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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式來鞏固自己對企業的經營權。但外力畢竟是外力，

各自心裏也有盤算，於是一下聯A，一下聯B，在過程中，

我們竟全然看不到他們對於所有權的承諾是什麼？以及最

重要的核心價值到底在哪裏？

這個月我們家族辦公室舉辦了北中南三場的新書導

讀，我在活動中，歸結了傳承的重點12345，在本期季刊

中，亦摘錄分享給讀者。而在傳承座談中，我也分別與勤

美集團的林廷芳董事長、東海大學的許恩得教授，以及義

守大學鍾喜梅教授進行對談。他們都是令人尊敬且非常有

經驗的前輩及學者，跟他們就「家族專業經理人 創造共

治的新合夥精神」、「如何創造永續的家族企業」以及

「從東西方家族企業的案例看傳承之道」的議題來作討

論，非常精彩，也獲益良多，本刊中亦有摘錄重點，供各

位參考。

又一年即將過去了，這一年世界仍然被疫情給擔誤，

但我們也深刻認知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企業及個人可

以獨善其身，善盡社會責任、追求永續，勢將成為家族企

業在傳承過程之中，必須重視的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願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上個月，我受邀參加了一個家族企業的家族會議，就

我對於東西方家族企業的案例進行觀察分享，同時探討這

些家族企業之所以傳承成功及失敗的原因。會議結束前，

一位家族年輕的第三代告訴我，他已經讀了我最近出版的

新書《以家族之名》，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最想問

的是：「為什麼這個企業需要由我的家族持續來經營？」

這個問題，對第一代創辦人來說也許早有答案，因為

他與這個企業的連結長期以來是非常深厚的；對家族的第

二代來說，或許曾經有過質疑，但仍然能夠有說服自己參

與家族企業的理由。然而，對第三代而言，跟家族企業的

距離似乎越來越遙遠，有的從小就在國外受教育，有的所

學跟事業無關，有的可能只認知到這是屬於長輩們的企

業，他們心中的疑惑都是：「為什麼我們要參與這個家族

企業？」

而我的回答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夢想，想要作個

有用的人，許多人可能需要透過工作，或是辛苦創業才能

證明自己的能力，找到成就感，然家族企業不正是一個平

台，有機會讓家族成員透過它來實現他們的夢想。家族企

業就像是一個擴大器（Amplifier），是可以讓家族發揮他

的影響力，放大他的價值。

在我的《以家族之名》這本書中提到，家族企業是二

個面向的問題，一個是家族，一個則是企業，而之所以被

稱為是家族企業，正是因為家族與企業之間要有所連結，

這個連結，不僅僅是財富、所有權，更是所謂的價值觀、

目標及願景。如果家族與企業沒有連結，就不能算是一個

家族企業，同時，家族也需要對這個連結作出承諾。我們

現在看到許多所謂的「家族企業」發生經營權之爭，其實

仔細剖析，在企業背後，家族的股權根本所剩無幾，卻能

操控企業，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他們只能採用結合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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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族之名》新書導讀：
傳承12345

今（2021）年10月份，我出版了一本新書《以家族之名》，很多人問我，身為一個執

業會計師，長期處在這麼高強度的工作環境下，我那裏有時間來寫一本書？我又為什麼想

要出書呢？

文／陳振乾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pedersonchen@kpmg.com.tw

傳承很重要 但談的太少

其實這一切皆緣於我十年來作家族企業傳承服務的心得。在過去的幾年裏，我有很多

機會與場合能夠跟許多的家族企業及家族的成員接觸，企業規模各有不一，過程中有一些

啟發，亦有感慨。啟發我的是，許多的家族企業是很有活力及具責任感，會想要能夠永

續；而感慨的是，我發現台灣的家族企業在談傳承時，大多是隱諱不談，即使大家都覺得

傳承很重要，但真實的情況是，它很少被提出來溝通討論。我在書中也提到，談由誰來發

動傳承？在西方的家族中要發動傳承的比例，上一代與下一代大概是各50％，然而台灣則

大概不到5％是由下一代來發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這也成為我過去十年來一直想探

詢的問題，亦是我想要把這些重點觀察研究，寫成書分享給讀者的原因。

為什麼台灣的家族企業很少人會願意去談傳承呢？我認為是因為在文化上的制約；家

族企業通常會探討的是二個面向的問題，一是家族，一則是企業。台灣的家族企業在企業

端大都可以接受西方的管理模式，但在家族端的傳承還是非常本土的，就是受到一些包括

親情或價值觀文化上的制約。因為大部分人在談傳承，想的比較接近「分配」的概念，通

常在上一代心中，傳承就等於「分配」，因此若是二代主動提出要傳承，即便他想的傳承

是「永續」的考量，還是會被一代認為是想要來談「分配」，也因此很容易讓傳承的契機

隨著時間而流逝。我認為，傳承是一段過程，也需不斷滾動式修正的，但它的開始是有

「黃金賞味期」的，像是對於價值觀的傳承若不能早一點開始，等到下一代的觀念已根深

蒂固時，就很難再作改變；或是過程中的利益關係人越來越多，牽涉的問題越來越複雜，

則要進行傳承就更加不容易。

mailto:lydiawang@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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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溝通

談家族傳承，議題很多，但家族畢竟是一個感性的組

織，所以家族的代際間或同代間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剛性、

正式的場域來談，有時候是很難溝通下去的。然而如何設

置這個平台？它的機制、頻率及參與者要怎麼訂定？要談

的議題又是什麼？

經營家族其實就像在經營一個企業，若把家族事業

化，展開來就會有很多的問題值得討論，也有一些衝突需

要去溝通解決；在家族間，每個人都有可能為了自己的利

益而與別人發生衝突，像是家族股東有參與事業經營或沒

有參與經營者，對股利政策的期待不同就會有衝突。而這

些問題是需要設置一個理性的架構來討論的，亦須透過家

族治理的機制（包括家族憲法、家族議會及家族董事會等

等）來平衡不同利害關係人間的關係。

3項挑戰

家族企業在傳承時，隨著家族的開枝散葉，未必每一

個家族成員都對家族企業有興趣及使命，可能就會面臨需

要分家分業的考量，如果是這樣，事業規模可能會越分越

小，依我的觀察，可能會遭遇幾項挑戰：

一、規模仍是王道

規模大的企業在競爭上可能較有優勢，亦會有比較好

的風險承擔能力，KPMG亞太區在近期發布的調查報告

《WEALTH IN TRANSITION: FAMILY OFFICES IN

PLAIN VIEW》也指出，儘管家族的財富管理形式在不斷

地轉變中，但家族企業如能維持一定的規模依舊會是王

道。規模大的好處是團結力量大，但力量大代表的是結

果，團結則是過程，問題就在於過程中家族能不能團結？

又有什麼機制可以讓大家團結起來？

二、對所有權承諾與承擔

家族事業之所以為家族事業，是因為家族對事業保有

控制權，前面有提到，事業與家族間需要有連結，才能叫

作家族企業，這其中，有形的連結就是所有權，而這個所

有權需要大到有控制力才能保有家族企業，因此，家族對

所有權的承諾是很重要的。如果美其名說自己是一個家族

企業，但等到股價好時，又把股權賣掉，那麼根本對所有

權是沒有承諾的，並不會想要把它守住。不過，光有承諾

是不行的，你還必須要有能力，才能去承擔。

當然，能夠想到要展開傳承還是比一直不願意面對傳

承的家族要好一點的，只是難度或需要考量的問題會隨著

時間的增加而愈顯複雜。因此，我開始進行寫書的工作，

希望把過去十年來看到的家族企業傳承成功及失敗的原因

作歸結，讓讀者們能夠站在前人的基礎上，往前邁進。

一直以來，我很喜歡把問題用邏輯化的方式來解釋，

認為這樣比較容易讓人清楚明白問題的本身，以及我想要

傳達的內容。因此，當我們為了宣傳新書，而在北中南舉

辦新書導讀會時，我就在思考，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在短

短的一個小時內，跟大家介紹這本書，讓大家能夠清楚瞭

解這本書的內涵，所以，我歸納出了一個口訣：「傳承

12345」，希望有助於讀者閱讀本書。

什麼是「傳承12345」呢？就是1個連結(Connectivity)、

2代溝通(Communication)、3項挑戰(Challenges)、4大

解方(4Fs)，以及5張地圖(Roadmaps)，簡單說明如下。

1個連結

很多的下一代會問，為什麼我要回來接家族事業？對

他們來說，為什麼我要奉獻我的青春在家族事業上？為什

麼我不能把家族事業純粹當做是一個投資組合呢？

家族事業與投資組合其實是不一樣的，若是當作投資

組合，目標就是「低買高賣」，思考的是，如何在有好的

價錢時把它賣掉獲利；但家族企業卻不一樣，要思考的

是：「你如何讓這個事業能繼續下去」，因此，當企業價

格好時，是不能隨意把它賣掉的。家族與企業需要有所連

結，家族才不會任意地把企業賣掉，但想要連結的重點思

考是，為什麼企業需要家族？為什麼家族需要企業？家族

的目標及願景是什麼？企業的目標及願景又是什麼？二者

到底有何關連性？另外，家族利益跟企業利益的關連性是

什麼？唯有二者連結，才會對它有承諾、有責任。如果只

是一個投資組合，那麼二者間是沒有連結，沒有感情及價

值感的。而這種要承擔投資的壓力，跟經營事業的壓力基

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然，家族的承諾及承擔，還是要看家族的能力有多

少。我認為，家族企業的傳承，是一個「賦能」的過程，

家族是在賦予事業能力，也在賦予下一代能力，所以看家

族企業傳承是否成功或失敗很簡單，就是如果這個家族能

力一直增加，通常事業也會越來越好。

Winter  2021

傳承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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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達成家族目標的各種機制，例如：家族和企業的互

動、人才的養成以及家族的資產管理等等。當然，家族企

業需以長期性的觀點來看未來（Future），因此得願意投

入耐性資本，並且得與時俱進地作出改變。

5張地圖

傳承是否能夠成功，需要實際的落地執行，我提供了

五張傳承策略地圖，包括「價值與文化的傳承地圖」、

「所有權架構與財富傳承地圖」、「家族治理與企業治理

地圖」、「風險治理與管理地圖」，以及「企業發展與接

班人養成地圖」，整合涵蓋了家族企業傳承各面向的議

題，在書中均有詳盡的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我始終相信，知識唯有經過傳遞給更多人知道才會有

用、才能真正幫助到人，而書是有長翅膀的，它終究會飛

到有緣人的身邊。希望讀者們透過閱讀本書能夠開始思考

如何著手規劃傳承，並帶領家族企業持續走向成長。

三、分而不離的運營模式

現在很多人在談因為家族世代的發展，人才庫不足的

情況下，可能會引進專業經理人，而讓所有權及經營權走

向完全分離，我則認為應該是要「分而不離」。因為家族

股東基本上應是屬「責任股東」的角色，與專業經理人間

二者需相輔相成，讓專業經理人變成事業成功的關鍵合夥

人，企業才能永續。而要作到分而不離，家族成員必須要

有使命感、有榮譽心及責任感，才會願意去參與家族企

業，才有機會作到分而不離。

4大解方

若要處理上述三個挑戰，我提出 Foundation、

Framework、Function以及Future 4個F的解方。讀者可

以把家族事業想像成是一間房子，有屋頂有地基，屋頂就

是整個框架（Framework），包括如何把家族機構化處

理、建立所有權運作架構及治理機制等。而下層則是地基

（Foundation），包括價值、理念及文化的軟實力基礎，

以及硬實力的所有權承諾。中間的功能（Function）則是

傳承永續 | 《以家族之名》新書導讀：傳承12345 Wint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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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2021

《以家族之名》新書導讀暨傳承座談會

家族人才可以扮演增加家族企業長期經營價值的力

量，也就是家族接班人能為家族企業帶來價值與能力的提

升，但家族企業要如何找到合適的接班人？陳振乾主持會

計師認為，若家族內部有具備能力的人選，則接班人養成

的策略地圖要考量溝通及治理能力，策略和營運管理能力

等幾大重點，但如果家族內缺乏適任的繼任人選，則要考

慮家族是否要再持續涉入企業的經營，屆時或可藉由家族

轉進的方式開創另一番永續的新局。

許恩得教授表示，「傳承」就是「傳」與「承」，然

而每個世代因為教育及成長背景不同，在傳承與接班上本

來就會有不同的思維邏輯與作法，倘若要求下一代複製上

一代的模式，肯定是會做不好的。而為了公司的生存與永

續發展，許教授強調不一定非要下一代進入家族企業不

可，重要的反而是要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他

進一步呼籲許多有心要作傳承，卻因不知何時該啟動，或

擔心現在啟動是否已經太遲而躊躇不前的一代們，傳承是

隨時都可以開始，但越早越好，越能看得到傳承的成果，

另外他也建議因傳承過程中要處理的議題相當多，為求事

半功倍，適時借重外部「顧問」的專業與經驗，將有助於

傳承工程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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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如何創造永續的家族企業

(由左至右)東海大學會計學系教授許恩得、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
室主持會計師陳振乾及協同主持會計師郭士華暢談家族企業永續之
道

【台北場】家族專業經理人 創造共治的
新合夥精神

(由左至右)陳振乾主持會計師、勤美集團董事長林廷芳與郭士華協同
主持會計師分享家族成員與專業經理人共治的經驗及要領

隨著時間更迭，家族企業的規模日益龐大，要面對的

內外部管理議題、需處理的風險與挑戰也越來越多，此時

若要僅僅單純仰賴家族內部的人才，確實會有力有未逮之

處，因此適時地引進外部專業人才來帶領家族企業追求創

新成長，變得至關重要。但家族與專業經理人的相互合作

要把握哪些重點原則，才能讓企業持續發展下去？對此，

陳振乾主持會計師表示，家族與專業經理人發展深化的合

作關係時，必須要「分而不離」，讓責任股東與專業經理

人二者相輔相成，如此一來，專業經理人方能成為事業成

功的關鍵合夥人，家族企業才能永續。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家族成員與專業經理人間若發生衝

突或理念不合，一旦沒有處理好，可能導致專業經理人憤而

離職，甚至還帶走一隊他的班底投靠敵營，這種情況對於家

族企業來說絕對是不樂見的。林廷芳董事長以自身家族企業

的經驗分享與專業經理人合作的前提，是要先定義家族核心

理念與價值，並以此跟專業經理人進行溝通，才能在共治的

過程中減少試誤的成本。此外，他也提到須依企業的發展階

段，安排不同專長的專業經理人進行管理，並提供有才能的

員工內部創業的舞台，以降低未來衝突發生的機會。其中，

他還建議傳承要引進「制度與方法」，並藉由盤點上一代做

的事與自己目前擁有的資源後，進一步為家族企業的使命賦

予新的定義，方能在接班後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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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是家族與企業的組合體，意味著家族成員的

互動或紛擾，必然會對企業運作產生影響，如何降低家族

成員衝突對於企業營運產生負面影響的衝擊，是家族企業

能否永續的關鍵課題。從東西方知名的家族企業案例來作

相關的探討時，陳振乾主持會計師提到，傳承過程中的風

險控管與紛爭預防，除了需定義清晰的價值體系外，還要

建立「事業利益大於家族及個人利益」的層次取向，因為

唯有靠家族共同的理念，才能降低紛爭發生的機率，或在

發生爭議時可提供家族成員彼此討論的空間，以尋求解

方。

鍾喜梅教授提到當家族企業越大，業務涉及範圍越

廣，甚至發展到多代成員後，此時也會牽涉到不同國家的

議題，衝突便容易油然而生。針對衝突的預防與解決機

制，鍾教授以東方李錦記家族為例，說明個人價值、家族

價值、企業價值與社會價值融合的完美體現，其背後是導

入很多西方家族憲章、家族辦公室等的手法，但她強調要

導入西方成功傳承的”術”前，要先認定家族價值，並由

簡入繁地去解決企業與家族的問題，方能循序漸進朝正向

的傳承路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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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義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鍾喜梅、陳振乾主持會計師及
郭士華協同主持會計師共同剖析東西方家族企業成功傳承的關鍵

【高雄場】從東西方家族企業的案例看
傳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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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工坊第二代李佳鈺—
帶企業走向轉型之路！

在台灣，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的老店，像是擁有特殊技術的手工藝品店，或是具獨

特風味的餐飲或糕餅店等等，他們大多是屬於家族經營型，從第一代創辦人傳承下來，一

直都是用家裏的「自己人」在經營。也許這種老店的特殊性很難被取代，難以被複製，但

正因如此，也使得產品的發展容易被限制住，難被規模化，進而更難朝向企業化的發展，

如此，要想走向百年化、長久永續，實務上是很困難的。在KPMG安侯建業出版的《以家

族之名》這本書中提到，「企業化」代表是需要將科學化的經營精神及制度等引入經營之

中，方能接續發展；同時，隨著家族的開枝散葉，所擁有的特殊技術，並不一定就能找到

有興趣、有能力的接班人，那麼該如何才能使這個家族事業持續下去、基業長青呢？

創立於1990年的原木工坊，是一家提供實木傢俱，之後延伸至裝潢設計服務的公司，

從第一代的創辦人李玉琦開始，憑著自己對木頭的喜愛，一路敲敲打打的研究及經營。至

今，這家公司已是由第二代李佳鈺設計總監接班經營。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協同主

持會計師郭士華在今年9月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的「中小企業財管系列沙龍小聚」上曾

與李佳鈺總監進行對談，暢談二代接班者是如何將一個傳統老店轉型，帶向品牌之路。

在對談開始前，光看外表，可能會誤以為李佳鈺只是個初接班的新手，但其實她在23

歲，年紀輕輕就接手家業，至今也已十多年了。一如許多二代接班一樣，李佳鈺一開始是

沒想過要接班的，雖然從國小開始，就跟著父親到家具工廠，上了國中後，也被父親叫去

工廠打工、釘家具，但她原本是抗拒接班的，因為老工廠作的都是一些手工粗活，並不符

合她學廣告設計的志向；她也曾經自己在外工作了一段時間，直到父親的健康出現警訊後

才驚覺，如果再抗拒接班，讓父親繼續獨撐經營家具工廠的話，他的身體狀況將會更差。

從小看著父親白手起家，李佳鈺認為，對父親來說，這個公司是值得延續的，而自己身為

獨生女，是有責任把它扛起來的，否則公司將難以為繼。

然而，原木家具給人的感覺向來就是屬於一種較為傳統的行業，需要大量的手工藝技

術，若是要把它規模化的發展較為不易，因為每個傢俱都是獨一無二的；接班後的李佳鈺

認為，如果要讓老工廠邁向永續，勢必得要轉型，走品牌之路。

從抗拒到接班

文／汪欣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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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一個人實木的創意手作到走向品牌的路程其實是

漫長的。剛接班時，李佳鈺發現，這個公司是靠著許多人

在手工藝的堅持及努力下才能撐起來的，他們多是跟著一

代一路打拚，有許多資深的師傅，甚至是看著李佳鈺從小

到大的前輩。然而，當換成她接班時，在管理的職權上勢

必有所調整，李佳鈺承認：「剛開始的管控是很有難度

的！」因為她在接班後，為了讓原木工坊年輕化，在產品

設計上她力求創新，打破傳統樣式，希望在家具上作一些

變化，尤其自己學的是設計，更是對於家具有一些自己的

想法，但師傅們卻不這麼想，他們可能會有很多的質疑和

排斥，進而去向一代告狀。李佳鈺認為，一開始與師傅間

的溝通磨合，真讓她吃足了苦頭。但為了不讓他們看不

起，她也努力自學、不恥下問。此時，「父親的態度真的

很重要！」她表示，父親並不會直接介入，而是讓她自己

去跟著師傅們直接溝通，一起設計、討論及實作，透過這

個過程，雙方不僅可以化解問題，也可以一起成長。

與資深員工的磨合，往往是家族企業的接班人在初接

班時最容易遇到的問題之一，有時甚至會演變成接班人想

要帶領企業成長的絆腳石。要想化解這個問題，郭士華認

為：「給予資深員工應有的尊重，比較容易成功！」因為

公司需要這些人、需要他們的技術，公司也一定要有一群

能夠信服接班者，願意跟隨他的人，才能跟著一起往前

走，因此，二代要能夠培養自己作為領導人的魅力及氣

度，並且尊重員工，才有機會能與他們一起共治。

另外，郭士華指出，資深員工通常會習慣往上告狀，

但成功與否是在一代的態度，「雖然可能有情感上束縛，

但管理上務必要理智地處理！」她表示，一代的溝通需要

有技巧，作為雙方間的橋樑，一代應該給予二代自己去溝

通的機會，充分了解員工的想法，一代再從旁適時協助。

在《以家族之名》中提到，許多的家族企業傳承接

班，最大的改變之一就是決策模式的轉變，通常從第一代

創辦人開始，由於身兼領導者、決策者跟執行者的角色，

決策模式是很簡單的，可以很快地解決問題，這也是許多

傳統老店開始的時期。然而老店若想走向永續，朝向企業

化的經營是必需的，到了下一代，甚至是更多代之後，企

業的決策模式就會演變成需要與一些非家族成員共治，那

麼，接班者就需要去找出其中如何與這些人共治的模式，

包括對他們角色及責任的期待等，都需要去釐清。

與資深員工的磨合

原木工坊設計總監李佳鈺帶領家族企業朝品牌之路邁進

（照片來源：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13©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Winter  2021接班轉型 | 原木工坊第二代李佳鈺—帶企業走向轉型之路！

而接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接班者所學的或

所專長的，可能會與企業不相同，但實際在作經營管理，

由於是多面向的，需要具備更多超越原來的能力。像是在

原木工坊中，對於財務面的管理，讓李佳鈺有另一番的學

習。她表示，自己是從完全不懂財務報表開始學習，對於

成本、金錢原本是沒有什麼概念的，加上一代算是個藝術

家，不重視細節，因此過去以來大部分是採取現金管理、

不向銀行借款的傳統管理方式，也不需要編製什麼財務報

表。但接班以後，李佳鈺發現，還是需要思考一些成本的

問題，因為有獲利，企業才能延續下去。因此，她開始自

己管帳、自己學習，為了考量成本，能拿到更好的價錢，

拿到更多的貨，她也捨棄了中盤商，找最上游的廠商，來

降低成本。

郭士華認為，二代接班需要具備風險控管的能力，像

是在資金管理方面，要預防出現資金的缺口，能夠讀懂財

務報表，可以減少類似風險的發生。有些企業，由於行業

特性或規模，或許可以不用編製財務報表，像是原木工坊

目前的狀況，也許錢進錢出，經營者心中自有盤算，但是

未來若是經營者想要讓企業更有所拓展，可能需要擴廠或

鋪貨等策略，則勢必得有財務報表，來作好資金的管理及

運用；同時，未來若是需要向銀行借貸，企業也要提供財

務報表。她強調，財務報表正是一個能夠反映公司真實經

營成果，並與管理階層對話的工具，而好的財務報表，必

需從會計制度的建立開始。「建立好的會計制度，讓企業

帳務健全，也正是企業想要走向永續的必備條件！」

接班能力的培養

企業轉型核心延伸

接班十多年來，李佳鈺一路帶領原木工坊轉型，雖然

認為原木，就是要讓人實際觸摸到它温潤的質感，而受限

於可能需要實體店面的銷售，但她認為木作的技術是值得

被傳承的，因此除了自產自銷外，也延伸發展裝潢生意，

用實木為客人量身訂做裝潢；同時，在面臨疫情的衝擊，

也開始打破傳統店面的作法，嘗試採用網路行銷的方式，

讓工廠能夠營運下去。而她也意外發現，網路行銷，可以

增加詢問度，讓更多的人看到原木工坊。

在《以家族之名》書中提到，企業想要永續，必須要

找出關鍵的核心能力，並且能夠再作延伸，拉出第二條、

第三條的成長曲線來，而這也需要每一個擁有責任及使命

感的各代的努力。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挑戰，二代接班需

要能力，更需要熱情，從原木工坊的案例中，我們可以深

刻地感受到二代接班人李佳鈺對於家族事業的熱情，正因

如此，使她能夠持續不斷地接受挑戰、轉型，同時跟著企

業成長，套句她說的話：「當老闆就是要有使命感！」

數位導入、政府補助，「臺灣雲市集」一起來上雲！

經濟部免費提供中小及新創企業財務會計數位升級諮詢服務，協助

您提升財務管理能力。

瞭解更多，可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02)3343-1100

分機153詹小姐、分機405洪小姐聯繫。

「2021中小企業財管系列沙龍小聚」線上直播分享接班永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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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傳承，與免稅的距離

在家族傳承的資產類型之中，經常會討論到農地與一般土地的課稅規定是否相同？

是不是免稅？免稅項目有哪些？最近，也因疫情關係，引發民眾為休養生息，希望買個農

地自行耕種蔬果等，也可蓋個農舍當成休憩的地方。因此，為解開讀者對農地的諸多疑

問，請詳以下說明。

農地傳承，可以免稅？

一、遺產稅及贈與稅免稅

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規定：「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

稅：…六、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

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5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

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

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

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同法第20條亦規定：「左列各款不計入贈與總額︰…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

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人者，不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

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5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

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

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

者，不在此限。」

家族稅務

mailto:schang1@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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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農地因繼承或贈與可免徵遺產及贈與稅，但必

須符合以下三項要件：（一）贈與或繼承對象必須是民法

第1138條所訂之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二）該農地必須取

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三）該農地自承受後五

年內，仍須繼續做農業使用，如有違反，仍會被國稅局追

繳遺產及贈與稅。

二、土地增值稅免稅

依據土地稅法第39-2條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

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項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

內，曾經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

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

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時，於再移

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前項所定土地承受人有未作農業

使用之情事，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應合併計算。」

故自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施行起，作農業使用

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並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於土地

現值申報書註明農業用地字樣提出申請；其未註明者，得

於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間屆滿前補行申請，逾期不得申請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因此，農業用地移轉得申請不課徵土增

稅，但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要件：（一）作農業使用之農業

用地。（二）該農地必須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書。（三）移轉與自然人。

專家專欄 | 房地合一 2.0 不動產開發新舊稅制

三、出售農地免所得稅，但出售農舍需課徵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規定：「下列各種所

得，免納所得稅：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或個

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

定為儲備戰備物資而處理之財產，其交易之所得。」，故

出售105年以前取得之農地，其農地交易所得，本就免納

所得稅；至於105年以後取得之農地，依所得稅法第4-5條

第1項第2款亦規定：「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7條及

第38-1條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即需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地，

始能免納房地合一稅。

至於交易農舍，依所得稅法第4-4條第4項規定：「第1

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4條第1項第16款規定；同項所定

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故個人出售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不論何時取

得、出售，應就房屋部分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且應併入該

年度綜合所得稅總額，於次年5月辦理結算申報時課徵所

得稅。

故納稅義務人移轉農地及農舍，除應取具「農業用地

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外，尚須取得地方稅稽徵機關核發之

「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才能符合免納房地合一稅

的規定。實務上，有些農地移轉可能因為係在同一課稅年

度內轉讓，所以沒有土地增值，土地增值稅為0元、或係因

Winter  2021專家專欄 | 農地傳承，與免稅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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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已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符

合農發條例第38-1條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而自認農地

免稅，以致並未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之證明，可能就會喪失免稅資格。

由以上規範可知，納稅義務人如欲享受農業用地轉讓

相關免稅優惠（詳下表彙總），首要就是需符合農地作農

用規定，即需取具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此外，享受遺產及贈與稅免稅優惠之農地，承

受人（即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或受贈人就該承受或受贈之

土地應繼續作農業使用，國稅局將依規定自承受或受贈之

日起列管農作5年，否則即會被追繳補繳應納稅賦。但該

土地的承受人或受贈人死亡、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

農業用地者，則不在此限。

專家專欄 | 農地傳承，與免稅的距離

農地蓋有農舍，仍符合農用規定嗎？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項第12款農業使用之定義

「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

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

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

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準此，

則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認定應符合三項要件：（一）符

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相關法令

規定。（二）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設置相關

之農業設施或農舍使用。（三）未閒置不用。

至於作農業使用之農舍興建有何限制呢？自89年1月

28日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起，新取得農地如欲興建農

舍，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２條規定，申請興建農舍

之申請人應為農民，且需符合以下五條件：（一）需年滿

20歲或未滿20歲已婚者。（二）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及其

農業用地，須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且其土地取得

及戶籍登記均應滿2年者。（三）農地面積須超過0.25公

頃（即756.25坪）。（四）申請人無自用農舍者。（五）

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農業用地應確供農

業使用及屬未經申請興建農舍者。

另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第2項第3款規定，

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其農舍用地面積不得超過該農

業用地面積10％，扣除農舍用地面積後，供農業生產使用

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整區塊，且其面積不得低於該

農業用地面積90％ 。

又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5條亦

規定，農業用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定為作農

業使用：（一）農業設施或農舍之興建面積，超過核准使

用面積或未依核定用途使用。（二）本條例中華民國89年

1月26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以多筆農業用地合併計算基地

面積申請興建農舍，其原合併計算之農業用地部分或全部

業已移轉他人，致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不符合原申請興建

農舍之要件。（三）現場有阻斷排灌水系統等情事。

（四）現場有與農業經營無關或妨礙耕作之障礙物、砂

石、廢棄物、柏油、水泥等使用情形。

農業用地 農舍

贈與稅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
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人（即直
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
妹及祖父母），免徵贈與稅，
並列管農作5年。反之，作農
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
1138條所定繼承人以外之人，
應課徵贈與稅。配偶互相贈與
財產，免徵贈與稅。

應課徵贈
與稅。

遺產稅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繼承，
免徵遺產稅，並列管農作5年。

應課徵遺
產稅。

土地
增值稅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
給自然人，得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相對地，作農業使用
之農業用地，移轉給法人，應
課徵土地增值稅。

所得稅

105年度以前取得之農地，其
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105年
度以後取得之農地，符合不課
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免
徵房地合一所得稅。

農舍交易
之財產交
易所得需
計入個人
綜所稅課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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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農地如欲興建農舍，則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

需為「農民」，如非農民違規興建，將無法取得農舍建

照，屬違規農舍，該管縣市政府將會強制拆除，亦無農業

用地作農業使用之可能。如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為農民，

作農業使用之農舍興建，除應符合農舍用地面積之限制

外，現場亦應注意未有阻斷灌溉、排水系統等情事，或未

有與農業經營無關或妨礙耕作之障礙物、砂石、廢棄物、

柏油、水泥等使用情形，方能符合「農業使用」之規定。

倘農地本身即蓋有合法農舍，非農民身分仍可購買農

舍，取得後如繼續從事農業使用，亦可據以申請核發農業

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以享受相關租稅優惠。惟如該農

舍未作農業使用（如出租作為民宿），亦將喪失相關租稅

優惠之適用資格。

⾮農業用地仍農用，仍可免稅？

除了前面「農地」作農業使用，適用免稅優惠外。家

族也可以檢視一下現行仍做農業使用之「非農業用地」是

否有農業發展條例第38-1條適用之可能，依農業發展條例

第38-1條：「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不論

其為何時變更，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並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書者，得分別檢具由都市計畫及農業主管機關所出具文

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適用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

或第2項規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

或田賦：一、依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未能准許

依變更後計畫用途使用者。二、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都

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於公告實施市

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計畫前，未依變更後之計畫用途申請建

築使用者。」實務上，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使用證明

書有二種，一種為「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另一

種為「農業發展條例第38-1條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專家專欄 | 農地傳承，與免稅的距離

如果取具之農業使用證明書屬於「農業發展條例第38-1條

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者，應另檢具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核發該土地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8-1條第1項第1款或第2

款規定之證明，始可申請適用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此種原為農業用地變更為⾮農業用地但仍作農業使用

者，通稱為「視為農業用地」，得適用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或免徵遺產及贈與稅，應符合下列要件：（一）原為農業

用地。（二）經依法變更為⾮農業用地。（三）依法應完

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未能准許依變更後計畫用途使

用，或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

重劃或區段徵收，於公告實施市地重畫或區段徵收計畫

前，未依變更後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四）仍作農

業使用。

符合上述四項要件，並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

作農業使用證明書者，得分別檢具由都市計畫及農業主管

機關所出具⽂件，因繼承而移轉應免徵遺產稅、贈與移轉

免徵贈與稅及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惟應注意，經核准免徵

遺產稅的農業用地，承受人自承受日起5年內，應繼續作

農業使用，不得移轉或變更使用，否則稽徵機關將追繳應

納稅負。

綜上，為因應國際化與自由化之趨勢，以及國內經

濟、社會環境的改變，政府於89年1月4日經立法院三讀程

序完成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確立了「放寬農地農有，落

實農地農用」之新農地政策，放寬農地自由買賣。不但允

許自然人承購農地，作農業使用之農地轉讓，符合一定條

件者，給予相關稅賦減免，包括前述的遺產及贈與稅、土

地增值稅及所得稅等免稅優惠。然而，本篇主要分析如家

族資產中，如有農地傳承之相關租稅優惠，並非鼓勵讀者

炒作農地，故農地傳承亦應注意回歸家族「農地農用」之

基本精神，始可讓家族基業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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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稅制 CFC拚2022年上路

OECD通過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將在2023年上路。財政部擬採「先稅率後稅基」的

兩階段稅改方式因應。

全球最低改2023上路財政部擬因應措施

財政部官員表示，面對全球適用新稅制的推出，首先要做的，適度提高台版AMT的徵

收率，從現行12％提高到15％，同時讓受控外國公司CFC制度日出，將台商在免稅天堂子

公司獲利比照境內企業，課徵營所稅稅率20％。由於這兩項措施，都是行政院評估後即可

施行，因此最快可於2022年實施。

判斷CFC兩大門檻

財政部已開始評估CFC的上路可能時程，此稅務新規定勢必對台商境外資產產生衝擊

及影響。為協助讀者可以迅速掌握CFC概念，避免因一知半解而有所誤解，筆者將藉由以

下流程圖讓大家可以簡單理解境外公司是否符合CFC條件。

財富傳承

mailto:samchen1@kpmg.com.tw


20©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Winter  2021

CFC當年度盈餘在700萬以下者，排除適用

其中有關當年度盈餘在700萬元以下者，有關700萬的

計算方式，茲以下圖兩例說明。

如屬於我國境內同一個人持有之全部CFC當年度盈餘

或虧損合計為正數且逾700萬元者，其持有個別CFC當年

度盈餘，仍應依規定認列投資收益。

專家專欄 | 接軌國際稅制 CFC拚2022年上路

CFC實施在即台商應重新檢視海外投資架構

CFC實施在即，建議台商可從未來投資布局、資金需

求、經營權安排及資產傳承等角度綜合評估海內外投資架

構在海內外稅制之下整體稅負成本是否合理及合規。依在

過去這三年協助客戶調整投資架構的經驗中，我們發現台

商過往的投資架構在過去這兩三年的稅改後，其投資架構

的整體稅負成本及風險多已不合時宜，台商應及早因應。

CFC 1 CFC 2 CFC 3

‒200萬 500萬 500萬

全部CFC當年度盈餘合計800萬
CFC 2、CFC 3課稅

【例1】

CFC 1 CFC 2 CFC 3

‒800萬 1,000萬 400萬

全部CFC當年度盈餘合計600萬

CFC 2課稅、CFC 3豁免

【例2】

是

不符合
豁免

1.CFC定義

①控制要件
②低稅負國家或地區

①有實質營運活動
②CFC盈餘在標準以
下

2.豁免門檻

不適用CFC

適用CFC

否

符合豁免

一、CFC定義

從上圖1.CFC定義，CFC須滿足控制要件及註冊設立在低稅負地區國家。其中控制要件指的是「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股達50％以

上或對其具有重大影響力」。而「低稅負國家或地區」的定義是該地的營所稅稅率未超過14％（例如BVI），或是對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或於實

際匯回始計入課稅（例如香港、新加坡）。這部分相對單純，比較複雜的會是在持股比例達50％以上的計算，尤其是關係人的持股也要計入，例

如配偶及二親等內親屬，或是綜所稅同一申報戶之個人，都被認定是關係人。

二、豁免門檻

倘若被認定為CFC，但「有實質營運活動」或「當年度盈餘在新台幣700萬元以下」，仍可豁免適用。「有實質營運活動」係指在設立登記

地有固定營業場所，有僱用員工，在當地有實際經營業務，且消極性所得占比低於10％。「當年度盈餘在700萬元以下」係指個別CFC當年度盈

餘在700萬元以下。

但如果個人與其合併申報之配偶及受撫養親屬控制的全部CFC當年度盈餘或虧損合計超過700萬元，則不能豁免，以避免個人藉由成立多家

受控外國公司分散盈餘而適用豁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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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企業永續策略
建立家族傳承的四大支柱

家族企業在草創初期能夠取得成功，往往仰賴創始人的能力；而家族企業要能持續營

運下去，更需仰賴家族成員的支持。創業艱難，守成更不易。創始人在辛苦了大半輩子穩

固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後，想到公司經營管理真不容易，要如何順利交棒給自己的子孫，

更是不知從何著手開始。

事實上，家族企業要持續壯大，需要更完整透明的管理系統；家族企業要永續發展，

需要足以擔當的接班人；家族企業要順利傳承，需要完善的繼承與治理制度；家族企業要

凝聚團結，需要有貫徹遵行的核心價值理念。公司可藉由建立同時考量環境、社會、治理

（ESG）的企業永續策略，同時達到完善管理系統與制度、培育接班人與經營管理人才、

以及貫徹家族企業核心價值等，協助家族企業順利交棒的四大支柱。

考量ESG的企業永續策略

首先，公司的營運管理規範必須要標準化、系統化，將營運管理的各個步驟、流程及

負責的人進行明文規範，增加管理透明度及客觀的評估標準，逐漸降低依靠經驗或少數人

記憶的狀況，或是不一致的主觀評斷。導入ESG管理概念初步可協助企業盤點在環境、社

會、治理三個面向的管理實施現況及不足處，再逐步強化。讓公司營運更有效率，更容易

管理，團隊也更容易合作。

培育接班人與經營管理人才

再來，企業經營最重要的資產就是人才，有能力充足的接班人及人才，企業才能順利

發展。如何招才、育才、留才是企業需要持續關注的項目。而新一代年輕人講求工作生活

平衡（work-life balance），對工作的態度不像上一代講求苦幹實幹。公司可藉由ESG揭露

與年輕人溝通，像是公司其實有優於法規的員工福利等。不僅能建立企業良好形象，更能

取得新一代年輕人對公司的認同，順利招得有才有能者。

企業永續大不同

文／林泉興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Sam.Lin@kpmg.com.tw

mailto:Sam.Li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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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武器或具有爭議的產業等。藉由ESG的概念能在貫徹

家族核心價值的同時，亦能與時俱進，維持公司的競爭

力。

綜觀上述，公司以ESG概念建立永續策略，並不是疊

床架屋地增加企業管理的複雜度，或是停留在口號宣言與

虛幻的崇高理念。而是穩紮穩打的強化公司在環境、社會

及治理面向上的管理與績效檢視，貫徹家族核心價值，建

立家族企業的良好名聲，凝聚家族共識，打造家族企業交

棒的基礎，協助家族企業順利交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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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傳承系統與制度

此外，公司若要順利傳承給二代，需要完善的傳承與

治理制度。不論是將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都交給二

代，還是導入專業經理人制度，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

都需要對公司的財務及非財務績效進行管理與監督。公司

藉由ESG盤點及量化呈現企業財務表現外的績效，像是因

為採取節能措施而減少的成本費用等。這樣不論是所有權

人對公司的期待或是經營者的表現，在內部管理時即能有

一致的溝通基礎，對外更能得到客戶、投資人肯定。

運用ESG貫徹公司經營核心理念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家族企業可利用ESG打造公司經

營核心理念，聚焦企業社會責任，將家族的使命感融入，

使家族上下內外有一致的目標與願景，提升家族向心力。

家族企業亦可結合ESG進行公司長期規劃的創新與策略轉

型，包括如提早因應產業供應鏈人權管理趨勢、碳稅／碳

關稅等法規限制的風險，或是家族整體進行資產配置時須



國際
觀點



WEALTH IN TRANSITION
家族辦公室趨勢調查

基於能將家族珍貴的資產（legacy）保存並且傳承下去的目標，使得許多的創辦人及其繼

任者開始將他們的財富進行「企業化」的管理，因此，越來越多的家族願意透過「家族辦公

室」的形式來作為家族財富管理的平台。然而，任何一個家族辦公室，是否能夠成功與長壽，

往往取決於家族的策略以及家族成員對於家族理念的認同與支持。KPMG澳洲於2021年10月份

發布了一份《WEALTH IN TRANSITION》的研究調查報告提到，家族的每一代人都應該成為

讓資產持續傳承過程的一分子，而「使命感」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

KPMG澳洲的這份《WEALTH IN TRANSITION》報告，是與The Table Club（TTC）共

同合作所進行的調查，調查對象包括澳洲、紐西蘭、香港、新加坡等10 個地區，80多個家族

辦公室及高資產淨值人士，希望了解這些地區家族辦公室的演變，並瞭解他們是如何面對大環

境的挑戰（例如COVID-19的衝擊）以及新趨勢（如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的要求）等影

響；同時，也觀察家族辦公室中代際的轉變，對於家族辦公室財富投資策略所帶來的改變等。

根據報告指出，由於代際間及想法上的不同，回覆的狀況是有所差異的，但仍然可以歸納

出：一個家族要能成功、持續長青，「規模化是王道」，家族的財富更需要集中起來管理。報

告認為，只要家族的財富管理得當，它自然會轉化為一種動力，能夠為家族創造出更強大且有

意義的東西來；而今日這一代人所做的努力，未來亦能夠造福後代，使他們受益。

這份報告的重點還包括：

Winter  2021

家族辦公室走向專業化

使命和目標對下一代至關重要

家族辦公室被認為是現代家族進行財富管理的首選，並被視為一種需要像一般企業一樣被管理

的企業。在現代，有些家族辦公室也願意聘請非家族人才來進行專業化的投資管理，並且提供

高水準的自主權、靈活性的環境，讓他們能夠進行更多有意義、影響力的投資。

越來越多的下一代家族成員會參與家族辦公室的運作及管理，他們重視治理、使命和目標，並

且致力創新，他們也相信，家族辦公室的存在，不僅僅只是為了要積累家族資金。

COVID-19並未減慢家族辦公室的速度

報告顯示，家族辦公室雖預期COVID-19會對於他們的資產投資產生衝擊，但他們仍能抓住機

會，作好準備，因此，超過30％的受訪者表示，截至2020年12月，其投資組合的價值仍有超

過10％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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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任者壓力普遍存在

從事慈善事業是一種策略

誰將領導家族辦公室以及如何領導？這個問題在家族辦公室中與在家族企業中同樣是一個

不容忽視的問題，但只有不到40％的受訪者表示已做好了準備。家族辦公室的創辦人會擔

心一旦所有權和控制權「稀釋」，會對家族辦公室的未來帶來什麼影響。而家族辦公室的

繼任者，也關心是否上一代已有明確的期望，以及他們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富有家族開展慈善事業，是有其策略意義的，主要重點並不僅是在給與，而是要能協助家

族進一步擴展其能力與規模，並產生更重要的影響力。

有自覺的資本投資對下一代很重要

家族辦公室越來越關注ESG的問題，也在積極考慮作影響力投資。

網路風險正在上升

隨著全球網路威脅事件的增加，家族辦公室經營的網路安全風險也在增加，因此，他們更

需要主動進行風險管理，以掌控包括投資及其以外的其他風險所帶來的影響。

WEALTH IN TRANSITION

Family offices in plain view

Register to Download

國際觀點 | Wealth in Transition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au/pdf/2021/family-business-survey-2021-report.pdf
https://analytics-au.clickdimensions.com/cn/ahtkt/KPMGxTable_Club_LP


2021 KPMG Global UHNWI Philanthropy White Paper
現代慈善家的新浪潮

長久以來，富人們對於慈善事業的投入與義舉在世界各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陣子

國內鴻海企業的創辦人捐助了大批疫苗，不但緩解了疫苗之荒，同時也穩定了民心及緊張的政

經局勢，他自己更提到「從沒花錢花得這麼高興過」。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其實亦可剛好對現

今的全球高資產淨值人士對於其所投入的慈善公益事業面向與目標略窺得一二。

隨著COVID-19的後疫情時代來臨，全球試圖從經濟衝擊中恢復之際，高資產淨值的人們

對於慈善事業的運作及觀點，已不再僅僅侷限於以往單方面捐贈的行為，他們現在更重視的是

慈善事業是否能持續引發正向效應並成為留給後代的另類資產。從KPMG畢馬威近日發表的

《2021全球高資產淨值人士慈善白皮書》(2021 KPMG Global UHNWI Philanthropy White

Paper)中，我們確實地看到現代的慈善家採取了創新的舉措來呼應這個訴求，同時也有幾項不

同於以往的議題與趨勢興起，例如新一代慈善家彼此合作的模式、背後的策略思維與架構、施

予者及受益者間產生的影響力等，正逐漸地形塑出現代慈善家的新樣貌，同時也為其所屬的家

族描繪出新的價值與願景。

全球慈善事業正在改變

時下的慈善家雖承襲了祖父輩「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回饋精神，但他們對於慈善事業

的抱負、國際影響力及所採取的行動、標準已不盡相同，再加上其於企業界所累積的成功經驗

與知識，讓當代的慈善家們正試圖以創新的方法來推動慈善事業，其中包含選擇的慈善事業架

構。

探尋適切的慈善事業架構對於慈善家實現預期的目標來說至關重要，無論是家族基金會、

企業基金會、私人捐助基金（donor advised funds）、智囊團（think tanks）或非盈利組織等

形式，雖然會受國情、區域與個人而有所不同，但它的重要性在於為慈善事業提供了一個活動

的依據與衡量影響力的基礎，並實現了更有意義的合作，同時也藉此提供了一個平台來連結家

族成員。

在報告中，我們可看到為數不少如同東方的李錦記家族慈善基金會及美國的洛克斐勒基金

會等跨越數個世代的家族慈善事業，這種跨代傳承運作的模式與傳統，有助於增加家族慈善事

業整體的生命週期與規模，對於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來說，這種持續性的慈善投入無疑是一股

穩定的力量，但同時也使得現在的慈善家需不斷地檢視慈善事業的架構是否合乎需求。然而，

我們從白皮書的訪談中也發現到，將企業精神和卓越的管理經驗轉化爲成功的慈善事業已成為

新一代慈善家的理想之一，因此他們通常會採用與營運企業相似的思維，來考量其所支持的慈

善活動、達成目標的正確工具，甚至是慈善事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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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當中，最常被運用的慈善事業架構仍是家族基金

會與慈善信託，因為它可以明確地依據家族的期望將資金

放到關注的範疇上，並對於投入資金或資源的主體需求或

問題進行積極的回應。此外，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媒介可

將家族的成員集結起來，進一步串聯其他的基金會、慈善

家、政府單位與非政府組織（NGO）的力量，以提升慈善

事業整合性的綜效，而整合協作的力量也正是現代慈善家

所擅長的，報告中有63％的慈善家亦言明，唯有透過合作

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慈善投資的影響力並開創新的機會，而

42％的人更是經常性地與其他慈善家保持合作關係。

展現影響力是重要的

看到其投入的慈善事業發揮影響力及成效，對於慈善

家們來說是莫大的鼓舞，這也是促使他們持續保有熱情與

投入慈善事業的主要動力。

從白皮書中，我們觀察到慈善事業要能衡量並展現其

影響力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勢，其中有71％的受訪者表

示，「可衡量影響力」是他們在選擇支持投入的慈善對象

時的第一個考量點。但因為慈善活動會因不同地區、文化

與社會的變遷而不斷地動態發展，再加上其時間維度可能

拉長到數十年之久，如此一來，對於慈善家想要衡量慈善

投入的影響力將會是一大挑戰，報告中也指出有56％的慈

善家對此表示認同。

縱使挑戰一直存在，在慈善家為慈善事業注入企業營

運模式與思維的影響下，慈善事業被衡量與評比的方式正

在發生改變，例如白皮書中76％的受訪者表示，越多數據

的運用將使得現在於衡量影響力方面變得更具意義，這也

讓新一代的慈善家得以檢視投入慈善活動的效度與影響

力，而報告中也提到有許多的慈善家會諮詢專業顧問組

織，以協助調整慈善投資的策略與方法，讓慈善投資架構

更具靈活度並擴大其效益。

儘管唾手可得的數據量日益增加，但慈善家們也發現

一個不爭的事實，即是硬要將營運企業的模式複製到慈善

事業上是不容易的，此時，慈善家們也會探索新的、更具

流動性的衡量指標，讓衡量影響力的長、短期目標兩相結

合。對此，參與白皮書調查的42％慈善家指出，他們需要

且重視慈善活動受益對象的具體回饋，其中38％的慈善家

更為其活動建立了關鍵績效指標，因此，無論現在與未

來，「讓數據說話」都將成為新一代慈善家決策與思維的

依據。除了具體的數據衡量指標外，我們也觀察到，雖然

藉由企業主導的基金會與非政府組織或政府單位一起合作

所展開的慈善活動，通常較家族基金會採取更具條理的方

法來衡量其效益，但無論是家族或企業基金會，兩者卻擁

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都看重慈善活動中所回饋出來的軼

聞、成功或失敗的個人經驗分享和受益者發聲的機會等，

並認為這些都是具有價值的衡量標準。

家族為重

廣泛地來說，慈善事業其實就是整個家族的事務，因

為它可能是承襲於幾個世代的前人所建立的模式或活動，

並據此為家族成員提供緊密的連結與認同感，甚或讓下一

代進而培養出會珍惜的習慣與技能。根據白皮書指出，77％

的慈善家表示提升家族凝聚力是慈善活動的主要益處之

一。

姑且不論慈善家內心所懷抱的理想為何，每位慈善家

都願意竭盡全力確保家族成員參與其中，並讓他們獲得充

分的了解與資訊，而這也是家族慈善事業最終能成功的重

要基石。由於家族成員的參與可為慈善活動注入新的觀點

與創意，這也促使他們可以朝著目標持續推進。

然而，年輕的家族成員所關注的慈善議題或許會跟前

幾代祖父母輩有所不同，因此提供靈活性的慈善架構來支

國際觀點 | 2021 KPMG Global UHNWI Philanthropy Whit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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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年輕世代從事的慈善事業也將不同於以往，這也是為何

現在可以看見部分家族會為年輕世代提供一筆資金供其自

由運用，或甚至有跨家族的年輕成員會集結在所謂的「捐

贈圈」（Giving circle），展現像其父母般的影響力與聲

量。

讓明天更好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慈善捐助行為雖然在現代仍然很

普遍且重要，但此模式已非新一代慈善家投入慈善事業的

重心，除了捐贈金錢，他們同時也重視時間與專業知識的

付出，並渴望創造出持久和具影響力的改變，因此，現在

的慈善家們正試圖藉由新的觀念、模式，來選擇或開創慈

善事業投入的領域及達成目標的工具，例如ESG即為近期

熱門的投資項目之一。簡而言之，即使是單純的金錢捐

助，新一代的慈善家也會運用所長將一塊錢的價值發揮到

極致，而也這正是不同於過往單方面施予捐助行為上最根

本的差異，於此同時，無形中他們也正為自己的家族締造

了永世流傳的珍貴資產。

Disruptive Philanthropists

2021 KPMG Global UHNWI Philanthropy White Paper

Register to Download

國際觀點 | 2021 KPMG Global UHNWI Philanthropy White Paper

本文內容參考來源：Philanthropy: A New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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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不接班 日本中小企業前景堪慮

日本的中小企業是支撐該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大多也

都是家族企業，2000年的數據顯示有8成是由內部成員接

班，但現在卻僅剩34％，若缺乏繼任人選，即便是賺錢的

公司也只能歇業，目前看來進行中小企業的整併似乎是可

行的路，只是整併的步伐過慢，且也面臨不受企業主青睞

的難題。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天下雜誌 | 2021.12.13

家族傳承不靠說教，靠放低姿態溝通

政治大學名譽講座教授司徒達賢在「2021第19屆遠見

高峰會」中指出，培養接班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他出去

創業，也說明可以透過家族辦公室、家族憲法及成立閉鎖

型家族控股公司等家族治理架構來避免日後紛爭，同時他

也呼籲兩代的溝通是傳承成功的關鍵。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遠見雜誌 | 2021.12.6

趨勢觀察／中小企家族企業化打破經營魔咒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數據指出，台灣中小企業

的平均壽命只有13年，許多根本還來不及接班就已結束營

業，實務上因中小企業資源有限、欠缺良好的制度與系

統，因此無法吸引人才，建議中小企業若要永續經營，可

先培養高階經理人去做過渡接班。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1.11.23

Wint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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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成企業加速培養接班人 想成為CEO？最好要

具備這5大特質

根據yes123求職網調查指出，51.3％的企業屬於傳子

不傳賢，48.7％則是傳賢不傳子，而受到疫情的影響，

56.8％的企業表示已在規劃接班人的培養，相較於前兩年

的數據，顯示接班人養成的速度有加快的趨勢。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今周刊雜誌 | 2021.11.2

司徒達賢：「家族控股公司」讓家族企業不分

家！

司徒達賢教授表示，西方百年家族企業的成功關鍵是

以「制度」取代「人治」，或輔助「人治」，例如可藉由

家族控股公司的成立，在公司法規定下進行企業的運作及

決策，以法人身分擁有並掌控公司股權、派任董事，如此

將可達到日後子孫不分家、避免互相競爭的情事，亦可減

少因權力集中而發生道德風險的問題。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遠見雜誌 | 2021.10.29

商業興觀點／二代接班掌握十大工具

商研院的研究顯示，二代可透過十大有效工具來順利

接班，分別是經營模式、策略成長、數位轉型、股權布

局、人際網絡、組織溝通、數位行銷、財務分析與風險管

控、顧客關係連結、電子商務與跨境電商。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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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銀華／企業永續之道：傳承九要（上）（下）

企業創辦人要做好傳承規劃，並讓接班人順利展開工

作，是檢驗企業家成就的重點。陽明交通大學資管與財金

系教授葉銀華經研究與個案分析，提出九個企業永續的要

點：一、創辦人與接班人皆要強化組織凝聚力。二、針對

家族企業，成員要有共同信念，亦即家族精神，並且明文

化。三、創辦人在傳承時股權規劃，必須與經營權設計具

備一致性，以避免之後的紛爭。四、要作接班人訓練，亦

即是經營權傳承，可逐步規劃接班人在跨部門訓練。五、

要讓接班人建立新管理團隊。六、董事會與管理階層要逐

漸分離。七、增加外部董事的比率。八、要建立有長期激

勵效果的薪酬制度。九、財務與重大資訊的透明化。

閱讀上篇全文及下篇全文

本文摘錄自聯合報 | 2021..10.30及11.17

家族企業9年成長中型變大型科技業占比高

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蔡鴻青指出，台灣家族企業的趨

勢已從中型規模往大型發展，家族企業的平均規模為7億

美元，平均成立34年之久，其中百大家族由第一代與第二

代掌權的比例各約一半。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中央社 | 2021.11.15

維持家族資產傳承與永續經營 KPMG：可採法

人化與彈性措施

KPMG安侯建業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洪銘鴻建議，

為維持家族資產的傳承及永續，應先進行家族資產的盤點

並就配置議題凝聚共識後，再採行法人化與如閉鎖型控股

公司、家族憲章等的彈性措施，以有效保全資產。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工商時報 | 2021.11.11

家族時事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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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vm.com.tw/article/8374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944/5792905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5853710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589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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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111000807-2602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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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

財富傳承越傳越少？破解家族資產傳承迷思

隨著世代開枝散葉，家族企業將可能面臨傳承策略的選

擇，考量稅務成本、評估稅務風險，才能為財富保值、代

代傳承。

資產傳承三大常見稅務迷思，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

快速為您拆解：

一、兩家公司合併，個人股東也能享受企併法的租稅優

惠？

二、不管是用現金、股權或是土地，相同價值的資產移

轉，稅負效果通通都一樣？

三、海外資產只要轉移給小孩的海外帳戶就不必繳納贈與

稅？

主持人：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協同主持會計師 郭士華

來賓：KPMG安侯建業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洪銘鴻

11月19日

以家族之名！企業如何掌握永續傳承良機？

家族企業的傳承是責任的延續，也是賦權的過程，當家族

開枝散葉，永續家業需掌握三大核心：

一、規模仍然是王道

二、家族對企業的承諾是關鍵

三、所有權與經營權分而不離

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創辦人陳振乾分享：

台灣企業該怎麼借鏡西方成功家族傳承經驗？

家族企業啟動傳承的最佳時機為何？

家族成員如何透過多元助力開啟傳承課題？

主講：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創辦人陳振乾

【KPMG 知識音浪】

家族辦公室談傳承接班

精采內容，不容錯過，想要了解內容，趕快在各收聽平台搜尋「KPMG知識音浪」，記得訂閱起來！

Apple Podcast：https://apple.co/35PHWRS

Spotify：https://spoti.fi/2LSNEv6

Google Podcast：http:/bit.ly/3iIIiPo

SoundOn：http://bit.ly/2LpLlA7

KKBOX：http://bit.ly/3prAkNd

SoundCloud：http://bit.ly/2XJSSMB

活動

花絮

https://apple.co/35PHWRS
https://spoti.fi/2LSNEv6
http://bit.ly/3iIIiPo
http://bit.ly/2LpLlA7
http://bit.ly/3prAkNd
http://bit.ly/2XJSS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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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傳承？傳承有起點？或有終點？該如何展開

傳承？許多家族企業都知道傳承對於企業永續很重要，但

真正要去做及會做的卻不多，許多內外在的因素都可能會

影響傳承的時程及工作，最明顯的像是襲捲全球的

COVID-19疫情，就對企業的經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生

存若不易，更何談繼續傳承？此議題引發關注，更想了解

傳承及永續成長的相關議題，為此，KPMG安侯建業家族

辦公室協同主持會計師郭士華於10月20日及29日分別應財

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及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暨財務金

融研究所之邀請，於所舉辦之「二代接班工作坊」及

「2021企業永續發展暨會計實務趨勢線上論壇」說明家族

企業傳承及永續成長的議題；另外，她也分享了今年度

KPMG全球發布的《KPMG 2021全球家族企業調查》，探

討COVID-19下家族企業傳承的新挑戰及角色的轉變。

郭士華指出，傳承規劃的基礎，須「以終為始」，亦

即要立足未來奠基現在，隨著家族企業發展的現況，進行

滾動式的傳承計畫。而面對COVID-19的衝擊，她表示，

家族企業必須更重視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並採取滾動式

的轉型，同時也需要加強企業耐性資本投資，投入充分時

間和人力研究尋找評估更具長期發展性的投資。

KPMG安侯建業協同主持會計師郭士華向二代分享傳承接班新挑戰

「二代接班工作坊」的講師及參與學員

郭士華協同主持會計師擔任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暨財務金融研究所之線上

論壇主講人

家族企業傳承及永續成長

活動

花絮

（照片來源：商業發展研究院）

（照片來源：商業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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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董事學會「第十屆華人家族企業論壇」於11月

15日舉行，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陳振乾

應邀出席，並與政治大學教授周行一、研華(股)公司董事

長劉克振進行傳承對談，除了分享家族辦公室對於家族企

業的加分效果外，並提出家族企業百年永續的三大關鍵，

分別為「規模仍是王道」、「家族對企業的承諾」及「分

而不離」，提醒家族企業所謂的「傳承」，不僅是事業或

財富的交接，更是家族榮譽的彰顯、責任的承擔及使命的

延續，過程中若缺乏共同的價值與理念，尋求家業永續的

過程將可能面臨重重難關，不可不慎。

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陳振乾分享百年家族企業

傳承關鍵

(由左至右)陳振乾主持會計師、政治大學教授周行一、研華(股)公

司董事長劉克振

「第十屆華人家族企業論壇」

探尋家族企業永續之道

活動

花絮

（照片來源：台灣董事學會）（照片來源：台灣董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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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家族辦公室係以家族為核心，協助家族成員思考家族與事業傳

承及接班有關的重大議題；同時，我們協助家族建構專屬的溝通平

台，以豐富的實務經驗及獨立的角度，從家族整體最大利益與家族成

員進行互動與溝通，協助凝聚家族共識，發展傳承策略，使家族繁榮

昌盛、基業長青。

家族辦公室服務團隊從治理、成長、傳承、財富管理到家族慈善，提

供涵蓋財務、會計、稅務、法律、顧問等符合家族客戶需求之服務，

包括：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

家族稅務與法律

‐ 家族稅務治理

‐ 家族事業的整體稅務安排

‐ 信託規劃與安排

‐ 家族成員的保險政策

‐ 遺囑安排

‐ 家族協議文件（例：股東協議書…）

‐ 家族成員的國籍稅務梳理

家族公益

‐ 信託（境內、境外）與基金會的設

立諮詢

‐ 家族社會企業之運作

‐ 家族的融資規劃與政策

‐ 家族資產所有權的架構安排

（含境內、境外投資公司的規劃）

‐ 家族的資產流動性管理

‐ 家族資產管理政策的規劃與建置

‐ 家族資產的盈餘分潤政策

‐ 跨國資產的稅務治理

‐ 家族創投或私募基金的設立

家族治理

‐ 家族憲法的規劃與制定

‐ 家族治理機制

‐ 家族議會之運作規劃

‐ 家族事業所有權傳承機制

（如控股公司、基金會及信託等規劃）

‐ 家族與事業的溝通機制

‐ 家族事業的持股政策

‐ 家族成員進入事業的遴選與評估機制

‐ 家族決策與溝通機制

事業的成長與傳承

‐ 接班人養成藍圖

‐ 企業成長與轉型策略

‐ IPO的規劃與相關服務

‐ 併購與重組

 

家族財富管理與風險管理政策 家族治理

家族稅務與法律

家族公益

事業的成長與傳承



家族辦公室服務團隊

陳振乾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886 2 8101 6666 ext. 01962 
pedersonchen@kpmg.com.tw

郭士華
家族辦公室協同主持會計師
+886 4 2415 9168 ext. 03814
rkuo@kpmg.com.tw

尹元聖
家族辦公室協同主持會計師
+886 2 8101 6666 ext. 11139
jasonyin@kpmg.com.tw

張芷
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886 2 8101 6666 ext. 04590
schang1@kpmg.com.tw

陳惠媛
審計部執業會計師
+886 6 211 9988 ext. 01595
angelachen@kpmg.com.tw

吳能吉
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886 7 213 0888 ext. 07178
aikeywu@kpmg.com.tw

卓家立
安侯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兼所長
+886 2 2728 9696 ext. 14688
jerrycho@kpmg.com.tw

蔡文凱
稅務投資部會計師
+886 4 2415 9168 ext. 04581
ktsai@kpmg.com.tw

劉彥伯
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
+886 2 8101 6666 ext. 05653

abelliu@kpmg.com.tw

葉建郎
稅務投資部會計師
+886 2 8101 6666 ext. 06767
aaronyeh@kpmg.com.tw

洪銘鴻
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 886 2 8101 6666 ext. 11161

rhung@kpmg.com.tw

賴偉晏
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
+886 2 8101 6666 ext. 16208 
wlai1@kpmg.com.tw

張維夫
顧問部營運長
畢馬威財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886 2 8101 6666 ext. 05185
vwchang@kpmg.com.tw

朱源科
畢馬威財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886 2 8101 6666 ext. 08432
jchu6@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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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興
執行副總經理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86 2 8101 6666 ext. 13974
Sam.Lin@kpmg.com.tw

聯絡我們

汪欣寧 協理

+886 2 8101 6666 ext. 08712
lydiawang@kpmg.com.tw

林妍伶 主任

+886 2 8101 6666 ext. 33388
landyli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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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資訊

「家族辦公室季刊」為KPMG安侯建業每季定期出版之刊

物，為了讓家族辦公室的會員們也能即時掌握實用的觀點

訊息，我們會定期寄送這份電子季刊供下載參閱。若您的同

事、長官或好友也期望收到KPMG家族辦公室季刊，煩請

登入KPMG Campaigns進行線上訂閱。

家族辦公室專業服務 家族辦公室季刊

home.kpmg/tw

KPMG Campaigns

https://kpmg.tax.com.tw/epaperorder.aspx
https://page.line.me/kpmgtaiwan
http://facebook.com/kpmgintaiwan
http://youtube.com/kpmgintaiwan
https://tw.linkedin.com/company/kpmg-taiwan
http://instagram.com/kpmgtaiwan
https://home.kpm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