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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屆家族企業傳承培訓班
傳承接班布局挑戰，邁向永續經營標竿！
「傳承」與「接班」為家族企業永續經營勝出關鍵；報導顯示，臺灣中小企業超過 143
萬家，佔全臺企業家數 97.7%，上市公司有 73%是家族企業，老闆平均年齡為 62 歲，其中逾
6 成竟沒有傳承規劃！如果這些企業因接班斷層而消失，至少影響臺灣 4 成 GDP，相當於近 7
兆臺幣；《經濟學人》2018 年 2 月以「Taiwanese bosses are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s
oldest」(臺灣企業老闆年齡是華文世界最老的)為題，道出二代接班困難以及臺灣企業的老化
危機。顯示我國企業雇主傳承需求日趨升高，企業交棒，愈來愈急迫。

「接班傳承儼然已成為時下企業管理的顯學！」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第 6 屆家族企業傳承培訓班」，以「共學•共享•共創雙贏」
為精神，邀集家族企業接班人或專業經理人為培訓對象，以共學及共享角度，提供最適切的培
訓課程設計，透過共享跨代經驗、跨屆學員交流、深度案例探討解析、轉變傳承進化成果，讓
參與培訓課程者，相互激盪創新火花，啟動傳承關鍵時刻，共創雙贏！

培訓特色

研習課表
【第一階段】企業傳承培訓班(4 天)

時間

主題/研習重點

【DAY 1】
09:00-10:00
10:00-10:30

北部班 9 月 20 日(五)
學員報到暨班務說明
始業式

中部班 10 月 18 日(五)

10:30-12:00

【傳承關鍵】 傳承接班 關鍵抉擇

13:00-17:00

【團隊共識】 跨代攜手 永續團隊

【DAY 2】

北部班 9 月 21 日(六)

中部班 10 月 19 日(六)

09:00-12:00

【財務關鍵】 財務傳承 接班關鍵 翻轉財務 經營永續

13:00-17:00

【轉型創新】 守成創新 困境再起 現身說法

【DAY 3】

北部班 9 月 27 日(五)

中部班 10 月 25 日(五)

09:00-12:30

【傳承標竿企業參訪】

【傳承標竿企業參訪】

14:00-17:00

介明塑膠(股)公司
毅太企業(股)公司

盈錫精密工業(股)公司
精呈科技(股)公司

17:00-21:00
【DAY 4】

【個案工作坊】接班問題 深入探討
北部班 9 月 28 日(六)

中部班 10 月 26 日(六)

09:00-12:00

【傳承發表】 傳承進化 Old is New

13:00-17:00

【兩代交峰】 兩代交峰 碰撞對談 衝破突圍 傳承接班

17:30-20:30

【聯誼交流晚宴】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變更之權利

【第二階段】領袖傳承高峰會(2 天，2 班學員皆需參與)
本階段二日學習主要透過專題演講、主題論壇與經驗傳承等方式進行，
藉以提升中小企業前瞻眼光與視野，開創幸福永續未來。
參與對象除傳承班及領袖班學員齊聚共學，亦邀集歷屆學長及績優單位出席，
延續「共學•共享•共創雙贏」精神，
提昇學習能量，強化跨界與跨業交流、資源鏈結與合作創新之契機。

師資陣容

班別資訊
【第一階段】企業傳承培訓班(4 天)

北部傳承班

中部傳承班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豐邑市政都心廣場-3 樓會議室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 號 3 樓

108 年 9 月 20 日(五)、9 月 21 日(六)

108 年 10 月 18 日(五)、10 月 19 日(六)

9 月 27 日(五)、9 月 28 日(六)

10 月 25 日(五)、10 月 26 日(六)

【第二階段】領袖傳承高峰班(2 天，2 班學員皆需參與)

領袖傳承高峰會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108 年 11 月 19 日(二)、11 月 20 日(三)

培訓對象
家族企業接班人或專業經理人
兩班次限額 70 人，主辦單位保留報名資格審核權。

培訓費用
本班課程費用定價 NT 36,000 元

NT 18,000 元
早鳥價：8 月 16 日前報名繳費者 NT 15,000 元
團報價：2 人以上同行 NT 15,000 元/人
由政府補助 50%，僅需自費

(包含兩階段課程、講義、餐點、保險、標竿企業觀摩交通)

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9qe6d

洽詢專線｜02-23660812 分機 213 茆小姐/308 陳先生

廣告

第 6 屆家族企業傳承培訓班 報名表 (亦可線上報名：https://reurl.cc/9qe6d)
【報名班別】

□北部班(9/20、9/21、9/27、9/28) +領袖傳承高峰會-臺北(11/19、11/20)
□中部班(10/18、10/19、10/25、10/26) +領袖傳承高峰會-臺北(11/19、11/20)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葷 □素

飲食習慣：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例: Bryan、Wendy)

特殊飲食註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辦理保險用)

公司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

□碩士以上 □大專 □高中職 □國中以下
□自行創業 □其他
工作現況：□已在家族企業任職 □在其他企業任職中，非家族相關企業

最高學歷：

【工作資料】
現職：(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______(工作年資)_____________年
父母/長輩企業：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員工人數：________人 實收資本額(元)：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 產品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農、林、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營造業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住宿及餐飲業 □金融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支援服務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其他服務業
企業所在地：□臺灣 □中國 □歐洲 □美國及加拿大 □東南亞及印度等國 □日韓 □中亞地區
□其他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複選)
目前企業經營權型態：□企業一代主事 □企業二代主事 □企業三代主事 □企業跨代共管 □其它
產業別：

目前接班面臨到的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想對上一代說的一句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願意 □否

是否願意邀約上一代長輩參與第 4 天課程：

□同現職企業 □同父母/長輩企業
□三聯式(其他)：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開立形式：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如有推薦人請填寫)
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單位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明細】

□信用卡付款(請填寫信用卡資料)

卡別：

付款金額

持卡人姓名

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元

□VISA □MASTER □JCB

卡號
有效日期

聯絡電話
發卡銀行

月

年

持卡人簽名(需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匯款轉帳

銀行分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南臺北分行

銀行代號

(請連同交易憑據一併回傳)

戶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帳

名

填妥資料後請傳真至(02)2369-7675 or E-mail 至: wendy_mao@nasme.org.tw，
並來電確認(02)2366-0812 分機 213 茆晉維

號

050
06112014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