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併購學苑》2021 年度第 1 期併購專業人才培訓課程
課程簡章
課程簡介：
美中貿易戰持續加遽，引發全球產業供應鏈重新洗牌，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蔓延也讓經濟成長與產業產值衰退成為全球企業的共同隱憂。身處在
美中兩大經濟體戰局第一線的台灣企業，應如何運用區域性併購投資佈局等策略降低著重單一地區的營運風險成本，並透過策略聯盟，善用全球資
源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已是企業領導人及高階管理層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為減少企業從事併購時的錯誤及成本，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召集國內最頂尖的併購專業人士，規劃一系列併購專業人才培訓課程，透過理
論與實務的經驗傳承，協助企業翻轉經營戰局，成為真正的市場大贏家！
本系列課程特別延攬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及大型律所合夥人等級之師資陣容，更有企業領導人、併購大師現身說法(本期課程將由大聯大投資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黃偉祥董事長及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其宏董事長與學員面對面親自傳授併購心法，精彩可期，絕不可錯過)。
全套課程分為初階課程 24 小時、進階課程 24 小時，及 1 日的大師班，三階課程結訓後，將由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頒發企業併購專業證書。
※ 本課程可列入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及公司治理主管之年度進修時數

授課對象：
◆ 企業負責人及接班人
◆ 企業中高階主管法律、財務及會計等專業人士
◆ 對併購領域有興趣者
備註：各課程主要授課對象及報名資格限定，請見下頁課程內容說明

〈併購專業人才培訓課程〉
簡介影片
（請點圖跳轉影片）

初階課程內容
併購學苑：初階併購課程（24 小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松江路 126 號 B4（捷運松江南京站 8 號出口）
上課日期

2021/3/6
(星期六)

2021/3/13
(星期六)

2021/3/20
(星期六)

課程名稱

企業併購之法規

企業併購財會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09:30

開幕式：理事長致辭

09:30-12:30

併購概論

14:00-17:00

企業併購法規

09:30-12:30

基礎企業併購稅務

14:00-17:00

財務審查評鑑概論

09:30-12:30

併購策略擬定與流程規劃

14:00-17:00

併購合約與法務查核

(初階)

企業併購實務
(初階)

講師

2021/3/27
(星期六)

投資銀行看併購

詹致瑋 合夥人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林嘉慧 合夥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劉欣萍 會計師
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授課對象

何淑芬 總經理

無基礎或初階專業人士

畢馬威財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張維夫 董事總經理

■ 證書

理律法律事務所

完成課程後頒發初階課程

陳民強 合夥人

結訓證書

■ 曾馨慧 法金事業處執行長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黃于珍 投資銀行業務部資深協理

企業併購實務
14:00-17:00

併購實例分享

17:00-17:30

結業式：頒發證書

課程費用

理律法律事務所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9:30-12:30

授課對象及說明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盧明光 理事長

16,000 元

進階課程內容
併購學苑：進階併購課程（24 小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松江路 126 號 B4（捷運松江南京站 8 號出口）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09:30

開幕式：理事長致辭

講師

授課對象及說明

課程費用

企業併購之董監事及經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2021/4/10
(星期六)

2021/4/11
(星期日)

2021/5/15
(星期六)

2021/5/22
(星期六)

企業併購之公司治理

企業併購財會

09:30-12:30

理人責任

14:00-17:00

企業併購之糾紛及處理

09:30-12:30

併購交易評價

14:00-17:00

企業併購與財會準則

(進階)

企業併購實務

09:30-12:30

併購後整合與綜效評估

陳泰明 資深顧問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陳世杰 主持律師

■ 主要授課對象

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已有併購相關經驗者

馮熾煒 執行總監
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林佳宜 協理
■ 蔡明潔 協理
畢馬威財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曾文欣 副總經理
宏鑑法律事務所

(進階)
14:00-17:00

併購之政府程序

09:30-12:30

私募股權基金概論

◆ 取得初階課程結訓證書者。
◆ 具有 2-3 年併購相關經驗者。
◆ 經 MAPECT 併購培訓委員會審
核資格通過者。

■ 王傳芬 合夥律師
■ 李映怡 合夥律師

■ 證書

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課程後頒發進階課程結訓證

潘家涓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書

私募基金併購鑑價模式 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與併購

■ 資格限定(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4:00-17:00

及案例分析

17:00-17:30

結業式：頒發證書

17:30-20:30

結業晚宴：滿穗餐廳（交流時間）

蔡倩寧 協理

18,000 元

大師班課程內容
併購學苑：大師班（1 日）
上課地點：台北市松江路 126 號 B4（捷運松江南京站 8 號出口）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時間

課程內容
企業併購實例分享

09:00-12:00

及討論

講師
主講講師：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黃偉祥 董事長

企業併購實例分享
14:00-17:00

及討論

課程費用

■ 授課對象
企業領導人/高階經理人
■ 資格限定(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2:00-14:00 午餐（交流時間）
2021/5/29
企業併購實例解析
(星期六)

授課對象及說明

◆ 取得進階課程結訓證書者。
主講講師：

◆ 具有 5 年併購相關經驗者。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企業負責人、接班人及副總級以上高階主管。

陳其宏 董事長

經 MAPECT 併購培訓委員會審核資格通過者。

17:00-17:30 結業式：頒發證書
17:30-20:30 結業晚宴：滿穗餐廳（交流時間）

■ 證書
完成課程後頒發企業領導人結訓證書

16,000 元

併購學苑課程說明：
1. 學員可單獨報名初階併購課程、進階併購課程及大師班，進階併購課程及大師班之資格限定請於報名時檢附相關文件。
2. 各課程優惠折扣說明如下（優惠恕無法併用）：
（1）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會員及舊生報名單一課程享 9 折優惠；同時報名初階、進階及大師班三課程享 8 折優惠。
（2）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會員推薦及舊生推薦的學員報名單一課程享 95 折優惠；同時報名初階、進階及大師班三課程享 85 折優惠。
（3） 一般學員同時報名初階、進階及大師班三課程享 9 折優惠。
（4） 上述折扣優惠僅適用於一次性報名，分次報名課程則不享有優惠。
（5） 若符合會員推薦之優惠折扣務必於報名時確認，繳費後才通知符合優惠折扣而申請退費者，由退費內扣除行政手續費與匯款手續費 200 元。
3. 報名課程即贈送「企業併購的十堂必修課」或「私募股權基金剖析：從國際到台灣本土」1 本（二擇一），並於課程報到當日領取，一期課程中，
一位學員僅贈送一本，不重覆贈送。
4. 上課講義內容有可能與課程當天使用不同，本會保留課程內容及講師調整之權利。
5.

此系列課程不提供補課，如學員因喪病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到課，最晚需於課程前一日中午 12:00 前聯繫課程承辦人並提供相關證明，始
得以個案處理，逾時不受理。

報名方式：
1. 報名前請先來電與課程聯絡人確認名額，再 E-Mail 報名表，課程聯絡人收到報名表後，將以 E-Mail 回復並通知繳費。敬請於報名後 5 日內完成
繳款，如逾時匯款，將不保留上課名額。（課程聯絡人：高小姐，電話：02-2325 8186 ext.11，jamie@mapect.com）。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開課前 5 日止，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3. 請務必正確填寫報名表之所有表格內容，以利聯繫與發票開立。

繳費方式：
1. 協會帳戶資訊：第一銀行民權分行，帳號：147-10-122322，戶名及支票抬頭：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2. ATM 轉帳，轉帳後請記得來電告知帳號後五碼，以利完成對帳。
3. 如臨櫃匯款或無摺存款，請務必填寫學員名字，以利對帳。
4. 即期支票（請註明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郵寄至：10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57 號 4 樓之 2，高小姐收。

5. 課程費用不含跨行手續費及其他額外費用，請勿自行扣除，如自行扣除需補齊差額後，始完成報名。

退費說明：
1. 本會如因故或天災未能開課，將全額退還已繳納費用，由協會負擔匯款手續費。
2. 如報名人數未達開課標準，本會有權取消各課程之開辦，並全額退還已繳納費用，由協會負擔匯款手續費。
3. 學員完成報名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得辦理退費或轉讓他人，退費標準及轉讓說明如下：
(1)學員需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匯款手續費將自退款金額中扣除。
(2)如申請退費後使報名情形不符合原始優惠門檻者，將自退款金額中扣除已取得優惠折扣之費用差價。
(3)開課 30 日前申請退費者，不需扣除行政費用。
(4)開課前 29 日至前 10 日申請退費者，扣除行政費用 1000 元。
(5)開課前 9 日至前 1 日申請退費者，則扣除行政費用與相關成本 3000 元。
(6)開課前（不含當日）皆可將課程轉讓他人，或延至下一期上課但以一期為限。如已開課（含開課當日）則不得申請退費及課程轉讓。
(7)每次申請退費時皆需扣除以上手續費及相關成本。
4. 如已開課本人因喪病等不可抗拒之因素申請課程退費，務必提供證明文件得申請退費，如無法提供證明文件，恕無法退費。
(1)因喪申請退費請提供訃聞正本以及喪者需為三等親內之證明文件。
(2)本人因病申請退費，請提供診斷證明書或住院證明或就診收據。
(3)退費依已上課之課程比例計算（以課堂計算）並扣除行政費用 1,000 元。
5. 如有溢繳或誤入款項，退費匯款手續費由學員負擔並自退款金額中扣除。

證書頒發標準：
1.

初階及進階併購課程缺課時數超過 3 小時者，該課程不予頒發結訓證書。缺課時數 3 小時（含）以內者，頒發結訓證書。

2.

大師班課程不得缺課，完成課程後始頒發企業領導人結訓證書。

3.

如完成初階、進階及大師班課程者，頒發企業併購專業證書。.

※缺課時數計算方式：每次上課開課 15 分鐘內到課，不計遲到缺席時數；開課 15 分鐘後到課者，自第 16 分鐘起，每隔 30 分鐘以 0.5 小時計算缺
課時數。缺課時數登記於簽到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