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 寒假

新創公司法律實務

課程綱要

課程名稱：（中文） 新創公司法律實務

開課單位 科法專

（英文） Legal Guide for Startups

永久課號

授課教師： 蔡宜芯
開課班別 : 台北實體班、網路同步班、網路非同步班
學分數

1.00

必/選修

選修

開課年級 *

適合修讀對象：(專業能力、生活應用、留學)
成立新創公司是令人興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但是創業路上卻也充滿許多
挑戰與各種風險，挑戰著創業者忍受挫折的耐力、追求夢想的毅力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本課程介紹新創公司生命週期內將面臨的許多層面的重要法律議
題，從創業者籌備成立公司開始到創業者退場為止，包括公司成立、股權結
構、募資、員工、客戶關係、智慧財產權保護、稅務規劃、退場機制等相關
議題。本課程適合對新創公司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學生修讀。
學生背景 :
本課程將廣泛介紹新創公司在各階段可能面臨的法律議題，在廣度上較一般
法學院課程有更多的鋪陳，修課者並不需要具備特殊知識背景。
先修課程 :
本課程係入門課程，修課者毋須先修課程。
外文能力 :
本課程皆為英文教材，學生應具備良好英文閱讀能力。
課程概述與目標：（學習目標與學習結果個別分點說明）
本課程介紹新創公司生命週期內將面臨的許多層面的重要法律議題，從創業
者籌備成立公司開始到創業者退場為止，包括公司成立、股權結構、募資、
員工、客戶關係、智慧財產權保護、稅務安排、退場機制等相關議題。本課
程講者具有於美國大型律師事務所工作多年代表投資人的經驗，亦曾協助多
家新創公司向創投募資，將可提供國際實務界第一手資訊。本課程並將帶領
學生閱讀相關法律文件範本，於學期末另會安排不同領域的成功創業家與學
生座談，分享創業過程中的甘苦經驗。政府鼓勵創新、創業，但如果創業者
欠缺相關法律知識，將使創業成功機會大幅降低。本課程期能協助創業者邁

向成功之路，學生於本課程結束後將對創業過程的相關法律問題具有基本認
識，可避免創業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相關錯誤。
主要課程內容：
1、公司成立相關議題
2、募資相關議題
3、其他議題（智慧財產權保護、員工、客戶關係、稅務規劃等）
4、退場機制
學習目標：
1、掌握創業過程中的相關法律問題，避免創業過程中常見的法律錯誤。
2、與國際接軌，瞭解美國、香港等地金融圈實務，並熟悉國際常見的相關法
律文件。
3、建立分析、解決創業過程中將面臨問題的基本能力。
預期學習成果：
1、學生對於創業過程中的相關法律問題與法律文件，具有真切之體會與掌
握。
2、在課堂報告與案例討論之中，展現對於相關法律概念之清楚認識，並可有
效運用於實際案例上。
推薦教科書、參考資料、預習書單：
教科書（請註明書
主要授課教材：Emerging Companies Guide: A Resource for
名、作者、出版
Professionals and Entrepreneurs, Second Edition, Alan S
社、出版年等資
Gutterman & Robert L Brown, ABA Book Publishing
訊）
並將佐以其他資料。
課程大綱
單元主題

公司成立

募資

內容綱要

分配時數
講
授

1.何時成立公司
2.創業者與團隊成立公司前應注意
事項
3.公司設立地與種類
4.公司股權架構
5.創始人股份 (Founder Shares)
6.員工選擇權
7.公司章程

4

1.資金來源種類與比較
2.創投介紹
3.股權投資 Term Sheet 介紹

8

示
範

習
作

其
他

備
註

4.股權投資相關合約與交割介紹
5.可轉換債(Convertible Debt)介紹
6.眾籌 (Crowdfunding) 與 JOBS Act 介
紹
7.不同募資階段的相關議題
1.智慧財產權保護
其他創業者應 2.員工與獨立承包商
了解的法律議 3.客戶關係
題
4.選擇律師
5.稅務規劃
退場機制

1.併購
2.上市 (包括不同國家上市比較)
3.解散

4

2

教學要點概述(含實體、網路、非同步)：
學期作業、考試、評量︰（評量目標符合那些項目，進行方式及配分比重需
個別加以詳細說明，學期中交待事項需事先寫入課程綱要，如何評量學習成
果是否達成）
1. 課堂報告（30％）：本課程每次上課將保留部分時間由一組學生上台報
告，每組報告人數將視修課學生人數總數而定。報告內容為實際案例，涵
蓋上課內容，由學生練習將課堂習得之相關知識運用於實際案例之中。
2. 期末考（70％）：長度約為 2 小時，涵蓋本課程所有上課內容，題型方面
包括申論題以及實際案例，以測試學生是否掌握上課內容，並期待學生運
用課堂所學，分析處理實際法律問題的能力。
3. 上課參與(實體)：作為加減分之依據，上課參與特別積極或是特別冷漠不
用心者，將在 5%範圍內加減分。上課缺席三次以上者，無論是否事先請
假，從第四次開始，每缺席一次扣學期總成績一分。
上課參與(網路同步)：修課學生可於同步教學平台上提出心得或問題，上
課參與加減分標準與出缺席規定，同實體上課學生。
上課參與(網路非同步)：修課學生自第二周起，每週至少一次於 E3 平台就
該週上課內容提出二個問題，以參與課程互動，並供授課老師瞭解非同步
同學吸收理解狀況。
預期學習成果如何評量：
本課程之課堂報告鼓勵學生運用課堂所學分析實際案例並參與課程互動，
期末考內容涵蓋本課程所有上課內容，除傳統申論題型外，並包含實際案
例作為考試測驗題型，以檢驗個別同學對於預期學習成果各項之達成程
度。

課程相關資訊及其他教學方法說明 :
課程資訊公告與問題反映 :
1.課程相關事項將透過 E3 教學平台適時發布，課程相關問題可透過教師信
箱，或與所辦行政助理反應。
2.非科法所學生因特殊情形需請假及補課者，須經授課教師同意，並自行處理
錄音補課事宜。
科法所在職專班、博班學生符合申請資格者、及學分班學生，可以以下方式
上課 :
網路同步教學 : (說明口頭報告、出席率計算方式)
出席率計算方式 : (Adobe 平台線上登入點名):以登入同步教學平台，線上助教
點名為準。

網路非同步教學 : (說明口頭報告、出席率計算方式)
出席率計算方式 : (回覆 E3 平台錄影問題、Adobe 平台登入紀錄) :以 E3 平台提
出之問題為準，詳如下說明：
每週上課前必須聽完前一週上課錄影內容。為了確保此點按時達成，並且瞭
解遠距同學對於上課內容的理解狀況、能否跟上進度等，非同步上課同學在
每週上課時間到來之前，必須就上週上課進度的內容提出一個問題，貼在 e3
平台的討論區，以取代實際課堂參與，並且代替上課簽到。若當週確有不可
避免之情事，無法按時就上週上課進度提出問題，可以事先請假，但必須在
事後補上，不得豁免而不提出。若有漏未提出問題者，少一次扣期末成績一
分。有意以此方式上課者，請事先向任課老師以及課程助教登記。
師生晤談

排定時間

地點

連絡方式
htsai@tsaiandchen.com

每週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進度、內容、主題

1

公司成立：何時成立公司、成立公司前注
1/19/2018 (周五)
意事項、公司設立地與種類、公司股權架
6:30-9:30pm
構、創始人股份、員工選擇權、公司章程

2

募資：不同資金來源種類與比較、不同募
1/21/2018 (周日) 資階段介紹、創投介紹、與創投談判技巧
9:00am-12:00pm 募資：股權投資 Term Sheet 介紹—Economic
Terms

閱讀進度

3

1/26/2018 (周五) 募資：股權投資 Term Sheet 介紹—Economic
6:30-9:30pm
and Control Terms

4

募資：股權投資 Term Sheet 介紹—Control
Terms 與其他條件
1/28/2018 (周日) 募資：股權投資相關合約與交割介紹、可
9:00am-12:00pm 轉換債(Convertible Debt)介紹、眾籌
(Crowdfunding)與 JOBS Act 介紹、不同募資
階段的相關議題

5

2/2/2018 (周五)
6:30-9:30pm

其他：智慧財產權保護、員工與獨立承包
商、客戶關係、選擇律師、稅務規劃、保
險、租約

6

2/9/2018 (周五)
6:30-9:30pm

退場機制：併購、上市、解散
創業家座談會
期末考

請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課程教師保留調整課程內容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