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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 "家業、財富、接班、轉型" 四大治理議題
• 知名學者與國際專家分享個案與研討
• 企業家專班，平行交流，亦拓展黃金人脈

精準課程
-二日培訓課程-

• 提供課程主題外更多元的企業加值議題
• 邀請海外家族企業成員或機構演講多元延伸

-掌門人沙龍-

• 豐富的董事會治理及家族治理領域專家觀點
• 定期發布總體企業及華人家族企業關鍵趨勢報告獨家教材

-董事會評論雙刊號-

 

家業傳承與企業轉型 四大治理心法 

第六屆掌門人培訓－家族治理 
 

    華人家族關鍵報告統計：家族企業在兩岸三地中佔三地企業家數 45%，在台灣更高達

70%，顯示出我國家族企業色彩較為濃厚。為肩負起家族企業永續經營的重大使命，企業掌

門人首要權衡家族治理問題。同時，透過相關公司法規的新增及修訂，以及台灣大學管理

學院榮譽教授柯榮恩指出：「健全的公司治理，可提升企業決策品質，為企業創造價值。」

家族企業掌門人更需留心於企業治理的強化。因此，如何對內妥善安排家族間傳承及接班

工程，又如何對外將公司治理完善制度化以保障相關利益者權益，顯然成了企業掌門人面

臨的重重難題。 

    「第六屆掌門人培訓－家族治理」謹訂於 4/12(五)及 4/13(六)舉行，有鑒於企業掌門人

面臨之課題，籌備四大主題課程，涵蓋家族面的企業共治及財富傳承，乃至企業面的接班

規劃及轉型策略。邀請國內外翹楚結合學界理論與業界實務經驗，分享專家觀點，精準打

擊企業經營痛點。並透過後續三次掌門人沙龍延伸課程分享，期待學員彼此激盪出不同的

企業新價值，掌握家族治理與企業決策的關鍵議題！ 

時間：2019.04.12 (五)及 04.13(六) 

場地：凱達大飯店 3樓 家宴中餐廳 雞蛋-玫瑰廳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號) 

目標對象：企業創始人、企業掌門人、企業接班人、企業二代及家族成員（採審核制）

課程內容 

 

 

 

 

 

 

 

報名方式及流程 

 

 

線上或紙本
進行報名

資格
審核

寄出審核
結果及繳
費通知信

報名者於
規定時間
完成繳費

完成
報名
流程

開課三日
前寄發
行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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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議程 
 

第一日課程 04/12（五）全日 

時間 議程 主講者暨與會貴賓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破冰時間】自我介紹  

10:00-12:00 【家族治理概覽】家族決策 
蔡鴻青/ 

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轉型決策】家族企業 vs 企業家族 

湯明哲/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Denise Lee/ 

Associate Partner in the Taipei 

Office of McKinsey & Company 

17:30-19:30 Cocktail 歡迎茶會  
 

 

第二日課程 04/13（六）全日 

時間 議程 主講者暨與會貴賓 

08:30-09:00 報到  

09:00-12:30 
【財富傳承】 

家族財富傳承的策略與家族辦公室 
PICTET 瑞士百達銀行 

12:30-13:30 【午餐】  

13:30-17:00 【接班工程】家族接班與企業接班 

林建甫/ 

中信金控 首席經濟學家 

 

DDI 美商宏智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17:00-17:30 課程總結與結業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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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錄董監事進修時數認證 6 小時。 

※ 報名人數未達 20 人，將延期開班，開課日期將另行通知。課程詳細資訊請至官方網站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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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諮詢 

掌門人培訓小組：training@twiod.org  

TEL：+886 2 2758 0780  FAX：+886 2 2758 0931 

http://www.twiod.org/
http://twiod.org/index.php/tw/events-news/events-list/item/60-6thpic?idU=2
mailto:training@twi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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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掌門人培訓課程：家族治理 報名表  

◼ 報名方式：(1) 線上報名 (2)填妥報名表後，請 e-mail 或傳真 02 2758 0931 

◼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19/4/3 截止。 

◼ 活動費用： 

 

◼ 報名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以利資格審核。 (雙人同行請填寫兩位參加者) 

參加者姓名

1 
單位名稱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身份別(可複選) 
企業創始人 企業掌門人 企業二代  

接班人 家族成員 其他___________ 

飲食

習慣 

葷食   素食  

備註：(ex:不吃牛、蛋素)_____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2 
單位名稱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身份別(可複選) 
企業創始人 企業掌門人 企業二代  

接班人 家族成員 其他___________ 

飲食

習慣 

葷食   素食  

備註：(ex:不吃牛、蛋奶素) ___________ 

聯絡資料 

聯絡人   性別 男  女 職稱  

聯絡電話   (  )           # 專線   

E-mail  

收件地址    

注意事項： 

※ 報名優惠僅可選擇一種優惠方案。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不能出席者，可保留資格，亦可申請退費。申請退費請於

3/27(三)前提出者，將退還繳交費用 70%；4/3(三)前提出退費申請者，可退還繳交費用 50%，其餘恕不接受退費申請。 

※ 課程洽詢電話：+886 2 2758 0889│2758 0780  | 報名傳真：+886 2 2758 0931 | 掌門人培訓小組 

原價：NT$ 50,000 

 早鳥優惠 優惠價    NT$ 45,000 元/人 （優惠至 3/10 止） 

 合作單位 專案優惠  NT$ 42,000 元/人 

 雙人同行 優惠價  NT$ 40,000 元/人 

 舊生優惠 舊生優惠  NT$ 38,000 元/人 

 台灣董事學會會員優惠 尊榮優惠  NT$ 30,000 元/人 

 ※以上費用包含課程教材、餐點費用。 

http://www.twiod.org/
http://twiod.org/index.php/tw/events-news/events-list/item/60-6thpic?idU=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