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全國聯合會
108 年度「24 小時專業訓練課程」課程表
班別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上課時數

2/24(日)

一、洗錢防制法之於記帳代理業應注意事項
二、新修正公司法實務～兼談公司登記實務之一

白肇昇

7 小時/天
09:00~12:00
13:00~17:00

3/31(日) 新修正公司法實務～兼談公司登記實務之二

白肇昇

4/14(日) 107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與帳務調整

白肇昇

4/21(日) 新修正稅務法令暨重要議題研討

白肇昇

2/13(三) 最新法令實務案例解析

林益民

2/14(四) 新修公司法及洗錢防制法

蔡麗紅

2/20(三) 107 年查核實務及法令

李儒哲

2/21(四) 財產移轉節稅規劃實務

陳坤涵

苗栗班

南投班

2/16(六)

一、營所稅查核實務及案例
二、記帳業者洗錢防制最新發展現況及實務

游志偉

2/23(六)

包租代管業會計與稅務處理暨最新稅
務法令解析

魏錫原

雲林班

嘉義班

2/24(日) 新修公司法法令解析-總則

靖永彬

3/16(六) 新修正稅務法令研討-兼談公司登記實務

白肇昇

3/4(一)

新修正稅務法令暨重要議題研討

白肇昇

3/22(五)

一、公司法修法後中小企業實務因應及變革
二、公司的退場機制，法院解散及清算實務

游志偉

3/26(二) 公司法-有限公司修法釋義

靖永彬

4/12(五) 新修公司法及洗錢防制法應注意事項

陳英志

4/19(五) 107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與帳務調整

白肇昇

*苗栗縣政府身心障礙發展中心
6 樓會議室(苗栗市嘉新里經國
路 4 段 851 號)

7 小時/天
09:00~12:00
13:00~17:00
*南投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南投市中興路 669 號 5 樓)

7 小時/天
09:00~12:00
13:00~17:00
*雲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5 樓
會議室(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
段 515 號)

6 小時/天
09:00~12:00
13:00~16:00
*再耕園 4D 教室
(嘉義市玉康路 160 號)

2/23(六) 營所稅新法令及查核實務解析
3/21(四)

台南縣
3/30(六)
班
4/8(一)

1.107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表說
明及填寫實務
2.營所稅查核實務

謝萬華

洗錢防制法及人身保險與稅法之關連

封昌宏

最新稅務法令精闢解析及實務操作

魏錫原

2/16(六) 營所稅新頒法令及查核實務案例介紹

高雄市 2/17(日)
新高雄
2/23(六)
班

吳鳳琴

吳鳳琴

新修公司法、洗錢防制法及相關稅務
陳英志
問題解析
納保法、營業稅相關法令介紹及實務
案例解析

李啟福

2/24(日) 遺產及贈與稅申報及審查實務

侯運神

1/18(五) 新修正稅務法令研討-兼談公司登記實務

白肇昇

1.公司法重要修法內容說明及因應
2.帳務處理查核重點解析

謝萬華

2/16(六) 防制洗錢條例、境外電商課稅實務說明

封昌宏

2/23(六) 納稅者保護法實務介紹

吳淑金

1/19(六)

屏東班

6 小時/天
09:00~12:00
13:30~16:30
*2 月 23 日及 3 月 30 日新營
區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技術教
學中心 4 樓會議室(台南市斯
營區中正路 68 號)
3 月 21 及 4 月 8 日台南科學
園區同業公會 2 樓 201 號教
室(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26 號)

6 小時/天
09:00~12:00
13:00~16:00
*義守大學推廣中心 9 樓 9D
教室(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
路 21 號)

6 小時/天
09:00~12:00
13:00~16:00
*1 月 18、19 日、2 月 23 日
屏東縣勞工育樂中心(屏東
市自由路 17 號 3 樓 305 教室)
2 月 16 日屏東科技大學進修
推廣部 2 樓 CE22 教室(屏東
市信義路 151 號)

待定
4/24(三)
洗錢防制法之於記帳代理業應注意事項

白肇昇

台東班
4/25(四) 107 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與帳務調整

白肇昇

8 小時/天
08:00~12：00
13:00~17：00
*台東縣政府社會處
(950 台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

4/26(五) 新修正稅務法令研討～兼談公司登記實務 白肇昇
3/18(一)

花蓮班

一、洗錢防制法之於記帳代理業應注意事項
二、新修正稅務法令暨重要議題研討之一

3/19(二) 新修正稅務法令暨重要議題研討之二

白肇昇
白肇昇

8 小時/天
08:00~12：00
13:00~17：00
*勞工育樂中心 3 樓(花蓮市

3/20(三) 新公司法重要議題研討
2/26(二)

澎湖班 2/27(三)

白肇昇

一、洗錢防制法之於記帳代理業應注意事項
二、新修正稅務法令暨重要議題研討之一

白肇昇

新修正稅務法令暨重要議題研討之二

白肇昇

2/28(四) 新公司法重要議題研討

白肇昇

富安路 199 號)

8 小時/天
08:00~12：00
13:00~17：00
*澎湖縣勞工育樂中心 3 樓會
議室（馬公市案山里大賢街
16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