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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度農田水利署各管理處 

特種基金歲計會計管理系統(SBA)決算編製講習實施計畫 

一、辦理依據：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 年度農業發展計畫「推動農田水利事業

永續發展與業務精進」計畫（編號：110 農水發-1.2-利-05）辦理。 

二、辦理目的： 

本講習規劃特種基金歲計會計管理系統(SBA)之決算編製課程，以

電腦實機操作方式，讓各管理處主計同仁熟悉各項基礎設定及功能操

作，期提高各管理處決算編製作業之工作效能。  

三、指導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利署 

四、主辦單位：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五、協辦單位：農田水利人力發展中心 

六、辦理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第 1梯：110 年 11 月 22 日(上午場 09:00-12:30) 

第 2 梯：110 年 11月 22 日(下午場 13:30-17:00) 

(二)地點：台中恆逸教育訓練中心/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309 號 2

樓(交通資訊詳閱附件 1) 

七、課程及員額分配表： 

本講習分 2 梯次辦理，每梯次共計 27 人，各梯次員額分配請參閱

附件 2。 

八、報名方式： 

(一)為利安排訓練相關事宜，需預先蒐集參訓學員個人資料，採線上登

錄方式辦理，請參訓人員於 11 月 5 日前掃瞄 QR-Code 或輸入網址

(https://reurl.cc/9567Ya)進入網頁進入網頁，登錄個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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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講習相關問題請逕洽相關承辦人員：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鄭桂英技師；電話：03-4521314 分機 145。 

農田水利人力發展中心葉惠美組員；電話：04-23146426 分機 307。 

九、注意事項： 

(一)各管理處推薦人員參加訓練時，應衡量業務需要、發展潛力、參與

相關訓練情形及人力調度等因素審慎決定，期訓用合一，有效運用

訓練資源。 

(二)參訓人員於訓練期間，因公或其他情事請假時，應依規定併同向其

服務管理處完成相關銷假、請假等申請，以確實管理參訓人員差

勤。 

(三)請假超過訓練期間二分之一者，不得發給修課證書。 

(四)講習期間由主辦單位提供午餐及晚餐，其住宿及往返交通費請派

訓單位自行負擔。 

(五)如需住宿者請就本中心所提供之住宿資訊(如附件 4)請自行洽訂，

訂房時，請敘明講習名稱為「110 年度農田水利署各管理處特種基

金歲計會計管理系統(SBA)決算編製講習」，方可以優惠方案訂房。 

(六)因正值防疫期間，參訓學員請加強自我防護，全程配戴口罩；會場

入口處，每日配合量測額溫，如有額溫超過 37.5 度情形，將勸導

離場返家休息、做好自主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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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交通資訊 
上課地點：台中恆逸教育訓練中心 

• 地址：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309 號 2 樓 

• 電話：04-23297722 

 

自行開車： 

• 於中港交流道下開往市區(火車站)方向，經過廣三 SOGO 百貨，於英

才路右轉，右邊第二條巷子轉進可找到停車埸，收費：平日 60 元/小

時(一天最高 190 元)、假日 70 元/小時 

• 金龍停車場特約優惠： 

即日起學員可以特約優惠的方式停＂金龍停車場＂ 

假日時段：08:00~24:00 計次 $250 元 

停車時告訴管理員：「我是精誠恆逸學員」即可 

 

捷運： 

• 從高鐵台中站步行至捷運高鐵台中站，搭乘綠線至市政府站下車，步

行至捷運市政府站，轉搭 325 號公車至科學博物館站下車，步前 4 分

鐘即可到達 

 

公車(台中市公車)： 

• 88 

• 57 

• 300 

• 統聯公車 86 

於科博館(廣三 SOGO)或中正國小下車，大約步行 10 分鐘即抵達 

 

客運： 

• 統聯客運 

• 台中客運 

於科博館(廣三 SOGO)下車，往英才路方向直走，大約步行 10 分鐘即抵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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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0 年度農田水利署各管理處 

特種基金歲計會計管理系統(SBA)決算編製講習 

課程及員額分配表 
 

時間:110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一) 

地點: 台中恆逸教育訓練中心(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309 號 2 樓) 

授課講師:國興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張楚柔系統分析師 

梯次 時間 課程內容 參訓單位及人數 

第 1 梯 

09:00-09:10 報到 
農田水利署 1 名 

北基 2名 

七星 2名 

瑠公 2名 

宜蘭 3名 

臺中 4名 

南投 3名 

彰化 4名 

屏東 2名 

臺東 2名 

花蓮 2名 

共計 27 名 

09:10-10:00 基本系統操作及業務設定

10:00-10:15 休息與練習時間 

10:15-11:45 決算編製 

11:45-12:30 休息與練習時間、Q&A 

梯次 時間 課程內容 參訓單位及人數 

第 2 梯 

13:30-13:40 報到 
農田水利署 1 名 

桃園 4名 

石門 4名 

苗栗 2名 

新竹 2名 

臺中 2名 

雲林 4名 

嘉南 4名 

高雄 4名 

共計 27 名 

13:30-14:30 基本系統操作及業務設定

14:30-14:45 休息與練習時間 

14:45-16:15 決算編製 

16:15-17:00 休息與練習時間、Q&A 



5 
 

<附件 3> 

110 年度農田水利署各管理處 

特種基金歲計會計管理系統(SBA)決算編製講習 

住宿資訊 
 

一、 富盛商旅 GOGO HOTEL 市政館  

平日單人：NT$1,780 元；雙人：NT$1,980 元；含稅、含早餐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四川路 138 號  

   電話：04 23693399 傳真：04 23692299 

 

二、 富盛商旅 GOGO HOTEL 逢甲館  

平日單人：NT$1,780 元；雙人：NT$1,980 元；含稅、含早餐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至善路 188 號  

電話：04 24522333 傳真：04 24529696 

 

三、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地址：台中市台灣大道 2段 666 號 

單人房價 NT$2,000 元/間(不含早餐由旅行社開立代轉收據) 

請逕洽旭美旅行社有限公司辜世名先生(Mike) 

電話：04 23307387 傳真：04 23308566  Line ID:kuku5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