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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 

受 文 者：本會會員及學員      本會電話：(02)2259-6801 
發文日期：民國 110年 12月 2 日     本會傳真：(02)2259-6804 

傳真發文字第 11012018號                         本會網址：http://www.tpacctpi.org.tw 

                                                本會地址：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82巷 3弄 1號 4樓 

111年度「記帳及報稅代理人」24小時專業訓練課程，開始接受報名 

       ★★★下半年度課程將依視訊班結訓情形再行安排★★★ 
☆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核准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專業訓練單位 ☆ 

           核准字號：中華民國 108年 05月 30日北區國稅審一字第 1080007288號 

一、報名方式： 

1、公會報名：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82巷 3弄 1號 4樓，詢問電話︰02-22596801。 

2、傳真報名：請將填妥之報名表、登錄執業證明書(舊生免附)、匯款證明影本(請寫上姓名 
方便確認)傳真到 02-22596804劃位，傳真後請立即來電 02-22596801確認。 

3、匯款帳號：臺灣土地銀行 華江分行 107-001-012125  (未完成繳費，不予劃位)。 

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二、上課地點：(課程內容請查閱課程表) 
A、B、B1班︰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5樓(板橋區農會－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視訊 1班︰線上授課★ 

★★★下半年度課程將依視訊班結訓情形再行安排★★★ 

三、報名費用： 
(1)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的會員 
    a.任意選擇其中一班課程費用如下：A或 B、B1班 500元(★110年原

班別續報名此班免繳★)，視訊 1班免費。 
    b.加報第二班以上課程費用均為 2000元(A、B、B1班除外)。 
(2)單獨只是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的會員報名 A 或 B、B1 班的課程

費用為 3300元、報名視訊 1班的課程費用為 2800元。 
   (★★★以上兩項優惠需已先繳納 111年會費)。 

     (3)非會員 A或 B、B1班課程費用為 3500元(含講義教材)。  
(4)非會員視訊 1班課程費用為 3000元(含講義教材)。 

(5)111年 3月份營所稅申報解析課程(111/3/17、3/18、3/22、4/7)： 
a.為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或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
業工會的會員或選修本公會各班的學員(已繳費者)可免費參加。 

b.非會員及非選修本公會各班課程，單選 3/17、3/22課程費用為 800
元。3/18、4/7事務所員工報名費用 400元。 

四、注意事項： 
      (1)A、B、B1班報名各限額 110人(額滿為止或 110/12/24前，未達 70人不開班)。 
      (2)視訊 1班報名限額 500人(額滿為止或 110/12/30前，未達 100人不開班)。 
      (3)單選 A、B、B1班單日課程費用為 500元，非學員或非會員為 800元。 
      (4)單選視訊 1班單日課程費用為 1,000元，非學員或非會員為 1,500元。 
       (6)劃位以先繳費完成報名手續者優先。未完成繳費，則不予劃位，敬請見諒。 
 五、相關資訊可上公會網站首頁 http://www.tpacctpi.org.tw 本會會務＞本會 
      訊息快遞查閱。 

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理事長  楊仁治 
                              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王如琇 

http://www.tpacctp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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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24小時專訓課程 

  A 班(板橋農會)：111/1/20~ 111/11/24 (星期四) 下午時段 (13:30~17:30)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時數) 授課老師 

一、稅務專題與實 
務案例解析 

二、每月新訊 

111/ 1/20 (4)   111/ 6/16 (4)   111/11/24 (4) 
111/ 2/17 (4)   111/ 7/21 (4)     
111/ 4/21 (4)   111/ 9/22 (4) 
                
洗錢防制課程日期另訂 

徐俊賢 老師 

春風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5樓(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A班上課總時數 28小時    課程費用 3,500元 

 

 B 班(板橋農會)：111/1/18 ~ 111/11/22 (星期二)  上午時段(8:30~12:30)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時數) 授課老師 

一、稅務專題與實 
務案例解析 

二、每月新訊 

111/ 1/18 (4)   111/ 6/21 (4)    111/11/22 (4) 
111/ 2/15 (4)   111/ 7/19 (4)    
111/ 4/12 (4)   111/ 9/20 (4) 
                
洗錢防制課程日期另訂 

徐俊賢 老師 

春風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5樓(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B班上課總時數 28小時    課程費用 3,500元 

 

 B1 班(板橋農會)：111/1/25~ 111/12/20 (星期二)  上午時段(8:30~12:30)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時數) 授課老師 

一、稅務專題與實 
務案例解析 

二、每月新訊 

111/ 1/25 (4)   111/ 6/28 (4)   111/12/20 (4) 
111/ 2/22 (4)   111/ 8/16 (4)    
111/ 4/26 (4)   111/ 10/18 (4) 
                
洗錢防制課程日期另訂 

徐俊賢 老師 

春風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5樓(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B1班上課總時數 28小時    課程費用 3,500元 

 

視訊 1 班(線上課程)：111/ 2/18 ~ 111/ 3/2 上午時段(9:00~12:00)；下午時段(13:00~17:00) 

課程項目 時數 上課日期 授課老師 

租賃行為之財務會計與稅務處理

解析、租地建屋會計處理解讀 
7 111/ 2/18(五) 全天 張正仁 老師 

育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多角貿易相關課稅實務解析 7 111/ 2/23(三) 全天 涂國芳 老師 
松田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綜合所得稅與扣繳實務 
之作業解析 

7 111/ 2/25(五) 全天 
羅白卿  老師 
穎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表單填寫實務 

3 
111/ 3/2(三 ) 半天

(下午 2:00~5:00) 
黃惠芬 常務理事 

★上課地點：線上授課★  視訊 1班上課總時數 24小時   課程費用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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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營所稅申報解析課 

三重營所稅申報解析班：111/ 3/17(星期四) 下午時段(13:30~17:30)上限 180人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 授課老師 

110 年度營所稅申報解析 111/ 3/17(四)下午(四小時) 徐俊賢 老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9號 10樓(三重勞工中心.菜寮站 1號出口) 

公會(工會) 會員及上課學員免費  ， 非上課學員及非會員單日費用 800 元 

 

   板橋營所稅申報解析 1班：111/ 3/18 (星期五) 下午時段(13:30~17:30) 上限 110人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 授課老師 

110 年度營所稅申報解析 111/3/18(五)半天(四小時) 羅白卿 老師 
穎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5樓(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公會(工會) 會員及上課學員免費，事務所員工 400 元，非上課學員及非會員費用 800 元 

 

   板橋營所稅申報解析 2班：111/3/22 (星期二) ★上午時段(8:30~12:30) 上限 200 人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 授課老師 

110 年度營所稅申報解析 111/ 3/22(二)上午(四小時) 徐俊賢 老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3樓(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公會(工會) 會員及上課學員免費  ， 非上課學員及非會員單日費用 800 元 

 

  板橋營所稅申報解析 3班：111/3/22 (星期二) ★下午時段(13:30~17:30) 上限 200人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 授課老師 

110 年度營所稅申報解析 111/ 3/22(二)下午(四小時) 徐俊賢 老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3樓(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公會(工會) 會員及上課學員免費  ， 非上課學員及非會員單日費用 800 元 

 

板橋營所稅申報解析 4班：111/4/7(星期四)下午時段(13:30~17:30) 上限 110人 

課程項目 上課日期 授課老師 

110 年度營所稅申報解析 111/ 4/7(四)半天(四小時) 張正仁 老師 
育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2號 15樓(捷運板南線府中站 1號出口) 

公會(工會) 會員及上課學員免費，事務所員工 400 元，非上課學員及非會員費用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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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111年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24小時專業訓練報名表 

★姓 名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登 錄 

字 號 

□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字          號 

□ 自我充實進修，不需登錄認證時數。 

   (舊生可免填) 

★執業 

登錄 

機構 

□     區國稅局(           分局) 

□     市國稅局 

 

★通訊地址 (寄送資料) 

★E-mail (快速通知) 

★班別 

(請勾選) 

□ A 班： 111/1/20〜111/11/24；          

□ B 班： 111/1/18〜111/11/22；          

□ B1 班：111/1/25〜111/12/20；          

□ 視訊 1 班：111/ 2/18 〜 111/ 3/2；           

★營所稅申報課程請勾選 □3/17 (三重) ；□3/18(板橋 1) 羅白卿；□3/22上午(板橋 2)； 

                       □3/22下午(板橋 3) ；□4/7(板橋 4)張正仁 

座位需求 □靠前面  □靠中間  □靠後面  □靠走道    側   □均可             (請來電確認) 

單選課程 單選一堂(單天)︰    月     日                    (非單選一堂/天者,本欄位請勿填) 

★停補課 

聯絡電話 

日:                      夜:  

相 

片 

一 

張 

傳真：                            手機： 

★請務必留下電話、傳真與手機資料，以方便聯繫與上課異動通知★ 

收據開立 抬頭:□同姓名欄□其他                                 

備註：1.劃位以先繳費並完成報名手續者優先。未完成繳費，不予劃位。報名表填好請回傳。 
            ★2.課程、講師或上課日期如有異動，將於上課前以簡訊或傳真通知或公布於網站。 
       3.需認證 24小時時數學員，請務必本人親自上課（不可代理）。 
       4.課程若無法開班，於開課日前以傳真或電話通知學員選擇辦理轉班或退費。 
       5.繳費後，因個人因素不克上課，得依規定辦理退費，於上課 2 周前告知，逾期不受理。 

<有★欄位請務必填寫，以方便聯繫通知及後續時數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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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 

 
受 文 者：本會會員              本會電話：2259-6801 
發文日期：民國 110年 12月 2日            本會傳真：2259-6804 

傳真發文字第 11012019號                                本會網址：http://www.tpacctpi.org.tw 
                                   本會會址：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82巷 3弄 1號 4樓 

 
會 務 重 要 通 知 

各位親愛的會員： 
    時序已漸漸轉涼，在這變化的季節中，公(工)會堅持為您捎來溫暖的祝福與關心，這

一年來，大家真的辛苦了。公(工)會這個大家庭，需要大家共同來支持與鼓勵，我們非常

樂意能經常聽到您的訊息與建言，相信您在忙碌之餘，仍能和公(工)會一起關懷與鼓勵，

最後提醒您 111 年度會費即日起開始接受繳納。希望很快就接獲您的回音，祈祝愉快平安

順利。 

★請務必將(代理人公會會費、課程費用)與(職業工會會費)分開匯款，謝謝配合! 

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111 年度會費 6,000 元  

及 111年度「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專業訓練課程費用 請匯款至公會帳號 

繳納方式：1.會員可至土地銀行各分行索取存摺類存款憑條（無摺代收）於備註欄填寫姓

名即可繳納會款。(匯款完成敬請填寫姓名後傳真 02-2259-6804至公會。) 

   公會帳號：(ATM 代碼 005)臺灣土地銀行 華江分行 107-001-012125 

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2.掛號寄出支票，請於信封上填寫會員編號及姓名，本會收件後再寄回收據。 
        3.歡迎各會員來會館親自繳納。 
      ★  4.請勿將公會會費($6000)及課程費誤匯入職業工會帳戶，以免誤認為捐贈款項。 

======================================================================== 

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 111 年度會費 1,200 元      

繳納方式：1.會員可至土地銀行各分行索取存摺類存款憑條（無摺代收）於備註欄填寫姓

名即可繳納會款。(匯款完成敬請填寫姓名後傳真 02-2259-6804至工會。) 

  工會帳號：(ATM 代碼 005)臺灣土地銀行 華江分行 107-001-500391 

戶名：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  

            2.掛號寄出支票，請於信封上填寫會員編號及姓名，本會收件後再回寄收據。 
3.歡迎會員來會館親自繳納。 

                   ★  4.請勿將職業工會會費($1200) 誤匯入公會帳戶，以免誤認為捐贈款項。 

                    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理事長  楊仁治 
新北市稅務代理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王如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