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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歡迎您加入國際金融學院的行列 

透過學習，開展和世界一同對話、思辯的精彩旅程 

歡迎來信洽詢更多活動訊息 

國際金融菁英諮詢專線 overseas@tabf.org.tw 

 100+場 國際研討會/課程 

 邀集 全球金融界頂尖好手 共組師資團隊 

 國際案例+模擬實作 提升思考與創新即戰力 

  

 

VIGOR 
法令遵循專業精修計畫 

RACE 
數位轉型種籽人才計畫 

孕育離岸風電金融人才 

為台灣綠能產業注入創新活水 

導入國際金融法規動態 

提升法遵實務戰略、技術能力 

連結科技、人與商業創意 

提升金融人的市場洞察力與數位

創新能力 

CORE 
風險&財務管理專業精修計畫 

REACH 
決戰全球金融市場系列活動 

精彩的國際案例分享+模擬演練實作 

找到掌握趨勢、洞悉與因應金融風險的新解方 

匯集全球金融權威專家觀點 

從市場波動中洞燭獲利先機 

POWER 
再生能源專案融資人才培訓計畫 

mailto:overseas@tab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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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決戰全球金融市場系列活動 

 

POWER 
再生能源專案融資人才培訓計畫 

VIGOR 
法令遵循專業精修計畫 

CORE 
風險&財務管理專業精修計畫 

 

RACE 
數位轉型種籽人才計畫 

透過案例分析與實務經驗分享，深入探

討再生能源之風險點、營運與財務風控

策略，以及相關法律議題處理方式 

聚焦資本市場商品創新之相關議題，邀

集專家從投資銀行、套利交易者、避險

基金等多元視角，深入剖析金融市場未

來發展與創新動態 

整合國際金融重鎮專家隊伍、蒐羅全球

金融市場關注之議提，聚焦國際金融趨

勢與風險動向、衍生性金融商品 ISDA

法規、交易簿基本審查等面向，滿足前

中後台金融人對風險管理知識之需求 

聚焦法遵實務及國際金融監理法規兩

大主軸，幫助業者了解如何應用

Risk-based Approach (RBA)，將法規

要求導入業務策略與流程中，整合業務

發展策略、法遵，與風險治理架構，提

高風險衡量與預應能力 

 

內容涵蓋精彩的國際案例分享、融合思
考、想像與實作的互動式學習，主題橫
跨商業模式創新、人工智慧應用、數位
風險、行銷與使用者經驗設計，帶領金
融人突破窠臼，展開一場超越經驗疆
界、向未知挑戰的思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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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金融類課程學習架構 

類別 級別 課程名稱 

大陸金融 

進階 

兩岸經貿財務規劃研習班 

台資銀行發展大陸業務策略研習班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實戰佈局篇 

--大陸據點經營篇 

大陸普惠金融業務研習班 

初階 

大陸台商融資實務研習班 

大陸金融實戰研習班 

大陸土地管理制度實務研習班 

台商在大陸常見問題解析研習班 

最新大陸台商法律政策解析研習班 

最新大陸台商財稅政策解析研習班 

大陸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研習班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禮儀文化篇 

--政治經濟篇 

--人力資源篇 

--企金業務篇 

--個金業務篇 

--金融法務篇 

--會計稅務篇 

--風險管理與內部稽核篇 

--金融市場與外匯資金制度篇 

註：粗、斜體、底線字，表示新規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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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台商融資實務研習班 大陸金融實戰研習班 
The Practice of Fund-Raising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China 

Mainland China Financial Markets Operations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6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6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與大陸台商有關的兩岸經貿情勢及銀行

的商機 

 大陸金融業務推展實務介紹 

 大陸金融業務法令及案例解析 

 銀行對大陸台商提供融資服務應遵守的

規範 

 台資銀行籌設大陸分行應注意事項 

 綜合座談 

 大陸台商營運模式及銀行提供融資服務

的方式 

 

 大陸台商融資業務重點解析  

 如何落實徵信作業及掌握授信風險  

 與大陸台商有關的兩岸經貿情勢及銀行

的商機 

 

  

  

大陸土地管理制度實務研習班 台商在大陸常見問題解析研習班 
The Practice of Real Estate Appraisal in China The Practice of Problem Analysis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China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7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大陸不動產制度之轉變  大陸資本市場篇 

 大陸土地所有制度之類型  台商在大陸常見問題－法律篇 

 大陸土地管理制度實務  台商在大陸常見問題－財稅篇 

  外資銀行（台資銀行）在大陸常見問題 

  台商在大陸的機會與挑戰 

  

  

最新大陸台商法律政策解析研習班 最新大陸台商財稅政策解析研習班 
The Practice of Law Analysis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Tax Analysis fo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China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6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6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勞動人事  海關新規 

 知識產權  外匯新規 

 公司章程  出口退稅政策 

 從大陸赴境外投資（大陸台商回台設立

子公司） 

 節稅規劃 

 關聯交易與移轉定價 

 訴訟  交易結構規劃 

 投資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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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政治經濟篇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中國政治體系  中國經濟展望 

中共黨史、意識形態（持續與變遷）、政

治體制（專政、組織與控制）政治繼承（制

度化與菁英甄補）、民主法制與法治、中

國政治（優勢與挑戰）、對中國的評估與

從全球政經角度 

探討投資趨向、從大戰略大趨勢看中國大

陸的經濟展望、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之

挑戰與限制、中國大陸各主要區域經濟發

展之特色及策略展望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金融法務篇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企金業務篇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Compliance Issues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Corporate Banking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中國金融監理規範內容及相關法規介紹 

 中國銀行債權催收程序及操作實務 

 大陸銀行業法金業務市場現況及經營模

式 

 對外資銀行管理政策與主要法規  大陸台商企業狀況介紹 

 兩岸金融仲裁案例分享  大陸法金業務介面 

  台資銀行法金業務實務經驗分享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個金業務篇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金融市場與外匯資金制度篇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Consumer Banking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Money 

Market and Foreign Exchange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大陸銀行業競爭概況及消金經營模式  大陸銀行業的監管機制 

 主要的消金業務經營及應具備的知識 

 大陸財富管理發展概況 

 外資（含港、澳、台）銀行進入大陸金

融業的相關政策及制度 

 大陸信用卡市場發展現況與前景  大陸銀行業外匯業務的分類及相關政策

制度 

  大陸銀行業外匯業務的操作要求及監管

要點 

  在大陸設立外資企業的程式及相關政策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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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風險管理與內部稽核篇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會計稅務篇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Audit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Accounting and Tax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銀行各業務風險管理辦法及要求  兩岸會計準則介紹及異同比較 

 企業與個人信用記錄之歷史資料、記錄

更新、資料取得等渠道研討 

 中國現行按新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實

例分析 

 稽核相關法規與實務  中國稅法概論及實務解析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人力資源篇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禮儀文化篇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Human 

Resources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Etiquette & Culture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中國人力資源與勞動環境特色及區域的

差異化 

 文化習俗 

 生活習慣與文字用語 

 中國勞動法令的深度介紹、操作指引與

風險規避 

 行政體系介紹 

 社會風氣 

 銀行業如何依法完善建立規章制度（員

手工冊）與勞動合同 

 

 大陸金融業的經營策略 vs.人力資源策略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大陸據點經營篇 

台資銀行前進大陸實務研習班- 

實戰佈局篇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Branch 

Management 

Workshop of Banking Strategies in China: Market 

Development 
課程等級：進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等級：進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大陸外部環境介紹  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之現況 

 大陸銀行發展的近程與挑戰  台灣銀行業與大陸業者合作案例回顧 

 業務規範、行銷模式及風險控管介紹  台灣銀行業進入大陸市場之評估 

 大陸銀行及外資銀行的經營策略  

 大陸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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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銀行發展大陸業務策略研習班 大陸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研習班 
The Practice of Banking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in China 

Corporate Lending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China 
課程等級：進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等級：初階    時數：12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大陸銀行現況分析及未來發展模式  大陸中小企業融資業務概述 

 分行選址策略及參股評價方法 

 台資銀行大陸發展策略 

 大陸中小企業融資業務之推展策略 

 大陸相關授信法規及介紹 

 對大陸台商之實地徵信要領 

 綜合座談 

 大陸中小企業融資業務之風險控管 

 座談交流 

  

  

  

 
 

兩岸經貿財務規劃研習班 大陸普惠金融業務研習班 
Financial Planning & Investment in Greater 

China 
Financial Inclusion 

課程等級：進階    時數：18 小時 課程等級：進階    時數：7 小時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台商赴大陸投資資金規劃及財務管理  什麼是新常態? 

 兩岸三地之投資架構及租稅規劃 

 台商投資大陸常用合同（協議）簡析 

 小額貸款公司業務介紹與風險操作 

 融資擔保公司業務介紹與風險操作 

 台商赴大陸投資資金規劃及財務管理 

 大陸投資糾紛解決之道 

 P2P 公司業務介紹與風險操作 

 投資個案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