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９年
生技產業無形資產評價暨企業評價分析
培訓課程招生簡章

共同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
美 國 評 價 分 析 師 協 會 台 灣 分 會 （ TACVA, Taiwan Charter of NACV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ors and An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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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近年來對於評價服務需求日益攀升，同時為配合國家企業評價法制化的政策，包括強化及推動評
價人員以及相關制度的建立，要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規範及人才培訓機制，以逐步推
動、促進創新或研究發展成果之流通及運用，並培育生技產業的企業評價專業人才。故特別經過
精心規劃與設計後，由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美國評價分析師協會台灣分會）
與本中心共同合作開辦本培訓課程。
本課程主辦單位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成立於2008年，其成立主旨以推動我國
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及防止企業舞弊之研究發展、相關專業人才之培訓與認證、促進評價與防止
企業舞弊理論與實務經驗的交流為任務。同時也是美國評價分析師協會台灣分會（Taiwan Charter
of NACV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ors and Analysts）。NACVA成立於1990年，創始之
初，針對已取得會計師證照者進行評價之訓練，漸漸發展出非會計師的評價培訓及認證，包含評
價分析師（Certified Valuation Analyst, CVA）之認證。
CVA認證資格的基本要求為（1）具備NACVA所要求的基本學歷，及（2）通過有NACVA兩部分認證
過程：第一部份為CVA標準筆試測驗，第二部分為工作經驗認定。
本次課程主要培訓學員第一部分CVA標準測驗。
課程特色
1. 針對非財務背景學員精心設計，加強財務報導之理論基礎與分析實務課程。
2. 評價課程設計包含企業評價概論、產業/財會/無形資產分析、評價理論及方法介紹、企業及個別
資產評價分析、及生技無形資產評價分析等。
3. 講師具多年實際執行及教學經驗，評價案例經驗豐富，完美銜接理論與實務操作。
4. 企業評價、智權、會計並重，明顯提升基礎觀念與未來競爭能力。
5. 研修完整課程並通過筆試者，經同意後得公布其姓名於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
網站。
6. 相較過去課程，將強化個別資產評價與生技製藥產業之應用，使相關從業人員更能瞭解評價實務
與運用。
學員證詞

王愈善 強普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DCB的無形資產評價課程是我博士班畢業十多年來上過最有價值的課程。數十小時的課從基礎的
會計、財報知識到專業的無形資產評價模式，雖然上起課來相當辛苦。但讓我這個財會的門外漢
能對財務會計的運作有一個初步而全面的了解，對於運行研發型生技公司助益非常大。除了好用
的rNPV模型能對創投業演算出自我的評價結果外，更有利基點能與創投進一步討論評價時各種假
設的依據，讓雙方更容易了解彼此的想法。記得印象最深的是，課程中老師提到:”會計”是一種語
言，學會會計就能與許多人溝通。對我來說是醍醐灌頂的觀念，幾年實踐下來，也深刻體會確實
是如此。很慶幸當年的自己有下定決心報名這麼棒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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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台北市館前路8號4樓），本中心保留變更的權力，將以最後
通知為主。

招生名額
各班 15 人以上為原則。

認證與評分方式
1. 上課出席時數須達課程總時數之80%以上者，可取得DCB生技中心與美國NACVA台灣分會TACVA
核發結訓證書。
2. CVA認證資格的要求為：

(1)具備NACVA所要求的基本學歷，及
(2)通過有NACVA兩部分認證過程：第一部份為CVA標準筆試測驗，第二部分為工作經驗認定。
本次課程主要培訓學員第一部分CVA標準測驗，CVA測驗內容為NACVA認證單位所測驗的約400
英文筆試題目，筆試測驗費用約150美元。第二部分完成工作經驗認證，工作經驗認證方式之一
是以繳交英文評價報告給NACVA，並通過NACVA的審查，相關審查費用、CVA證書製作及郵資
等合計約275美元。其中，本課程費用包括CVA筆試費用（150美元），但不含繳交及審查英文
報告等相關費用（275美元）。
相關認證資料，請詳參NACVA的官方網站https://www.nacva.com/。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請詳閱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後，連結報名網址）
2.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開課前一日為止。
3. 聯絡人：陳冠任 專案經理 TEL：(02)7700-3800分機5233 E-mail：alex@dcb.org.tw

課程費用
1. 【一般生】一般企業與個人，每人報名費55,000元。
2. 【早鳥生】2019/01/20前完成報名繳費者，每人優惠價52,000元。
3. 【CVA精簡課程–企業評價總論】只選擇研習”A~G”課程，每人報名費30,000元。
4. 【CVA精簡課程–無形資產評價總論】只選擇研習”H~K”課程，每人報名費20,000元。
5. 【CVA精簡課程–個別資產評價總論】只選擇研習”L~M”課程，每人報名費20,000元。
6. 以上費用均含稅、講義、便當、教材及CVA筆試費用。
7. 歷年修習本課程而考試未通過者，可再次參加本課程或考試；歷屆學員享有學員優惠，意者請洽
主辦單位陳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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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
※請先填妥網路報名表單後，課程負責人將會與您聯繫、填寫完整報名資料，而後匯款。
匯款帳號(一)：
戶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銀行：兆豐銀行南台北分行（代號０１７）
帳號：０３０－０９－００６１３－６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 E-mail至以下聯絡方式，亦或告知匯款後五碼。
陳經理 TEL：(02)7700-3800分機5233
E-mail：alex@dcb.org.tw
匯款帳號(二)：（備用帳號）
戶名：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
銀行：聯邦銀行後埔分行（代號８０３）
帳號：０５４－１０－２００１３２１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嚴格禁止錄音、錄影。
2. 課程開始前已完成繳費之學員如欲取消，恕不退費，但其上課資格可轉讓（惟報名表需再提供）。
3. 如課程已開始，學員遇個人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參與，恕無法進行退費。
4. 本網站及所載內容僅為便利您瞭解本次開課內容。本中心將以現有、即時的網頁內容供您使用。
本 中 心保 留隨時 修改 所有網頁 內容之 權利 。 有關CVA 資格認 證 ，請參閱 NACVA 官 方 網站
https://www.nacva.com/。
5. 其他問題諮詢：
陳經理 TEL：(02)7700-3800分機5233 E-mail：alex@dc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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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暨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暨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基於您報名參與本活動，向您蒐集
個人資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及本中心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要求，在您提供個人資料前，本中心有義務告知
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1 個人資料類別

辨識個人者

如姓名、職業、聯絡方式等。

教育、考選、技術或
如學歷資格、專業技術、特別執照等。
其他專業
2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
區、對象及方式

3 當事人權利

利用地區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會僅於中華民
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對象及方式

本會於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您可以向本中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
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

4 不提供正確個資之權益影響 若您不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服務。
同意書
本人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貴單位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同意 □不同意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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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分析培訓課程報名表
學
員
基
本
資
料

中文姓名

性別

英文姓名
（與護照同）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 E-mail

餐點

半年內二吋
脫帽大頭照
(電子檔)

09
葷□

素□

聯絡地址
學校

系所

學位

學
歷

起迄
年 月~ 年

機構/公司

部門

職稱

經
歷

畢業/肄業
月

起迄
年 月~

工作內容

至今

年 月~ 年 月

評
價
經
驗
報
名
內
容
發
票
資
訊

□【一般生】一般企業與個人，每人報名費55,000元。
□【早鳥生】2019/01/20前完成報名繳費者，每人優惠價52,000元。
□【CVA精簡課程–企業評價總論】只選擇研習”A~G”課程，每人報名費30,000元。
□【CVA精簡課程–無形資產評價總論】只選擇研習”H~K”課程，每人報名費20,000元。
□【CVA精簡課程–個別資產評價總論】只選擇研習”L~M”課程，每人報名費20,000元。
□【歷屆學員】：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發票地址
其它事項

如有其它問題，請予以說明

請簽名：(打入名字即可)
註：如遇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另為尊重並保護個人資料，本資料將嚴格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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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分析培訓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A.企業評價概論

生技產業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國際認證課程表 (共 102 小時/17 天)
企業評價總論課程 51 小時/8.5 天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A1.評價簡介
03/09
(六)

09:00~16:00

講師

A2.評價理論
A3.評價準則/道德規範
A4.產業市場分析

03/10
(日)

09:00~16:00

03/16
(六)

09:00~16:00

B.財務報表分析/常規化

B1.財務報表之編製與閱讀
B2.財務報表之調整與分析
B2.財務預測之編製及評估
B3.演練：財務報表編製、調整與分析實作
C1.折現率/資本化率之意義

C.折現率/資本化率

13/17
(日)

09:00~16:00

C2.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之意義與運用
C3.堆疊法/RRCM 模型
C4.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NACVA 在台代表
謝國松博士

D1.未來經濟利益之定義
D.盈餘及現金流量預估

03/23
(六)

09:00~16:00 D2.盈餘及現金流量之預估方法
D3.盈餘及現金流量預估之運用

E.企業評價方法

F.評價之溢價與折價
G.評價報告撰寫

E1.企業評價方法-資產法

03/30
(六)

09:00~16:00

03/31
(日)

09:00~16:00 E3.企業評價方法-收益法

04/13
(六)
04/14
(日)

E2.企業評價方法-市場法

09:00~12:00 F1.評價之溢價與折價
13:00~16:00 G1.企業評價報告之撰寫及內容簡介
09:00~12:00 G2.企業評價案例評析
無形資產評價總論課程

H.無形資產評價概論

04/14
(日)

13:00~16:00 H1.無形資產辨認與企業價值

04/20
(六)

09:00~16:00

I.無形資產評價方法
04/27
(六)
J.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
K.智財法規概論

21 小時/3.5 天

04/28
(日)

09:00~16:00

I1.無形資產評價方法-資產法
I2.無形資產評價方法-市場法
I3.無形資產評價方法-收益法
I4.無形資產評價方法-實質選擇權法
J1.使學員瞭解評價準則第 7 號公報之重要內容

09:00~16:00 K1.使學員瞭解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
營業秘密法之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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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VA 在台代表
謝國松博士

個別資產評價課程

24 小時/4 天

L1.專利技術評價-以生技
05/04 09:00~12:00 L1.專利技術評價-以生技製藥專利評價為例
製藥專利評價為例
(六)
L2.品牌及客戶關係評價
13:00~16:00 L2.品牌及客戶關係評價
NACVA 在台代表
L3.技術授權權利金支付
謝國松博士
09:00~12:00 L3.瞭解如何規劃技術授權權利金及合約架構
之規劃與設計
05/05
(日)
L4.瞭解如何根據委任書約定，評估侵權損害
L4.侵權損害評估
13:00~16:00
之合理補償
L5.瞭解生技醫藥 rNPV 之運用時機及演練如
L5.生技醫藥評價
林宗賢
09:00~12:00
何運用 rNPV 方法
05/11
好德智權服務有限
(六)
L6.生技醫藥案例分享
公司
13:00~16:00 L6.醫療器材及生技藥品實務案例分享
許淑婷 總經理
M1.針對 IFRS 13，使學員瞭解公平價值之意
M.財務報導目的評價─
NACVA 在台代表
05/12 09:00~12:00 義
收購價格分攤(PPA)釋
M2.使學員瞭解 IFRS 3 之重要內容
(日)
謝國松博士
例
13:00~16:00 M3.收購價格分攤(PPA)釋例
評價報告實作課程
N1.個案實作流程說明及
解說
N2.分組報告

考試

05/18
(六)

6 小時/1 天

N1.模擬個案執行流程並說明個案報告繳交
重點
N2.分組模擬個案執行流程並說明個案報告
13:00~16:00
繳交重點
考試 5 小時/1 天
(不計課程時數)
09:00~12:00

06/22
12:00~17:00 英文選擇題約 400 題
(六)

NACVA 在台代表
謝國松博士

NACVA 在台代表
謝國松博士

註1：以上課程”A~G”部分必須全部選擇研習，且加入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
(TACVA)之會員後，始得參加CVA 筆試。TACVA入會費2,000元及第一年常年會費1,000元共3,000
元 由 中 華 國 際 企 業 與 無 形 資 產 評 價 暨 防 弊 協 會 收 取 ， 請 詳 參 TACVA 的 官 方 網 站
http://www.nacva-taiwan.org/。
註2：修習完畢可取得 DCB 生技中心與美國 NACVA 台灣分會核發之結業證書(出席率需達80%)。
註3：若需取得美國NACVA核發CVA證書，須先通過筆試測驗(150美元)及繳交英文評價報告審查費用、
CVA證書製作及郵資等費用(275美元)，並通過審查；本課程僅包括CVA筆試費用，繳交及審查
英文評價報告相關費用不包括在課程費用中。
註4：第二階段繳交英文評價報告審查費用、CVA證書製作及郵資等合計約新台幣8,500元(275美元)，
將由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收取。
註5：CVA筆試不列課程時數。
◆主辦單位擁有更改課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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