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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傅文芳所長

家族企業在過去撐起臺灣經濟主力，近十年來，如何讓家族
企業永續經營與傳承，成為上一代創業家最擔憂的議題。尤
其家族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家族成員、企業規模及所有權結
構的複雜度漸深，家族資產和財富的累積，以及外部成員的
加入等因素增加家族企業傳承的難度。

安永長期耕耘家族企業傳承接班業務，深切體悟家族企業發
展的成敗往往與家族治理有高度關聯性。多數家族或家族辦
公室在家族治理規劃上經常只著重其中幾個面向，例如家族
信託及資產，有些甚至沒有規劃，以致傳承計畫失衡。

如何建立家族治理，家族成員、內部執行團隊以及外部專業
人士是不可或缺的團隊成員，但建立理想家族治理架構並非
一蹴可幾，因每個家族最適合的治理機制與架構不同，在落
實計畫前，需要逐步評估及分析。

因此，安永首次透過調查臺灣上市櫃公司中的家族企業，了
解目前家族企業在家族治理各個面向的現況，提出適合臺灣
家族企業的家族治理模式，期望此份調查報告可以啟發各家
族企業提早開始傳承規劃，我們也當盡外部專業人士的責
任，一起與您共同邁向永續經營。



國立政治大學

邱奕嘉教授暨商學院副院長

家族企業一直是臺灣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在為數眾多的中
小企業中，許多都是家族企業的型態，即便是上市櫃公開發
行的公司，也有近半數以上是家族企業，或以類家族企業的
模式在運營。因此，家族企業運作的好壞，對臺灣經濟發展
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許多研究也發現，透過家族成員與專業經理人良好的分工與
互助，對企業長期發展帶來許多正面的幫助：首先，透過引
入專業經理人，可以為企業帶來創新與突破式的經營模式，
為企業發展注入活水；而在成長轉型過程中，透過家族企業
成員，能有效傳承企業文化的價值，讓企業在轉型過程中，
有一股穩定的力量。這種結合多元創新與價值傳承，平衡長
期與短期利益的發展模式，對企業永續經營具有莫大的助
益。這也是歐美許多百年的公司，都是以家族企業的模式在
運作。

然而，如何創造專業又平衡的治理模式，有效結合家族成員
及專業經理人的優勢，並在世代交替的過程中，培養適合的
接班梯隊並傳承相關的價值體系，一直是臺灣家族企業經營
的重中之重。

這份調查協助我們了解臺灣上市櫃家族企業，如何面對上述
的挑戰。對於想深入探索的產官學界，這是一個重要參考的
資料。而對於同是家族企業成員的實務界人士，更可以發揮
見賢思齊的功能。

期待這份報告的問世，可以為臺灣家族企業的發展，扮演一
定程度的貢獻。



21世紀以來，臺灣企業的前瞻思維以及冒險精神，開創了經
濟起飛的產業奇蹟。隨著全球化的經濟鏈結、科技創新的應
用多元，以及企業領導人交棒等因素，許多臺灣企業紛紛重
新思考接班傳承的議題。

其中，家族企業領導者面臨的特殊挑戰即為如何在企業成長
及家族傳承兩方面皆能細水長流，透過國外成功家族企業案
例的啟發，安永認為家族企業的家族治理建立應是當務之
急。

然而如何將家族治理這種嶄新的概念，本土化的導入到臺灣
家族企業，安永與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共同合作，以家族治
理議題為主軸，分析臺灣家族企業於家族治理的現況以及想
法。透過臺灣家族治理的現況分析，與臺灣家族企業一起探
索應如何建立家族治理，希望透過這一份調查，與家族企業
共同成長，傳承永續。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劉惠雯營運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林志翔執業會計師

自安永家族辦公室團隊成立以來，無論新聞時事或是實務經驗皆
常聽聞臺灣的家族企業在傳承接班上面臨困境的議題，鑒於能順
利接班且永續傳承的案例鮮少，安永家族辦公室開始思考，是否
有其他因子影響臺灣家族企業成功接班傳承?

安永發現，相較於單純的企業股權架構規劃或傳統的接班計畫，
家族企業應從完善家族治理出發將家族企業的人（家族成員之間
的和諧）、事 （家族企業的永續長青）、物（家族財富的累積
傳承）鞏固並延續，才是確保家族企業永續傳承的核心。

這一份調查，是安永家族辦公室從家族治理的不同面向出發，以
實務經驗探討家族企業在家族治理上可能面臨的議題。期望可以
藉以檢視家族企業在家族治理建置上的痛點，並建議家族可思考
之強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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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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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非家族企業,

安永家族企業認定三方式：

1. 單一家族持股（透過個人、家族控股公司、基金
會、信託）超過30%

2. 單一家族與其姻親持股（透過個人、家族控股公
司、基金會、信託）超過30%

3. 單一家族與其姻親對該公司具重大影響力：

• 家族（含姻親）所控之持股為最大股東，且

• 家族（含姻親）所控董事席次超過半數

1調研說明

歐美許多百年企業，皆為家族企業，其能永續經營的關鍵，在於良好的傳承與治理模式。家
族治理，係透過特定機制、規則以及治理機構將家族願景和家族價值觀形式化，使家族得以
凝聚共識，並調和可能之衝突，對家族及家族企業成功的永續傳承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尤其
是對歷經多次世代傳承的家族企業更是如此。

落實家族治理，有助於家族及家族企業達到共識的凝聚、家族及企業間界限之建立、制度的
透明化及傳承之規劃成效，使家族降低傳承過程中可能之衝突，完成成功的傳承。臺灣約有
152萬家企業，中小企業約占97.65%，其中絕大多數為家族企業，安永調查臺灣上市櫃企業
也有五成同為家族企業。由此可見，臺灣多數就業機會係由家族企業所創造，它的存亡與傳
承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安永與政治大學商學院共同合作，調查臺灣上市
和上櫃公司共1,740家（以2021年6月31日為基
準）之年報資料（2020-2021共2年），了解每家
上市櫃公司持股結構，依安永家族企業認定方式，
判斷該企業是否為家族企業，調查結果顯示，臺
灣上市櫃公司中，約有54%為家族企業。

圖1：臺灣上市櫃公司家族企業占比

近十年來，臺灣許多企業開始面對傳承與接班問題，如何凝聚家族共識並調解可能之衝突，傳
承家族願景和價值觀，並有效治理與發展，成為企業領導人最關心的議題。因此，安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與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合作，以家族治理議題為主軸，透過量化問卷調查和質化深
度訪談企業，分析臺灣家族企業在經營上的現狀與問題，期望協助企業及早規劃與布局，避免
在接班過程中遇到嚴重的阻礙與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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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 總裁 董事長
總經理或
執行長

財務長、協
理、董事等
其他職位

總計

百分比 22.8% 3.3% 39.1% 17.4% 17.4% 100%

此次受訪家族企業填答者，大多數為董事長或是企業創辦人，占約62%。

1調研說明

本研究探討家族治理對家族企業傳承之影響，問卷以此為主題進行發想與設計，包括家
族成員、家族企業和家族財富三大層面（圖2），量化問卷調查以臺灣上市櫃公司之家
族企業為母體，共發放108份問卷，取得61份有效樣本，調查對象主要為企業董事長或
是企業創辦人，占約62%（表1），調查方式主要採問卷方式進行。

質性訪談則由安永稅務服務部家族辦公室團隊和政大商學院邱奕嘉副院長組成團隊，與
5家家族企業董事長/總經理進行面對面深度訪談。為了能讓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實際反
映家族治理和接班經驗甘苦談，本研究將不公開公司名，主要將訪談取得的經驗與重點
呈現於本研究分析中。這5家家族企業之產業分別為鋼鐵工業、光電業、建材營造、化
學工業和商品批發業。

圖2：問卷調查設計構想

表1：受訪者角色



2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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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家族治理

資料來源：安永家族辦公室。

在開始探討家族治理的關鍵要點前，家族應
先了解為何需要「治理」，方能注意藏在建
立家族治理機制之細節。安永於2021年發
布的 EY Global Family Office Guide 提到為
何需要治理的三個原因：

1. 需定義目標、理想、願景及價值觀
2. 需管理不同的期待與優先順序
3. 需建立共識的衝突處理機制

各家族的治理架構、背景情境及重點發展的方向雖不一定相同，但家族治理的內容原
則上可歸納成以下六大面向：家族凝聚力、家族治理過程、家族監督機制、了解家族
企業以及設立界線、家族慈善機構、家族信託及資產，六者缺一不可。

而當一個家族缺乏家族治理時，就
可能會在無意間造成家族成員間彼
此的摩擦及意見之分歧。

為何需要家族治理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表2：家族治理六大面向

資料來源：安永家族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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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調查研究顯示，對臺灣家族企業而言，目前家族治理中最需要強化的項目前三名
分別是：

1. 完善家族接班計畫（33%）
2. 傳承家族願景和價值觀（24%）
3. 家族規範與責任的訂定及制度化（16%）

家族成員為治理的核心，家族的規模及角色為治理架構的重要考量：

1. 家族成員人數以及傳承世代數，人數越多、世代越多，所面臨的情況越趨複雜，越
需要制訂排解衝突及獲取權利的考核機制。

2. 每位家族成員在家族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是股東及經營者，其擁有的權力
與承擔的責任不盡相同。家族的領導者，必須分辨新世代家族成員的性格及能力，
將成員安排至對的位置。

家族成員

本研究調查目前參與家族企業的經營及管
理的家族成員中，除受訪者本人以外，尚
包含哪些家族成員：目前家族企業中多由
配偶、子女或是兄弟姊妹等成員共同參與
企業營運與管理。其中最高者為子女，約
占27%（圖5）。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圖4：家族治理中最需強化的項目

家族企業中多由子女、兄弟姊妹或
是配偶等成員共同參與企業經營

圖5：參與家族企業經營的家族成員

目前臺灣的家族企業在家族治理中，最需要強化的項目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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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情感維繫是家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當一個家族缺乏凝聚力時，可能會遇到
以下的問題：

► 目標、理念及價值觀的分歧
► 無效的溝通
► 缺乏透明化與信任
► 接班者無法帶領家族企業成長
► 對企業傳承規劃、家族財富調度，無法方向一致的進行協調和管理
► 容易產生家族內鬨紛爭，進而危害公司與所有權和財富治理

本研究調查41%受訪家族企業會以「聚餐」方式進行感情聯繫，另有20%受訪企業採
旅遊及18%是利用掃墓的機會維繫家族情感，而61%的受訪家族企業表示會定期舉辦
聯繫感情的聚會。

是否為定期活動?

啟動家族治理之關鍵要點：非正式治理與正式治理

既存的家族治理架構可能包含「非正式治理」及「正式治理」兩大類：

「非正式治理」機制，形成於家族事務、家族企業經營層面上，以家族成員間互
動的默契或約定成時下的治理模式。一般而言，較為軟性且感性並富有創辦人精
神及家族共同價值觀，有助於增進家族成員對家族之認同、強化家族關係及凝聚
力，讓後代及接班人在世代傳承保有創辦人之初衷。常見的形式有：家族間定期
的餐桌會議、不成文的家訓、家規甚至是家族共同的價值觀等等。

1. 非正式治理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聚餐是臺灣家族企業成員情感維繫的重要聚會

圖6：家族企業聯繫情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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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臺灣家族企業是否有相關非正式治理機制，受訪的家族企業中，54%透過
餐桌會議或家庭聚會來進行家族互動，形成默契，28%家族企業有家規以及家訓；但
受訪家族中仍有6%企業未有「非正式治理」機制。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圖7：家族企業的「非正式治理機制」

圖8：非正式治理機制對企業運作帶來的影響

非正式治理機制中，「餐桌會議或家庭聚會」顯著影響家族企業營運情況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形式的「非正式治理」機制是否會直接影響家族企業對於企業運
作影響程度的看法，本研究以統計中的「交叉分析」與「迴歸分析（Regression）」
檢測變數間是否具有關聯性。

良性發展的「非正式治理機制」，可助
於增進家族及企業經營的和諧，然而，
「非正式治理」有時卻可能影響，甚至
凌駕於制度化的規範（非正式治理多無
明文規範），造成家族傳承及企業治理
上的衝突。

本研究調查家族企業對於「非正式治
理」機制對企業營運究竟是抱持著正向
或負向的看法，結果顯示超過75%的家
族企業認為「非正式治理機制」對企業
運作造成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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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此次問卷回收共61份，其中有57家的家族企業目前有「非正式治理」機制，進一步
分析各項非正式治理機制中對受訪家族企業帶來正面或是負面看法，最後以迴歸分析
（Regression），確認不同形式的非正式治理機制對企業運作影響程度的分析，結果
顯示，不同「非正式治理」機制與家族企業對於企業運作影響程度的看法大多為獨立
變數，互不干擾，僅「餐桌會議或家庭聚會」此變數會直接影響「家族企業對於企業
運作影響程度的看法」，即家族企業是否有「餐桌會議或家庭聚會」此機制對企業營
運有直接的影響，詳細統計分析請見附錄表3和表4。

「正式治理」機制，係透過明文規定或具法律約束力的方式明定家族成員之權利
義務、成員間關係之維繫、與家族企業之關係、家族及企業決策模式、控股工具
之運用、家族財富分配方法等。一般而言，較能於衝突產生時作為解決紛爭之依
據，強化家族永續傳承之目標，但因建立需投入一定成本及時間，家族落實比例
偏低。例如：正式家族理事會、家族大會、家族辦公室、家族憲章、閉鎖性公
司、信託等等架構工具。

本研究調查臺灣家族企業是否有相關正式治理機制，受訪的家族企業中，最常見
的方式為透過家族企業董事會或股東會，來明定家族成員之權利義務、成員間關
係之維繫、與家族企業之關係、家族及企業決策模式、控股工具之運用、家族財
富分配方法（3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受訪的家族企業中，仍有22%的企
業並沒有正式治理機制。

2. 正式治理

圖9：家族企業的「正式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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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再深入調查「正式治理」機
制對家族及家族企業運作的
影響程度為何，79%的家族
企業認為正式治理機制對企
業帶來正面的影響。

圖10：家族企業認為「正式治理機制」對企業
帶來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正式治理」機制對家族企業運作影響分析，同樣採統計「交叉
分析」與「迴歸分析」，檢測變數間是否具有關聯性。這次問卷回收共61份，其中
43家的家族企業目前有「正式治理」機制，18家企業目前尚未有「正式治理」機
制，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正式治理」機制與「家族企業對於企業運作影響程度的看
法」大多為獨立變數，互不干擾，僅「家族企業控股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此變數直
接影響到「家族企業對於企業運作影響程度的看法」，詳細統計分析請見附錄表5和
表6。

家族企業常見的一項問題即為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無法分離，相互影響家族企業營運
情況。而運用家族企業控股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來落實及執行家族的正式治理，即可
在家族及家族企業間建立防火牆，避免對家族企業營運產生負面的影響，惟此觀念在
家族企業裡仍待導入（參見圖13）。



17︱邁向永續經營，家族治理對家族企業傳承之影響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家族辦公室的概念在歐美行之有年，目的在於協助家族凝聚家族財富，並依其需求打
造客製化的有形及無形資產管理策略，以利家族財富能順利傳承給下一代。

家族辦公室

近年來臺灣家族企業開始重視且引進國外家族辦公室概念，但比例仍不高

圖12：家族辦公室設立現況

近年來臺灣家族企業開始重視且
引進國外家族辦公室概念，但比
例仍不高，本研究調查臺灣家族
企業是否有建立家族辦公室，受
訪的家族中僅有11.5%的企業有
設立家族辦公室，絕大部分企業
皆無設立。

家族辦公室的服務，根據安永國
外研究從財務規劃、策略、治理
及諮詢這四大層面可進一步細分
成12種主要服務：投資管理服
務、慈善管理、生活管理和財務
預算、培訓和教育、 遺產和財富
規劃、商務和財務諮詢、行政管
理服務、 接班傳承規劃、申報和
紀錄保存、風險管理和保險服
務、合規及法遵協助、稅務和法
律諮詢。

圖11：家族辦公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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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資產

家族資產可分為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兩大類。其中有形資產傳承較為具體，例如，
金融資產及投資資產、營運公司及營運資產。而無形的家族資產傳承需要家族長期
培養，從優秀的成員（人力資本）、處事的經驗（智慧資本）、豐沛的人脈（社會
資本）、家族企業文化及理念價值觀，關鍵的無形資產能使家族的價值創造力能夠
跨代維持。

本研究調查臺灣家族企業最重視之家族無形資產，就問卷結果顯示，家族企業最重
視的選項依序為：家族價值觀、家族成員企業經營能力、家族成員健康。其中家族
價值觀占比高達30%。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無形資產傳承需要長期培養，臺灣家族企業最重視家族價值觀、家族成員企業經營能
力和家族成員健康

圖14：家族最重視的無形資產

圖13：家族辦公室設立目的

家族辦公室可協助家族企業傳承，但國外的成功案例其環境和使用工具皆與臺灣有
所不同，若只是單純的效仿而無整體的治理和策略來落實家族辦公室，將無法發揮
效果，造成傳承規劃未臻完善。家族應思考對未來發展的期待，並從前述歸納的12
項功能出發探討家族的優先需求，再應用到臺灣初起步的家族辦公室，逐步擴展家
族辦公室的規模。因此，本研究進一步訪問設立家族辦公室的家族企業，其設立家
族辦公室的目的，受訪的家族企業表示其目的最主要是強化家族治理、制定接班人
計畫，以及集中管理家族財富。

臺灣家族企業設立家族辦公室，主要功能是用以強化家族治理、制定家族企業接班
人計畫和集中管理家族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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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依其專業各司其職

我畢業之後直接進入公司，至今已有十七年，在整個接班過程中，主要在營造廠和建設
公司累積經驗，從工作中學習，逐步往上晉升。目前家族成員在公司任職主要依其專長
負責不同領域，妹妹是基金會執行長，社會企業責任如教育活動、建築設計或美學與閱
讀等等孩童教育活動主要也是由她負責；弟弟專業在土地開發，負責另一家建設公司，
我跟弟弟業務上較常會接觸，但各自負責不同案子。

實地訪談分享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家和萬事興

◼ 訪談對象為臺灣建材營造上市公司總經理，為董事長的長子。該公司從土地開
發、規劃設計、建築營造到售後服務，規劃人性化、精緻化、多元化及高品質的
建築產品，提高建築技術，近年更不斷與國際知名建築團隊合作，以符合日新月
異的市場需求。

◼ 成立：1973年

公司決策：家族聚會提出討論，在公司經營會議上進行決策

公司組織較扁平化，不像其他公司要層層上報，所以我們任何問題就直接找董事長討
論與解決。平常家族聚會是每天中午十二點一起吃飯，此時有什麼想法都可以提出，
遇到問題即可儘快解決，因此公司決策會在此家族會議裡面討論，不管是正式或非正
式，但會於每周一上午的高層主管會報中再提出與大家進行討論，若有不同意見，會
進行修正。

企業文化很彈性，我們會常常採納不同意見，父親覺得每個人是平等的，因此我們會
聆聽每個人的意見，而且我們有一個跟其他公司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的座位都是跟所
有員工在一起，沒有個人獨立的辦公室。

家族精神與價值觀傳承：家和萬事興

家和萬事興，再來是誠信、勤儉和正直。

接班梯隊與股權

接班梯隊目前有開始在思考中，目前董事會基本上也是家族完全可以控制的，家族企
業股權由家族投資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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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談分享

穩健樸實的企業文化

◼ 訪談對象為臺灣化學工業上市公司董事長的兒子，目前已進入家族企業中任職。
董事長本人為第二代接班，此次訪談董事長授權兒子接受採訪，第三代也充分反
映父親董事長在家族治理與企業經營的想法。

◼ 該公司原為硫酸工廠，面對產業轉型與開放性的國際市場競爭壓力，調整產品發
展策略，從基礎無機化學跨足到特用有機化學，並拓展海外市場，60多年來腳踏
實地的隨時代發展穩建成長。

◼ 成立：1956年

家族成員依意願進入家族企業

除了父親，目前有母親、叔叔和我在企業裡。我有一個姊姊和弟弟，只有我在企業中
任職，姊姊是讀化學但並沒有進入家裡的企業，因她本人對此生意沒有興趣，反而我
一直以來是學藝術，卻投入化學產業中! 一開始進入企業時，主要在營業部門，了解臺
灣與國外的客戶，之後則到工廠裡學習。

家族成員與
家族治理2

樸實的企業文化

化學產品的週期性比較長，產品變化性很少，企業以穩健發展為主，因此風格也較實
在，加上我們80%客戶為臺灣本土客戶，並不像臺灣有些傳產以外銷居多，這也呈現
在員工的氣質上，所以我們的業務員也很樸實。

「聚會」為最主要非正式溝通機制

家族並無家族憲章或明文規定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機制，聚會比較像是所謂的非正式治
理機制，我跟父母每天都會見面，很多想法會持續在聚會上溝通。

穩健中求擴展

公司的營運方向一直很穩定，沒有甚麼改變，但我們也在規劃可以成長和擴展的方法，
我們家族目前尚未想到傳承，比較多在討論擴展，這同時也涉及股權的分配，最實際的
像是增資，那股權被稀釋的比例為何。另外併購也是我們討論的重要環節。

與外部專業經理人磨合

以我們公司來說，由內部培養專業CEO相對困難，父親近兩年開始願意找外部專業經理
人來擔任管理層，但在企業文化上仍需要磨合一段時間。



3家族企業所有權
治理與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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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規劃及接班計畫應統籌兼顧，缺一不可

企業與所有權治理

臺灣家族企業在過去30-40年期間，創辦人都是強人且身分重疊，既是家族成員，也是
董事、股東及員工，容易產生家族與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之界限無法釐清，影響家
族企業之運作，例如董事會無法真正發揮監督公司相關職責。

對於一間公司而言，「股權」無疑是穩定基業的關鍵，它代表著一家公司的所有權，
當擁有的股權愈多，相對地對公司的掌握度也愈大，進而更能鞏固公司經營權；對於
家族企業來說，所影響的層面又須多考量「家族治理」的因素。

本研究調查目前臺灣家族企業股權持有方式，受訪的家族企業中大多數的家族企業股
權多由家族成員直接持有，約占46%；其次則為透過家族投資公司持有，約占37%。

圖15：家族企業股權持有方式

* 家族成員指父母、父母的兄弟姊妹或其家族成員、配偶、子女、兄弟姊妹和兄弟姊妹之家族成員
等自然人；家族投資公司指家族共設之控股公司，其股東為家族成員；家族閉鎖性公司指家族
共設之控股公司，其股東為家族成員；家族信託為家族共設之控股工具，其受益人為家族成員

圖16：家族控股滿意度

家族企業所有權
治理與接班3

進一步了解受訪家族企業目前對家族
控股滿意度現況，受訪者中63.9%家
族企業對目前持股方式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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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所有權
治理與接班3

家族企業接班

家族企業是創辦人一生的心血結晶，相信創辦人都希望家族企業能代代永續傳承，因
此如何傳承一代接一代，肯定是掌門人應仔細思考的重要課題，對於家族企業而言，
接班除了是必經之路，更是最重要的難題。

本研究訪問家族企業認為接班人最需具備的重要特質，受訪的家族中，有31%企業認
為家族接班人需有正直誠信的人格特質，其次重要的為創新、企業變革能力(28%)，
以及經營獲利的能力(20%)。

圖18：家族企業接班人重要特質

十年磨一劍，接班人的選定和培養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正直誠信、創新、企業變革
能力以及經營獲利能力是臺灣家族企業認為接班人最需具備的重要特質

圖17：家族企業是否設置持股轉讓限制

以家族為首的家族企業在股權掌控上，常
見的擔憂為家族成員持股的外流，以致家
族企業所有權及經營權之易手。本研究探
討目前家族企業中是否也有設立此條例進
行互相約束與規範，例如，轉讓對象與資
格、轉讓價格、優先承購順序，僅有9.8%
受訪家族企業設有股權轉讓限制，其餘企
業皆無設轉讓限制。

為瞭解股權持有現況中的何種選項因素，會影響到家族企業對於目前持股方式滿意
度，以統計分析進一步拆解資料，並進行交叉分析，再利用迴歸分析檢測關聯性，
分析結果為僅「家族成員直接持有股權」此變數直接影響「家族企業對於目前持股
方式滿意度」，詳細統計分析請見附錄表7和表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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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家族企業接班人計畫建立與否

家族企業若想維持其競爭優勢，培養優秀的接
班人是格外重要的事情，藉由此次受訪，我們
可以了解家族企業中設立接班人計畫的比例，
62.3%受訪家族企業設有接班人計畫。

家族企業所有權
治理與接班3

圖20：企業接班人培養

企業接班人培養：較多數家族安排接班人進入家族企業培訓

家族企業通常具備經營權與所有權重疊的特色，意即管理階層和大股東主要多為家族
成員。當家族企業的利益相當於家族成員的利益，其在決策上較能以家族企業的長期
目標為考量，而非僅注重短期利益，也因此相較於一般公司，少有經營者為了自身利
益而做出違背公司利益的情況。

較多數家族企業預計未來經營與管理模式為家族掌控董事會，經營管理階層與專業
經理人共治

家族企業若已設有接班人計畫時，
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對於下一代接班
前，受訪家族企業是否會希望其到
不同企業中進行磨練，或是希望其
保持原家族企業的精神與文化，直
接進到公司內部培訓。對於家族企
業接班人培養，較多數企業是直接
安排進入家族企業，約占57.4%，
而42.6%企業希望接班人先到外部
企業進行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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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所有權
治理與接班3

但從另一角度切入，隨著家族企業規模逐漸擴大及整體商業環境改變，家族成員當中
未必具備足夠專業知識或能力因應各項經營挑戰，而企業主仍堅持傳子不傳賢、掌控
家族企業董事會席次時，勢必會對家族企業未來的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對此，其因應
之道在於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的落實，可透過引進外部專業經理人，發揮獨立董事職
能，客觀衡量家族企業營運績效，提升家族企業未來決策的品質，強化家族企業整體
運作的效能，使經營更上軌道，也確保未參與家族企業經營的家族成員股東、非家族
成員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受到保障。

因此，本研究訪問各家族預計以何種角度，參與家族企業的經營及管理，48%受訪家
族企業，希望由家族掌控過半董事會席次，但在經營管理層面由家族成員與專業經理
人共治（圖21）。

接班是企業必經的過程，通常需要10年或是更長的時間。對於家族企業而言，接班除
了是必經之路，更是最重要的難題。

然而傳承不僅僅只是傳承實質財產，更需要傳承無形價值，例如：傳承經驗知識、關
鍵經營技術、接班梯隊培養、人脈社交網絡。其中更重要的傳承包含家族治理、企業
文化理念、企業核心價值，而股權的規劃布局更是關鍵。

安永建議接班計畫及股權規劃應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切勿顧此失彼。當接班人所有
權不夠強，經營權也就相對地不穩定。家族企業在培養接班人計畫裡，股權規劃需一
併思考與進行。

家族掌控董事會，且為經營管理階層（家族掌過半
董事、總經理為家族成員）

家族掌控董事會，經營管理階層與專業經理人共治
（家族掌過半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為專業經理人

與家族成員出任）

家族掌控董事會，經營管理階層由專業經理人擔任
（家族掌過半董事、總經理為專業經理人）

家族僅持股東身分，不參與經營

其他：視情況而定

圖21：家族企業未來經營與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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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談分享

家族企業所有權
治理與接班3

創業與接班傳承

◼ 訪談對象為臺灣光電業上櫃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是全球領先的自動化生產解決
方案暨物流系統供應商，產品及解決方案涵蓋自動化倉儲、包裝系統、高科技
及傳統產業物料搬運系統、物流中心系統、生產自動化設備、科技養殖系統、
5G散熱系統等產品。

◼ 成立：1976年
◼ 生產基地位於中國大陸、臺灣及越南，集團全球員工超過三千人

企業存亡與傳承：創業起20年內，接班人培養將是影響企業存亡的關鍵

在創業45年的經驗裡，企業存亡大概有5個階段，第一個關鍵是3年，創業者的產品
在市場是否會被接受；第二個是5-7年，內部組織、合夥人或股東等內部管理的穩定
性；第三個是第10年，產品是否持續創新，否則將被淘汰；第四個是第15年，內部
組織是否成長與新事業是否拓展；第五個是第20年，公司是否培養出接班人。

創業者的家族企業若無人接班，那一定要有專業經理人，但是要找到與創業者精神
相符的專業經理人很難。一個規模上千人的公司，接班人沒有培養五年以上是無法
接班的，我覺得比較正常的是應該要十年，十年才能夠培養出一個接班的人。

接班人的培養：從小耳濡目染

兩個兒子目前皆已接班，他們從小開始暑假就在工廠裡邊玩邊學，耳濡目染，自國
外留學歸國後，本來是希望可先至外面企業磨練，但幾乎沒有這樣的機會。我的事
業體包括機械、電子等等，接班與分工上並非採分工不分家或分工分家，而是分區
，大兒子接臺灣的公司，小兒子則接大陸的公司。

接班過程在初期因歷練差距是沒辦法密合銜接的，因此在銜接過程中，我培養了專
業經理人先接班，例如機械事業體先傳承給與我一起打拼的中間幹部，之後再傳承
給兒子。

股權傳承規劃：經營權一定要給有能力的人

依能力會有些微差異。股權大家都會分配到，但經營權一定要給有能力的人，才能讓
企業持續永續經營。

未來規劃：健全董事會功能與持續創新發展

目前我們的董事會並不直接參與經營，主要是審核公司的合規性，我也開始著重在
重新組織董事會的功能，讓董事會的成員能夠深入了解產業經營，能夠對經營管理
產生貢獻的能力。另外，經營者與團隊必須隨時要能創新發展，一直滾動成長，產
品才跟得上市場，若發展太強，也會意見不合，這個時候就適時讓它獨立出去一個
分公司或獨立一個經營的團隊也是可行的，看當時狀況去設立機制，因為社會和人
都是變動的，必須要因人而異、因事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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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所有權
治理與接班3

實地訪談分享

經營權穩定，股權是關鍵

◼ 訪談對象為臺灣鋼鐵業上市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是中部最大條鋼廠，是臺灣唯一可
生產型鋼、條線及鋼筋三大類產品的煉軋合一鋼廠，也是東南亞各電爐廠中首先成
功開發以電爐生產特殊鋼胚的鋼廠。

◼ 成立：1969年

要當領頭羊，一定要增加持股

公司原本由七個不同家族共同投資擁有，五十三年前，我們家族算是其中一個小股
東，並不是主要大股東，七個家族的成員進來公司事業體中任職，當時我的爺爺因
表現得到股東的賞識，所以後來公司由他來管理，經過這五十幾年來我們才慢慢地
變成最大的股東，持股將近六到七成。

其實某些上市公司經營權紛爭案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自己本身從來沒有增加股權，
我自己本身的觀念是，誰要當頭，一定要把自己的獲利做出來，一定要一直增加持
股，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增加持股，其實相對的，股權就一直不斷被稀釋，就有現在
看到的經營權問題。要當領頭羊，自己本身一定要增加持股。

家族優良傳統傳承

我們不是一言堂！同事與專業人員可提出任何想法或意見。

接班梯隊：依能力與執行力而定

近年陸續有不同的年輕家族成員進到公司，其實在兩三年前我也提出要編列一些教
學去教育這些新董事，所以目前為止教材都有，我們就開始帶他們分階段去了解公
司，同時公司內部我們也要培訓一些新主管，未來部分考量當然也包括要有一些專
業經理人。

在我個人想法中，公司本身就是一個教育體系，今天晉升上來的主管就是當時教育
出來的，有能力和執行力的，自然而然就能出線。

願景：永續經營的企業

希望公司可以成為一個真正永續經營的企業，不管是資方還是勞方可以找到一個互
相扶持的方式共同前進，目前我們還在持續轉型中。同時我們也要適度激勵公司的
新人新血，讓年輕人也會對公司有希望，願意努力往上晉升。



4家族財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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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治理之需求源自於家族財富之累積，雖與家族企業之盈餘分配及投資理財規劃與
財富管理息息相關，然而財富治理並非僅是從個別家族成員如何快速增加財富，或一
時的險中求富貴為思考出發點，而是從家族治理的角度出發，思考如何以家族作為單
一個體，家族成員間彼此協調、合作管理家族的財富，穩健地守住、安全地增長並永
垂不朽傳遞到後代。

而財富治理最簡單的作法，便是透過家族辦公室結合內部與外部之專業人士，運用各
類傳承工具（例如：保險、信託）在依循家族憲章下，訂定財富傳承的藍圖及方式、
分散或避開可預見的風險及衝突。本研究調查臺灣家族企業是否已透過如企業股權、
不動產、現金等規劃家族的財富傳承，受訪的家族企業中51%並無特殊規劃家族的財
富，僅透過贈與來進行財富傳承，另有21%藉由保險或是信託方式進行財務規劃。

圖22：家族財富規劃

同時，家族企業不僅著眼於家族有形資產的擴充及傳承，對於如何延續家族企業文
化精神及價值觀也是相當重視，當家族企業規模日漸壯大，創辦人或經營者便開始
思考如何秉持家族企業的經營理念，有效運用企業資源回饋社會，藉此將家族文化
傳遞出去，發揮社會影響力。

本研究調查臺灣家族企業進行公益慈善捐助之方式，受訪家族企業中，37%透過外
部公益信託或慈善基金會來進行公益慈善捐贈，另有23%會自行設立公益信託或慈
善基金會，僅有5%的家族企業是藉由家族辦公室進行公益管理（圖22）。

家族財富治理4
財富治理：51%受訪家族企業並無特殊規劃家族的財富，僅透過贈與進行財富傳承，
另有21%藉由保險或是信託方式進行財務規劃

運用企業資源回饋社會 家族公益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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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訪問進行公益慈善捐助的目的，受訪家族企業進行慈善捐贈目的多是為了回
饋社區，約占37%，其次是針對特別關注某領域的社會問題（33%）。

圖24：家族企業公益捐贈目的

家族企業財富要綿延子孫，如何變出第二、第三成長曲線往往是家族企業的關注焦點，
家族企業與資本，通常透過以下方式達成創新目的：

家族財富治理4

圖23：家族企業公益捐贈形式

回饋社區和關心特定社會議題為臺灣家族企業公益捐贈目的

創新為家族企業財富帶來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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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再深入訪問若家族企業有以家族財富投資家族成員新創事業，其主要目的為何?
就受訪的家族企業而言，投資家族成員的新創事業，主要目的為藉由新創事業，進行
企業多角化經營，約占35%，且同時能給予家族成員多元發展的機會（35%）。

圖26：家族企業投資新創事業主要目的

家族財富治理4

圖25：家族財富投資家族成員新創事業比例

本研究調查家族企業是否使用家族財富，
投資家族成員之新創事業，受訪企業中，
39.3%的家族企業將家族財富投資於家
族成員的新創事業。

1. 藉由家族憲章、家族閉鎖性控股公司、家族私募股權基金等工具，激勵家族
成員到外部開疆闢土，成立或投資新事業，擴大家族事業版圖，活化家族資
本並分散風險，為家族開創第二、第三成長曲線。

2. 引進外部策略性投資人，例如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挹注新的資金、通路、
人才以及制度導入等，協助家族企業再造競爭力。

3. 透過併購手段以取得新的商業模式、核心技術或人才，促進家族事業轉型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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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財富治理4

善的能量

◼ 訪談對象為臺灣商品批發業上市公司董事長，該公司為專業碳纖維球拍OEM與
ODM及相關運動用品銷售之廠商。近十年來，更跨足於其他碳纖維運動產品，
已取得多項專利，事業版圖快速成長。

◼ 成立：1982年

實地訪談分享

企業經營模式：善的循環

我給團隊最大的期許是，商品如果不能感動人心，那就不要推出，要推播出去的商
品，本身就是一個可感動人心給社會正能量的撼動器，如同丟出的石頭，在掉到地
上時發出的聲音是正面能量。而我們公司產品目前大概有一半已達到此水準。

我的商業模式也是如此，例如，羽毛球拍的保障保固回饋，若三年內球拍都完好，
可透過我們捐贈給偏鄉的兒童或是山地的小學，即贈送一件價值1,200元的汗衫，
無形中物盡其用的概念。

同時，我也贊助很多球賽活動，幫助支持學校教育和建設，所有的贊助都是由基金
會運作，「品牌是有能量的」，我藉此也得到反饋。

新創事業回饋基金會

基金會除了用於急難救助，也會提供給有能力有誠信的人做新創事業，當然我們
會根據我們的經驗評定是否可以嘗試。新創事業未來賺的錢，基本上80%要回歸
基金會，20%作為創業者的獎勵。

接班人培養與接班梯隊

從小對孩子的教育就是灌輸資源分享和團隊精神，目前兒子已協助管理大陸地區
的工廠業務。企業經營這40年來，我們最重視的是在追求「世界第二」，因為第
一名我們放在心中做為理想，要不斷去改善，支持我企業運作的第一支柱是永續
互動，才能永續經營，追求最好的目標，並讓技術得以傳承。

我的責任就是要把餅做大，留住現有人才也吸引新的人才，互相刺激與融合，給
大家有像家庭般的安適保障工作，然後我創造一個每天都要比昨天更好的精神理
念，基本上公司員工就要有這樣的精神，即使是專業經理人，若沒辦法認同，我
們也很難信任他。所以公司的運作、商業模式和接班，基本上都是善的能量。



5
安永建議：適合
臺灣家族企業的
家族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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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建構適合臺灣家族企業的家族治理模式?

大環境趨勢與法規限制變動愈發快速，因此定期檢視家族是否制訂傳承計畫，以及滾動
式進行調整變得格外重要。透過此次問卷回收結果，我們可以得知，僅有14.8%的家族
企業維持每年至少一次的頻率檢視傳承計畫，另有50.8%家族企業不會定期檢視，或是
當內、外部發生巨變時才會進行檢視；此外，34.4%的家族企業尚未訂定傳承計畫。

若家族企業已訂定傳承計畫，我們根據家族企業對目前傳承計畫的滿意度，審視目前的
計畫是否有調整的必要性，根據受訪企業問卷結果，僅有37.7％家族企業對家族傳承計
畫現況感到滿意。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何者因素會影響家族成員對家族傳承計畫的滿意度，我們利用統
計問卷分析進行進一步檢測，根據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家族企業未來經營與管理模
式」此變數直接影響「家族傳承計畫的滿意度」，詳細統計分析請見附錄表9。

5安永建議

家族企業是臺灣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近兩年受COVID-19疫情與中美貿易戰影響，
企業營運與布局受到衝擊，對外需具備敏捷性和韌性以因應經濟與地緣政治環境瞬
變，而對內在接班傳承計畫上，更應及早檢視與規劃，若有周全的家族治理模式，家
族企業在傳承和經營上將能順應趨勢變化快速調整、超前部署接班計畫，以利永續傳
承。此次調研我們發現臺灣家族企業在家族治理的現況，且發現仍有部分家族目前尚
無傳承計畫或對現況感到不滿意，因此以下安永針對調研現況提出適合臺灣家族企業
的家族治理模式，並建議家族可思考之強化方向。

圖27：定期檢視家族傳承計畫 圖28：家族傳承計畫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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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建議5

臺灣的家族企業過往大多藉由強勢的創辦人領導，開創許多輝煌且成功的家族企業篇
章，然而這些精神可能在世代傳承及時代變遷過程中遺失，如何成功地將其制度化並
傳遞給接棒的下一代領導者使之有跡可循，經安永彙整的眾多企業統計調查及案例發
現與家族治理的落實有相當的關連。故如何完善家族治理，並達成家族企業的人（家
族成員之間的和諧）、事（家族企業的永續長青）、物（家族財富的累積傳承）順利
傳承的目標，已儼然成為臺灣家族企業須正視的重要課題。換言之，家族治理是家族
和諧、企業長青、財富永續的核心，有效的家族治理有助於所有權人的凝聚和促進企
業成長與成功，這些在良性循環中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家族治理意涵（Definition）及目的（Goals）

家族治理元素（Elements）

家族治理是透過兩大要件的結合：家族憲章（特定機制規則）與家族治理平臺（治理
機構），藉以實現共同設定的家族願景及履行家族訂定的規章與監督機制，並促進家
族成員適當的定期互動、溝通家族相關事項，同時確保和監督家族企業及其主要利益
相關者之責任，使家族得以凝聚共識，且協調彼此的利益及可能衝突關係。

家族憲章（Family Constitution）如同其字面上意思，是指一個家族企業在永續治理
及經營的過程中，作為其基礎規範的一份規約。家族憲章的組成即是將一個家族企業
可能面對之議題的處理原則，以文字清楚的規範界定出來，內容可以多元不受限制但
大致上包含以下事項。

家族憲章

1) 家族精神 家族傳承核心理念及願景。

2) 家族成員定義 家族成員資格認定、權利義務規範。

3) 股權協議 家族成員股權結構、特別股制定、股權轉讓條件限制。

4) 接班傳承 家族成員接班候選人擇定方式及其職業生涯規劃。

5) 教育培訓 家族成員各項領域知識強化及培訓計畫。

6) 投資理財 家族資產範圍界定、重要資產管理與處分原則以及財富投資運用。

7) 慈善事業 公益慈善的捐助方式、原則與方針及管理運作。

8) 股利分配 家族企業盈餘分配架構的訂定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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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建議5
在有家族憲章的情況下，當家族企業的規模日益擴張，或是家族成員結構組成複雜化
後，家族成員各方可能因為想法不同，或因利益爭奪而產生內部衝突時，這份經家族
成員討論，並取得彼此共識後制定的家族憲章作為可依循的信條，也許能事先避免其
發生或以較和諧方式的解決問題及衝突。

家族治理機構的核心須以法律實體（例如閉鎖性家族控股公司或境內外信託）為架構
基礎，然該法律實體並非家族治理的單一組織機構，應視家族所需建立相對應的家族
治理單位，由不同單位共同組成用於管理、執行、實現並監督家族治理事項（例如家
族憲章所訂定之事項）的大平臺（細節詳「家族治理建置-步驟三：家族治理架構執
行」）。安永表示家族治理機構原則上可分做兩大層面：家族治理決策機構以及家族
治理執行機構。

• 家族治理決策機構：由家族理事會擔綱，主要負責各種家族治理事項的決策權，例
如家族成員之接班計畫訂定、家族企業之長期營運計畫制定、家族憲章之修訂、家
族企業股份及財富移轉對象之決定等。

• 家族治理執行機構：則是由內部家族辦公室及外部家族辦公室共同組成，目的在於
透過不同的平臺相互搭配及專業能力的互補（例如：內建的投資委員會與外部財富
管理人士搭配），共同落實家族理事會所決議的家族治理事項。

家族治理機構

圖29：建構家族治理團隊

外部
家族辦公室
（例如：安永
專家團隊）

--家族之最高決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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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建議5

相較於一般傳承工具主要專注於短中期的成效，家族治理的建立是對家族傳承計畫有
著深刻且長期的影響，但也代表著其成效的彰顯是緩慢且不顯著的，容易受到家族的
忽視。然若不重視家族治理的重要性，長期而言，勢必影響家族和諧關係與企業永續
發展。安永認為家族治理建置的週期及循環大致分作四步驟：

步驟一：家族治理觀念建立（Understanding）

由於家族治理的觀念及知識在臺灣家族企業中仍相對陌生，關鍵的內容也須
仰賴專業人士的說明後，家族成員再進一步反思須強化的家族治理項目，故
家族治理建置的第一步便是先與家族分享討論家族治理的觀念及相關知識，
並將其逐步導入傳承規劃的藍圖之中。

步驟二：家族治理諮詢及規劃（Advising and Planning）

針對家族治理的細節規劃，例如家族憲章之訂定、家族辦公室功能界定、專
業人員之編制或內部家族辦公室之職權事項等內容，絕非對家族治理陌生的
的家族成員可獨立完成。從家族企業經營方面、家族事務方面、訂定相關組
織規程或作業辦法，或是財務、稅務、法律等專業規劃事項，到家族內部辦
公室如何與外部家族辦公室聯繫合作等內容的討論，皆需透過家族成員與專
業人士的數次諮詢及討論，其規劃過程實屬漫長。

步驟三：家族治理架構執行（Implementing）

架構的建置及執行則相對單純，視家族最終選定的架構複雜度而定。其執行
內容可能包含前述階段所討論之家族憲章意涵於法律層面的落實、一個到數
個法律實體（例如閉鎖性公司或境內外信託）的設立、專業人員及職權安排
或各類規章之訂定，以及家族資產之移轉和所有權結構之調整等，其執行相
對應的所需時間較可預期，家族得以在規劃的時間安排下逐步建立家族治理
架構。

步驟四：家族治理追蹤及調整（Monitoring）

完成架構的建置並非家族治理及傳承計畫的終點，因應著大環境趨勢與法規
限制變動愈發快速，定期檢視家族是否制訂傳承計畫，以及滾動式進行調整
變得格外重要，安永建議家族應維持每年至少一次的頻率檢視家族治理各項
環節以及傳承接班計畫是否仍符合需求，其檢視追蹤可從兩大層面起手：檢
視可預期的外部法令變動，以及家族內部成員變動或生涯安排的異動的現況
後，再從步驟一（家族治理觀念建立）開始重新確認家族成員是否缺乏新的
資訊或觀念，與專業人士一同評估對家族治理及傳承規劃的影響，並予以調
整及落實執行規劃內容。

家族治理建置（Establishment）



38︱邁向永續經營，家族治理對家族企業傳承之影響

安永建議5

圖30：適合臺灣家族企業的家族治理模式

結語

目前，根據報告統計僅有14.8%的家族企業會維持每年至少一次的頻率檢視傳承計
畫，而甚至有34.4%的家族企業尚未訂定傳承計畫，安永建議家族可在重新檢視或初
次制定傳承計畫之際，從更宏觀的層面思考家族治理的建置，透過循序漸進的四步
驟：家族治理觀念建立（Understanding）、家族治理諮詢及規劃（Advising and
Planning ）、家族治理架構執行（ Implementing ）和家族治理追蹤及調整
（Monitoring），為後代接班人將家族企業永續傳承地基打好，延續家族企業美好的
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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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訓、家規、
家族價值觀

餐桌會議或
家庭聚會

家族大會
家族理事會或
家族委員會

選擇「有許多正面影響」家數 6 5 2 0

選擇「有些正面影響」家數 11 23 4 2

選擇「無影響」家數 4 10 0 0

選擇「有負面影響」家數 0 1 0 0

選擇「有許多負面影響」家數 0 0 0 0

總計家數 21 39 6 2

對「非正式治理」看法的平均數 4.09 3.82 4.33 4

總體平均 3.88

總體標準差 0.72717129

樣本標準差 0.733635162

表3：交叉分析表

＊以「有許多正面影響」為5分、「有些正面影響」為4分，依此類推。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Β 標準錯誤 β Τ 顯著性

（常數） 1.857 177 10.508 .000

家訓、家規、家族價值觀 -.057 274 -.032 -.209 .836

餐桌會議或家庭聚會 .489 .219 .357 2.231 .030

家族大會 -.190 .421 -.063 -.453 .653

家族理事會或家族委員會 143 .500 .039 .286 .776

係數а

表4：迴歸分析

а. 應變數：對企業影響看法

* 在迴歸分析中，若顯著性小於0.05時，則代表兩變數間有關連性；反之則代表兩變數間為獨立
變數，互不干擾，但實務界中可容許以0.1為顯不顯著的分界值。

非正式治理機制對企業運作帶來的影響

附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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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
董事會或
股東會

家族企業
控股公司
董事會或
股東會

家族憲章

家族信託契
約、家族閉
鎖性公司章

程

家族辦公室

選擇「有許多正面影響」家數 8 1 2 2 3

選擇「有些正面影響」家數 12 8 0 1 3

選擇「無影響」家數 1 6 0 0 1

選擇「有負面影響」家數 1 0 0 0 0

選擇「有許多負面影響」家數 0 0 0 0 0

未有看法 1 3 0 0 0

總計家數 23 18 2 3 7

對「正式治理」機制影響企業
看法的平均數

4.23 3.67 5 4.67 4.29

總體平均 3.97674418605

總體標準差 0.730987611419

樣本標準差 0.739638653508

表5：交叉分析表

＊以「有許多正面影響」為5分、「有些正面影響」為4分，依此類推。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Β 標準錯誤 β Τ 顯著性

（常數） 4.222 .230 18.320 .000

家族企業董事會或
股東會

-4.304E-16 .282 .000 .000 1.000

家族企業控股公司
董事會或股東會

-.722 .305 -.443 -2.369 .023

家族信託契約、家
族閉鎖性公司章程

-.222 -.541 -.064 -.411 .683

家族辦公室 -.722 .541 -.208 -1.336 .189

係數а

表6：迴歸分析

а. 應變數：對企業影響看法

* 在迴歸分析中，若顯著性小於0.05時，則代表兩變數間有關連性；反之則代表兩變數間為獨立
變數，互不干擾，但實務界中可容許以0.1為顯不顯著的分界值。

正式治理機制對企業運作帶來的影響

附錄6



42︱邁向永續經營，家族治理對家族企業傳承之影響

家族成員直接持
有

由家族投資公司
持有

由家族閉鎖性公
司持有

由家族信託持有

選擇「非常滿意」家數 6 5 0 2

選擇「滿意」家數 24 21 9 6

選擇「普通」家數 15 12 1 1

選擇「不滿意」家數 2 1 0 0

選擇「非常不滿意」家數 0 0 0 0

總計家數 47 39 10 10

「對持股方式的滿意度」
平均數

3.72 3.77 3.9 3.7

總體平均值 3.70491803279

總體標準差 0.685786906995

樣本標準差 0.691478182232

表7：交叉分析表

＊以「非常滿意」為5分、「滿意」為4分，依此類推。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Β 標準錯誤 β Τ 顯著性

（常數） 3.829 .115 33.302 .000

家族成員直接持有 -.362 .210 -.227 -1.724 .090

由家族投資公司持有 -.429 .325 -.171 -1.318 .193

由家族閉鎖性公司持有 .171 .325 .069 .527 .600

由家族信託持有 -.829 .690 -.153 -1.201 .235

係數а

表8：迴歸分析

а. 應變數：對企業影響看法

* 在迴歸分析中，若顯著性小於0.05時，則代表兩變數間有關連性；反之則代表兩變數間為獨立變數，互不
干擾，但實務界中可容許以0.1為顯不顯著的分界值。

家族企業股權持有方式對家族控股滿意度影響

附錄6



43︱邁向永續經營，家族治理對家族企業傳承之影響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Β 標準錯誤 β Τ 顯著性

（常數） 3.854 .836 4.610 .000

維繫情感方式 .000 .000 -.187 -1.230 .225

非正式治理機制 -.006 .008 -.147 -.724 .473

正式治理機制 -.007 .006 -.477 -1.204 .235

持股方式 .002 .002 .425 1.067 .292

是否規劃財富傳承 -.001 .002 -.048 -.326 .746

是否建立家族辦公室 -.436 .002 -.179 -1.050 .299

是否建立企業接班人計
畫

.090 .415 .062 .393 .696

家族企業未來經營與管
理模式

.005 .228 .318 2.321 .025

是否定期檢視家族傳承
計畫

.060 .002 .057 .371 .712

家族營運中有哪些成員 -1.903E-5 .163 -.070 -.382 .704

係數а

表9：迴歸分析

а. 應變數：對企業影響看法

* 在迴歸分析中，若顯著性小於0.05時，則代表兩變數間有關連性；反之則代表兩變數間為獨立變數，互
不干擾，但實務界中可容許以0.1為顯不顯著的分界值。

影響家族傳承計畫滿意度的變數

附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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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
服務團隊

林志翔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76
Michael.Lin@tw.ey.com

楊建華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75
Chienhua.Yang@tw.ey.com

孫孝文（中區）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4 2259 8999分機 88681
Jimmy.HW.Sun@tw.ey.com

吳文賓（南區）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7 238 0011 分機 88990
Ben.Wu@tw.ey.com

劉惠雯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營運長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58
Heidi.Liu@tw.ey.com

楊健民 副總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156
Alex.CM.Yang@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信行 資深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166
Laster.Lin@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啟晉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33
Harvey.Chang@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方永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23
Ives.W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邱筠淇 經理（中區）
+886 4 2259 8999分機75205
Yunci.Cio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郭孟華 經理（南區）
+886 7 238 0011 分機 77377
Amo.Kuo@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60
KW.Chueh@tw.ey.com

闕光威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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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

的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

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

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

計服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

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

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

提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

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加入安永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

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

獨簡稱為「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

英國的一家保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

擁有其成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

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

人資料，以及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

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

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

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

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

台灣網站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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