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產業全球化人才實務培訓班 
~免費課程且可納入技師訓練積分~ 

 

 課程目的： 

國內營建市場漸趨飽和，工程產業已逐步拓展海外市場，然而面對全球市場眾

多商機，如何從商情到備標，過程中會面臨到的問題又該如何應對。去年工程

產業全球化教育訓練研習活動以廣泛性及整體性探討工程產業全球化相關議

題，本年度課程內容著重於以個案講述過程帶出業者爭取海外工程標案需求之

技能，培植實務經營人才，提升國際化能力。 

 適合參加對象： 

限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營造業、測繪業及建築師事務所之參訓技

師、建築師或員工，及相關學系所之學生。 

 培訓內容與日期： 

日期 培訓主題 授課主題 

7/11 

(三)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

國際工程履約實務課程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 

其他合約介紹與比較 

7/18 

(三)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

國際工程履約實務課程 

國際標案實務 

國際工程契約爭端解決制度之研究 

7/25 

(三) 

海外標案財務分析與稅

務管理實務 

PPP 模式之海外標案財務預算分析實務 

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投資稅務風險 

7/31 

(二)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

國際工程履約實務課程 

國際仲裁實務 

綜合研析 

8/15 

(三) 

競標經營及拓點風險管

理實務 

東南亞地區捷運工程競標與執行準備經驗分享 

拓點風險管理實務 

 培訓地點： 

上課地點：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淡江大學台北校區) D222 教室 

(捷運東門站 5 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約 5 分鐘) 

 報名方式： 

統一採線上報名方式：https://goo.gl/YF3y1h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  

Tel：02-2708-3181 #14, #15 

E-mail: ed.lai@mail.mirdc.org.tw 

yeh.h@mail.mirdc.org.tw 
 

※主辦單位有權視情況調整課程內容 

 主辦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承辦單位：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  

https://goo.gl/YF3y1h
mailto:ed.lai@mail.mirdc.org.tw
mailto:yeh.h@mail.mirdc.org.tw


 課程內容及時間： 

場次 1－7月 11日(三) 

時間 講習內容 主講者 

09:00~09:2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09:20~09:30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長官與貴賓致詞 

09:30~10:20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國際工程履約實務

課程- 

FIDIC合約基本架構 

臺馬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范素玲 主任 
10:30~11:20 

11:30~12:20 

12:20~13:30 午膳 

13:30~14:20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國際工程履約實務

課程- 

其他合約介紹與比較 

臺馬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范素玲 主任 
14:30~15:20 

15:30~16:20 

16:20~ 賦歸 

場次 2－7月 18日(三) 

時間 講習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09:30~10:20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國際工程履約實務

課程- 

國際標案實務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銘堂 董事長 

臺馬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范素玲 主任 

10:30~11:20 

11:30~12:20 

12:20~13:30 午膳 

13:30~14:20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國際工程履約實務

課程- 

國際工程契約爭端解決制度之研究 

臺馬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范素玲 主任 
14:30~15:20 

15:30~16:20 

16:20~ 賦歸 

場次 3－7月 25日(三) 

時間 講習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09:30~10:20 海外標案財務分析與稅務管理實務- 

PPP 模式之海外標案財務預算分析

實務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KPMG) 

林文棟 協理 
10:30~11:20 

11:30~12:20 

12:20~13:30 午膳 

13:30~14:20 

海外標案財務分析與稅務管理實務- 

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投資稅務風險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事務所(KPMG) 

葉建郎 副總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事務所(KPMG) 

任之恒 協理 

14:30~15:20 

15:30~16:20 

16:20~ 賦歸 



 

 課程內容及時間： 

場次 4－7月 31日(二) 

時間 講習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09:30~10:20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國際工程履約實務

課程- 

國際仲裁實務 

金杜律師事務所 

張詩芸 資深律師 

臺馬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范素玲 主任 

10:30~11:20 

11:30~12:20 

12:20~13:30 午膳 

13:30~14:20 FIDIC 合約基本架構與國際工程履約實務

課程- 

綜合研析 

臺馬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范素玲 主任 
14:30~15:20 

15:30~16:20 

16:20~ 賦歸 

場次 5－8月 15日(三) 

時間 講習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09:30~10:20 
競標經營及拓點風險管理實務- 

東南亞地區捷運工程競標與執行準

備經驗分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幼華 資深協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諶家瑞 副理 

10:30~11:20 

11:30~12:20 

12:20~13:30 午膳 

13:30~14:20 
競標經營及拓點風險管理實務- 

拓點風險管理實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文鑑 協理 
14:30~15:20 

15:30~16:20 

16:20~ 賦歸 

 



 交通資訊： 

 

 

  



工程產業全球化標案實務人才培訓報名表 

課程名稱 107年度工程產業全球化標案實務人才培訓 

公司屬性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技師事務所 □營造業 □測繪業  

□建築師事務所 □相關系所學生 □其他_______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 

 

公司電話 (  )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技師科別 部門/職稱 分機 e-mail 葷/素 

       

報名場次 □場次 1 □場次 2 □場次 3 □場次 4 □場次 5  (可複選)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技師科別 部門/職稱 分機 e-mail 葷/素 

       

報名場次 □場次 1 □場次 2 □場次 3 □場次 4 □場次 5  (可複選)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技師科別 部門/職稱 分機 e-mail 葷/素 

       

報名場次 □場次 1 □場次 2 □場次 3 □場次 4 □場次 5  (可複選) 

★參加技師者得申請訓練積分，煩請務必填寫『身分證字號』及『技師科別』。 

★所有個資僅供主辦單位作訓練與申請訓練積分及寄送通知使用，不另作他途。特此聲明！ 

報名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名額有限，每場次限定 80人，報名從速!!•主辦單位保有變更各項內容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