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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偏爵螂扇即�鑑
企欒策略規劃與員工執行任務這中間一直存在蕃缺口 這是企景在策略執行上所
要預防的層礙．
透過本緤程將讓您賾解年度目檟績效11理的＝十個重要步鼴．搭配SWBP原則找
到企欒的短 中 侵瑚策駱性議題 將目檟績效11理由上往下展至部門 使您迅
速叫蟈企鑽揖動目檟績效 碴保達成企菓之策氂目犢 ·u

"� 蟑、偏瓜鼢。畸曏醫斂企瑋即
翬邏目檟訂定後如何透遍「思變」 「鷹變」與「輒變」確保目檟有效執行
，如何讓組織更憙蕉在對的·情上努力，

本緤程將分享從規劃高效量運監控的管理機制．磧111隊靠透明(b管逕與措檟監控
成功幫助企景榻高董收 同時將管理手法透過實作方式讓學員不只皐習 更要學
｀帶回企欒內藩地實籐 ·u

策咯長語錄

企菓lll!營就儋在富靂史一檬．
不要妄自菲薄·要為寫靂史而
努力，沒有鼴景及策略規劃·
就沒有未來＇

身為lll!翬者、管理者．不要
自以為是．面對改變時．
不要等．隊濰備好才1111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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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鎊聶榦工昀鵐鷓鉫蟬痂偽迄實酸卿

勞妻法工時制度雑亂無章 「排班表」如何說明清楚？「工飼爭
讜」如何因應？如何愬免被列人「遵反勞動墓準法軍梟輩位公布
專區」血汗工廠的黑名蓽？
本課程罵協助人資工作者與法務同仁 正確廨讓各項工民之相關
規定 使您面對勞動檢直峙 能輕鬆過關 i, 險為夷 ·u

,,�� 
＇

企菓要如何訂出一份符合經葺1111求並薫顙勞工攢益的工作規則？企菓自訂之
工作規則常見的錯誤有哪些，應如何修正，工作規則參考範本有那些綠文陷
阱 ． 如何因應，
本諜程將針對工作規則參考範本 ． 幫助您訂定晨佳工作規則 有效煲升攢寫
工作規則的能力 ·u

＂勤翩籙劻一
勞動契約應成立於何時？可以口頭約定或．面1)定？勞動契約
擯寫周全 有利於勞層關係之穩定 · 本諜程是人資蕾理與勞工
法令結合的必侈實務課程之一 可以幫助您現學現用 建情穩
定正常發展的勞資關係 ·u

＂毚劻蛔是偽醞癲拗泚歐卷
近年中央與地方勞動搶査蘋繁 傳統蘆鑽、服務纂 ． 還至上市
Ill公司幾乎無＿倖免· 違反勞工法令者 ． 除行政罰鍰外 企鑽
名稱及負責人將被公布在勞工局網站上 影璽企禦晝謩．
本諫程以案例式教學 讓人資主11及現場主11於勞動檢亶時能
鈳知所因隱竝化檢為夷 ． 帶您安然度過勞動檢亶風梟 進而建
立穩固和讀的勞層關係 ·u

"鎊工砸邲鷗齎璐卹
勞工各縹黷假規定揖類繁多 除瑨 喪、疾病得講假外 更
有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各癱假別· 本諫程軑勞工黷假規則 逐
條墨例說明勞工各類請假規定之實務（如肖嬰留臟惇酣冏滿後
申鷂復贓、至法院傳喚出矼作證的「公爵」矚災「公陽病假
」） 有效提升人資工作者的專鑽能力 ·u

＂！－氬。璐鷓。蠱鎊福磁咿鄔武國到嚴

＿次渭tl1「所得 · 稅賦 勞健保問Ill」 璝老闆不能沒有你，本緤程從各顆
所得諜稅與否及帳務虞理 以實例解說 並就所得稅法規定之各類所得與勞
鴒l!!· 勞退 勞墓法之關齦予以釐清 使企禦能夠合法申輻勞健保投保薪貿

－代1l1保禰充保責 ． 避免申輾錯誤 受行政處罰或損及勞工檯益 並遵節
稅效益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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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量量為言；�;;·
＂籙·螂細鏴晶骨。啟墨．緡硒i

全面靚爭時代．製造現場也要憤得如何利用數撮這行資源規劃、貿料收集
數字分析 WIP分析 現場監控 散字即時回黷 才能發揮經驗展現現場調
il!大1i慧·
本諫程透過1i1專顧問．深1l!辨析如何帶領企鑕透過有效製程控管．活用歉臚
、實現現場透明化 讓設備稼動率大幅提升及不良率下降的秘鈇 ·u

＂給黽個龜籙饞賣狐嶧庫且
精實生臺的主要纘神是減少浪賨 停尊 而智能製造在其中又是扮演相1i1相
成的角色 讓效果發攝到1i大· 諜程中搆頲將運用「價值流程ll. Valoe 
St,eam Mapp,ag 萬稱VSM」及智能工具有效的減少停尊 在製浪寶
縮短生矗週期 降侈存貨 並減少缺料風驗 讓生蘆鑼環效率大11搗升 ·u

"� 蠹己歸鸕關肆奲鼱蟑螂l
好的「嘛板設計」加上「放對位置」．不僅工作效率增加
，連訂重交期邰能大幘提升,.板若沒有針對鼴能設計

無法連到良好管理效果．例如· 有的職能霍板是掲靄問題
有的矚能壇板是工作措示· 有的職能續板是工作狀態．

而且 ．板要依使用的情境放對地方 還要有對的設計
對的蘋次才能發擡資訊通透的效果·u

＂御i醫歌。島龕圓徂鄲醞i
11收無法大幅突破、訂單擅輸人探討背後關鍵原因大多為

交期大畏 蘆銷失調 來不及犍料 以致訂蓽連交低
生贏成本過高等等因景 如何從現象找問題並逐一突破
量後翩轉11收？
本諜程透過輔導顧問 親自解析如何帶頲企蠵找出交期過
畏的瓶顗 突破敏擅交付關鍵 曇後不儡大幔槤升1T蓽交
付能力 亦同步帶來翬收成畏以及清晰可見的未來藍•·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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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苜甌畸歐疊窖緑矼實綽
企禦為了滿足客戶短交問IJ鼠及高這交率 不得不採用高存貨來因謾．因而造成資
金積屋及存貨呆滯的風檢．如何雙贏及撞Iii是-llil非常揖11的證I!·
本緤程將帶領企纂全箇檢視存貨策駱· 盤直異常存貨發生原因．教111建·流程監釐
與日常管瑨機制．以避免存貨積1!! 降低11運成本 這而提升企鑽贱爭力 ·u

H Ilk且鄆罰尹窟典嶧淼蟬啊
目標績效訂定後燾透過各部門之KPI指標設定與追蹤 持續檐視成效 才能有效
提昇11運效益．
本霖程以年度目攢設定程序與BSC策略地111展開 讓學11快速贓解企業如何設
定年度目標之程序 由生矗相關主蕾 一 起參與 共同規劃擬定目標與行動計畫

更能有效提升企欒生蘆力 創造更好獲利 ·u

H Ilk哼囑龜鵡闞僜嚀磊
ERP系統上緯7 但您如道如何透遏輾表蘆出的數量中．找出部門11運效能上的
瓶顗 並進而找出改薑方向，
本緤程將分享三國重要議廳 生蠹進度管理 如何降低缺料風瞼· 外包異常管逕
等 諫程中讓您快速學·運用ERP報裘進行日常管理 異常管理 內控管理 進
而讓您．噩童運效果及提升簣理效益 ·u

＂鴯甌緬徊鼩臨
現今競爭劇烈的微利時代 ＂採贖＂ 對企菓利満的創造 具有不容小鸕的直接影
•· 首要牽涉到企欒11利或虧攢的便是採疇人1il如何運用駁判技巧協助公司節
省採鼱成本！
藉由本諜埕 將協助企欒提升 採黷人員之琰判與議f11能力 以創造企業競爭優

．勢 同時透過採鵬駁判實際案例說明與交流研討 以利活用在採贖工作上 讓
您成為 一位傑出的採疇紅」高手 ·u

＂櫞島囑龜龜闞僜嘛蟬顾
採贖人11.不只要達成 Cost dowo 的使命．又要同國比過去都齦鉅的讚題 如
急輩多 客製多 預測年度耗料等等．
本緤程將結合採關矚能晨關注的三重要讀題 這度控管· 成本控制、利潤控制
並運用 ERP 報表進行日常譬理· 異常管理 內控管理 讓您輕鬆達成採鸝管理
使命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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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言言［；；；：：
＂扇鸕 0篇傘俞饞睇醯窟蟬鷦鄒稔瘋餞

掌111毛利的關鍵 在於成本規劃與控制！
本諜程由矚導顧問透過案例帶您觀．企纍II帘觸這到或被輕忽的誤區 帶頲企
蠣改善及透過成本控管手法 在緯持品質的前櫪下 有效降低成本撻升毛利的
祕訣 譯程中運用深人淺出的手法 讓非財務袞景的學11亦能快遼學會成本規
劃及控管原則 ·u

＂一鄔鈿蟑疵邸卹
利潤中心部門主簣 ． 應洞悉數字對經營續效的影囑 進而協助企鑽擬定臺品訂
1l1策略 改善成本結攢 成為老闆的關鍵夥伴· 本諜程將幫助 學11111清成本結
搆． 毛利與淨利涵義 擡升成本11理與1T價策略思鐽 有效執行成本分析與控
管手法 造而協助企農提升緄1!1續效 ·u

＂！龜蛔瑜懶息邙蟑螂
企藁「財務輾哀」栻好比人體鐽廈橈l!i報告．曝裡出問1!1囑裡就
亮起紅燈 所以． 「 財務分析」的主蔓目的在於分析企禦之財務
狀況 經蠻成果與現金流．等指檟．蠹蟈財務管理的知蠲與技能
已成為矚場不可或缺的專禦能力·透過財務歎字的分析資訊可以
幫助鐽邕者做好年度計劃、預算編穀、續效評估與決策之制定
但 一般禦主· 中高階主譬曾遍缺乏財務爾景與知彎 因此設計本
實務緤程 以區助學員快速掌Iii財務II瑨的知蠲與技能．違立正
磧之財務風檢11理饞度·即便厚員過去沒有具備任何財lllll景資
歷及鐽驗 也縮一次學好財務轍表分析 ·U

＂ 鄙闆麟�Jlll齎璐
頁對外部環境的千變111化 如何了解財綴上代表意11 快 速
因時制冝做好資訊分析及對策 以降低企鑽鏈蕾風檢 此乃
身為經11主11的責任·
本緤程協助您運用有效的財務分析手法 引導續員違立流程
頁的全方爾的搶核點 可做好資源調度與經營調螯．並有效
提升企鑽鐽營續效 ·u

＂紛皿顧企冏罪氬靨儷撇
在微利時代 損益平衡點是衡．企票經1t成敗的關l11指欄之一

唯有掌摑正確的損益平衡 才能協助企鑽在·理決策 有效
降低企崇的繯董匱險．
本鐸程111授實務操作方法 釐清損益平衡點(BEP)分析的正碴
覿念 引導學員隆低成本賣用的簣理技巧 畏供開濛節流及靈
高利潤的方法 並櫺助企欒揠升中畏珝鑉童續效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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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蟬蟬喝典費淼鯽鷓顱齎酸
企鑽頁對微利時代．要如何做財務規劃以1l1全財務體貴 及早發現資金缺口
進行有效的資金調度與申講Ill貸，
本諜程111授實務擡作方法 違立正礦的財務管理111念．逐步引導學員了解11理
營運資金、熟悉資金調度工具．讓學員掌擅資金管理祕訣 韞全財務規劃與資
金調度能力 ·u

"� 良鄧芻鉑籙蟑僜實騖

編製年度預算時 不能單靠財務部門 而是每國部門在公司目標下達成共讜
編製部門預算· 本緤程將完螫引導企菓設定籬II目檟及建·年度預算的規劃架
幗、方法與技巧 免賣提供完螯預算編製範例 湄助學員快速掌揖預算管理要
領 造而建置完猛的預算控管捏序（包含預算說明•· 預算鑷製與彙纏 預算霉
董· 預算控管與縞效評核） ·u

＂銣－醫－鶲�i)J
經營分析有兩ti1重要目標 內部目檁 分析自己公司的體質與熊力以掌暹鑊營
狀況並設定繶遞目檟與計畫 ， 外部目欞．分析公司的交易對象以掌邏對方的財
務與經置狀況·
本牒程讓您快速學．企稟鐽營15項措標分析 協助您運用經蜑診斷手法 有效
進行過去與現在的實續分析並預測未來 讓企鑽持續鎚持獲利 進而傲好資濠
調度與11運調螫 有效撻升企......續效及成畏 ·u

＂麟融俞唧主翦藁鷓賣崆
企鑽導人ERP系統後 透過報表數撮能找出影嘗企鑽輦運的瓶顥．造而找到改
養方向· 本緤程將從企鑽11關注的三111111要議IJI, 成長力、經營力、控制力造
行輟表解析．讓您快速了解如何運用ERP財報進行日常管理· 異常管琨、內控

．管理．有效掌邏遞運現況．進而提升管理效益及企鑽營運效果 ·u

" !IIl!JI)一珝齎綽

成本幾乎涵蓋了生臺流程的大部份範躊 各項製造元素不只影·成本結算效率
更影璽成本結算的正1i及有效性· 本諫程將帶您學瞽ERP系統的成本lilt墨

本概念及料工貴的計算方式 分享成本相關輾表正疏的董核技巧 讓您快速學
·成本常見問1l!排除．並透過輾表找出企鑽營運上的瓶甄．有效提昇企鑽蜑運
效臬 ·U

" !IIl!JI)鸕內榔璐碉麟齎酚

企祟導人ERP系縞後 內部控制重點 構核方式與尚未導入系縞前之控11與構
核差異很大 若企鑽內部控制管理與資罰專鑽融合不足 經常·發生11理．工
及成本浪責等情形．
本緤程將引導企纍評估系統時或導入系統後 如何將內部控制與積核妥善規劃

以蹭保達成II禦的效果與效率（領先指標）· 財務報表可信籟度（落後指檟）與
相關法令遵行的目瀑 以讓羣體的企票資源可以獲得晨好的規劃與運用 ·u

點選亦可連結至網頁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04.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09.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03.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10.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12.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2005.htm


＇言已；；［＼芘
＂正這實一費
每當遇到大．資料螫理分析峙 仍然束手無策土法煉鋼＇熹慮思考蘊有沒有更
快 更讚導的方式，本課埕教您簪用 '"''分析工具 蔡覺懟字鳶後隕藏的真
相 有效率地把公司內平凡的懟薑資料 重新統整成職場上的策略性資訊 做
出洫碴的決策 成為商欒資料分析連人 'U

＂曰鯽鸕鷓嘛膚�.嶧畸黷藝
活用'"''樞紐分析及函數ll!i用 不僅工作效率加倍 更能矗出一 份超越老鬮
心中期待的分析報表！本譯程為期兩天 讓您一 次帶固'"''關鍵兩大絕活
讓您在職場上 工作領域裡更得心應手 ·u

" 1im鈺餾邵籙螂吻寶靨誆
95%的l1l1報內容以錯誤方式呈現．主要原因即在於使用者欠缺
「1lll輾製作原則」的覿念· 本諜程將引導學員正磧運用投影片

的觀念下，解說11l1輾專鑽配色技巧· 文字使用観念、動．效果
的設定方式 煚升＂騂、11表 表格、11片溝通效率之實務作
法 讓學員在學習歷捏完成後 能以「高溝通效率」． 「 高製
作效率」 ''""鑽篔喊」的方式呈現出專蠵闈報內容 ·u

＂！龜闞餾邵籙蟑甌
薏要完全譯放簡輾內容呈現的潛能 就必須從投影片迴昊於其
他媒介的使用角度出發· 本餜程回黷投影片的本質性．探索蕃
高陽製作者必備的细緻觀念與實務技巧 並以同步化、精碰性
、說服力· 高質厚的簡報為蠣習目標· 諜程涵括闔輾袤作五大
面向 進階觀念· 版面配置 動畫效果 轉場效果 視覺化運
用等並分享少為人知的蘭報技巧 讓學員快速逾層成為蘭報1/l
級A咖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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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4.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3.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2.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5.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6.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7.htm


＂！題罈爾一卹
得清楚才能說得精彩 成功11ll輾從思考關始！遁輯性闈報必須同時棘具點、線

爾三積層次 規劃簡輻內容時 · Ill!輾者應該讓自己站在更高視野 ． 讓總法依
攝＿套系鋶思考的準則展關 而非放任構戇四處遊盪· 本諫程說明闈轍不是所
有內容的集合 而是具有點· 線、國立體關係的綜合黷 當三種11次的關係建
構清楚後 才能讓闈報連到晨佳溝通狀態 ·u

"!mt鈺圖琭盤皿齎譌噼
涵鑽·表 20/80 法則 80% 的資訊內容 可以20% 的 ll表完贅里現· 上班族
連人必修 掌握圖型的活用技巧 盆掌扈了資訊傳連的關鍵方式．
本謀捏由1/3111表知讜d/311表範例+1/311表實作所組成 快速擡升職場11
表力 ·u

＂ 顥�ID鎢偽:/JJo麟－鈤
讜場人士需緄常在台上以講說方式論述·項 因此完成一場有溫度 且具備
影亶力 溝通力 說服力的璹說 己是琫多贓場人士必須具備的墓本關鍵能
力· 本諜程將讓您學．掌摑上台講說的疊質技巧 讓您每次上台諶說或報告

都能扣人心弦取得鼴眾認同 ·u

,,� 
職場上我們省須蘋緊地與上司 · 同事 · 部II · 客戶及供應商等交流互動 如何
有良好的溝通協調． 讓曼方都鋸和簪共事，國對衝突時 ． 如何有效因應及虜理
,Jlt乃職場常臃軍必備關鍵技能．

本諜程將從溝通與衝突虐理入門及進隆技巧 營造時機並使用技巧表述想法
促成理性的商議 達成有效共識 'U

" IJll)硒典侷麟絪龜为攤釙齎酚繼
問題分析與解決是企欒內每侗人皆燾學．的夏本功 坊間熟悉的珙是福特80防
止問題再發生的方法 但面對大小的問題 您有更闈籲的方法可以選擇．本緤
程由嘿新·家分享服務於敷萬家客戶的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 這套手法深楫在
關新人的DNA中 方法包含四侗階段 八大步鼴以及實用工具 協助學員快速
提升問題盧理能力 加遼問題盧理效率與效能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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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8.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39.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44.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43.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41.htm


＇
＂ 畑纖但廓�哈f!I!)竭虛面這U麟
商場上· 生活中 鑽Ill要駁判的技巧·
本謨程從談判墨鼴篔－思鑪 談判策略篔－哈併大學談判觸院4P技術、談
判技能貫－戰術與力度 教導孿習員重清誤判全局．濱鏮騤判技巧．到成
為收放自如 無往不利的談禛」這人 ·U

"� 鯽鮎誣偷豁孵顱瀛良匈
沒有人是天生的抱怨虛理專家 抱怨虛理高手可以透過訓練養成．
本讓程突破以往蓽純從技巧層篩挈決投訴的讓程規劃 從服務欒的特
質蘊手找到化解抱怨投訴的關鍵點 將禮雜的·情變闈單 讓激情的
謾罵轉變為和緩的舒發 諫程不單只和學1il分享如何盧理危機 更積
極的傳授服務從農人1il的正確心態 找國更積極的服務自信 'U

＂！硒罰芷窟嶧鉍硒啊
鑽務111隊是每家企鑽的關鍵薑位 目檟是否連成也絕不是鑽務主蕾一Ill
人的責任 如何規劃策略譴題訂定KPI資訊 並將目標合理分配至圜隊
每國人 同民荳合員工l1效考核 才能搭領11隊建立共讜完成使命．
本譯程將協助您從公司策鯰延伸往下制定KPI及行動方票 當目攬落差
如何發現問題 分析黒法連成的落差原因 突破蠵l1黒法連欖的瓶顥
成為高續效的鑽務·隊， u

點選亦可連結至網頁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15.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16.htm
http://dsa.dsc.com.tw/DM/WB000003/course/S3040.ht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I21Yzo_bfTEnv3vgkbFbrBRrdr7QUX-?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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