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 夏季班
【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評價分析師(CVA) 國際認證班
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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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ors and Analysts),
Taiwan Charter of NACVA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ors and Analysts)

一証在手，希望無窮!

課程簡介
配合政府對”產業創新條例”之重大政策及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無形資產已

是企業價值的主要部分，而其中之智慧財產權更是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的利器。智慧
財產權除了可商品化而產生收益外，亦如傳統的不動產般，可作為獨立性商品而進行
交易或其他籌資行為，例如授權、讓與、作價入股、融資擔保或法律訴訟等。因此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亦將智慧財產權之會計處理與評價列為主要課題處理，例如
IAS #38，如何估算智慧財產權價值，已成為政府、企業及社會各界必須正視的課題。
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二條為促進創新或研究發展成果之流通及運用，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及所屬國營事業補助、委託、出資進行創新或研究發展時，應要求執行單位
規劃創新或研究發展成果營運策略、落實智慧財產布局分析、確保智慧財產品質與完
備該成果之保護及評估流通運用作法。
前項智慧財產於流通運用時，應由依法具有無形資產評價資格或依第十三條登錄之
機構或人員進行評價並登錄評價資料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服務系統。
第一項創新或研究發展之適用範圍、推動、管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為協助呈現產業創新之無形資產價值，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機關辦理
下列事項：
一、訂定及落實評價基準。
二、建立及管理評價資料庫。
三、培訓評價人員、建立評價人員與機構之登錄及管理機制。
四、推動無形資產投融資、證券化交易、保險、完工保證及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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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依法具有無形資產評價資格或已登錄之評價機構或
人員給予執行評價案之補助。接受補助之評價機構或人員，應將受補助執行評價案之
評價資料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服務系統。
第一項第一款評價基準之訂定與適用、第二款資料庫之建置與管理之推動措施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金融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評價人員與機構辦理登錄之範圍、條件、申請方式、審查事項、配
合義務、管理措施、撤銷或廢止登錄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推動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金融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辦理。
由於技術作價入股、智慧財產授權與侵權訴訟，以及企業價值評估等需求，國內
目前已有許多專職及兼職之無形資產評價業者及評價人員，但因國內一直無法提供系
統性評價課程，致國內評價能力幾乎皆來自評價人員的自習。有鑑於此，工研院與中
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暨防弊協會合作多年，開辦系統性無形資產評價課程，供在職
人員進修，成效良好，109 年度再次邀請國內學識及實務經驗俱豐的講師授課。學員於
完成課程研習後，依據國外認證單位之選擇題約 400 英文題考試(線上)及繳交英文評價
案例報告及格後，由工研院頒發無形資產評價國際認證書，並有機會獲得國際權威評價機
構 NACV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ors and Analysts)之認證，取
得國際評價分析師(Certified Valuation Analyst, CVA)之專業資格。

(國際通過認証比率已達60%)
-請速報名 本課程特色:
1. 系統性的評價實務課程，包含無形資產評價理論、無形資產評價方法、各類

智慧財產權評價分析、及無形資產評價案例實作與指導等。
2. 本課程為加強進階實務課程。
3. 講師個別提出建議與評分於學員報告中，以提供學員往後學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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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企業評價課程表 48 小時/8 天(可同步數位旁聽)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A1.評價簡介
A2.評價理論
A3.評價準則/道德規範
A4.產業市場分析
A5.財務報表編製

07/10
(五)

09:00~16:00

07/11
(六)

09:00~16:00

B.財務報表分析
/常規化

07/17
(五)

09:00~16:00

C. 折現率/資本
化率

07/18
(六)

09:00~16:00

D.盈餘及現金流
量預估

07/24
(五)

09:00~16:00

07/25
(六)

09:00~16:00

E1.企業評價方法-資產法
E2.企業評價方法-市場法

07/31
(五)

09:00~16:00

E3.企業評價方法-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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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企業評價概論
評價準則

E.企業評價方法
F.評價之溢價與
折價
G.評價報告

08/01
(六)

講師

B1.財報分析與調整
B2.盈餘及現金流量預估
C1.折現率/資本化率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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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未來經濟利益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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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CVA 在台代表
謝國松 博士

註:評價準則上課之依據，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評價準則公報第三號評價報告準
則相關規範

【階段二】無形資產評價課程表 48 小時/8 天(可同步數位旁聽)
單元

課程名稱

日期

無形資產之意義、
重要性及評價實務
A
無形資產評價實務

08/07
(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A1.何謂無形資產
09:00~12:00 A2.無形資產與企業價值

產業學業訓練長
王本耀 訓練長

13:00~16:00 A3. 無形資產評價實務

NACVA
國際評價師
夏冰心 講師

08/08
B1.無形資產評價方法-資產法
(六) 09:00~16:00 B2.無形資產評價方法-市場法
B

無形資產評價方法

C

專利技術評價

D
E
F

B3.無形資產評價方法-收益法
08/14
09:00~16:00
B4.無形資產評價方法-實質選擇權法
(五)
09:00~12:00 C1.專利技術評價
08/15
(六) 13:00~16:00 D1.軟體系統與著作權評價

軟體系統與
著作權評價
品牌及
09:00~12:00 E1.品牌及客戶關係評價
客戶關係評價
08/21
無形資產評價─ (五)
F1. 使學員瞭解評價準則第7 號公報之重要
13:00~16:00
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
內容

NACVA 在台代表
謝國松博士

G

H

I
J

G1. 智慧財產權法律基礎
G2. 專利法
G3. 著作權法
08/22
智慧財產法律基礎 (六) 09:00~16:00 G4. 商標法
G5. 營業秘密法
G6.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
G7.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NACVA 在台代表
H1.針對IFRS 13，使學員瞭解公平價值之意
謝國松博士
財務報導目的評價
義
─收購價格分攤 08/28 09:00~16:00
H2.使學員瞭解IFRS
3 之重要內容
(五)
(PPA)釋例
H3.收購價格分攤(PPA)釋例
模擬個案執行流程並說明個案報告繳交重
個案實作流程說明
及解說
點
08/29
09:00~16:00
(六)
分組模擬個案執行流程並說明個案報告繳交
分組報告
重點

【線上考試日期】
課程名稱
線上考試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09/26
12:00~17:00 英文選擇題約400 題
(六)

講師
NACVA 在台代表
謝國松博士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課程內容、行程與講師之權利
★線上考試時間 5 小時不列入上課時數
 學習目標：
1. 使學員學習系統性的評價實務課程。
2. 使學員了解無形資產評價理論/評價方法/各類評價分析。
3. 使學員學習如何閱讀/撰寫無形資產評價報告。
4. 使學員學習無形資產評價之案例實作。
5. 協助學員取得國外權威評價機構認證，成為無形資產評價種子師資人才。
 參訓辦法：

一、 學員資格：
1. 任職於本國國營各大企業，從事研究發展人員。
2. 任職於全國各大院校之老師及學生。
3. 從事各大行業之專利，技轉人員等相關業務。
4. 任職於本國公民營企業、法人機構從業人員、工作內容有協助企業呈現無形資產價值為目的之
對象。
5. 中華民國公民，且符合下列條件者優先考量：
 各大國營企業內部從事研發人員。
 上過歷屆工研院評價人員訓練並領有證書者。
 具備財務或會計學能基礎且專士以上學位。
 有無形資產評價或企業評價相關經驗；專利事務所從業人員、為執業會計師、證券及財務分
析師、創業投資顧問管理等。
 從事金融科技相關研發人員、金融相關機構智財部門。
 各大專院校之師生等。

二、 課程費用：
1.

【非會員/一般生-實體上課】每人 $ 58,000 元(含稅、講義、便當、CVA 線上考試費用)。

2.

【非會員/一般生-同步數位旁聽】每人 $ 58,000 元(含稅、講義、CVA 線上考試費用)。

3.

【07/03(五)前完成報名繳費-實體上課】優惠價，每人 $ 56,000 元(含稅、講義、便當、
CVA 選擇題線上考試費用)

4.

【07/03(五)前完成報名繳費-同步數位旁聽】優惠價，每人 $ 56,000 元(含稅、講義、
CVA 選擇題線上考試費用)

5.

【歷屆學員考試】每人 3,000 元(含稅，CVA 線上考試費用:往年經修過本課程而考試未
通過者，可報名參加本課程測驗。)

 另 Case study 之費用及課程相關說明，於開課第一天說明 

三、 課程日期：
109年07/10(五)、07/11(六)、07/17(五)、07/18(六)、07/24(五)、07/25(六)、07/31(五)、
08/01(六)、08/07(五)、08/08(六)、08/14(五)、08/15(六)、08/21(五)、08/22(六)、
08/28(五)、08/29(六)，共計96 小時，上課小時數不含 09/26(六)線上考試。

四、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
2. E-Mail 報名: 請 Mail 至 itri534758@itri.org.tw
 附件報名表一份。
※上述文件不齊而未限期補件者，將給予退件；資料不實者，取消錄取資格

五、 開課地點：工研院產業學院 產業人才訓練一部(台北)(※實際地點依上課通知信為準!
六、上課形式：實體上課或同步數位課程
★同步數位旁聽★(本同步數位課程無補課機制)
 為便於公務繁忙的學員能夠參加，本課程規劃以「全程數位」形式，讓學員能於所在地
使用自己的電腦進行線上同步數位學習課程。
 獲贈ITRI College+帳號，享有1個月(不限堂數)的產業學院線上數位微課，隨時隨地學
習、增進專業能力

七、 開班人數：15 名以上(最低開班人數)
八、 繳費方式：
1. 信用卡（限線上報名使用）：繳費方式選「信用卡」，直到顯示「您已完成報名手續」為止，
才確實完成繳費。
2. ATM 轉帳(線上報名)：繳費方式選擇「ATM 轉帳」者，系統將給您一組轉帳帳號「銀行代號、
轉帳帳號」，但此帳號只提供本課程轉帳使用，各別學員轉帳請使用不同轉帳帳號 ！！轉帳後，
寫上您的「公司全銜、課程名稱、姓名、聯絡電話」與「收據」傳真至 02-23811000 吳小姐
收。

 師資陣容：
 謝國松 博士 誠信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台灣及大陸) 評價分析師(CVA,NACVA) 證券分析師
學歷:澳洲國立南澳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經歷:執業會計師、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研究組組長、顧問會計研究月刊總編輯
臺北大學、東吳大學、臺北商業大學兼任講師群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企業暨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國際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暨防弊協會創會理事長 常務理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評價準則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
經濟部智慧財產權評價(IP3)能量登錄審查委員
 王本耀 訓練長
學歷:交通大學科管所博士、美國 Franklin Pierce Law Center 智慧財產權碩士、
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現任) 工研院產業學院訓練長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主任
經濟部工業局臺灣技術交易市場機制發展計畫計畫主持人
亞太智慧財產權基金會(APIPA)執行長
經濟部技術處落實產業技術綜合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制度評鑑專案顧問
 夏冰心 講師
學歷:碩士(取得 NACVA 國際評價師證照、專利發明人)
經歷:工研院產業學院 講師 暨 NACVA 國際評價師
工研院產業學院 講師
CVA,NACVA 國際評價師
2010~2018 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智權、加值行銷及評價業務經理

 研習人員權利義務：
一、研習證書授予：
1. 研習期滿，出席率超過(含)80%者，由工業技術研究院頒發結訓證明 。
2. 參加國外 CVA 線上考試(約 400 題英文選擇題，單選不倒扣)者，可取得繳交英文評價報
告受審核的資格，通過英文評價報告的審核者，即取得國際認可的 CVA(評價分析師)的證
書;未通過者，可在三年內重新送報告再次受審核。
3. 上述第 2 項通過英文評價報告審核者，可取得由工業技術研究院頒發之認證證書。

二、附註事項：
1. 學員須應主辦單位要求，參與評價案例實作及學習心得發表會。
2. 評價案例實作報告，須約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繳交。
3. 上課期間講師若以實際案例教授研習，學員應依主辦單位要求，簽具『保密契約』。
4. 為保障課程無形資產權益，學員上課期間不得進行錄音、錄影。

 注意事項：
1. 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敬請來電洽詢方完成報名。
2. 因課前教材、講義及餐點之準備及需為您進行退款相關事宜，若您不克前來，請於報
名截止日前告知，以利行政作業進行並共同愛護資源。
3. 因有跟國外購買教材部分，如報名截止日前未繳費，將視同放棄，謝謝。
4. 若原報名者因故不克參加，但欲更換他人參加，敬請於開課前二日通知。
5. 上課期間學員若因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參與課程者，恕不退費。
6.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無形資產評價人員及機構登錄管理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二項第(二)
款規定】
7. 本課程進行中。本課程備有學員簽到簿，學員上課應簽到；下課應簽退。
8. 遲到、早退逾十分鐘則該節課程時數應不計時數。

 諮詢專線：
吳小姐，TEL：(02)2370-1111#303，FAX : 02-23811000，mail：itri533299@itri.org.tw
廖小姐，TEL：(03)57-32859，FAX : 03-5750690，mail：itri534758@itri.org.tw

(報名表如下表)

2020年度【企業與無形資產評價】評價分析師(CVA) 國際認證班(夏季班)

報名表
發票抬頭

□二聯式(含個人) □三聯式，統編：
出生日期
性

身分證字號
聯絡傳真 (

別

聯絡電話

)

□ 女

兩吋半身照片

姓 中文
名 英文譯名

公司名稱：

□ 男

手機：
電話：(

)

聯絡地址
E-Mail

葷 素 食

□ 葷

□ 素

服務機構
服務部門

現任職位

工作
內容
畢業學校

學

系所

起 迄 年 月

歷
經

服 務 公 司

部 門

職 稱

工 作 內 容 摘 要

起 迄 時 間

簽 發 單 位

執 照/證 書 號 碼

授 予 日 期

歷
相 關 證 照

執 照/證 書

無形資產或
企業評價經驗說明
□【非會員/一般生-實體上課】每人 58,000 元(含稅、講義、便當、CVA 線上考試費用)。
報名費用

□【非會員/一般生-同步數位旁聽】每人 58,000 元(含稅、講義、CVA 線上考試費用)。
□【07/03(五)前完成報名繳費-實體上課】優惠價，每人 56,000 元(含稅、講義、便當、CVA 線上
考試費用)。

□【07/03(五)前完成報名繳費-同步數位旁聽】優惠價，每人 56,000 元(含稅、講義、CVA 線上考
試費用)。

□【歷屆學員考試】每人 3,000 元(含稅、CVA 線上考試費用)
□ATM 轉帳(線上報名)：繳費方式選擇「ATM 轉帳」者，系統將給您一組轉帳帳號「銀行代號、轉
帳帳號」，但此帳號只提供本課程轉帳使用，各別學員轉帳請使用不同轉帳帳號 ！！轉帳後，寫上您
繳款方式

的「公司全銜、課程名稱、姓名、聯絡電話」與「收據」傳真至 03-57-50690 廖小姐收。
□信用卡(線上報名)：繳費方式選「信用卡」，直到顯示「您已完成報名手續」為止，才確實完成
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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