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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董事學會年會》策略轉折年 尋找成長新動能 

－9/18 分論壇：借力外資 創造股東價值－ 
   

  重大疫情讓 2020 庚子年成為近代史上一個重要轉折，全球政經情勢亦更加詭譎動盪！  

新局勢新挑戰，面對全球經濟烽火，台灣企業亟需站在制高點果斷決策，始得永續長青！2020

董事學會年會於 8/7(五)獨家發佈《2020 台灣董事會白皮書》，接續 9-11 月連續舉辦「策略

轉折年 找回成長新動能」系列論壇。 

第二場論壇將於 9 月 18 日（五）下午盛大舉行。本場主題為「借力外資創造股東價值」，

將從三個層次探討台灣企業該如何透過規模成長，爭取國際能見度，贏得外資青睞，形成企

業成長的正向循環，最終創造更高的股東價值。 

台灣企業國際能見度正逐年下降，尤其將不利於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令人憂慮。欲

爭取國際能見度，目前應以壯大規模為首要之務。規模來自不斷成長，在數位時代下，企業

如何擘劃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條成長曲線？有兩大重點，一是成長策略，二是新的商業模

式，但如何找出對的方向，又如何推動？讓我們向先行者取經。最後，當企業的成長計畫能

夠按部就班，就可以向國際社會展現實力。這包括如何聰明溝通，以及借力 ESG 等國際重視

的企業指標，讓國際機構及外資股東看到台灣企業的素質和影響力，才能吸引外資青睞，在

各領域打造一個又一個台積電，為股東帶來更高價值。 

故三場論壇子題分別為「企業成長新策略」，由臺大名譽教授&予新創業管理顧問公司創

辦人李吉仁主持；第二場「數位力：新商業模式」更邀請到臺灣科技大學專任特聘教授盧希

鵬主持；第三場「股東溝通與股東價值」則由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周行一教授主持。除了重

磅主持人，每場均邀請國內外各界知名企業人士及學者專家出席，深度對談，必將帶給與會

人士一場學習與交流的盛宴。 

 
【年會特色】 

 唯一討論董事會議題的年會 
 唯一跨行業之董事會成員聚會 
 建立產官學研交流平台 
 上市櫃公司董事會治理之高端議題 

  
 

 聚焦 2005-2019 年長時間與持續性之
研究數據與觀察 

 環扣資本市場與中堅冠軍企業關注的
議題為探討軸心 

 
【活動資訊】 

 時間：2020.09.18(五) 14:00-17:30 (13:30 開始報到) 

 地點：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怡東園（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1 號 B1） 
 

【目標對象】  
 台灣董事學會會員、企業掌門人、企業接班人、家族成員、上市櫃企業董事會成員 
 

【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董事學會 
 策展單位：董事會評論 
 贊助單位：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公司  

 

http://www.twi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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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論壇：借力外資創造股東價值議程】 

時間 議程 主持人/貴賓 

13:30-14:00 報到領取資料 

14:00-14:10 台灣董事會白皮書摘要報告 蔡鴻青 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  

14:10-14:30 專題演講 盧志浩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執行董事 

14:30-15:30 
【主題論壇高峰會】 

第一場：企業成長新策略                    

主持人：李吉仁/臺大名譽教授&予新創業管理 

        顧問公司創辦人 

與談人： 

‧陳其宏/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5:30-16:30 
【主題論壇高峰會】 

第二場：數位力 新商業模式 

主持人：盧希鵬/臺灣科技大學專任特聘教授 

與談人： 

‧張華禎/玩美移動(股)公司總經理 

‧楊弘仁/盛弘集團董事長 

16:30-17:30 
【主題論壇高峰會】 

第三場：股東溝通與股東價值 

主持人：周行一/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 

與談人： 

‧Leo Seewald/President, AmCham Taipei  

‧周尚頤博士/EOS at Federated Hermes 

 International 董事 

‧佘曉光/BlackRock 總經理 

17:30- 總結&賦歸 

 

※本活動經臺灣證券交易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認可，可登錄董事、公司治理主管進修 3 小時學分（電子證書）。 

※主辦單位保留講師、議題內容、場地等變動權利。若因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保留改期權利。活動資訊以網站公告為主。 

 

 

【2020 董事學會分論壇 議程預告】 

日期 主題 主持人 

10/28(三) 

14:00-17:00 

高效董事會決策與治理 吳壽山  理事長/台灣董事學會 

轉型下的接班工程 于卓民  教授/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 

重大交易價值重組 黃日燦  創辦人/台灣產業創生平台 

11/17(二) 

14:00-17:00 

去家族化與共治年代 司徒達賢 名譽教授/政治大學企研所 

股東行動主義與爭議 張明輝  董事長/資誠教育基金會 

 

 

http://www.twiod.org/
https://bit.ly/2EE8k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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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至活動網頁！ 

立即掃描，即刻報名！ 

 

https://bit.ly/2DoEgvy 

 

【2020 董事學會年會 報名表】 
 

選擇使用方案 勾選參加場次(可複選) 

 A.台灣董事學會會員 NT$ 3,000/堂 

 B.非會員企業 NT$ 4,800/堂 

 9/18(五) 股東價值-如何借外資創造價值 

10/28(三) 高效董事會 

11/17(二) 去家族化與共治年代  

＊凡完成報名手續 加贈 獨家出版最新一期 董事會評論暨家族治理評論雙刊號 乙本！ 

參加者 公司名稱 單位/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身份別 

（可複選） 

 企業掌門人  企業二代   家族成員   

 董事會成員   專業經理人  其他____________ 

認證

申請 
需要  不需要 

參加者 2 公司名稱 單位/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身份別 
（可複選） 

 企業掌門人  企業二代   家族成員   

 董事會成員   專業經理人  其他____________ 
認證
申請 

需要  不需要 

聯 絡 人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  )             #               

收件地址    -   

發票資訊 

*請先填寫開立資訊，待寄發報名成功信件後，再進行繳費。 

發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地址： 同收件地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收件人： 同聯絡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資訊 

戶名：博思財經有限公司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006) /五洲分行   帳號：0411-717-976797 

 已完成匯款，帳號末 5 碼為：________  需要預開發票進行匯款流程 

 

※ 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9/5(含)前提出退費申請，退還報名者 80%的原繳費金額；9/7 至 9/13(含)

提出退費申請，退還報名者 60%的原繳費金額；9/14(含)以後提出退費者，恕不接受退費申請。上述退費，非合作金庫帳戶者須自行

負擔匯款手續費 30 元。 

※ 此活動需經資格審核制，報名後請待課程小組核覆，方進行匯款，完成後請回傳匯款單或末五碼，以利核對。 

※ 為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精神，以下選項請擇一勾選： 

 報名者同意本報名表內之資訊供作 貴學會未來辦理相關推動活動使用。 

 報名者僅同意本報名表內之資訊作為本次活動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如有課程疑問，請洽年會工作小組  
電話：02-2758 0889 / 2758 0780 信箱：afot@twiod.org 

http://www.twiod.org/
https://bit.ly/2DoEgvy
http://twiod.org/index.php/tw/view-research/publication-page/iod-comment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