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by the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服務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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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課程對象 授課人數 

課程目的 

(欲改善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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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教育基金會、KPMG 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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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學苑「企業內訓到府服務」課程列表 

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經 

營 

管 

理 

1 一次掌握企業併購交易的前世、今生與未來 

2 公司治理幕後推手 — 公司治理人員如何推升董事會及功能委員會運作效能 
3 公開發行及上市櫃公司建立及執行內部控制制度實務 

4 企業如何看待衝突礦產(Conflict Minerals) 議題及公司因應策略 

5 企業併購在重大影響力及控制力下應注意事項及財稅影響 

6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及施行實務 

7 泰國投資解析與財稅管理 

8 留住企業優秀人才，員工股票獎酬制度介紹 

9 常見共同控制集團組織重組(合併/分割/換股)實務與案例分享 

10 從公司治理評鑑談智財管理與 AI 之 IP 法律議題 

11 跨國併購實務 — 標的公司價格及重要交易條件實務解析 

12 掌握 107 年新修正公司法重點解析 

13 公司法新思維 — 強化公司治理與保障股東權益篇 

14 員工獎酬面面觀及實務解析 

15 無紙化時代 — 營業人如何面對未來使用電子發票之挑戰 

16 新創股權規劃與員工入股 

稅 

務 

17 3 招學會職工福利委員會如何記帳與報稅 

18 中國跨境資金管理合規匯出與擴大投資租稅優惠解析 

19 從資金回台看家族/企業傳承之股權調整與全球資產佈局 

20 當財富面臨傳承，如何守住家族資產 

21 CRS 介紹暨後 CRS 時代的趨勢分享 

22 外籍日籍人員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23 外商稅稅平安：外商稅務風險案例分析及國稅局查核議題 

24 所得稅 — 財稅差異調節基本功入手 

25 所得稅 — 所得稅扣繳法令與稅局查核實務解析 

26 所得稅 — 移轉訂價法令及關係人交易之申報要點 

27 所得稅 — 投資美國的企業稅務申報及法務應用解析 

28 租稅天堂實質要求下臺商海外資金回台之機會與影響 

29 租稅協定適用與申請審查實務解析 

30 租稅獎勵篇 — 研發投抵及權利金扣繳免稅 

31 租稅獎勵篇 — 研發、智慧機械、5G 投抵及權利金扣繳免稅 

32 印花稅 — 不可不知的印花稅課稅原則與實務解析  

33 新創公司常見稅務及租稅優惠與投資相關問題 

34 跨國反避稅潮流下：企業稅務治理策略與稅局查核實務 

35 營利事業所得稅審查實務暨常見補充說明及解析 

36 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關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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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稅 

務 

37 營利事業涉外法令及租稅協定解析 

38 常見企業併購之會計及稅務處理 

39 國際租稅戰爭對企業價值鏈之影響與移轉訂價查核實務 

會 

計 

審 

計 

40 IFRS 16 新租賃準則對企業之影響 

41 IFRS16 新租賃實務會計處理及釋例解析 

42 IAS 2 存貨及成本結轉 

43 IAS 24：不可不知的關係人交易 

44 IFRS 下常見集團組織重組(合併/分割/換股)實務與案例分享 

45 合併報表編製實務研討 

46 快速上手合併報表編製重點 

47 非財會人員如何閱讀財務報表  

48 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及國際會計準則更新 

49 中小企業重要議題及財報分析 

50 公司自行編製 IFRS 財務報告實戰 l：前置作業及整合資訊 

51 公司自行編製 IFRS 財務報告實戰 ll：外幣換算及合併沖銷 

52 公司自行編製 IFRS 財務報告實戰 lll：財務報表及附註揭露 

53 公司自行編製 IFRS 財務報告實戰 lV：會計估計資訊備置 

54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前一定要搞懂的權益法會計處理 

55 最新 IFRS 17 最新發展與國際動態 

56 金融商品會計處理之重大變革 — 非金融業也要懂的 IFRS 9 

57 投資越南須知 — 會計原則與 IFRS 差異、稅務法令基礎規定 

58 帳列財務所得與會計所得差異之分析及其會計處理 

59 財務報表暨現金流量表解析 

60 員工福利會計處理研討 

61 新公司法下相關員工獎酬會計處理疑義 

62 財會人員養成班 非財務背景如何閱讀財務報表 

63 財報暨現金流量表解析 

64 帳列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差異之分析及其會計處理  

65 中小企業會計準則及重要法令更新 

66 非財務會背景如何閱讀財報 

風 

險 

管 

理 

67 人工智慧與數位科技應用趨勢及風險管理實務 

68 反賄賂風險管理實務 

69 企業遭受網路攻擊的緊急應變 

70 企業風險管理及實務分享 

71 財務報表舞弊與鑑識實務 

72 銷售與應收帳款舞弊偵測技巧 

法律 
73 Fintech 發展重要法令與智慧財產權實務 

74 FATCA 法案及美國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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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編號 課程名稱 

法律 

75 夫妻財產、遺產及遺囑規劃暨案例解析 

76 勞動契約相關法律問題及實務爭議解析 

77 創投投資法律文件概要(英文)及重要條款解析 

78 財會人員不可不知的法律規定及責任  

79 企業併購法律文件概要及重要條款解析 

80 新創企業的智慧財產實務 — 初階 

資訊科技 

81 財務會計人員必備的 AI 與大數據分析技能 

82 財會人員對加密貨幣應有的知識與準備 — 從 IPO 到 STO 之路 

83 資訊循環查核於 IPO 之實務分享 

永續發展與 

企業社會責任 

84 公司治理評鑑之企業社會責任(CSR/ESG)典範實務解析 

85 公司治理 3.0 — 永續發展藍圖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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