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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從創業到磐石，尚未走完的一哩路 

臺灣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中小企業家數佔全國企業 97.65%以上，達 149 萬家，中

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為宗旨，於 1972 年成立，為廣大中小企業

建言，並配合政府政策，扮演中小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橋梁，同時也致力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環境、

促進交流合作，輔導成長，進而健全中小企業整體發展。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發現，政府輔導中小企業茁壯、成長歷程中，從創業、經營到國家磐石

獎肯定，獨缺傳承、接班這段過程；然而，臺灣二代傳承問題早在 10 多年前就出現了，理事

長李育家觀察到，父執輩要傳給二、三代，有很多問題產生，要如何幫助這些面臨接班的中小

企業成功傳承，又能創新走入國際，一直是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思考的重要問題。 

延攬業師團，敦促二代接班的生態系 

2018 年，在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李育家理事長的支持推動下，正式成立「二代大學」，延攬

具有千億經營經驗的國際級 CXO 擔任業師，現任校長為緯創軟體董事李紹唐先生、副校長為

昱晟國際創辦人傅秉坤女士；二代大學以一對一輔導的方式，針對企業內部各種問題，與企業

一代、二代共同挖掘最適解方，輔以業師小聚及國家磐石獎歷屆得獎企業，引進跨領域經驗與

資源，組織企業決策的外部智囊團。 

延續至今，畢業學長姐仍持續擔任助教貢獻所學，跨屆與同屆的學員彼此都會交換經營心

得及資源，在共同學習之餘更創造了各種跨域合作機會，形成二代大學獨有的共學生態系。 

貳、輔導模式及資源 

   

   

一對一 

策略導師配對輔導 

與策略導師近身學習企業經營及

企業管理的智慧經驗。 

策略提案室 

由策略導師組成外部決策小組，

共同審視創二代企業決策。 

一對多 業師小聚 

策略導師小聚活動，主題含括行

銷、併購、數位轉型等議題。 

三方輔導共識會 

由策略導師、創二代及一代企業

家共同會談，達成共識以提升整

體輔導效益。 

國家磐石獎 

營運資源串聯 

鏈結中小企業的最高榮譽「國家

磐石獎」人脈資源，並協助串聯

各類政府政策協助。 

千人新春團拜 

每年一度與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跨

業聯誼會、各縣市企協及二代大

學校友會聯合團拜，迎新年。 



 

2 
 

參、 第五屆招生說明 

一、 報名日期及時間： 

即日起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止。 

二、 報名資格： 

1. 在企業或所負責專案，有主要決策權。 

2. 須得到傳承方同意，可配合企業相關轉型升級之必要工作。 

三、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辦理，不受理現場或通訊報名。 

2. 報名網址請參閱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官方網站或二代大學官方網站。 

四、 報名費及繳費方式： 

1. 費用：新臺幣 2,000 元整，含各階段審查作業。 

2. 繳費方式： 

(1)臨櫃繳款或跨行匯款。 

(2)金融 ATM 轉帳或網路銀行轉帳。 

3. 請見第 11 頁繳款單，繳費後需與本會確認帳號後五碼以確認完成繳費。 

五、 書審資料： 

請確實上傳完整填寫之報名表、已簽名或蓋章之同意聲明書及學員照片，說明如下： 

1. 報名表為書審評分之資料依據，應力求詳實，以免影響報名者權益。 

2. 同意聲明書應包含傳承人及接班人親筆簽名。 

3. 學員照片可使用個人之生活照，請提供清晰、可辨識學員面孔之電子檔案。 

六、 招生名額： 

至多正取 20 名，備取 5 名。 

七、 註冊輔導費： 

含註冊、輔導及研習費用共計新臺幣 30 萬元整，期間參與所有必修活動費用全免，惟

受輔導之學員參與出席率應達 80%以上，否則主辦方有權利決定退訓與否，且學員不得

要求退費。 

八、 學長姐舉薦： 

二代大學第一至第四屆校友擁有學員舉薦權，被舉薦並錄取之學員，享選修課程二天一

夜共識營之住宿減免以及主辦方各式選修、外掛活動費用減免，總價值約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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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書審、面試、報到及開學時程： 

註：主辦單位保留相關時程及內容變更之權利。 

 

 

 

 

 

 

 

項目 日期 

書審及 

面試通知 

1. 由主辦單位依書面文件進行初審，並於 11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前通知

至多 30 名複試者。 

2. 受通知學員需依據通知信準備面試資料。 

面試 

1. 面試日期：110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依通知面試時間進行報到及面試。 

2. 面試報到地點：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第三會議室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4 樓) 

實訪複審 

1. 若需實訪或複審，將由二代大學安排前往企業進行實地訪視及面談。 

2. 實訪複審時間：110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至 9 月 17 日(星期五)，依通知時

間為主。 

通知錄取 
110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於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及二代大學官方網站公佈第五

屆正取及備取名單。 

正取生 

報到 

1. 報到日期：1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至 9 月 30 日(星期四)止，以電子郵件

報到為主。 

2. 二代大學將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正取學員報到資訊，逾期未報到者，取消

其入學資格，並依備取順位一一遞補。 

備取生 

報到 

1. 報到日期：11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至 10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2. 二代大學將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備取學員報到資訊，逾期未報到者，取消

其入學資格。 

開學典禮 預計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9 時舉辦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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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五屆輔導期間及活動內容說明 

一、輔導期間： 

110 年 11 月起至 111 年 10 月底止。 

二、主要輔導及活動內容： 

主題 內容說明 預定期程 

開學典禮 辦理第五屆開學典禮。 
預定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舉行 

三方輔導 

共識會 

由策略導師、傳承方及接班者共同會談，達成輔導共識，

以提升整體輔導效益。 

於學期初辦理，

邀請同學及其傳

承方共同參與 

策略導師 

一對一輔導 

提綱挈領，陪伴諮詢 

二代大學為學員安排專屬輔導業師，業師與學員用整年時

間，進行一對一輔導，深入問題並建立信任關係，實質給

予企業經營及事業管理的智慧與經驗。 

每月 2 次，由同

學自行與業師約

定輔導時間 

策略提案室 

業師經驗．跨界匯聚 

由學員輪流擔任策略提案室之簡報者，策略導師、當屆學

員及助教團組成決策小組，協助學員審視提案方向，開拓

策略高度與視野。 

每月 1-2 次，預

定於每月第四週

週四舉行 

業師小聚 

數十年功力．一次注入 

定期舉行策略導師小聚活動，聚焦於行銷、併購及數位轉

型三大議題，傳授業師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 

每雙月 1 次，預

定於第二週的週

二舉行 

校友參訪團 

由當屆學員組成參訪團，安排參訪觀摩國家磐石獎得獎廠

商、典範大廠及校友企業，並強化公司治理及現場管理等

經驗交流。 

每雙月 1 次，預

定於第二週的週

五舉行 

畢業典禮 辦理第五屆畢業典禮。 
預定於 111 年 10

月 28 日舉行 

選修：二天

一夜共識營 

由二代大學官方主辦，為當屆學員辦理；借腦管理、集思

廣益，薈萃每一位參與成員的投入與付出，凝聚共識。 
開學後擇期辦理 

註：主辦單位保留相關輔導及活動內容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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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接受輔導同意聲明書（必要文件） 

※請填具如下附件，並上傳至報名系統 https://reurl.cc/gWWlXR。 

同意聲明書 (*此同意聲明需親筆簽名或蓋章後掃描或拍照回傳) 

接受輔導同意聲明書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為企業傳承人或接班人其中一方)

清楚了解「二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主辦，

為協助企業成功推動二代傳承新創所提供之輔導服務。輔導過程中若與本

校所安排之企業、業師、顧問有商業上之業務往來，與本校無涉，相關爭議

責任亦由業務往來雙方自負。 

申請人了解於輔導過程中，企業代表應與本校安排之業師進行詳談，釐

清二代傳承新創需求，並同意於達成輔導共識後，配合輔導過程中，由業師

與受輔導企業雙方討論後，擬定之工作項目與進度，逐步實施企業調整、升

級、或市場開發...等工作，執行工作所應投入費用由受輔導企業自行負擔，

本校僅提供業師諮詢輔導、辦理交流活動、協助部分報導或廣宣露出、以及

其他政府資源轉介等服務，另為擴散標竿典範之學習效益，申請人同意在不

公開企業營運機密之情形下，配合本校之相關宣傳、報導及故事露出。 

立同意書人 

企業名稱： 

傳承人(簽名或蓋章)： 

接班人(簽名或蓋章)： 

https://reurl.cc/gWWl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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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推薦函（選填文件） 
 

推薦函 (非必填) 

 

 

茲推薦                           公司               君 

參加 第五屆 二代大學 

 

          此致 

    二代大學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推薦人 

 
 
 
 

（請簽名或蓋章） 

職 稱  

推薦單位  

推薦理由  

 

二代大學學長姊舉薦人(非必填)： 

 

學長姊公司/姓名：                             學長姐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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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報名費繳款單（必要文件） 

【二代大學】報名費繳款單 

學員姓名：                                    

發票抬頭：                                                        

發票統編：                       

發票寄送地址：                                                                                                                                  

 

 

匯款資訊 

銀行匯款，匯款日期：  月  日；匯款帳號末五碼：          

 銀行：臺灣企銀 南臺北分行(050) 

帳號：061-120-1419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報名費用：新台幣 2,000 元整 

匯款完畢請來信告知匯款帳號末五碼或相關資訊確認繳款，謝謝。 

連絡電話：(02)2366-0812#137 吳小姐、#139 賴小姐 

服務信箱：service@ngc.org.tw 

 

mailto:service@ng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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