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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親愛的會員您好， 

    承蒙各位會員的支持，日燦於2013年底獲選為協會第三屆理事長。為了加速推動

各項計畫，第三屆常理監事聯席會已於2014年1月15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提出的工

作計畫及會務人事案獲得常理、常監一致支持，以下報告將簡要說明。其中若干會務

行政事項依章程尚須由理監事會通過，將於2014年2月19日召開的第三屆理監事聯席會

第二次會議提請追認。 

 

    協會在上一屆黃齊元理事長的努力下奠定良好的基礎，未來兩年協會將舉辦更多

有意義的活動，為各位會員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協會第三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有共

識協力辦好各項活動，因此第三屆常理監事聯席會第一次會議決議由常理、常監帶領

九大委員會/小組，廣邀各位會員參與。即日起您就可向協會人員報名加入委員會/小

組。 

 

    各位會員可在九個委員會/小組擇一加入。原則上每個委員會/小組成員最多以20

人為限，但未來委員會/小組人數限額可視會員總數變動而隨時作適當調整。透過這樣

的安排，我們希望協會的組織效益能發揮至最大，更進一步落實會員參與及會員服務，

同時也能貢獻一己之力，改善台灣的併購及私募環境。敬頌商祺並候覆佳音!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理事長    黃日燦  敬邀 

201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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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ECT 工作計畫及會務人事報告 

 

一、活動計劃 

說明： 

1. 協會活動是最直接的會員服務。未來希望由常理/常監帶領 MAPECT任務編組，分工承

辦各項活動。 

 

2. 未來規劃：原則上將以「會員專屬」及「經費自給自足」為活動主軸，計畫舉辦活動

如下： 

 

活動 次數/年 內容規劃/注意事項 

MAPECT Salon 10次 
1.以「名人對話」為主軸，提供會員與重量級嘉賓面對面

接觸的機會 

2.原則上活動僅開放給會員，會員可免費參加 

併購論壇 1次 
一年各辦一場併購論壇和一場私募論壇，分別在上、下半

年舉辦 

私募論壇 1次 
一年各辦一場併購論壇和一場私募論壇，分別在上、下半

年舉辦 

會員大會 1次 可考慮會員大會和金鑫獎合併辦理 

金鑫獎及晚宴 1次 
1.簡化頒獎流程，讓得獎者和來賓透過晚宴增加互動 

2.可考慮金鑫獎和會員大會合併辦理 

培訓講習課程 多次 
由協會會員組成講師團隊，與金融研訓院及其他適當單位

合辦併購及私募培訓課程 

交流溝通 多次 強化與政府及其他團體交流合作 

兩岸交流 多次 持續推動兩岸交流活動 

法案建言/遊

說 
多次 加強參與公聽會，與相關部會定期會談 

出書/年度報

告 
1-2本 

1.2014年預定將出版 1本私募書籍；2015 年預定出版 1

本併購書籍 

2.每年撰擬台灣併購及私募年度報告 

產業控股法案

推動 
 產業控股法案已進入最後階段，協會將繼續推動立法 

推動「國內私

募股權基金」 
 

1.除了國際私募基金外，也將推動國內私募股權基金的設

立及發展 

2.創投公會及股權投資協會也有意合作、共同努力 

「產業競爭力

重振」高峰會 
 

可聯合其他團體舉行高峰會，探討台灣產業該如何重振競

爭力 

推動「台日投

資併購」 
 台日投資併購活動日益加溫，協會可加強推動 

新會員招募  由理監事領軍廣邀企業界、投資銀行界人士加入協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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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次數/年 內容規劃/注意事項 

標是新增 36個新會員 

  (目前團體會員 49 個，個人會員 44個) 

經費籌措  

1.理監事捐款 

2.專案收入 

3.活動贊助收入 

MAPECT 電子報

(週報) 
 

1.納入會員相關新聞及發表文章 

2.增設會員人物特寫專欄(每次 2-3 位會員) 

 

 

二、委員會工作分配 

說明： 
1. MAPECT第一屆會員大會通過「組織簡則」，設立六大委員會，各有指派任務。 

 

2.未來規劃： 

 

(1) 在既有六大委員會之外，另外新增三個項目小組，未來由這九個委員會/小組分

工承辦各項活動，秘書處扮演輔助角色。 

 

(2) 六大委員會及三個項目小組各設一名主任委員(由常理及常監擔任)。會員可選擇

加入一委員會/小組，每個委員會/小組成員最多以 20人為限。委員會/小組人數

限額可視會員總數變動而隨時作適當調整。 

 

(3) 委員會/小組分工如下: 

 

委員會 / 

項目小組 
MAPECT「組織簡則」規定職責 活動任務分配 

會務委員會 

1.召募會員、入會之初審。 

2.籌辦會員大會，處理會員加入及除權、

除藉事項。 

3.「會務發展」專業咨詢幕僚小組。 

4.各級組織章程、簡則、辦法、會務運作

規範、施行細則及工作人員管理規章等之

研擬、修訂、審查及編訂。 

5.協調各委員會辦理章程所訂宗旨及任

務相關事宜。 

6.會務發展計畫之策擬、審查、修正，與

執行情形之考察與提報。 

7.理事會交辦會務運作、發展，專題研究

之執行。 

8.隨時更新掌握會員動態。 

MAPECT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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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 

項目小組 
MAPECT「組織簡則」規定職責 活動任務分配 

9.辦理會員聯誼活動。 

10.聯繫與開發國內相關公協會合作，分

享彼此資源。 

財會委員會 

1. 促進產業間針對財務、會計、稅務、

稅制、資產鑑價、金融服務等專業之交

流。 

2. 發展國內外會計準則中與併購實務相

關之研究與建議。 

3. 籌畫併購與投資實務中財會相關議題

之教育培訓課程。 

4. 代表本會出席參與各種財會會議，研

商相關議題，訂立標準規範，爭取會員權

益。 

「國內私募股權基

金」推動 

學術委員會 

1.研究及審核國際論文發表。 

2.研究及辦理併購與私募股權學術發展

及活動。 

3.協助撰寫併購與私募股權學術研究及

專案計劃。 

4.建立併購與私募股權相關證照專業人

員培育及評審制度。 

5.協助出版併購與私募股權期刊或年鑑。 

培訓/出書/年度報告 

兩岸合作 

委員會 

1.協調聯繫，加強兩岸專業研究合作之推

動與聯繫事宜及交流。 

2.組團參與大陸各項併購及私募股權論

壇及學術會議。 

3.調查研究大陸併購及私募股權市場之

未來發展及投資之可行性。 

4.由理事會與理事長授權代表本會與大

陸相關單位簽訂互利互惠協定。 

5.促進兩岸併購及私募股權刊物之交

流，並協助確保台灣出版物之著作權。 

兩岸交流活動 

 

國際合作 

委員會 

1.與國際併購及私募股權協會互動交流。 

2.組團參與考察國際併購及私募股權研

討會及論壇。 

3.搜集國外併購及私募股權相關文獻、研

討會、機構及協(會)等相關資料。 

4.與國際併購與私募股權團體或相關單

位合作舉辦國際性研討會及論壇。 

國際/台日投資活動 

政策法規 1.研究探討國內外有關併購及私募現行 法案建言/遊說「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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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 

項目小組 
MAPECT「組織簡則」規定職責 活動任務分配 

委員會 法令制度及法規，評估與研擬後，擬具意

見供有關機關參考。 

2.代表本會出席參與各種法規會議，研商

相關議題，訂立標準規範，爭取會員權

益。 

3.提供會員有關法律諮詢事項，若有法律

訴訟問題，可協助會員並解決糾紛。 

4.其他與政策法規相關之事項。 

5.籌畫併購與投資實務中法律相關議題

之教育培訓課程。 

控股法案」推動 

 

金鑫獎小組 

 

承辦金鑫獎 

併購論壇小

組 

 

承辦併購論壇 

私募論壇小

組 

 

承辦私募論壇 

 

3. 第三屆常理監事聯席會第一次會議(2014年 1月 15日)決議授權黃日燦理事長協調提出

各委員會/小組主委人選。 

 

4. 經黃理事長與常理/常監協調後，各委員會/小組主委提議聘任人選及任務分配如下，

將提交至第三屆理監事聯席會第二次會議(預定 2014年 2 月 19日召開)請求追認。 

 

委員會 /小組 主委 活動任務分配 

會務委員會 王伯鑫 MAPECT Salon 

財會委員會 張明輝 「國內私募股權基金」推動 

學術委員會 林建甫 培訓/出書/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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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小組 主委 活動任務分配 

兩岸合作委員會 黃顯華 兩岸交流活動 

國際合作委員會 王金來 國際/台日投資活動 

政策法規委員會 陳清祥 
法案建言/遊說「產業控股

法案」推動 

金鑫獎小組 黃偉祥 承辦金鑫獎 

併購論壇小組 劉紹樑 承辦併購論壇 

私募論壇小組 于紀隆 承辦私募論壇 

*欲報名加入委員會/小組請洽協會鄭如容小姐 

電話：(02)2717-6892#14    電子信箱：laura@mapect.com  

 

 

三、例行會議規劃 

說明： 
1. 除原有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外，新增例行常理監事會議，原則上在兩次理監事會議之

間擇期召開。以上例行會議由協會秘書處負責辦理。 

 

2. 相關例行會議細節，說明如下： 

 

會議類型 次數/年 備註 

會員大會 1次  

理監事會 4次 每季 1次 

常理監事會 4次 每季 1次（介於兩次理監事會議間） 

委員會/小組會議  
由各委員會/小組主委依照活動任務需

要，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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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會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聘任案 

說明： 

1. 原代理秘書長因個人因素向前理事長黃齊元請辭獲准(2014 年 1月 16日生效)。黃日燦

理事長將在第三屆理監事聯席會第二次會議請求追認聘任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王

懷宇擔任協會秘書長，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業務發展與溝通經理林秀津擔任副秘書長，

兩人皆不支薪。 

 

 

五、顧問聘請案 

說明： 

1. 依照協會章程，理事會得聘請顧問數名，聘期與理監事任期相同。 

 

2. 黃日燦理事長將在第三屆理監事聯席會第二次會議提議續聘以下 6位顧問。另外，黃

理事長也將持續尋求適當新顧問人選。 

 

顧問 現職 

王伯元 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 

吳王小珍 美國商會執行長 

丁守中 立法委員 

盧秀燕 立法委員 

周守訓 威剛科技副董事長 

楊正秋 玉山科技協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