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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http://www.sfi.org.tw

【財會主管及股務】
會計主管持續進修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所會計主管資格條件及專業進
修辦法」第 6 條規定，會計主管應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當年 12 月 31 日止參加經主管機
關認定之進修機構所舉辦之會計、審計、財務、金融法令、公司治理、職業道德及法律
責任等相關專業訓練課程 12 小時以上。本基金會係主管機關指定辦理會計主管在職訓
練之進修機構【核准日期及文號: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6 月 30 日金管證六
字第 0950128544 號函】
，參加本基金會認證課程並經測驗合格者，將發予合格證明，
並可登錄進修學分。

會計系列
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所會計主管
持續進修(12hr)實務研習班
§ 授課講師：
戴冠程 總經理/桔乘企管
陳溫紫 連邦法律事務所/連邦國際專利商
標事務所
王尊民 律師/王尊民律師事務所
顧問/勤業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
所

§ 課程主題：
1.如何做好利潤分析與成本管理
2.股東會爭議實務案例解析
3.開源節流的年度預算編製與注意事項
§ 上課日期時間：
10/3、4，09:30-16: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6000 元

公司理財實務系列
如何做好利潤分析與成本管理
§ 授課講師：
戴冠程 總經理/桔乘企管
§ 課程主題：
1.企業提升獲利績效的應備基本知能
2.利潤從哪來？案例-上市櫃公司是如何
賺錢?為何虧錢?
3.為經營獲利的成果把脈-從財報中挖問
題癥結

4.善用財務 2.0 戰略性分析來降本減費+增
利?
5.降本減費增利之質量改善焦點與管理技
巧
§ 上課日期時間：
10/3，09:30-16: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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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令制度系列
10/4，13:30-16: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1500 元

內線交易法律責任之探討
§ 授課講師：
王尊民 律師/王尊民律師事務所
顧問/勤業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
所
§ 課程主題：
1.內線交易理論
2.從我國證交法建構「公開消息否則戒絕
交易」之法律義務
3.證交法第 157 條之 1 構成要件及法律效
果
4.實務案例-以企業併購為中心
5.問題及討論
§ 上課日期時間：

股東會爭議實務案例解析
§ 授課講師：
陳溫紫 律師/連邦法律事務所
§ 課程主題：
1.股東會之運作與功能
2.實務案例介紹及爭議問題探討
3.如何有效防範及解決紛爭
§ 上課日期時間：
10/4，09:30-12: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1500 元

信託及財富管理系列
信託業管理人員在職研習班
§ 授課講師：
施博文 主持人/博智會計師事務所
林子超 證基會專業講師
許志騰 業務訓練部主管/外商人壽銀行
§ 課程主題：

1.信託法
2.不動產證券化實務
3.金錢信託實務
4.安養信託
§ 上課日期時間：
9/21、22，9:30-16: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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