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 

中小企業傳承培訓班 

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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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傳承培訓班 

「傳承、接班，你準備好了嗎?」 

 

  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20)公開統計資料，臺灣中小企

業超過152萬家，佔全臺企業家數97.7%，更有超過55%的中小

企業為家族企業，中小企業雇主年齡逐年提高，愈來愈多企業面

臨轉型與傳承的雙重挑戰，尤其去年突如其來的COVID-19疫情影

響下，不少企業體面臨軟硬體不足之困境，危機應變、快速決策

等隱形傷害考驗著企業決策團隊，並提醒著企業轉型、傳承接班

刻不容緩。 

「接班傳承已是全球顯學！」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中小企業傳承培訓班」已邁入第

8屆，累計培訓傳承接班者共計470人，透過課程研習交流獲得

具體成長、建立接班傳承新思維。本年度中小企業傳承培訓班

將延續「共學•共享•共創雙贏」之精神，以「WIN WIN共贏

時代」為課程規劃方向，邀集家族企業接班人或專業經理人以

共學共享角度，提供最適切的培訓課程。本年度以贏在起跑上、

贏在轉型上、贏在共學上、贏在溝通上四大課程主軸，同時推

薦學員網路大學校線上課程及相關書籍，透過「網」、「實」

整合學習方式，協助中小企業累積永續經營能量，再造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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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特色  

「網」、「實」整合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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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屆中小企業傳承培訓班招生 

 

 

○1  中小企業傳承接班人 

○2  專業經理人或接班團隊 

 

◤本年度預計於北、中各開設一班次，兩班次共計錄取 70名，額滿為止。 

◤主辦單位保留報名資格審核權。 

 

 

第一階段:中小企業傳承培訓班 

北部班 中部班 

10/1(五) 、10/2(六) 

10/8(五) 、10/9(六) 

10/22(五)、10/23(六) 

10/29(五)、10/30(六)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號) 

CMoney教育訓練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213號 20樓

之 11) 

 

第二階段: 高峰會 

2021中小企業領袖傳承高峰會 11/11、11/12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號) 

 

 

即日起報名至8/31止 

一律採線上報名：https://reurl.cc/9r909v 

 

 

  

1. 培訓對象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2. 班別資訊  北、中各一班次 

3. 報名資訊 



    

5 

 

 

 

課程定價：$36,000元 

政府補助 50%，企業傳承班學員自費$18,000元 

◤  後疫優惠  ◢ 後疫時代好評優惠價$15,000 元 

◤共學加碼優惠◢ 雙人共學加碼優惠價$14,000元 

 

 

時間 主題/研習重點 防疫因應方案 

【DAY 1 北部班 10月 1日 中部班 10月 22日  】 

09:00-10:00 學員報到暨班務說明 

【線上授課】 

10:00-10:30 始業式 & 全體大合影 

10:30-12:00 
【贏在起跑上】 

傳承關鍵分享 

 產業現況與發展 

 企業危機與轉型 

 傳承接班歷程分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 

【直播課程】 

(含線上分組討論) 
13:00-17:00 

【贏在溝通上】 

團隊共識/領導激勵 

 認識你真好，人際關係 

 管理與衝突，危機處理 

 激勵與領導，創新領導 

17:00-18:00 晚餐與交流 【直播課程】 

(含線上分組討論) 
18:00-21:00 自我對話/交流互動 

【DAY 2 北部班 10月 2日 中部班 10月 23日】 

09:00-12:00 

【贏在轉型上】 

數位經濟-淺談數據運

用、AI與區塊鏈 

 數位經濟的發展現況與趨勢 

 國際間數位經濟與發展策略 

 因應數位經濟企業思考方向 

 數位佈局，企業營運新未來 
【直播課程】 

(含線上分組討論)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討論 

13:00-17:00 

【贏在轉型上】 

數位經濟-AI 工具應用

工作坊-AWS 原廠課程 

 AI人工智慧運用與發展 

 AWS 原廠課程介紹與發展說明 

 工作坊-學員腦力激盪與發表 

4. 培訓費用 

5. 中小企業傳承培訓班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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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研習重點 防疫因應方案 

【DAY 3 北部班 10月 8日 中部班 10月 29日】 

09:00-12:00 
【贏在共學上】 

企業參訪(一) 

【直播課程】 

(含線上分組討論)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 

13:00-17:00 
【贏在共學上】 

企業參訪(二) 

17:00-18:00 晚餐與交流 

18:00-21:00 
【贏在共學上】 

企業個案解析 

 各組企業簡述 

 選出討論案主 

 問題解析說明 

 討論行動方案 

【DAY4 北部班 10月 9日 中部班 10月 30日】 

09:00-12:00 
【贏在轉型上】 

企業轉型創新 

 談人工作業數位化與數位優化 

 數位轉型步驟介紹與引導操作 

 企業資源盤點與問題解析定錨 

 企業轉型個案分析與討論說明 

【直播課程】 

(含線上分組討論)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 

13:00-17:00 
【贏在共學上】 

成果發表 

 企業一代二代對談與方案研擬 

 研擬企業行動方案與剪報製作 

 分組簡報與老師及學員的回饋 

17:00-18:00 小組討論暨學習分享 

18:00-21:00 晚宴交流 

【防疫措施說明】 

為保障課程參與人員健康，敬請配合以下防疫規範。 

●活動前主辦單位將確保會場桌面、麥克風等均以酒精、清潔液消毒。 

●請配合報到前測量額溫、酒精消毒後方可入場 ；若體溫超過 37.5

度，將予以婉拒入場。 

●課程期間請配合全程配戴口罩，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有呼吸道症狀

及其他疑似流感症狀者，敬請盡速就醫並在家休養。 

●課程當日請配合填寫個人資料與集會活動健康聲明風險評估表。 

●其他相關防疫規定將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準，若政府宣

佈疫情已達社區傳播階段或開課縣市公告封城，本課程將調整為線上

授課，並可辦理餐點費及參訪費用退款。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92647.aspx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9264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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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師資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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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班 

參訪時間：110年 10 月 8日(六) 

 

 

 

 

 

 

 

＊主辦單位將因應疫情發展保留參訪企業調整權  

源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源友企業目前已是全臺最大的

咖啡烘焙廠也是第 29 屆國家磐

石獎企業，每年烘豆量達上萬公

噸，在臺灣，平均每 4杯咖啡，

就有 1杯的咖啡豆由源友供應。

源友企業精品事業部協理朱茂

亨自 2010 年回臺進入家族服務

後，後與母親亦是董事長李惠芝

共同經營，並著手進行企業轉

型，在 2018 年成 立 CAFE ! N 

硬咖啡門市品牌，朱茂亨期許將

源友企業帶領成全球前十大的

咖啡豆烘焙廠。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桓達科技不但榮獲第 8屆創新研

究獎標竿企業，更是第 17屆國家

磐石獎企業由吳定國先生於

1978年創立，以製造物液位、流

量、壓力、溫度等物理量傳感器，

提供製程自動化應用的解決方

案，從不停止前進的腳步，同時

也不斷強化公司以製程自動化

感測器製造者的核心價值─「提

供顧客期望的解決方案」。1999 

年公司成功轉型，擴大海內外服

務據點，經營得以逐步邁向坦

途。 

 

7. 參訪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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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班 

參訪時間：110年 10 月 29日(六) 

  

 

 

 

 

  

 
 

 

＊主辦單位將因應疫情發展保留參訪企業調整權 

 

歐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 1979 年，當時在田中央

的一間鐵皮小工廠，2017年進駐

臺中市精密園區二期，專業製造

木工刀具與複合材料用刀。以自

我品牌 ARDEN 行銷全球，因技

術領先，不斷創造需求與創新研

發經驗累積的核心技術，如獨特

專屬生產設備、強化產品的優

勢、絶對的品質控制，達到高效

率生產量及優勢競爭力，獲第 29

屆國家磐石獎。 

來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排油煙機大廠來永實業，繼榮獲

小巨人獎後，今年再抱回 2020國

家磐石獎桂冠。 

來永 1975年成立，歷經 45年發

展，以年產逾 20萬台的驚人產量

榮膺「排油煙機大王」美名，可

謂當之無愧；來永也是臺灣最大

排油煙機出口商，每年外銷亞

洲、北美及歐洲合計多達 20多萬

台，成功在國內外高階油煙機市

場打響品牌名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