈作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金。

7. 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至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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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３場「食品有效期限如何訂定即將過期 

 食品處理方式」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黃至盛教授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9. 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柯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９日結訓。

19. 本會辦理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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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20.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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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 

 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２、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７１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下 

 午一時至四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 

 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８場「射出不良原因分析管控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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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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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 

 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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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９場「高效能物料與倉儲管理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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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４１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研習課程「生活小物活用製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８、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徐玉里、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 

 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４日結訓。

31. 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沈毓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報 

 名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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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６ 

 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０場「企業因應１０８年勞動檢查 

 方針及改善作法實務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４場「食品工廠倉貯衛生與管制」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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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８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促進與諮 

 商」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賴昀姝、黃志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6. 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２９７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 

 、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４日結訓。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６日開訓，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多元才藝創作研習」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黃志平、曾淑惠、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劉錫錤、吳文雄等７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至１９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陳惠敏、陳欣 

 婷、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２場「進出口通關實務案例分享與解析」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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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唐存卓、游巧嫃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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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人 

 參加。

43. 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漁具產業考察」訪問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威海市委員會畢 

 會長可德擔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會後安 

 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席人員。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創意長夾手作訓練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葉 

 沛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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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５６參加。

46.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 

 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５日結訓。

4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３、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葉沛玲、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研習課程「智慧手機文創宅經濟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員林大埔活動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蔡文晃、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遇見幸 

 福會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施監事能貴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5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遇見 

 幸福會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 

 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經 

 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 

 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51. 本會與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六時，假遇見幸福會館簽訂 

 「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國際展覽、國際參訪、講習教育訓練及與國貿業務相關等等工作 

 ，雙方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４２人參加，會後聯誼餐會。

52. 本會辦理「紐西蘭～南北島」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日(１０天)辦理 

 ，由楊榮譽理事長銀明擔任團長，有３４人參加。遊覽：南島～(基督誠)國際南極體驗 

 中心、回憶橋、蒂卡波湖、牧羊人小教堂、普卡奇湖；(皇后鎮)天際纜車、峽灣國家公園 

 、米佛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西海岸國家公園冰河區；(仙蒂鎮) 

 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奧克蘭)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搭乘滾軸 

 式遊輪、愛哥頓牧場、羊咩咩選秀表演、搭乘農車遊牧場。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１場「採購與供應商管理常見問題 

 與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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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54. 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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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參加。

55. 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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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人參加。

56. 本會辦理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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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曾繁義、蔡宗億、王仁杉、張家成、楊昇儒、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 

 老師擔任，有７１人參加。研習課程：勞動基準法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說明、企業資遣 

 員工管理實務及通報規定解析與Q&A。

5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２場「標準工時、生產途程、產能 

 計算邏輯、產能負荷分析與產能需求規劃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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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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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３９參加。

60. 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金福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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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員工主動積極達到設定目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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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孫詰洋老師擔任，計有３１人參加。

11.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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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２３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 

 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３日結訓。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２月１９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７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９日結訓。

1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8 

 年３月２０、２１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苗栗 

 縣﹞致贈郭總經理哲佑感謝牌；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羅執行長文建感謝 

 牌；聚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蔡副總經理秋鴻感謝牌。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 

 市）。

16. 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企業中階主管管理能力提升與應用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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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１５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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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第十五屆第七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８年３月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 

 師大寶山校區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 

 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2. 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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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９參 

 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６、７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沈毓喬、陳 

 宗佑、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場「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３月６日至１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 

 璋、陳新福、桂美俊、廖振魁、戴吉男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5. 本會辦理第１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７、１４、２１日（三天、 

 １８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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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雄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 本會於１０８年３月７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由郭理事長永斌、建設 

 處劉處長玉平、社會處王處長蘭心，將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義賣 

 福袋所得計新台幣２５,０００元，捐贈作為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金。

7. 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至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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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耀璋、桂美俊、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３場「食品有效期限如何訂定即將過期 

 食品處理方式」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黃至盛教授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9. 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柯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９日結訓。

19. 本會辦理第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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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４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20.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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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５人 

 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１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內部稽核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２、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７１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３日下 

 午一時至四時，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 

 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８場「射出不良原因分析管控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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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6. 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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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 

 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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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９場「高效能物料與倉儲管理實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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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計有４１人參加。

2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研習課程「生活小物活用製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８、１０、１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徐玉里、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 

 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４日結訓。

31. 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沈毓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報 

 名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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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６ 

 參加。

3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０場「企業因應１０８年勞動檢查 

 方針及改善作法實務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４場「食品工廠倉貯衛生與管制」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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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８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職涯促進與諮 

 商」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賴昀姝、黃志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6. 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假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張簡振銘老師擔任，有２９７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 

 、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４日結訓。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６日開訓，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9.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研習課程「多元才藝創作研習」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 

 班聘請黃志平、曾淑惠、林建業、陳慶龍、蔡文晃、劉錫錤、吳文雄等７位老師擔任，有 

 ２０人參加。

40.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５至１９日﹝夜間 

 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陳惠敏、陳欣 

 婷、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２場「進出口通關實務案例分享與解析」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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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唐存卓、游巧嫃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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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人 

 參加。

43. 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漁具產業考察」訪問團，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威海市委員會畢 

 會長可德擔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８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會後安 

 排石井屋日本餐廳宴請與會出席人員。

44.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２場就業促進活動「創意長夾手作訓練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葉 

 沛玲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5. 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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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 

 有５６參加。

46.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 

 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５日結訓。

4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３、２４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葉沛玲、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研習課程「智慧手機文創宅經濟 

 」訓練，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２４、２５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員林大埔活動中心舉 

 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蔡文晃、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遇見幸 

 福會館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 

 議由施監事能貴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5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１０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五時，假遇見 

 幸福會館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３０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興、劉秘 

 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經 

 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盟貴、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 

 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51. 本會與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２日下午六時，假遇見幸福會館簽訂 

 「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國際展覽、國際參訪、講習教育訓練及與國貿業務相關等等工作 

 ，雙方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４２人參加，會後聯誼餐會。

52. 本會辦理「紐西蘭～南北島」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２日(１０天)辦理 

 ，由楊榮譽理事長銀明擔任團長，有３４人參加。遊覽：南島～(基督誠)國際南極體驗 

 中心、回憶橋、蒂卡波湖、牧羊人小教堂、普卡奇湖；(皇后鎮)天際纜車、峽灣國家公園 

 、米佛峽灣、第阿納螢火蟲洞、亞斯比靈山國家公園、西海岸國家公園冰河區；(仙蒂鎮) 

 搭乘古董蒸汽火車、搭乘高山觀景火車；(奧克蘭)毛利文化村、奇異鳥生態館、搭乘滾軸 

 式遊輪、愛哥頓牧場、羊咩咩選秀表演、搭乘農車遊牧場。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１場「採購與供應商管理常見問題 

 與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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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54. 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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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參加。

55. 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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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人參加。

56. 本會辦理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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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柯昭德、桂美俊、曾繁義、蔡宗億、王仁杉、張家成、楊昇儒、 

 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 

 老師擔任，有７１人參加。研習課程：勞動基準法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說明、企業資遣 

 員工管理實務及通報規定解析與Q&A。

5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２場「標準工時、生產途程、產能 

 計算邏輯、產能負荷分析與產能需求規劃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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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59. 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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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３９參加。

60. 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４月２９日 

 至５月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金福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廖振魁、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３場「主管問題發掘．有效改善與 

 改善報告範例SMT關鍵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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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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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７場「員工主動積極達到設定目標」 

 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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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孫詰洋老師擔任，計有３１人參加。

11. 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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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 

 ２３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１場「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６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 

 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３日結訓。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２月１９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 

 ，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７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３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２天 

 、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９日結訓。

1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8 

 年３月２０、２１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苗栗 

 縣﹞致贈郭總經理哲佑感謝牌；羅鐵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羅執行長文建感謝 

 牌；聚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蔡副總經理秋鴻感謝牌。宿～翰品酒店新莊（新北 

 市）。

16. 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教室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 

 有２７人參加。

17. 本會辦理「企業中階主管管理能力提升與應用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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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１５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安全衛生課程（歡迎線上下載報名表）彰化縣工業會      網址：www.ch-industry.org.tw

*洽詢專線04-7256655 分機11 張小姐、分機12 黃小姐、分機13 梁小姐、分機15 劉秘書

課程名稱 駕駛荷重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分機 13
梁 小 姐

課程內容
依據行政院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及勞工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從事
操作荷重在一公噸以上堆高機作業人員或主管人員，雇主應施以特殊安全衛生訓練」。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5 月 15、16、17 日，夜間星期三、四、五每晚 18:30～21:30
及 5/18 週六、5/19 週日（全天）其中一天操作實習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課程內容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教育訓練規則第 15 條: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六條[事實單位應置合格急救人員:每一班次應至少
一人，勞工人數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再設置一人]。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7/9、7/16、7/23 日間班，共計 1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雇主對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
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使學員瞭解勞工安全衛生重
要法規，起重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等知識，並熟悉故障原因與處理方法。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6/17、6/18、6/20、6/21(晚上 6:30-9:30)及 6/23(白天全天)計 1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指揮手)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條：雇主對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應使其接
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近幾年來，因「吊掛作業安全計畫」不周延，導致因使用不
適當的器具、操作程序，或作業上的疏忽而肇災的事故時有所聞。有鑑於此，本課程教導瞭
解勞工安全衛生重要法規，起重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等知識，強化吊掛作業安
全，降低吊掛職災。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6/25、6/26、6/27(晚上 6:30-9:30)及 6/30(白天全天)計 1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防火複訓班
分機 12
黃 小 姐

上課時間 108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9:00～16:00，共計 6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防火初訓班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7 月 10、11 日（星期三、四）上午 10:00～下午 16:00，共計 12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安全
衛生
(回訓)

急救人員在職教育班(回訓班)
5/28(夜間班)3小時
下午 18:30-21:30

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班(回訓班)
5/21(夜間班)3小時

下午 18:30-21:30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回訓班)
6/4(日間班)6小時

上午 9:00-16:00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天車)在職教育班
5/30(夜間班)3小時
下午 18:30-21:30

(除以上部份課程其他另隨時增加)

產業
人才
投資
方案

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分機 11
張 小 姐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班

請至「在職訓練網」 (網址：https://ojt.wda.gov.tw/)。
詳細的課程內容及招生簡章。

分機 13
梁 小 姐

分機 13
梁 小 姐

分機 13
梁 小 姐

分機 12
黃 小 姐

分機 13
梁 小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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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08/03/01至108/04/30，共48家

公 司 名 稱 電 話 生 產 產 品

彰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7373356 金屬烤漆(表面處理)

鐘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7251190
金屬製品、汽車零件、機車零件、自

行車零件

金舜昱實業有限公司 04-7260397 金屬製品製造業

珈進實業有限公司 04-7322703
水電五金配管材料製造批發.五金製

品·機械設備

朔鋒實業有限公司 04-7876936 五金零件加工

金森寶實業有限公司 04-7868555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崇鉦工業有限公司 04-7351197 五金沖壓件、汽車金屬零配件等

堤迪希國際有限公司 04-7358407 發動機軸瓦,襯套止推片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 04-7810729 烘焙蒸炊食品

鴻鑫福企業有限公司 04-7785998 紙杯餐盒

喬鼎國際有限公司 04-7716698 橡膠製品(油封)

日利營造有限公司 04-7766813 金屬建築組件

基耀企業有限公司 04-7812196 銅棒

祐輝實業有限公 04-7810052 五金零件.金屬電鍍處理

豪美有限公司 04-7812350 五金零件.金屬電鍍處理

昶豐工業有限公司 04-7811379 金屬加工處理

山林重工有限公司 07-7812280 挖土機零件

昭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7810781 汽車塑膠射出零配件

冠菻工業有限公司 04-7978282 纖維紗

正益塑膠有限公司 04-7362891 塑膠製品

茂杉有限公司 04-7358691 機械及其零組件

呈奕紙業有限公司 04-7525793 紙箱.紙容器

五福創新有限公司 04-7863165 五金零件加工

富雷克國際有限公司 04-7517839 服飾批發零售

宜昌家具行 04-7701138 木製家具

華燿精密有限公司 04-8901591 五金零件加工

邦萊企業有限公司 04-7586656 筒子紗

興凱實業有限公司 04-7585187 織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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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至上

品質第一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TEL：04-7112367 FAX：04-7634189

會場佈置‧帳 篷 租 借

舞台燈光‧海 報 輸 出

包裝設計‧商 標 設 計

型錄編印‧報 紙 廣 告

表單書本‧布 旗 布 條

各類印刷‧網站設計規劃

各類獎盃及贈品設計批發

營

業

項

目

宜霖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04-8290048 汽車冷氣空調零配件

仲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8291351 汽車零件

首爾實業有限公司 04-8926688 汽車零件五金零件製造業

福星利華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990236 酒精飲料製造業

源大興業有限公司 04-8887717 紡織業

正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8880036 化妝品製造業

義豐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7991119 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

立昌汽車材料工廠 04-8223253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

新連春實業社 04-7552887 撚紗

夆辰有限公司 049-2512946 通用機械設備.機車零件

凱峻有限公司 04-7766297 氣動手工具

彤亞企業有限公司 049-2522000 五金零件

元隆五金有限公司 04-7587825 金屬製品,手工具,模具 *紡織品

以翔實業有限公司 04-7714320 金屬零件

坤益興業有限公司 04-8954411 塑膠製品製造業

群倫有限公司 04-8855217 金屬製品

家翔護康有限公司 04-8659488 醫療用束帶護具軀幹裝具

長盈工業有限公司 04-8855160 鋅鋁合金

國琳股份有限公司 04-8340727 橡膠製品(汚水蓋密封圈 彈力帶)

崧源實業有限公司 04-8285959 塑膠盒 塑膠杯

公 司 名 稱 電 話 生 產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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