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組 

     課程簡章 

目的 

根據海關指定相關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規定，企業須有兩名以上合格的保稅業務專責

人員，始可實施自主管理。本校為提供相關從業人員及有志者之專業養成並取得專業證

書，特向財政部關務署申辦此訓練班，參加講習並經測試合格者，由本校發給財政部關

務署認可之結業證書。 

參加對象 

本班適合以下三種背景學員： 

1.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從業人員。 

2.從事進出口報關主管、從業人員。 

3.欲取得專業證照提升職場競爭力者。 

內容 

期別 

 

課程名稱 預計開課時間 時數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班 
110/10/30、11/13、11/27 

週六 08:30-17:00 
24 

學費 

定價$4,000  

(1)2人以上團報$3,800。 

(2)本校教職員工本人或推薦、校友、推廣舊生、3人以上團報$3,500。 

(3)本校學生另有專案優惠價，請來電洽詢。 

(以上含認證費用) 

師資 

關務署通關業務組劉組長芳祝 

關務署稽核業務組李稽核光中 

關務署稽核業務組張稽核郁人 

臺北關業務一組廖稽核紋珠 

課程說明 

1.關務法規介紹 

2.進出口貨物通關概要 

3.貨物通關作業介紹 

4.保稅工廠法規概要 

5.保稅工廠管理介紹 

6.保稅工廠年度盤點結算作業 

7.保稅工廠帳務管理實務 

8.結訓測驗 

訓練方式 

本課程為認證課程，24 小時課程均為面授，上課時數未達課程時數之百分之八十者，

不得參加最終測驗。測試合格由本單位發給證書，證書上將記載訓練計畫說明書所載類

別、課程內容和其授課時數，以及財政部關務署核准文號。訓練講習結束後，造冊送財

政部關務署備查。 

上課地點 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格致樓 605 教室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2 日止 



報名繳費

方式 

※確認達開班人數及優惠身分後，再行繳交學費(請於指定日期內繳交，若開班前學員因故未完

成繳費，本班將因成本考量無法開班)。開班人數因成本估算每班不同，將由本組以 E-mail 通知

繳費。優惠身分成本估算每班不同，請參閱各班簡章收費說明，符合優惠身分者，敬請繳交佐

證文件經本組承辦窗口確認金額後再行繳費。 

1.至本校繳交現金：台北校區【台北校區格致樓 810 室】或新竹校區【新竹校區涵德樓 306 室】 

2.若無法親自辦理 

A.以匯款或ＡＴＭ轉帳繳交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文山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中國科技大學帳號：093-005-08327-1 (銀行代碼：005)   

＊繳交後請 mail 相關資訊至報名窗口，並記得備註姓名及報名班別(例如：王小明-UI/UX

線上課程班) 

 
B. 以 支付，請掃描 QR Code： 

 
 
交易完成請提供交易序號、姓名、支付日期、支付金額、報名班別，以利對帳。 

報名台北校區課程 E-mail 至:cec1@cute.edu.tw 

報名新竹校區課程 E-mail 至:career3@cute.edu.tw 

現場報名時間及地點: 

週一至周五 09:00~12:00；13:30~17:00 

台北校區研發處推廣組（格致樓 810室）  

新竹校區研發處推廣組(涵德樓 306室) 

洽詢專線： 

台北校區研發處推廣組（02）2931-3416轉 2608 林宥均小姐 

新竹校區研發處推廣組（03）699-1111轉 1032楊宜珊小姐 

相關網站：進入推廣教育組網頁查詢相關課程與報名資料 

本校地址： 

台北校區 116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號（近捷運木柵線萬芳醫院站附近） 

新竹校區 303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三段 530號（近台鐵北湖站附近） 

備註 

1.學員自報名繳費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上課時數 1/3 者，退

還已繳學分費之百分之五十，在班時間已逾上課時數 1/3 者，不予退費。 

2.因故未能開班上課，退還已繳全額費用，退費作業期程約為 3 週。 

3.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推廣教育，為維護學員上課安全，若人事行政局已公告停課，本校即停止上課，該

課程結訓日期順延一週。 

 



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班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主講人 

110 年 

10月 30日 

(六) 

08:15-08:30 報到及始業式 

08:30-12:20 

(4 小時) 

關務法規 

介紹 

1 關務法規簡介 
2 海關緝私條例 
3 貿易法 

關務署通
關業務組
劉組長芳
祝 

12:20-13:10 中午休息時間 

13:10-15:00 

(2 小時) 

進出口貨物 

通關概要 

1 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2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 

關務署通
關業務組
劉組長芳
祝 

15:10-17:00 

(2 小時) 

貨物通關作

業介紹 

1 貨物通關作業簡介 
2 貨櫃(物)動態傳輸作業規定 
3 通關透明化查詢作業簡介 

關務署通
關業務組
劉組長芳
祝 

110 年 

11月 13日 

(六) 

08:30-12:20 

(4 小時) 

保稅工廠 

法規概要 

1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2 保稅工廠生產非保稅產品作業規定 
3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級管理作業要點 
4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級考評計分原則 

關務署稽
核業務組
李稽核光
中 

12:20-13:10 中午休息時間 

13:10-17:00 

(4 小時) 

保稅工廠 

管理介紹 

1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業務執行注意事項 
2 保稅工廠提供維修服務監管要點 
3 保稅工廠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大陸地區原物
料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大陸地區
物品監管事項 
4 保稅工廠受託辦理加工業務作業要點 
5 廠外加工及檢測管理作業/報廢申辦作業及
監毀 
6 保稅智慧服務平台 
7 保稅工廠提撥保稅物品作業要點 

關務署稽
核業務組
張稽核郁
人 

110 年 

11月 27日 

(六) 

08:30-12:20 

(4 小時) 

保稅工廠年 

度盤點結算 

作業 

1 保稅工廠辦理盤存注意事項 
2 盤點及結算相關報表製作實務 
3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業分類原料盤差容許
率表 
4.進口貨物進儲保稅倉庫通關作業規 

臺北關業
務一組廖
稽核紋珠 

12:20-13:10 中午休息時間 

13:10-16:00 

(3 小時) 

保稅工廠帳 

務管理實務 

1保稅工廠業務實務操作 

（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原料帳、成品帳登帳實

務/內銷按月彙報登記簿控管實務/廠外加

工、委外檢測及受託加工帳務管理實務/出廠

放行單管理實務/下腳、廢料、次品、呆料管

理實務） 

2保稅工廠產品單位用料清表電子化作業要

點 

臺北關業
務一組廖
稽核紋珠 

16:00-17:00 

(1 小時) 

結訓測驗 

 

 



共同科目應包括下列相關法規及專業知識： 

(一)貿易法。 

(二)海關緝私條例。 

(三)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 

(四)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五)貨櫃（物）動態傳輸作業規定。 

(六)關務法規簡介。 

(七)貨物通關作業簡介。 

(八)通關透明化查詢作業簡介。 

 

八、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講習內容專業科目應包括下列相關法規及專業知識： 

(一)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 

(三)保稅工廠生產非保稅產品作業規定。 

(四)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級管理作業要點。 

(五)保稅工廠受託辦理加工業務作業要點。 

(六)保稅工廠提供維修服務監管要點。 

(七)保稅工廠辦理盤存注意事項。 

(八)海關管理保稅工廠業務執行注意事項。 

(九)保稅工廠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大陸地區原物料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大陸地區物品監管

事項。 

(十)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業分類原料盤差容許率表。 

(十一)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級考評計分原則。 

(十二)實務操作（包括產品單位用料清表；原料帳及成品帳登帳；內銷按月彙報登記簿控管；廠外加

工、委外檢測及受託加工帳務管理；出廠放行單管理；下腳、廢料、次品、呆料管理及監毀；盤點及

結算相關報表製作等實務作業）。 

(十三)保稅工廠提撥保稅物品作業要點。 

(十四)保稅工廠產品單位用料清表電子化作業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