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親卑親屬者。
※因原負有法定扶養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法律因素，致無法履行該義務，
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前開所指：
A. 在學證明：係指 25 歲(含)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就讀在學
證明文件。但不包含就讀空中專科及大學、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在職
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或遠距教學(15~25 歲方需檢附)。
B. 無工作能力證明：係指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療或療養
三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正本。
(6) 家庭暴力被害人：
A. 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B. 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影本。
C. 判決書影本。
(7) 更生受保護人：檢附受保護人(管束)身分證明文件、更生保護人身分證明書。下列人員年
滿 15 歲以上者，有必要促進其就業。
A. 執行期滿，或赦免出獄者。
B. 假釋、保釋出獄者。
C. 保安處分執行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行者。
D. 受少年管訓處分，執行完畢者。
E. 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或軍事審判法第 140 條，以不起訴為適當，而予
以不起訴之處分。
F. 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之執行者。
G. 受緩刑之宣告者。
H. 在觀護人觀護中之少年。
I.
在保護管束執行中者。
(8) 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檢附相關主管機關証
明文件。
(9) 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
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檢附由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出具之證明單。
(10) 六十五歲以上者：足茲證明已逾六十五歲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0 年度-上半年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三年七萬，學習不斷～
（一）
（二）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0 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目的：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提升在職勞工知識、技能、態度，爰結合優質訓練單位提
供多元化實務導向的訓練課程，並給予訓練費之補助，以激發在職勞工自主學習，累
積個人人力資本，以達提升國家整體人力資本目標。
（三）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四） 訓練單位：中原大學。
（五） 招生人數：請依各課程招收人數，額滿為止。
（六） 招生對象：
1.
為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含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投保者)或農
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以開訓日為基準日)，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具本國籍(須檢附身分證正反影本)。
(2) 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
陸地區人民(須檢附配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3) 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之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
國民，或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依就業
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符合第三項者須檢附臺灣
地區居留證，符合第四項須檢附外僑居留證及工作許可影本)
(4) 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得工作許可者(須檢附臨時停留許可證及聘僱許可
影本)
前項年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七） 報名方式：
1. 依規定一律採取線上報名，請學員先至台灣就業通網站加入會員後，方可至在職訓練
網報名，將依網路報名順序通知繳費及繳交相關資料。接獲本校通知(電話、簡訊、Email 等方式)，3 日內完成繳費及繳件者(可接受信用卡繳費)，報名方屬完成。如若未
於期限內完成繳費及資料繳交者，視同放棄報名資格，名額將依序遞補。
2. 線上報名系統開放時間：是各課程開訓日前一個月中午 12 點到開訓前 3 天下午 6
點。舉例說明：若開課第一天日期為 7 月 22 日，則開始報名的日期為 6 月 22 日中
午 12 點開始至 7 月 19 日下午六點止。
●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加入會員
●在職訓練網：
https:；；ojt.wda.gov.tw
3. 若您忘記台灣就業通密碼，查詢電話：0800-777-888
4. 接獲本校通知繳費後，請備妥下列證件：
(1) 學員基本資料表(若有塗改需本人親簽或蓋章)
(2) 確認具保在職身分切結書(如無法於資訊系統自動勾稽時，得要求學員自行檢附
開訓當日仍在職之就保、勞保或農保投保明細表影本代替。報名完成但於開訓
日非在職勞工(無投保勞保)，造成之損失請自行負責)。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影本不能模糊不清、過黑，需清楚且不可塗改、遮蓋身分證
或任一處)
(4) 參訓學員本人之存摺影本(清楚可看見銀行名稱、帳號、戶名)
(5) 參訓契約書(一式 2 份，須簽名)
(6) 學員補助申請書
(7) 特定對象應檢附證明文件與切結書(含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力負擔家計者、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
保護人…等)相關填寫之表單，將於推廣教育處首頁公告，請自行下載。
(8) 若有其他問題歡迎來電洽詢，謝謝。
(9) 繳費收據正本由訓練單位保存，課後申請補助。訓練課程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補助，收據抬頭限制開立個人姓名。
5. 可享有全額補助之招訓對象及所需證明文件：
(1)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或低收入戶卡或中低收入戶卡影本一份，但該證明文件未載明身
分證號碼及住址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2) 原住民：提供有原住民身分記載之證明文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3) 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一份。
(4) 中高齡者：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含)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5) 獨力負擔家計者應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一份(須有現住人口詳細記事)或戶籍謄本影本
(須有現住人口詳細記事)一份，併同檢附相關文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
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A. 配偶死亡。
B. 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獲(檢附報案紀錄文
件)。
C. 離婚。
D. 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檢附訴訟案件)。
E. 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檢附入獄、羈押或拘禁通知文件)。
F. 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檢附徵集、召集通知文件)。
G. 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檢附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文件)。
H. 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之情
況特殊需提供協助(檢附公文或轉介單)。
※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

（八）

退費辦法：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點、三十一點制訂：
(1) 甲方(學員)如已繳費，且因個人因素(包含不符補助參訓資格)退訓者，學分班
依教育部退費標準規定辦理，非學分班依下列規定辦理：
A.
於開訓日前退訓者，乙方(訓練單位)最多得收取核定訓練費用之百分之
五，餘退還甲方。
B.
已開訓但未逾訓練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乙方應退還核定訓練費用百
分之五十。
C.
甲方於已逾訓練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時退訓，不予退費。
D.
需匯款退費者，甲方應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
乙方應於一個月內將費用退還甲方。
(2) 乙方受理甲方報名並收取費用後(以收據開立時間為準)，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應於一個月內將已收取之費用金額退還甲方：
A.因故未開班。B.未能如期開班。C.因訓練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審查，致
有學員不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
(3) 乙方受理甲方報名並收取訓練費用後(以收據開立時間為準)變更訓練時間、地
點或其它重大缺失等，致甲方無法配合而退訓者，乙方應於一個月內依甲方剩
餘未上課時數佔訓練課程總時數之比例退還訓練費用，以匯款退費者，由乙方
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4) 訓練單位因涉及刑事案件經移送司法機關偵辦，致甲方無法於結訓後六個月
內取得訓練補助費，應於一個月內先全數墊還補助款項。
(5) 因乙方因素而致訓練班次遭分署撤銷核定，甲方要求乙方於一個月內退還甲
方已繳納之費用全額。
（九） 說明事項：
1. 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練費用，並與學員簽訂契約。
2.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力負擔家
計者、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為有必要者、65 歲(含)以上者、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
子女之監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
護人等在職勞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料。
3. 缺席時數不超過訓練總時數之五分之ㄧ，且取得結訓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學分證
明)及填寫參訓學員意見調查表，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
苗分署之補助。
4. 參加失業者職前訓練期間，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勞保投保證號前 2 碼數字為 09 訓
字保之參訓學員)，及學員投保狀況檢核表投保證號前 3 碼為 075、175、076 或註記有
裁減續保、職災續保者之參訓學員，不予補助訓練費用。
(十)上課地點：中原大學(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十一)報名諮詢請洽：中原大學推廣教育處
諮詢專線：(03)2651313 傳真號碼：(03)2651398
報名地點：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真知教學大樓 1 樓)
中原推廣網址 https://oce.cycu.edu.tw
(十二)補助單位申訴專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客服中心：0800-777-888
勞動力發展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wd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在職訓練網 https://ojt.wda.gov.tw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全球資訊網】https://thmr.wda.gov.tw
電話：03-4855368#1351 E-mail：thmr@wda.gov.tw 傳真：03-4752584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135272

國際貿易管理經營
人才培訓班

135271

Excel VBA
商業自動化與報表
製作訓練班

135274

投資理財實務班

135278

國標拉丁舞訓練班

135275

室內設計 AutoCAD
電腦繪圖班

授課
師資

上課期間
/時數

上課時間

招生
人數

繳費
金額

補助金額
80%

內容:1.貿易從業人員商業道德 2.經貿常識(1)貿易法重點簡介(2)世界貿易組織(3)全球區域整合(4)
出進口績優廠商(5)常見環保公約(3 小時)；2.國際貿易型態(1)依賣賣標的物型態區分(2)依交易進
行方式區分(3)依買賣標的物動向區分(4)依經營不同風險區分(5)依產銷模式區分(6)依貨款清償方
式區分(7)相對貿易(8)依交易性質不同區分(9)整廠輸出貿易/國際貿易相關機構/國際貿易風險(1)
國內貿易風險(2)國際貿易風險 4.國際貿易的主體與客體 5.國際貿易流程 6.國際貿易的準備程序
(1)市場調查(2)尋找交易對手(3)信用調查(3 小時)；3.簽證種類、限制輸出入貨品表、簽證機構、
輸出入許可證相關規定、電子簽證、大陸物品之輸入管理辦法、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相關規定、商標
出口監視系統、海關主要任務執掌、關稅的種類、通關流程、稅費核計方式、進出口貨物預行報關
制度、保稅制度、三欄稅率與原產地認定、貨品暫准通關證、常用通關計量單位代碼、進出口報單
主要欄位填報注意事項、貨櫃安全計畫、輸出入規定代號、商品檢驗、貿易便捷化的目的、自由貿
易港區(3 小時)；4.國際貿易竊約書的內容/品質條件(1)約定品質的方法(2)品質決定的時間與地點
/數量條件(1)數量單位(2)數量決定的時間與地點(3)數量增減範圍/價格條件/包裝條件《更多資訊
請上網查詢》資格條件：相關科系畢業或相關工作經驗 1 年以上者。

熊敏賢
老師

3/8~5/31
共 36 小時
不上課日
4/5

星期一
18:30-21:30

20

$5,760

$4,608

楊玉文
老師

3/21-5/2
(共 36 小時)
不上課日 4/4

星期日
09:30-12:30
13:30-16:30

20

$5,760

$4,608

張奎野
老師

3/21-5/30
(共 30 小時)
不上課日
4/4、5/2

星期日
3/21-4/11
09:00-13:00
4/18-5/30
09:00-12:00

25

$4,800

$3,840

農嘯雷
老師

3/23-6/8
(共 24 小時)

星期二
19:00-21:00

16

$3,840

$3,072

周建文
老師

4/10-5/22
(共 36 小時)
不上課日
5/1

星期六
09:30~12:30
13:30~16:30

20

$5,760

$4,608

莊淑媛
老師

4/12-7/5
(共 36 小時)
不上課日
6/14

星期一
18:30~21:30

25

$5,760

$4,608

劉康定
老師

4/17-7/3
(共 30 小時)
不上課日
5/1、6/12

星期六
09:30~12:30

20

$4,800

$3,840

黃瓊庄
老師

5/9-7/18
(共 30 小時)
不上課日
6/13

星期日
09:00~12:00

20

$4,800

$3,840

歐陽耀中
老師

6/19-7/17
(共 30 小時)

星期六
09:00-12:00
13:00-16:00

20

$4,800

$3,840

內容：1.深入 Excel 資料整理術：認識 VBA 巨集、VBA 整理不規則資料，VBA 資料匯出設計、
VBA 資料格式設計(3 小時)；2.深入 Excel 資料整理術：VBA 整理規則資料，VBA 不同格式匯出
設計、VBA 擷取資料設計(3 小時)；3.深入 Excel 資料整理術：VBA 自動化資料導入、VBA 自動
介面整合，VBA 自動化資料分群設計(3 小時)；4.深入 Excel 資料整理術：VBA 自動化進階介面設
計、VBA 定時資料導入設計(3 小時)；5.深入 Excel 資料整理術：VBA 自動產出樞紐分析、交叉分
析、年度差異分析(3 小時)；6.高階 Excel 資料報表設計：VBA 自動報表產生。如：樞紐分析表、
年度計算表、財務報表(3 小時)；7.高階 Excel 資料報表設計：VBA 自動美化報表產生、自動化分
析藍本、自動合併多張工作表設計(3 小時)；8.高階 Excel 資料報表設計：VBA 自動分頁報表設計、
自動化分群報表設計、自動合併 PDF 文件設計(3 小時)；9.視覺化圖表的呈現：VBA 自動圖表產
生、自動化圖表變圖片、自動化報表變圖片設計(3 小時)；10.視覺化圖表的呈現：VBA 自動產生
雙軸圖、卡方圖、瀑布圖、直方圖(3 小時)；11.視覺化圖表的呈現：VBA 自動圖表產生、折線圖、
圓型圖、多圖表、分佈圖與 KPI 圖表設計(3 小時)；12.商業自動化設計：VBA 啟動設計、自動導
入網站資料、自動匯出報表設計(3 小時)。資格條件：1.具基本電腦操作能力。2.具基本 Excel 操作
能力。3.對 ExcelVBA 有興趣者。
內容：1.了解學員投資情況、建立正確投資觀念、講解投資市場架構、投資大師的故事、了解贏家
模式(4 小時)；2.價值投資模式、價差投資模式、分析股價高中低基期、股利優劣分析、長期平均
殖利率計算、找出合理目標價(4 小時)；3.國內外股市實例分析講解講解股市投資前置作業、股市
運作原理、交易制度、投資買賣基本方法、基本股市投資觀念(4 小時)；4.單根 K 線基礎、多根 K
線理論基礎及應用、短線價差操作策略、波段價差操作策略、價值投資模式作業討論(3 小時)；5.
多空價量分析、趨勢投資法基礎觀念、跟隨主力的投資思維、價差模式作業討論、投資心理學、學
員互動分析練習(3 小時)；6.趨勢投資法進出場點追蹤(講解股價漲跌趨勢節奏、判斷起漲點、找到
安全的進場點)、學員互動分析練習驗、作業討論(3 小時)；7.趨勢投資法選股方式、多頭與空頭的
價量分析，初、主、末升段講解，初、主、末跌段講解，單點、雙點、多點式頭部及底部型態講解，
價量及型態實務應用、個股分析練習(3 小時)；8.總體經濟分析、空方操作前置作業、空方操作理
論、空方操作選股及應用、個股分析練習(3 小時)；9.基本面分析(營收與獲利分析，毛利、營利、
淨利分析、EPS 分析，獲利來源分析)、基本面選股應用、波段趨勢分析、個股分析練習(3 小時)。
資格條件：對於投資理財有興趣人士。
內容：1.性別平等教育/介紹國標舞的拉丁舞項目：拉丁舞的入門舞，吉特巴(八步、六步、三步)介
紹，音樂認識及基本步練習(2 小時)；2.吉特巴初級步學習：右轉換位；左轉換位；背後換手；
Stop&go(2 小時)；3.圈轉靠身並進；男遶女；女遶男；碰臂舞步(2 小時)；4.複習&介紹倫巴：音
樂認識，基本步學習，握持及舞姿介紹(2 小時)；5.倫巴初級步 1：分式扭臀步；曲棍步；捲曲步；
紐約步 x3b；原地左轉(2 小時)；6.倫巴初級步 2：分式扭臂步；阿裡瑪拉；閉式扭臂步至扇形；阿
裡瑪拉 1~3；手對手 x3b；女臂下右轉(2 小時)；7.倫巴初級步 3：正面阿裡瑪拉；側分步往右&
左；螺璿轉&並退；搖擺步；原地左轉(2 小時)；8.複習吉特巴&倫巴：介紹恰恰，恰恰基本步教授
(2 小時)；9.恰恰初級花步 1：節奏步 x2b；紐約步 x3b；原地左轉；肩對肩 x3b；女臂下右轉(2
小時)；10.恰恰基本步 2：分式扭臂步；曲棍步；基本移動 1~3&右陀螺轉；閉式扭臀步至扇形；
男推女手左右換位(2 小時)；11.複習吉特巴、倫巴、恰恰，考核、驗收及糾正缺失(2 小時)；12.恰
恰初級步 3：正面阿裡瑪拉；手對手 3 恰恰 x2 次；女臂下左轉&右轉；土耳其浴巾步 x3b；女左
轉至分式位置(2 小時)。資格條件：對國標拉丁舞有興趣者。
內容：1.教師、課程及產業介紹/AutoCAD 2D 作業環境與安裝介紹(3 小時)；2.AutoCAD 2D 繪圖
指令(3 小時)；3.AutoCAD 2D 繪圖指令(3 小時)；4.AutoCAD 2D 修改指令(3 小時)；5. AutoCAD
2D 修改指令(3 小時)；6.AutoCAD 2D 尺寸標注與查詢(3 小時)；7.機能配置練習/AutoCAD 2D
圖塊與插入(3 小時)；8.AutoCAD 2D 圖層/AutoCAD 2D 出圖與配置(3 小時)；9.AutoCAD 2D 綜
合練習(3 小時)；10. AutoCAD 2D 綜合練習(3 小時)；11.案例綜合練習(3 小時)；12.案例綜合練
習(3 小時)。資格條件：具備基礎電腦使用能力。
內容：1.Pretest & Work from home(課前檢測&在家辦公)(3 小時)；2.Describing graphs(圖表敘
述)(3 小時)；3.Employment, jobs and careers language(聘用、工作、事業)(3 小時)；4.Money and
finances(財務金融)(3 小時)；5. Describing an office (辦公室相關用語)(3 小時)；6.Discussing
business activities (商業活動)(3 小時)；7.Complaints and annoyances language (客訴)(3 小時)；
8.Convince me! Sales technique (銷售技巧)(3 小時)；9.Team building (團隊合作)(3 小時)；10.
Business Meeting (商務會議)(3 小時)；11.Talking about money and spending (收入與支出)(3 小
時)；12.Online purchasing & Posttest (課程驗收&網路購物)(3 小時)。
資格條件：具備中級程度(約為多益 400-550, 全民英檢中級)者。

135276

商務英文
實力養成班

135270

實用泰語會話班

135277

實用越南語會話班

135279

國貿條規
與付款條件實務班

【報名流程】

課程內容

內容：1.泰語課程簡介，學習泰文的目標，介紹泰國文化，第一節：介紹泰國數字單位及筆劃練習
(3 小時)；2.介紹泰文聲韻母：
（ก-ฆ）6 個聲母及（สระอะ-สระอือ）8 個韻母，第一節：介紹數字單位
運用(3 小時)；3.介紹泰文聲韻母：
（ง-ฌ）6 個聲母及再（สระอุ–สระแอ）6 個韻母，第一課：問候
語篇（生詞介紹）(3 小時)；4.介紹泰文聲韻母：
（ญ-ฑ）6 個聲母及（สระโอะ–สระเออ）6 個韻母，
第一課：問候語篇(基礎問候會話)(3 小時)；5.介紹泰文聲韻母：
（ฒ-ท）6 個聲母及（สระเอียะ–สระอัว）
6 個韻母，第一課：問候語篇句型練習：疑問句文法、修飾詞文法(3 小時)；6.介紹泰文聲韻母：
（ธ-ฝ）6 個聲母及（สระอำ–สระฤๅ）8 個韻母，第二課：你電話號碼幾號？(生詞介紹)(基礎會話)(3
小時)；7.介紹泰文聲韻母：
（พ-ร）6 個聲母及溫習全部的韻母，第二課：你電話號碼幾號？句型練
習：疑問句文法、修飾詞文法(3 小時)；8.介紹泰文聲韻母：
（ล-ฮ）8 個聲母及溫習全部的聲韻母。
第三課：買東西篇（生詞介紹）便利商店篇（基礎會話）(3 小時)；9.第四節：泰文拼音法中子音，
聲韻母溫習。第三課：點飲料篇跟泰國便利商店產品。
（基礎會話）(3 小時)；10.第四節：泰文拼
音法高子音，聲韻母溫習。第三課：買東西篇（句型練習）(3 小時)。
資格條件：具有基礎語文能力者為佳。
內容：1.課程介紹、分組以及報告順序選定/認識越南/越南語語文的由來/越南語語音系統介紹(3
小時)；2.第一組複習(複習越南語語文的由來及越南語語音系統介紹)/越南語的子音、母音讀法(3
小時)；3.第二組複習(複習越南語的子音、母音讀法)/複習：越南語母音、子音、拼音表/越南語六
聲調發音方法(3 小時)；4.第三組複習(複習越南語六聲調發音方法)/複習：越南語聲調/越南節慶簡
介(3 小時)；5.第四組複習(複習越南節慶簡介)/越南語尾音發音規則(1)(3 小時)；6.第五組複習(複
習越南語尾音發音規則(1))2.越南語尾音發音規則(1)(3 小時)；7.第六組複習(複習越南語尾音發音
規則(1))2.越南語及華語詞彙之間的關係 3.複習：越南語尾音 4.初級實用會話練習(1)(3 小時)；8.
第七組複習(複習越南語及華語詞彙之間的關係、初級實用會話)2.越南語雙母音發音方法 3.初級實
用會話練習(2)(3 小時)；9.第八組複習(複習越南語雙母音發音方法、初級實用會話)2.越南飲食文
化 3.初級實用會話練習(3)(3 小時)；10.第九組複習(複習越南飲食文化、初級實用會話)2.越南語三
合母音發音方法 3.初級實用會話練習(4)(3 小時)。資格條件：具有基礎語文能力者為佳。
內容：一、1.不同貿易條件下進出口作業流程 2.國貿條規產生的背景、意義與作用 3.國貿條規法律
效力及其使用方式(6 小時)；二、1.國際商會國貿條規 Incoterms 歷年修訂與分類對照表 2.國貿條
規新版 Incoterms®2020 修定主要特色 3.國貿條規 11 種 Incoterms®2020 詳細解析與應用(6 小
時)；三、1.國貿條規實務個案解析 2.國際結算的發展、付款條件選擇考量之因素 3.各類付款條件
比較分析(6 小時)；四、1.信用狀特性、付款時間、銀行結算方式、流程(開發、修改、通知、保兌、
押匯、求償)、信用風險管理工具及貿易融資解析 2.信用狀種類(通知、保兌、轉讓、轉開、讓購限
押、即期；遠期、款項讓與)解析 3.各類信用狀個案閱讀與解析(6 小時)；五、1.信用狀押匯作業與
貿易單據製作審單 2.非信用狀(匯付、託收)付款時間、銀行結算方式、流程、信用風險管理工具及
貿易融資解析 3.國貿條規與付款條件之搭配應用解析(6 小時)。資格條件：相關科系畢業或相關工
作經驗 1 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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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會員：台灣就業通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aspx
◎查詢課程及報名網址：在職訓練網 https://ojt.wda.gov.tw
◎如若未於期限內完成資料繳交者，視同放棄報名資格，名額將依序遞補。
◎線上報名系統開放時間：各課程開訓日前一個月中午 12 點到開訓前三天下午六點。舉例說明：若開課第一
天日期為 7 月 22 日，則開始報名的日期為 6 月 22 日中午 12 點開始至 7 月 19 日下午六點止。
◎若您忘記台灣就業通(原職訓 E 網)密碼，請洽 0800-777-888 查詢。

報名諮詢請洽：中原大學推廣教育處
諮詢專線：(03)2651313 傳真號碼：(03)2651398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中原大學真知教學大樓 1 樓)
繳交資料下載：https://oce.cycu.edu.tw

《 資料更新日期：202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