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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服務部

隨著家族企業規模的擴張、產業環境的改變，家
族企業在經營上所需的專業度、複雜度也隨之提
高。然而，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家族內部的人才
庫有限，而家族成員也未必有意願或能力接班。
因此，家族企業僅仰賴家族內部的人才是相對不
足的，必須向外發展人力資本，吸引外部優秀的
人才，引進專業經理人，以因應各項企業營運的
挑戰。

當家族企業生命週期向前推進，家族治理及公司
治理也應朝著更完善、健全的方向邁進，家族與
外部專業經理人共治、甚至是家族企業所有權與
經營權相互分離可謂未來趨勢。

有鑑於此，本篇前瞻觀點將會針對家族企業如何
規劃股權獎酬制度以吸引外部人才、留才與激勵
人才，讓優秀的人才為家族企業創造更大的價
值，往創新轉型升級及永續發展的路途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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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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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引進外部人才的趨勢、動機與措施

臺灣上市櫃公司「去家族化」的趨勢

《2020華人家族企業關鍵報告》指出，自2012年至2019年以來，臺灣上市

櫃公司當中，家族企業的占比由74%下滑為70%，且對比2012年當時的家族

企業，可發現有20%的家族已減少家族持股、董事席次，將家族企業股權和

經營權交付給外部人士，可見近年來臺灣上市櫃公司逐漸浮現「去家族化」

的趨勢。

家族企業需注入「新血」培育接班梯隊

臺灣的家族企業於接班交棒的過程中，常見到由於新舊世代交替而調整經營

策略與發展方向，在追求企業長遠發展的前提之下，除了股權交棒以外，企

業接班經營層面本就有「新舊換血、培育接班梯隊」的需求。然而，如同前

面所述，家族內部的人才庫有限，而家族成員也不見得均有意願或能力接班，

此時正適合開始審慎評估家族企業是否由家族成員與外部專業經理人共治，

家族內部董事發揮其監督能力，或甚至是將家族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相互分

離，由專業經理人權衡企業資源配置以提升公司績效。

「員工即股東」有助於提升企業向心力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資產之一」，員工對於企業的發展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如何讓員工對於企業具有向心力、留任及激勵員工努力工作並同時提升公司

經營績效，一直以來都是企業所關注的議題，也因此「員工獎酬」相關工具

應運而生，通常利用讓員工成為股東的方式，激勵員工對企業的使命感，全

力以赴與公司一同成長。在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和諧運作下，透過公平的股

權獎勵與升遷制度，給予專業經理人肯定及信任，以有效提升其專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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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常見的員工獎勵方式有哪些？

過去科技業獎勵員工的方式常會搭配部分股權獎酬工具，此部分亦規範在我國公司法，

就我國大部分「非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適用公司法所規定的股權獎酬工具包括：

買回庫藏股發放予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酬勞配股、員工新股認股權及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等五種員工獎酬工具，發放對象除「自家公司」外，可及於符合一定條件

之「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員工。

買回庫藏股
發放予員工

自市場買回庫藏股並於
3年內轉讓給員工。

員工認股權憑證

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
約定其可於一定期間內按
特定價格及數量認購公司
新股。

員工酬勞配股

依公司獲利狀況的定額或
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以
股權方式給予。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發行之股票附加服務條件
或績效條件等限制。

員工新股認股權

公司發行新股時，保留
發行新股總數10%~15%
之股份由員工承購。

► 五種員工獎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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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買回庫藏股
發放予員工

員工認股權
憑證

員工酬勞配股
員工新股
認股權

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

公司法 第167條之1 第167條之2 第235條之1 第267條 第267條

決議方式

公司除法律另
有規定者外，
得經董事會特

別決議

公司除法律或
章程另有規定
者外，得經董
事會特別決議

董事會特別決
議，並報告股

東會

董事會
特別決議

股東會
特別決議

股票來源 老股 新股 新股 / 老股 新股 新股

股本稀釋 無 有 有 / 無 有 有

取得方式 有償取得 有償取得 無償取得 有償取得 有償取得

轉讓限制

得限制員工在
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該期間
不得超過2年)

不得轉讓
(但繼承除外)

無轉讓限制

得限制員工在
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該期間
不得超過2年)

得限制員工在
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條件達
成前禁止買賣)

稅務處理
列入員工其他
所得，依交付
日時價課稅

列入員工其他
所得，於執行
權利日課稅

列入員工薪資
所得，依交付
日時價課稅

列入員工其他
所得，於可處
分日課稅

列入員工其他
所得，於既得

日課稅

課稅時點 可處分日 執行權利日 交付股票日 可處分日
可處分日

(既得條件達成日)

► 註：暫不考慮租稅優惠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開發行公司除買回庫藏股發放予員工或做為員工酬勞配股來源可

用老股外，其餘股權獎酬工具均會影響公司股本的擴張及既有股東股權的稀釋；至於

員工認股權憑證則須留意員工不可轉讓認股權憑證(但繼承不在此限)。

此外，尚須特別留意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權獎酬工具仍會受到發行新股價格不得低於票

面金額規定的限制。以下將相關公司法的規定及相關稅負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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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鎖性公司在員工獎勵制度上的優勢：特別股

前述提到業界常用的五種員工股權獎酬工具主要配發之股票為普通股性質；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均適用以外，尚多了另一項優勢工具ー特別股。以下是閉鎖性公司利用特

別股設計獎酬制度的主要特色：

► 以家族大股東之層面考量

1. 依照閉鎖性公司章程規定可限制特別股轉讓，並在員工離職或達特定條件時可

贖回特別股。

2. 可為特定員工量身打造特別股條件，同批次相同條款處理。

3. 於股東會表決時，由於閉鎖性公司可設計家族主席持有特定事項否決權之特別

股，或是員工股東之特別股不具有表決權。經營策略主導權力仍掌握於家族大

股東手中。

► 以員工股東之層面考量

1. 特別股享有固定配息，且通常有股息收益比普通股高的優勢。辛勤耕耘的努力

可反映在優惠股息上。

2. 作為閉鎖性公司之股東充份顯示家族成員對專業經理人之高度信任。得以法人

股東代表人之形式，派任實質營運公司之董監事。

事先規劃、了解員工期望、綜合考量成本與效益

不同的員工獎酬工具，其使用方式及激勵條件應審慎評估，股權獎酬制度對於公司和

員工可能影響現有股東的股權比率及彼此稅負效果，在規劃時須多注意以下幾點：

► 公司期望目標與員工個人目標是否一致

► 對於員工個人稅負影響

► 租稅優惠申請所需文件

► 對公司財務報表的影響

► 稅務申報時點與程序

► 對於現有股東股權稀釋或表決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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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族辦公室諮詢專區
若您閱讀文章後有任何的疑問或需要更進一步的建議諮詢，誠摯歡迎您來信簡述您
的需求。收到您的信件後，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與您聯絡預約時間。

安永家族辦公室期待您的來信!! familyoffice@tw.ey.com

►林志翔執業會計師(Michael.Lin@tw.ey.com；(02)2757-8888分機88876)

►邱筠淇經理(YunCi.Ciou@tw.ey.com；(04)2259-8999分機75205)

►胡綾珊經理(Lydia.Hwu@tw.ey.com；(02)2757-8888分機67242)

安永家族辦公室見解

股權獎酬工具不僅是上市櫃公司的專利，未上市櫃公司也能適用。透過閉鎖性公司建

置家族治理平臺，除了能滿足家族成員傳承之需求，亦能有效激勵企業內部重要員工，

使家族成員及企業專業人士能齊心協力共好共享企業獲利成果。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家族辦公室林志翔執業會計師建議，針對家族企業員工

股權獎酬制度的設計，可尋求專業人士優先評估各種員工獎酬工具與家族企業股東成

員或員工期望的契合度，並分析各工具可能產生的財務、稅務影響，以協助家族企業

設計出較為適合的員工獎酬制度。

為家族企業留才及徵才制定公平的獎勵與升遷制度，家族及企業人才得以跳出人力斷

層，儲備優秀人才庫，進而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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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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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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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安永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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