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SOLE 國際物流專業證照培訓課程
SOLE-DL 第一級 物流管理師 台中班
培訓期間：2020/3/21~2019/4/18

DL 認證的目的





物流是影響物流運作績效的關鍵，本認證主要培訓專業人員及儲備幹部
培養幹部對物流作業和流程有深入淺出的認識
經過專業培訓及認證機制，讓參訓者肯定自我價值並具有物流專業提升工作效能
提供企業對人才招募及升遷的重要參考指標

認證的益處
 證照代表專業，有證照比別人更有機會爭取工作、升遷及加薪
 獲得認證的學員，有機會獲得更多職場推薦機會
 認證後，就業方向包括陸海空運及承攬業；國際快遞公司；物流服務業；運輸業；
倉儲業；物流顧問業；製造業之資材部、供應鏈管理部、貿易業之進出口部，各
行各業皆是您加入陣容的好機會

課程特色
認證通行世界
50 多個國家
120 多個分會承認

頂尖業師授課與
產業高度結合

「唯一」通過教育部採
認「國際物流」認證

課程設計架構 (如何透過實體作業因子來形成物流策略，支援企業的整體競爭戰略)

會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7 號 5 樓

電話：02-25997287

傳真：02-25997286

e-mail：soletw@sole.org.tw 網址：www.sol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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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方式
1. 課程安排：3/21、3/28、4/11、4/18 共計 24 小時
2.
3.
4.
5.

上課時間：週末授課(09:30-16:30 午休 1 小時)
上課地點：逢甲大學(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師資陣容：國內外知名學府及具代表性之產學專家授課，師資堅強
實施對象：對本課程有興趣之人士皆可報名

認證考試實施方法
考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5 日(六) 09:30~11:30

測驗題型

精華課程+函授：筆試（是非、選擇、問答）

通過標準 專業課程達 75 分(含)，視為通過
成績公告

考試後一週內於網站 http://www.sole.org.tw/上公告通過名單

認證作業

1. 公告後一週內完成認證申請表格及須備文件繳交完成
2. 統一於每季將申請資料送交美國總部發證
3. 送美國申請後二個月內掛號寄發學員認證證書
4. 半年內如不申請該級數資格將視為無效

報名程序

於官網線上報名或填寫報名表傳真至美國 SOLE 國際物流協會台灣
分會傳真專線 02-25997286 或 e-mail 至 soletw@sole.org.tw

課程費用
1. 支票匯款抬頭：美國 SOLE 國際物流協會台灣分會
2. 匯款：華南商業銀行信維分行，帳號：149-10-009290-4
3. ATM 轉帳：銀行代碼 008，帳號：149-10-009290-4

繳費方式
費用項目

課程費

定價（A、B、C 不適用者）

15,000 元

A.早鳥優惠價 2/21 前

10,000 元

B.會員獨享價

9,500 元

C.揪團價三人(含)同行

9,000 元

備註

考試費用

認證費用

2,500 元
(有報名考試
再付費)

5,000 元
(有通過測驗需申
證再付費)

1. 課程費與考試費一起繳交，可享有 500 元之獎學金(可折抵認證費)
2. 欲參加考試者，報考後完成付費
3. 通過考試後，若需申請證照需支付認證費，內含 SOLE 證照審核費、申請費、航空寄
發費及行政手續費
4. 課程費含講師費、教材、茶水及補充講義，不含學員午餐費
會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7 號 5 樓

電話：02-25997287

傳真：02-25997286

e-mail：soletw@sole.org.tw 網址：www.sole.org.tw

課程表及安排

課程主題
SOLE 介紹

CH.1 物流與運籌導論

CH.3 採購管理

CH.4 物流中心作業設
施與安全評估
CH.5 物流空間規劃
與設計
CH.6 倉儲作業

CH.7 物流存貨管理

CH.8 訂單管理

CH.9 運輸與配送管理

課程重點介紹

時數

SOLE 課程介紹與說明
 物流起源及演進
 物流的定義、範圍及功能
 物流的合作類型
 物流管理與供應鏈管理的區別
 物流在企業的角色與國家經濟作用
 物流管理的新趨勢及人才職能需求
 採購的意義及目標
 採購管理的組織方式
 採購單位的建立及工作內容
 採購人員的選用
 物流中心的營運模式及作業內容介紹
 物流作業流程及需求分析
 物流設施介紹與使用評估
 物流中心設施安全維護與風險管理
 物的特性
 物流中心的 POS 系統-EIQ 分析
 物流中心的規劃與設計
 倉儲保管作業目的與需求來源
 倉儲保管作業活動及流程
 倉儲保管作業考量因素、管理原則及倉儲分類
 倉儲保管作業管理及標準作業流程
 存貨的定義與分類
 安全存量與再訂購點
 最適經濟訂購量
 訂單處理意涵與範疇與物流作業關係
 訂單類型與處理流程
 訂單處理功能、處理流程與處理要領
 四種常用的訂單組合分析
 運輸與配送作業導論
 運輸作業
 配送作業
 其他配送作業應注意事項

15 分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3 小時

考試範圍：函授+實體課程共計:12 個單元

課程主題

備註

CH.2 物流職場倫理與溝通應對態度
CH.10 關務與承攬
CH.11 物流資訊系統

依進度在家自學，列入考試範圍

CH.12 物流英文

會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7 號 5 樓

電話：02-25997287

傳真：02-25997286

e-mail：soletw@sole.org.tw 網址：www.sole.org.tw

SOLE-CPL LEVEL1-DL(台中)˙候選人報名表
單位名稱

聯絡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參加人姓名
(1)

職稱

參加人姓名
(2)

職稱

參加人姓名
(3)

職稱

Mail
手機
Mail
手機
Mail
手機
Mail
手機

報名種類

□定價 15,000 元(非以下三種)
□早鳥優惠價 10,000 元(2/21 前)
□「會員」獨享價 9,500 元
□「揪團價」三人同行 9,000 元

收據抬頭

□個人
□公司(請提供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合計

元

傳真專線 02-25997286 或 e-mail 至 soletw@sole.org.tw，並來電 02-25997287 確認。

退費規定
1.開課前 7 天取消者，主辦單位將退還 80%已繳交課程費用。
2.開課前 4 天取消者，主辦單位將退還 60%已繳交開課後即不退還繳交之課程費用。
3.開課前 3 天內(含)取消者，主辦單位將退還 40%已繳交開課後即不退還繳交之課程費用。
4.開課當天取消者，將不退還已繳交之課程費用。

會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7 號 5 樓

電話：02-25997287

傳真：02-25997286

e-mail：soletw@sole.org.tw 網址：www.sol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