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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 
The 11th Annual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Forum 

 台灣董事學會攜手華人家族企業聯盟與中華家族辦公室協會於 12/02(五)下午假台北遠東

國際飯店舉行「第十一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會中將發佈第十一年的「華人家族企業關

鍵報告」，是以中港台三地所有上市櫃公司為研究樣本，進行的整合分析、大數統計、勾勒輪

廓，找出重點議題。本次活動亦邀請企業掌門人、接班人、專家學者就「百年企業的永續：

轉型升級的決斷」、「家族永續的關鍵：家族辦公室的興起」以及「國際交流：借鏡發展」進

行三場高峰對話。2022年最後一場家族企業盛會。 

 通貨膨脹、對經濟衰退的恐懼、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台灣企業正進入『低成長，高經營成

本』年代。疫情間(2019 年至 2021 年底)，華人家族企業市值成長高於非家族企業；疫情後

（2022 年初至 6/30），兩岸三地家族企業中，台灣家族企業退潮最為明顯（非家族企業跌幅

較淺）。 

 疫情海嘯下，家族企業如何永續？勝敗關鍵為何？12/2一年一度的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

除了發布第十一年的「華人家族企業關鍵報告」外，會中邀請台灣龍頭企業向國際百年企業

學習企業轉型決斷的心法，以及如何藉家族辦公室實現家族財富存續。此外，大會首次齊聚

華人、歐洲、猶太、日本家族之跨域專家，探究國際長青家族的永續密碼。 

【2022 華人家族企業關鍵報告 研究發現】 
I.  疫情對華人家族企業影響 

II. 家族辦公室之重要性 

III.華人家族企業與國際家族企業績效比較 

IV. 台灣現場 

【論壇特色】 
 最權威的嘉賓陣容：在台唯一一場“家族企業領袖盛會”。 

 最高決策層的話題：國內唯一且持續研究與探討華人家族企業治理議題。 

 最高端的與會代表：出席貴賓皆為上市櫃企業領袖、接班人及董事會成員。 

 最高值的人脈拓展：企業與國內外優質專業人士交流，建立產業人脈與網絡關係 

【企業為何一定要參加】 
 聚焦家族之特定性主題進行探討 

 透過以標竿企業做標竿學習，學習 Best Practice，協助企業永續長青 

 以企業痛點為軸心，深入思考傳承與可持續發展之道 

 健全家族治理運作，建立家族價值與企業價值 

【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董事學會、華人家族企業聯盟 

贊助機構：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國票金融控股(股)公司、 

          雀巢(股)公司、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華南商業 

          銀行、萬國法律事務所 

策展單位：家族治理評論、博思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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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 
The 11th Annual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Forum 

【論壇資訊】 

 論壇時間：2022.12.02(五) 13:30-17:00 (13:00開始報到) 

 論壇主題：第十一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後疫情，家族企業永續長青的關鍵 

 論壇地點：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2樓香格里拉廳（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1號） 

 目標對象：上市櫃企業掌門人、家族成員、董事會成員 

 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1/25(五) 

 本活動可登錄董事及公司治理主管進修研習 3學分。 

【議程】 

時間 議程 貴賓與講者 

13:30-13:35 主持人開場  

13:35-14:10 
【專題報告】 
2022 華人家族企業關鍵報告 

蔡鴻青 | 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 

14:10-15:20 
【台灣現場：高峰對話一】 

「百年企業的永續：轉型升級的決斷」 

主持人： 

簡禎富|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兼執行副校長 

與談人： 
潘思亮|晶華酒店集團董事長 
Eva Leihener-Stefan|台灣萊雅執行長 

15:20-16:20 
【台灣現場：高峰對話二】 

「家族永續的關鍵：家族辦公室的興起」 

主持人： 

湛可南|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專任教授 

與談人： 

陳則寬|克緹國際家族成員 
廖英智|中租控股策略長 

Grégoire Imfeld|前瑞士百達銀行財富管理 

家族辦公室主管 

16:20-16:50 

【國際交流：借鏡發展】 

兩岸發展：疫情下，兩岸華人家族企業的異與同，面對不同挑戰如何轉型發展 

  陳凌|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華歐比較：歐洲家族特色與成功關鍵，如何借鏡不同家族治理模式，穩固基礎 

  Heinz-Peter Elstrodt|倫敦商學院客座教授 

華猶比較：猶太家族特色與成功關鍵，如何借鏡不同家族教育作法，持續壯大 

  金樂琦|香港科技大學金樂琦亞洲家族企業與家族辦公室研究中心資深顧問兼創始主任 

華日比較：日本家族特色與成功關鍵，如何利用不同家族網絡，資源結合 

  竇少杰|日本立命館大學經營學部助理教授 

16:50-17:00 總結（Lesson Learn） 

※ 主辦單位保留講師、議題內容、場地等變動權利 

※ 若因天候、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及改期權利。相關資訊以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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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收到您的報名資訊後，3 天內以電子郵件

寄發報名成功暨繳費通知信函，謝謝！  

 

 

《第十一屆華人家族企業年度論壇》報名表 
The 11th Annual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Forum 

    

報名選擇方案 

 A. 早鳥優惠 NT$ 8,800 元/人 

     (一人報名兩人同行) 

定價：NT$ 12,000，含 

1. 一年四期家族治理評論、線上董事沙龍/ 6 場、精

緻下午茶） 

2. 凡報名 12/2 論壇可獲得雀巢贈禮「生生不息咖啡

組」一份 

可提供 3 小時董事進修研習認證，如有需要認證之 

  貴賓，請與我們聯繫，謝謝！ 

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1/25(五) 

 B. 台灣董事學會會員 NT$ 6,000 元/人 

     (一人報名兩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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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一代   企業二代   家族成員   學者 

企業掌門人 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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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報名成功信後（含匯款資料），再進行繳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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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報名方式：  

    (1)填寫完成後，請 e-mail 或傳真至(02)2758-0931。 

    (2)線上報名：https://reurl.cc/Z1OqW3 

※ 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論壇，依下列標準退費：11/20(含)前提出退費申請，退還報名者 60%的 

   原繳費金額；11/25(含)以後提出退費者，恕不接受退費申請。非合作金庫帳戶者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 3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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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評不斷，機會難得 

優質活動，立即掃描 
 

https://reurl.cc/Z1OqW3 

 

論壇報名專線：(02)2758-0889 | 2758-0780  

#201 卓小姐、#204 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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