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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最 近 常 遇 到 客 戶 詢 問 有 關 「 家 族 辦 公 室 （ Family

來越受到關注，主要是它們都跟企業的經營成本及策略有

office）」的問題及設立的可行性，我也對外分享了一些曾

極大的關係，相較於過去，在談此類議題時，大家可能較

經協助家族客戶形成家族辦公室的實際案例及經驗。以往

感受不到它的重要性，而在現今世界任何的事件都是牽一

大家常認為，家族辦公室就是一個為超高淨值人士或具規

髮而動全身的情況下，ESG的議題也受到更多的重視，它

模的家族進行財富管理或是投資、信託等等相關服務的機

早已跟企業的經營息息相關，因此，家族企業要談傳承，

構，所以關注的重點往往會在於它作為家族財富傳承的功

也唯有瞭解它，並盡早將相關的議題納入整體策略及規劃

能，也因為它基本上像是為資產龐大的「有錢人」提供的

中，才有機會永續傳承。本期「企業永續大不同」專欄，

服務，所以給外界的印象，往往是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

將帶讀者從減碳的議題來談它對家族企業的影響，為您一

紗，且以為只有規模大的家族及富豪才需要作家族辦公

「碳」究竟。

室。為了揭開家族辦公室神秘的面紗，改變外界對它的印
象，我在今年初1月21日KPMG的podcast「知識音浪」第
100集的節目中，特別與我們家族辦公室的協同主持會計
師尹元聖跟大家解密「家族辦公室」，談談為什麼要有家
族辦公室？家族辦公室的功能及類型？家族辦公室在傳承
中的角色？同時也跟大家分享了透過家族辦公室的協助，
家族如何透過「家族憲法」，創造兩代間對話的契機，有
效落實家族價值與理念的傳承？有興趣的讀者，歡迎至
KPMG的「知識音浪」聽聽。

疫情、地緣政治等等因素都為家族企業傳承及現有經
營帶來壓力，家族企業接班，要想突破困境、開創新局，
「轉型」絶對是接班者必須思考的課題，但「轉型」是說
轉就轉的嗎？轉型過程問題及挑戰重重，借重外部專業顧
問的協助，轉型才有可能轉的漂亮且事半功倍。KPMG安
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今年再度推出【創新轉型學院第二

期】，希望協助想要轉型或正在轉型路上卡關的您一臂之
力，若您想甩開困境，大步前行，歡迎與我們聯繫！

其實「家族辦公室」是一個很籠統的名詞，它可以是
實體的，也可以是虛擬的，它可以是為單一家族服務的，
也可以為多家族服務。然，無論如何定義，家族辦公室在
傳承上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一個以成就家族與家族企業
永續經營為目的的平台，至於它的功能需要有哪些？如何
運作？還是得看家族對傳承的需求為何。而根據我的服務
經驗，如果在家族辦公室設立的過程中，家族能夠配合投

入，則是比較容易找出一條適合自己家族的傳承之道。本
期季刊有針對「家族辦公室」專文說明。
今年以來影響世界經濟重要的一隻黑天鵝 –「俄烏戰
爭」，開戰之後不僅全球產業供應鏈引起了經濟動盪，也

郭士華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rkuo@kpmg.com.tw

推升國際油氣價格上升，間接加速歐洲潔淨能源轉型。環
境、氣候變遷、碳排放等等與ESG相關議題在近幾年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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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在家族傳承中的
角色及發展
文 ／ 郭士華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rkuo@kpmg.com.tw

汪欣寧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協理
lydiawang@kpmg.com.tw

國外許多的家族企業運用「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作為家族傳承方式的風氣
越來越盛行，一些著名的富豪像是微軟創辦人比爾蓋兹、Google創辦人布林也有成立家族
辦公室以針對家族的財富作管理及運用，以至於最近開始有許多較大的家族或高資產淨值
者對於家族辦公室感到興趣，並探詢成立家族辦公室的可能性，許多的金融業、顧問業紛
紛推出家族辦公室的服務。到底什麼是家族辦公室？為什麼要有家族辦公室？家族辦公室
在傳承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家族辦公室」起源於歐美，大部分我們常聽到的家族辦公室，比較常被認為的是，為
一個或多個超高淨值人士或具規模的家族進行財富管理或是投資、信託等等相關的服務機
構，因此，多數人會以為它就是一個提供財富傳承及管理功能的單位或機構。然，家族辦
公室的功能僅只於此嗎？
其實「家族辦公室」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因為本文想談的是它在家族企業傳承的角

色，所以就姑且先撇開不談那些高資產淨值者要成立所謂家族辦公室的目的。

家族辦公室在傳承中的功能

過去十年來，我們跟許多的家族企業客戶談永續傳承的議題，也輔導並陪著他們經歷
了傳承的過程，我們發現，大部分的人，對於「家族辦公室」通常都抱持著好奇的看法，
像是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若是要掀開這層面紗，搞清楚它到底是什麼，基本上就需
從傳承永續的本質來看，比較能夠理解，為什麼需要設置家族辦公室，以及家族辦公室在
傳承的過程中，到底可以擔負什麼角色。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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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時事觀察 | 家族辦公室在家族傳承中的角色及發展

Spring 2022

通常我們常談的家族企業要永續，事實上就是談「家

就具備了十分完整的「家族辦公室」功能。從家族憲法、

族」與「企業」二大部分該如何永續經營的問題；而要永

家族委員會、家族董事會、家族教育、家族公益及家族資

續經營，根據我們的經驗，有二個面向需要關注，一是如

產的管理等，都能使默克家族在有效掌控企業股權的同

何讓家族企業從家族面向轉化成「企業家族」，另外則是

時，作好家族治理及公司治理，也使各世代的家族成員得

如何在家族轉化的過程中能夠達成家族機構化的目標，並

到良好的養成及發展。

透過家族機構化的型式來成就家族企業永續的幾個面向，
包括：人才、家族與企業的治理關係、財富管理，及公益
慈善、ESG。在我們過往的經驗中，「家族辦公室」，正

清楚界定成立家族辦公室的目標

是可以扮演一個很好的機構化角色的平台，來協助家族企
業有系統地處理這些永續的議題。也因此家族辦公室的功

我們要強調的是，並非成立了一個家族辦公室就需要

能，可以涵蓋家族與企業的永續及傳承、家族企業控制與

具備像洛克斐勒或默克家族這麼多的功能，或是要有那麼

財富保障、家族教育、接班人培育計畫的規劃及執行、家

多的需求，才能建立家族辦公室。家族辦公室的規模可大

族資產投資管理、發展家族慈善事業，甚至是家族創業，

可小，它可以由家族成員自己來組成、執行，也可以藉由

或是協助整合家族資訊，統一處理行政事宜等等，全都可

外部第三方的力量來協助；它可以是實體的，也可以是虛

以依據家族個人或家族整體需求及其相關事務複雜度的不

擬的；它可以是單一功能的或是採循序漸進、增加功能的

同，來作設計。

方式。無論是什麼形態的家族辦公室，重點都是要先清楚
界定「你要成立家族辦公室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洛克斐勒及默克的家族辦公室

事實上，在家族傳承的過程中，即便未設立家族辦公
室，還是有許多家族能夠運作良好。家族成員會自己處理

在歐美一些百年家族企業傳承的過程中，家族辦公室

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像是最著名的美國洛克斐勒家族，
傳承至今已第七代，是一個工業、政治、石油業和銀行業
的家族，擁有龐大且橫跨不同產業的事業及資產。早在
1882年，第一代創辦人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 D.

問題、管理家務及規劃下一代的未來，不需有任何特定的
策略，也不需要專業協助。儘管如此，隨著家族的成員越
來越多，財富的增長、家族相關事務的複雜度與管理工作
也會跟著增加，此時便可能會需要透過如設立家族辦公室
等一些有序的規劃方式，來處理傳承的問題。

Rockefeller）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家族辦公室，這個設
置在紐約洛克斐勒30廣場（30 Rockefeller Plaza）56樓的
家族辦公室（被稱為「room 5600」），在專業經理人協

家族成員及第三方外部人在家族辦公室
的角色

助下，將家族旗下所有資產集中管理。百年來，洛克菲勒
家族辦公室為家族的世代成員提供了包括法律、投資、財
務、慈善等一系列家族事務服務的功能，良好地打理著洛
克菲勒家族的財富。之後，洛克菲勒家族辦公室甚至轉變
成為一間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的投資顧問公司—洛

克菲勒公司（Rockefeller & Co. ），由於有洛克斐勒家族
的服務經驗，這家公司從單一家族辦公室（SFO，The
single-family office）得以轉變成為為其他家族的客戶提供
一系列的財富管理服務，例如：金融投資、財富管理顧
問、稅務規劃、慈善捐贈、信託、財務分析及保險服務等
的多家族辦公室（MFO，The multi-family office）。
洛克斐勒的家族辦公室主要功能在於管理家族財富，
達到財富傳承、家業傳承的目標，同時也能藉由其對慈善
公益的作為，傳達家族的價值，讓後代子孫了解家族傳承
的真義。而另一家已經傳承三百五十餘年的德國默克集團
（Merck），其家族所架構出整套的家族與企業傳承的系統，

前面有提到，家族辦公室可以是由家族成員來參與運
作，那麼家族成員在家族辦公室中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隨著家族成員在各個世代的發展，每個家族成員可能會有
不同的專長及興趣，並不一定每個人都想要進到家族企業
中工作，此時，便可以安排家族成員參與家族辦公室的運
作，例如：為家族財富進行管理投資、處理家族治理事務
（如家族會議的召開）、處理家族慈善及協助家族成員進
行接班計畫等，如此也可強化家族成員與家族的連結度。

唯家族必須對於家族成員在家族辦公室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對各成員的期待清楚界定及溝通，以避免導致誤解。
家族辦公室的功能越多，則像企業的經營一樣，需要
的專業就越來越多，例如：家族財富管理與風險管理的政
策、家族稅務及法律、家族治理、事業成長與退出、慈善
公益等；此時除了家族成員的參與外，藉由外部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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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會問我們，我的家族規模不大，好像不用成
立家族辦公室來作傳承？如果是要成立一個「實質的」家
族辦公室單位，似乎真的沒有什麼急迫性，但回到我們前

我們KPMG家族辦公室曾經輔導過一家中小型的家族

面強調的，要先了解想要「家族辦公室」的目的是什麼，

企業進行傳承，主要目標是希望讓家族持續保有家族事業

不想要自己或在家族內來作，找到一個像是我們KPMG安

所有權及經營權，且家族和諧不分家，因此過程中，我們

侯建業家族辦公室此類外部單位來協助傳承，一樣能夠達

協助了他們，從與家族成員溝通開始，到制定家族憲法、

到建立家族辦公室的功能。

家族股權的調整、控股架構的設立，到成立家族委員會、
輔導家族會議的進行。過程中，家族成員也從剛開始對於
傳承及家族辦公室的概念還很模糊，到目前一代已經順利

家族辦公室 成就家族與家族企業永續經營

交棒給二代，並且家族還是會持續定期召開家族會議。我
們發現到，藉由家族辦公室的持續運作，更凝聚了這個家

再次強調，不只是財富的傳承，家族辦公室應被視為

族成員間的情感，以及讓他們能真正認知到家族的價值，

是一個成就家族與家族企業永續經營為目的的平台，希望

而願意更堅定地守護家族、維護家族整體的利益。

每個家族都能夠透過家族辦公室設立的過程，找出適合自

由上例也可發現，家族辦公室的運作是否能夠成功，

己家族的傳承之道。

除了外部第三方專業的協助外，更需要家族成員的投入及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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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稅務

重磅出擊，房地合一2.0
特定股權交易之認定標準
出爐，家族企業應留心
文 ／ 張芷
KPMG安侯建業副執行長
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schang1@kpmg.com.tw

林健生
KPMG安侯建業
稅務投資部協理
vincentlin@kpmg.com.tw

為抑止不當炒房，新的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下稱「房地合一稅2.0」）課稅新制
已於去年7月1日實施。為防杜藉由不同型態炒作不動產規避稅負，房地合一稅2.0增訂應納
入房地合一課稅範圍：（一）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二）交易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
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50％
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以下簡稱「特定股權交易」）。但交易之
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則排除適用。
有關「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
成」，依據「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
一、指交易該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時，該營利事業或其控制之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房
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時價，占該營利事業全部股權或出資
額時價之比率在50％以上。

二、國內外營利事業全部股權或出資額之時價，應以交易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
核 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
三、交易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以交易日之該事業資產每股淨值
計算之。
四、但稽徵機關查得時價高於每股淨值者，按查得資料認定。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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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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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為了能讓家族資產永續傳承，避免因代代相傳致

交易日起算前一年內任一日（係指110年7月1日以後）直

產權過度分散，家族常選擇透過法人持有並統一管理房地

接或間接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

產，然而在房地合一稅2.0新制規範下，「特定股權交易」

時，不論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即應注意房地合一稅可能

納入房地合一稅之課稅範圍，對過往選擇透過法人持有房

之影響。茲彙總符合「特定股權交易」及「一般股權交

地產之家族在移轉或處分時也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倘家

易」之稅負影響如下表：

族個人或企業出售其投資國內外營利事業的股份或出資額

符合「特定股權交易」
視同房地交易

交易標的

「一般股權交易」
非視同房地交易

適用「房地合一稅」：

有限公司出資額或
未上市櫃、興櫃股
票（未經簽證發行
股票）

• 稅率：依股份或出資額之持有期間適用稅率
適用稅率

境內居住者
持有期間

非境內居住者
持有期間

45％

2年以內

2年以內

35％

超過2年
未逾5年

超過2年

20％

超過5年
未逾10年

15％

超過10年

個人

未上市櫃、興櫃股
票（經簽證發行股
票）

未上市櫃、興櫃股
票（未經簽證發行
股票）

票（經簽證發行股

票）

• 申報期限：
併入個人綜合所得課稅，於隔年5月辦
理結算申報

• 稅率：20％（可減除扣除額670萬元）
• 申報期限：

• 申報期限：
分離課稅（無論為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交易日之次

計入「基本所得額」課稅，於隔年5月
辦理結算申報

適用「房地合一稅」：

屬「財產交易所得」：

• 稅率：依股份或出資額之持有期間適用稅率

• 稅率：20％

適用稅率

境內營利事業
持有期間

境外營利事業
持有期間

45％

2年以內

2年以內

35％

超過2年
未逾5年

超過2年

20％

超過5年

營利事業

未上市櫃、興櫃股

• 稅率：5％至40％

屬「有價證券交易所得」：

日起30日內申報）

有限公司出資額或

屬「財產交易所得」：

• 申報期限：
併入營利事業所得，於隔年5月辦理結
算申報

屬「有價證券交易所得」：
• 稅率：12％（可減除扣除額50萬元；
持股滿3年可減半課稅）
• 申報期限：

• 申報期限：
分開計稅合併報繳，於隔年5月辦理結算申報

計入「基本所得額」課稅，於隔年5月
辦理結算申報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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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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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何謂「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財政部於今
重點一、個人持有特定股權過半如何認定

（111）年1月25日發布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0號令（下
稱 財 政 部 第 11000633640 號 令 ） 及 台 財 稅 字 第

11000633641號令（下稱財政部第11000633641號令），

家族個人或企業在移轉家族公司股權時，即使持有

分別明定「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

股份或出資額未達50％之認定標準，仍應留意是否有因

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

關係人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須依規定合併計算持股比例，

準」及「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

進而落入適用標準內。有關特定股權過半認定之標準，

有國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除

茲 依 財 政 部 第 11000633640 號 令 及 財 政 部 第

自有之股份外，亦應將符合條件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

11000633641號令彙總如下表：

人直接或間接持股合併計算，並判斷持有特定股權是否過
半，在此一判斷標準下，家族股權移轉可能很容易就落入
房地合一稅2.0的課稅範圍。本文就房地合一稅2.0「特定
股權交易」之認定重點說明如下。
持有形態

直接持有

個人

依其持有比率合併計算。

營利事業

依其持有比率合併計算。

透過其關係企業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

間接持有

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其持有關係企業股份

透過其關係企業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其持有

或出資額：

關係企業股份或出資額：

• 超過50％或對其關係企業之人事、財務

•

關係企業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

或營運政策具有主導能力者：以該關係
企業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
額之比率合併計算；

超過50％或直接控制其關係企業之人事、財務或營運政策者：以該

•

未超過50％者：按其關係企業各層持有股份或出資額比率相乘積合
併計算。

• 未超過50％者：按其關係企業各層持有
股份或出資額比率相乘積合併計算。
屬比照間接規定計算方式，將該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直接及間接
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
比照間接規定計算方式，將該關係人及被
利用名義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該國內外營
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
透過關係
人及被利
用名義之
人而間接
持有

1.「關係企業」第3款及第4款規定之關係
企業。
2.「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各款規定之
關係人。
3.個人利用他人名義進行股權移轉或其他
安排，不當規避前2目規定構成要件者。

1.關係企業直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超過50％者。
2.關係企業間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各層持有比率超過50％
者。
3.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開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
其解釋，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解釋公告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關
係企業對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者。
4.「關係企業」第4款至第6款規定之關係企業。

5.「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第1款至第5款規定之關係人。
6.其他足資證明對營利事業之人事、財務及營運政策具有主導能力之關
係人。
7.營利事業利用他人名義進行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前6目規
定構成要件者。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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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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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關係人之定義

關係人
定義

關係人

個人
所稱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以外之關

係人。

營利事業

所稱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

所稱關係企業，指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相互間有下
列關係者：
（一）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
或出資額，達該另一營利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20％。
（二）營利事業與另一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由相同之人持有或
所稱關係企業，指個人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間
有下列關係者：
（一）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
股份或出資額，達該營利事業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20％。
（二）個人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營利事業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比為最高且
達10％。
關係企業

（三）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股份

控制之股份或出資額占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各達20％。
（三）營利事業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另一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比為最高且達10％。
（四）營利事業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與另一營利事業之執行
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五）營利事業及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50％之營利事業，派任於另一營利事業
之董事，合計達該另一營利事業董事總席次半數。

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50％之營利事業，派

（六）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

任於另一營利事業之董事，合計達該另一

之人與另一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

營利事業董事總席次半數。

高層級職位之人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

（四）個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營利事
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
級之職位。
（五）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對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
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或管理政策
上具有重大影響力之情形。

屬關係。

（七）營利事業直接控制另一營利事業之人事或財務政策，包
括：
1.營利事業指派人員擔任另一營利事業之總經理或與其
相當或更高層級之職位。
2.非金融機構之營利事業，對另一營利事業之資金融通
金額或背書保證金額達該另一營利事業總資產金額之
三分之一。
（八）營利事業與其他營利事業簽訂合資或聯合經營契約。
（九）其他足資證明營利事業對另一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或
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或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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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關係人
定義

個人

營利事業

所稱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指與個人有下列關係之國
內外個人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一）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

之國內外個人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三）受個人捐贈金額達其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基金總

（一）受營利事業捐贈金額達其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基

額三分之一之財團法人。
（四）個人、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董事總席次達
半數之財團法人。
（五）「關係企業」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關係企業

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副總經理、

以外之關

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係人

所稱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指與營利事業有下列關係

（二）個人成立信託之受託人或非委託人之受益人。

（六）「關係企業」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配偶。
（七）「關係企業」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長、總經

金總額三分之一之財團法人。
（二）營利事業及其董事、監察人、總經理、相當或更
高層級職位之人及該等人之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
屬擔任董事總席次達半數之財團法人。
（三）營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
層級職位之人、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
部門主管。
（四）營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
層級職位之人之配偶。

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五）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
（八）個人或其配偶擔任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該合夥事
業其他合夥人及其配偶。
（九）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對另一個人或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財務、經濟或投資行為具

位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六）其他足資證明對該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或在人
事、財務、業務經營或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
力之人。

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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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認定標準原則上係參照「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

內親屬擔任營利事業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職位之

辦法」之規定，在計算持股比率是否過半時，亦應考量透

該營利事業持股也需合併計算判斷是否超過半數。有關個

過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間接持有部分，其中包含了配

人及其關係人特定股權持股比率之認定試舉例說明如下：

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之持股，甚至個人、配偶或二親等以

案例解析
【假設情況】

甲公司、A公司及B公司皆為台灣公司，其中甲公司之股權價值超過50％係由台灣境內房地產所構成。K先
生直接持有甲公司30％股權，並透過A公司持有甲公司10％股權；K先生持有A公司30％股權，並擔任A公司之
董事長。K先生之配偶透過B公司持有甲公司40％股權；K先生之配偶並持有B公司50％股權。

配偶

K先生

30％ 董事長
50％ 執行長
A公司

B公司

30％
10％

甲公司

40％

【特定股權交易之判斷】

情況一：K先生出售甲公司股權。
說明：
1. K先生直接持有甲公司30％股權。
2. K先生透過關係企業A公司（K先生擔任A公司之董事長）間接持有A公司10％股權。
3. K先生透過關係企業B公司（K先生之配偶擔任B公司之執行長）間接持有B公司40％股權。
K先生持有甲公司之股權比率=直接持股30％+間接持股50％（透過A公司持有10％+透過B公司持有40％）
=80％>50％。符合持有特定股權過半之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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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A公司出售甲公司股權。
說明：
1. A公司直接持有甲公司10％股權。
2. A公司透過關係人K先生（K先生擔任A公司之董事長）間接持有甲公司30％股權。
3. A公司透過關係企業B公司（A公司之董事長與B公司之執行長為配偶關係）間接持有甲公司40％股權。
A公司持有甲公司之股權比率=直接持股10％+間接持股70％（透過K先生持有30％+透過B公司持有40％）
=80％>50％。符合持有特定股權過半之認定標準。

情況三：B公司出售甲公司股權。
說明：
1. B公司直接持有甲公司40％股權。
2. B公司透過關係人K先生（K先生為B公司執行長之配偶）間接持有甲公司30％股權。
3. B公司透過關係企業A公司（A公司董事長與B公司執行長為配偶關係）間接持有甲公司10％股權。
B公司持有甲公司之股權比率=直接持股40％+間接持股40％（透過A公司持有10％+透過配偶持有30％）
=80％>50％。符合持有特定股權過半之認定標準。

重點三、個人另訂定有自動補報繳免罰期限

財政部第11000633641號令發布前，個人交易股份或

出資額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應課徵所得稅
者，於111年3月31日以前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
動補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免依所得稅法第108條之2
第2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註：營利事業並無適用此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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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房地合一稅2.0自2021年7月實施後，特定股權納入
房地合一稅適用範圍對高資產家族無非是一大影響 。財
政部於2022年初頒布最新的釋令中，明定個人及營利事
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
額」認定標準，家族企業及其股東如有股權移轉計劃，
在判斷是否符合房地合一稅適用要件時，除考量本身的
持股外，關係企業及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之持股亦須
合併計算。也由於關係人之定義擴大到二親等以內親

屬，對於股權交易是否視同房地交易，勢必需要進一步
了解交易日前一年內的持股情形及整體持股架構，納稅
義務人在判斷持股比率是否過半的困難度遽增。故家族
企業及其股東在進行股權移轉計畫時，應即早檢視其股
權結構及持股現況，以適用正確法令及評估稅務成本，
建議可洽詢專家協助。
在此特別提醒，符合特定股權交易時，個人倘進行
上述交易者，不論有無應納稅額，即應於交易日30日內
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
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
繳納收據，而不是等待隔年5月才進行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這也是一般常見容易發生的錯誤。因此，如家族個
人有於函令發布前交易符合特定股權要件之股份，而漏
未合併計算其關係企業及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之持
股，致符合條件之特定股權交易未於規定之期限內申報
時，應把握於2022年3月31日前自動補報補繳並加計利
息，免依逃漏稅相關規定處罰之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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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傳承

淺談遺囑信託的運用與安排
文 ／ 陳信賢
KPMG安侯建業
稅務投資部協理
samchen1@kpmg.com.tw

最近有媒體報導，沈殿霞2008年因末期膽管癌、肝癌病逝，生前她也留下一筆6,000
萬港元（約新台幣2.3億）的遺產給女兒鄭欣宜繼承，不過，她擔心女兒年紀還小，不知道
要如何好好運用這些錢，因此遺囑中特別交代，等到鄭欣宜年滿35歲才可以完全動用這些
錢，在此之前，她每個月領2萬港元（約新台幣8萬）花用。鄭欣宜也曾對外表示，外界都

以為自己是一個富婆，但她在這些年一度窮到戶頭裡只剩下104元，之後才痛定思痛做好理
財，朋友聚會時不會搶著要買單，同時也與家裡的司機跟傭人分道揚鑣，以此減少開支，
相信接手母親的遺產，已經懂得如何妥善使用這筆錢。

遺囑信託安排 實現委託人照顧受益人之遺願
據部分媒體所披露的訊息來看，沈女士所做的安排是遺囑信託。所謂遺囑信託是由立
遺囑人（委託人）預立遺囑，在遺囑中指定遺囑執行人，述明將全部或部分遺產交付信
託，並明定該信託財產之受益人及受託人。一旦立遺囑人過世，由遺囑執行人依遺囑內容
處理遺產、繼承相關事務，並將遺產完納遺產稅後交付信託。由受託人依遺囑內容管理信
託財產，達到委託人照顧受益人（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之遺願。以下圖例示方便讀者理
解。
監察人

監督與定期報告

受託人

簽訂信託契約

受託人（信託業者）

受益人
分配信託財產

執行信託指示

移轉信託財產

財產管理

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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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篇報導，不禁敬佩沈女士的用心良苦。沈女士

的遺囑信託侵害了繼承人的特留分，繼承人還是可以主張

顯然清楚理解金錢對一個年輕人可能造成的傷害，為了避

其遺產中的特留分。如果立遺囑人對於遺產分配方式或比

免因她年紀太小、涉世未深而揮霍遺產，也要同時防止其

例有特定的想法時，遺囑信託是否可以達到立遺囑人當初

他有心人士覬覦她所繼承的龐大財產。而這個身後安排從

期盼的結果，恐將產生變數，而這也恐將傷害遺囑信託當

筆者的觀點來看，也確實達到當初預立信託的目的。但筆

初預設的效益。不過如果能夠避免或免除上述稅務及繼承

者提醒，如果讀者想在台灣比照相同的安排，由於這個案

問題，遺囑信託確實在家族傳承的工具選項中不失為一個

例是發生在香港，因台灣與香港在法令上有所不同，因此

可以作為幫助子女財富管理的有效工具。

建議讀者須了解港台在法令上的差異，以及本身個案的背
景是否有不同之處，免得在安排後發生預期外的變數，而
未達成預期的目標。

留意遺囑信託安排稅負問題

落實立遺囑人的想法 慎選信託監察人
最終筆者提醒，為了讓信託安排可以落實立遺囑人的
想法，另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信託監察人的選任。信託
監察人的安排是為了監督受託人及受益人是否確實依照信

首先因香港並沒有遺產或贈與稅，因此沈女士遺囑信

託契約的要求執行或落實相關的要求或行為規範。畢竟委

託沒有衍生遺贈稅的問題；但因台灣有遺產及贈與稅，因

託人一旦離世，如何確保信託可以遵照委託人的遺願執

此立遺囑人（被繼承人）如果是我國國民註1，則他所立下

行，避免人謀不臧的憾事發生，信託監察人的把關至關重

的遺囑信託，其遺產仍將面臨我國的遺產稅，也就是需先

要。建議若有考慮以信託作為財富管理的工具時，信託監

繳納完遺產稅後，遺產才能放入信託。此外，遺產放入信

察人的組成與選任應格外注意。

託之後，如果信託財產在受託人的管理之下有所得產生，
比如利息、租金或股利等等，依台灣信託稅法相關規定，
這些收入受託人仍先需依相關規定申報所得稅，再依信託
合約中有關信託利益分配的方式轉予信託利益的受益人。
從這些地方，讀者應該會發現遺囑信託本身並沒有節稅的
功能或效益。
再來因沈女士已離婚，其繼承人僅有女兒一人，因此
繼承人單純。但如果繼承人有兩個以上，依目前台灣司法

【附註】
1.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條 I：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
死亡時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境外全部遺產，依本法
規定，課徵遺產稅。
2. 第1187條：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
由處分遺產。

實務看法，遺囑信託是透過遺囑做成，依現行民法 註2 規
定，遺囑不得侵害繼承人的特留分。也就是如果被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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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法律面對面

繼承（三）：
遺囑之作成方式及效力
文 ／ 卓家立
安侯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兼所長
jerrycho@kpmg.com.tw

近年來國人對身後事規劃的忌諱漸淡，預立遺囑的風氣漸漸盛行。遺囑作為身後財產
安排工具之一，能協助個人將一生累積的成果妥善安排。為確保遺囑能於遺囑人百年後傳
達其真意，使其財產傳承的用心可以圓滿，避免繼承人為遺產分配再生紛爭，法律規範了
不同的遺囑類型，須具備該類型之法定方式，遺囑才有效力。本文概述各類型之遺囑特性
及實務上易生爭議之處：

遺囑特性及實務上爭議
一、自書遺囑（民法第1190條）
自書遺囑作為最簡便的形式，只須立遺囑人一人即可完成。自書遺囑完成後亦可至各
地方法院辦理認證，惟須注意該認證程序並無法補正自書遺囑法定要件之欠缺。實務上曾
有自書遺囑者未自行記明日期，雖經公證人認證並註明認證日期，然法院認為「該認證日
期並非遺囑之一部，無從以之補正系爭遺囑之日期，系爭遺囑即屬無效。」（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4號民事判決參照。）
二、公證遺囑（民法第1191條）
公證遺囑有公證人及兩位以上之見證人在場參與，程序較嚴謹，爭議性亦較低。須注
意見證人應全程在場見聞其事，以確保公證遺囑之作成確依遺囑人之真意。實務上曾認見
證人之一人中途一度離去而僅一人在場，為法定方式之欠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
98號民事判決參照。）

三、密封遺囑（民法第1192、1193條）
密封遺囑之作成須遺囑人、兩位以上之見證人及公證人參與程序。因其保密性較高，
故不希望遺囑內容讓他人知道者可選擇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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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筆遺囑（民法第1194條）
代筆遺囑為常見之遺囑方式，由遺囑人口述意旨、三
位以上之見證人在場參與，其中一見證人並為代筆人。實
務見解認為「口述」應以言詞為之，倘遺囑人完全省略
「言語口述」之程序，僅以點首、搖頭或擺手示意判斷記
載或以記號文字表示遺囑意旨者，均不能解為遺囑人之口
述，該代筆遺囑欠缺法定要件。（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

第645號民事裁定參照。）
另需注意者為民法第1198條之見證人資格。法務部法
律字第10203506130號函釋明言，如代筆人不具備見證人

Spring 2022

注意遺囑能力及不違反特留分規定
除遺囑之形式要件外，遺囑能力亦會影響遺囑效力。
原則上，遺囑人須有行為能力且年滿十六歲，方能為有效

之遺囑。倘作成遺囑時，遺囑人神智不清或精神錯亂，實
務上常見以此為由而認該遺囑為無效。
另一方面，法律給予遺囑人在不違反特留分規定之範
圍內，自由處分遺產之空間，故以尊重遺囑人之最終意思
為原則。若該遺囑之內容侵害特定繼承人之特留分，則該
繼承人可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不當然影響該遺囑之效
力。

之資格，則有資格之見證人中並無人代筆，該代筆遺囑將
因不符法定要件而無效。
五、口授遺囑（民法第1195~1197條）
在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特殊情形時，不能依上述四種
方式為遺囑者，得作成口授遺囑。口授遺囑爭議較大，且
需注意，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時起，經過三個月

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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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談新

數位轉型的關鍵在人才
數位力也要人才力
文 ／ 劉彥伯
KPMG安侯建業
工業產業主持人
暨管理顧問部執行副總
abelliu@kpmg.com.tw

根據KPMG安侯建業《2021年全球CEO前瞻大調查》，過去兩年COVID-19疫情持續
延燒，CEO們意識到，企業能靈活運用科技技術，並且提升員工技能，同時擁有敏捷的數
位勞動力，將能創造出高績效。未來三年，越來越多的 CEO 在追求成長時將優先考慮技術
投資，且40％的CEO更加重視人才投資，這比例較2020年的33%顯著增加。

持續投資人才力 提升數位力
反觀台灣的CEO，因代工與製造的思維強烈，從過去的工業4.0特別強調產線自動化而
忽略了軟體的串連與資料的蒐集，到近幾年喊得沸沸揚揚的數位轉型，仍有許多公司僅關
注在資訊科技與數位化技術的投資，而忽略掉組織必須配合客戶與商業模式調整，企業文
化必須重新塑造，更重要的是，人的技能必須根據數位化的需要重新定義，培育方案的設
計與訓練成本要依據職能發展計畫調整配置，持續投資人才力是數位力提升的關鍵！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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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專家專欄 | 數位轉型的關鍵在人才

Spring 2022

圖：近兩年，六大產業新增最多的數位技能新工作
傳統製造業

工業4.0與智慧製造

高科技製造業

生活製造業
工業4.0與
智慧製造
34.48％

大數據分析

電子商務

數位行銷

34.48％

34.48％

34.48％

工業4.0與
智慧製造
37.76％

70.97％

大數據分析
社群經營

大數據分析

46.97％

58.97％

62.86％

數位行銷
62.86％

一般服務業

金融業

專業服務業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00大企業數位轉型與人才大調查》白皮書

數位時代的人才

工滿意度，獎金與晉升依據績效表現發放以提升公平性，
根據客觀證據進行績效考核並訂定淘汰機制，透過數據了

數位時代的人才，因應產業環境的變動與消費者的期
望，有很大的變動，根據《天下雜誌》2019 年《2000大
企業數位轉型與人才大調查》白皮書，六大產業新增數位
技能的工作內容如上圖所示。

解各部門之人事成本結構，依據策略與客戶需要進行組織
調整及有效率之人力調度，都是人資部門重要的課題。

提升員工技能 驅動企業數位轉型
員工技能的提升有助於驅動企業數位轉型，但在轉型

工業4.0與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數位行銷、社群經

的過程中，資深員工或意願上不希望改變的抗拒情節，

營與電子商務是重要的關鍵技能，大多需要跨域整合與創

往往也會左右變革的成敗，筆者提醒：數位轉型除了關

新的能力，無論從學校或社會大學都不容易培養，也因為

注員工生理技能的強化，也必須顧及員工心理層面意願

這樣，擁有數位創新技能或願意自主學習的人才，將成為

的溝通與情緒的紓發，「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歷久彌

搶手貨，也是企業數位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

新的廣告詞，在這數位創新、科技技術應用變化快速的
年代，更值得我們反思！

在以往的企業中，因無數據及系統去做人資管理及
衡量的基準，人資部門較專注在事務性工作上，漸漸被
定位為後勤單位。數位時代的人力資源，其功能與角色
也需要提升與轉型，從追蹤員工相關生產力與有效工時
所建構的AI數據，藉以提升人員編制的合理性，透過評
量工具分析員工調遷以及專業職能表現，將可預測員工
發展的潛力，藉以重新設計與工作崗位匹配之薪酬制
度。應用大數據及人力網站分析職能與適性資料庫，快
速配對、招募適合的潛力候選人，強化員工體驗與提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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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大不同

企業傳承

一 ｢ 碳」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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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戰爭如火如荼，推升國際油氣價格上升，間接加速歐洲潔淨能源轉型。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早已不只是氣候變遷議題，這是經濟議題、也是政治議題；例如德國為了減少對
於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立刻調整能源政策，準備大幅加速擴充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的裝置

容量，擬在2035年達成100％使用綠電的目標，相較我國溫管法草案中2050年達到淨零排
放的目標，整整早了15年。

低碳轉型 邁向淨零碳的世界新挑戰
除了逐步淘汰境內使用的傳統高碳排的能源之外，歐盟也持擴大對於碳排的管理，來
自境外的產品所產生的碳排也將被歐盟納入管制範圍內 。根據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俗稱碳關稅），將自2023年起對於出
口至歐盟的高耗能產品收取碳關稅，並於2026年全面生效。經濟部預估我國將有212項產
品受影響，其中以鋼鐵製品為主。因此減碳對於企業不再只是環境議題，更將影響成本及
貿易布局，所有的產業未來都將面臨邁向淨零碳的世界新挑戰，低碳轉型也將是新世代的
工業革命。
金管會為了協助我國企業接軌國際，也在推動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中分批要求
我國企業進行碳盤查與查驗證，自2023年起至2029年全體上市櫃公司含子公司均須完成碳
盤查與查驗證，以確保我國企業能掌握自己在營運過程及產品製造中排了多少碳，後續才
能符合如歐盟碳關稅、來自供應鏈客戶要求一同達到的供應鏈淨零排放目標，以及投資及
銀行融資等要求。
無論是歐盟碳關稅，或是我國金管會對於企業要求的碳盤查、未來溫管法制定淨零排
放的目標，為了達到去年（2021）底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的共同結論「逐步減
少化石燃料」，以及全球升溫不超過1.5度C，全球對於碳的相關管制及要求持續增加。碳
議題動輒三五年，遠至二三十年，在企業未來營運過程中將持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且
碳的議題牽涉廣泛，需要企業長期關注、因應。在家族企業傳承的過程中，更需將碳議題
盡早納入整體策略及規劃中，企業的ESG發展藍圖已經成為傳承不可不知的一部分。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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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專家專欄 | 企業傳承 一｢碳」究竟

Spring
Spring2022
2022

家族企業傳承策略 應盡早導入碳管理
相較起一般企業在短期績效上的追逐，家族企業對於
碳管理更能夠以綜觀全局的策略穩扎穩打，逐步落實導
入。碳的議題項目眾多且彼此牽連，一般而言，家族企業
在規劃如何管理企業碳排時，短期可從一開始的碳盤查了
解自身碳排放量，並透過外部機構對數據進行查驗證、確
保數據可信度。掌握自身碳排量之後，以科學基礎減碳目
標（Science-Based Target）方法設定可回應全球減碳的
進程，甚至達到企業排碳量與固碳量相等的淨零排放
（Net-zero emissions）。設立減碳目標後，企業可開始
逐一找出減碳熱點及減碳方案。後續乃至以企業自身的減
碳量申請減碳額度抵換、買賣碳權、計算產品碳足跡以了
解自家產品生命週期（Life cycle）中所排放的碳量等，均
可納入家族企業的未來短中長期發展規劃。
家族傳承是為了企業永續經營，更是為了下一代有更
好的生活品質。我們這一代對抗氣候變遷的危機能否成
功，直接影響了後代子孫的生活。家族企業推動減碳，不
僅是回應政府法規、投資人或客戶的要求，也是為了避免
讓後代子孫生活的環境更加嚴苛，家族企業在接班布局及
企業長期營運策略中應盡早導入碳管理，方能完善接班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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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 –
從落難者到神奇化學王國
的崛起之路
整理／林妍伶

綜觀中外傳承百年的家族企業，崛起的機運不少是時
局所造就的，這些家族總是能在巨變年代，抓住上天給的
好運，持續推出符合時代需求的產品，成為產業的領頭羊，
為家業奠定源遠流長的根基。其中的成功關鍵，絕大部分

是仰賴創辦人的卓越眼光與執行方略，其次，家族企業還
得具備如銅牆鐵壁般的凝聚力與共識，才能在創辦人帶領
家族開疆闢土後，仍能不畏時代的考驗，隨時間的更迭而
益發地成長、茁壯。目前已傳承了220年的杜邦家族，就
是鮮明的典範之一。
因戰亂逃到新大陸落地生根的杜邦創辦人 –艾勒特

不久，安頓好一家子的皮耶，與友人成立了一家美國

赫·艾倫尼·杜邦（Eleuthere Irenee du Pont），憑藉著

移民合股公司，此時，曾跟隨法國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

個人的學識及其對新市場的敏銳度，帶領家族投入火藥

（Antoine Lavoisier）在法國國家火藥和硝酸鉀管理局學

事業，雖曾遭遇道德上的非議，然回顧杜邦家族及其企

習的兒子 – 艾倫尼，在看到美國製造火藥的技術遠遠落後

業的發展，也曾因家族掌門人驟逝面臨過幾次的傳承危

法國，便說服了父親趁著市場競爭者尚未崛起時投入了火

機，卻能在家族人一致的信念堅守下，穩穩地度過一次

藥生產行業。

又一次的挑戰，把家族事業推升至橫跨全球超過70個國
家的知名品牌之列。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了解傳承逾兩
世紀的杜邦，如何在追求創新科學與企業利益的同時，
還能保有永恆不變的核心價值，成為成功且持續發展的
企業。

欠缺資金的艾倫尼和哥哥維克多（Victor），除了回
法國籌錢外，同時也取得了父親移民公司股東們的同意，
將資本轉而投入1801年4月21日在法國新成立的艾倫尼·杜

邦公司（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至於火藥廠
的生財設備，則獲得當時急著打擊英國火藥出口事業的拿
破崙幫助，讓杜邦順利以成本價取得相關設備。三年後，

新大陸 新機會

也 就 在 艾 倫 尼 33 歲 時 ， 杜 邦 的 艾 勒 特 赫 火 藥 廠
（Eleutherian Mills） 竣工，而杜邦家族從此在新大陸真
正落地生根，掀開家族命運的新篇章。

1799年，差點在法國大革命中上了斷頭台的皮耶·山
繆·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在保住性命後，旋即
收起巴黎印刷廠的事業，舉家倉惶逃往人稱新大陸的「美國」。

然而，對一個剛成立的新國家來說，無論對內推行建
設或對外抵禦威脅，對於火藥業都有著強勁的需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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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尼也深知火藥業高風險的特性，只要一場爆炸，就可

而受到艾倫尼的邀請，留在杜邦火藥廠當他的左右手，也

能讓所有的投資灰飛煙滅，因此他在經營事業上總是盡可

順勢化解了一場股東風暴。1816年時，畢德曼還成了艾倫

能地謹慎。

尼的女婿，而當時的杜邦已是美國境內最大的火藥製造公
司。

創造絕對的忠誠
創辦人驟逝 女婿、二代相繼接棒
擁有領先技術的杜邦火藥，由於其優異的品質，推出
後不久便獲得市場一致好評，隨即也引來其他競爭者先後
投入火藥業，為了好不容易打響的名號，維持產品的水準
絕對是首要，艾倫尼希望杜邦能以領先的技術、訓練有素
的員工、生產優質的產品，以滿足市場的基本需求，這個
精神也成了支持日後杜邦發展的重要基礎。當然，艾倫尼
明白這個口號得靠一群素質穩定的員工才能達成，為了留
才，他制定並實施了獨特的相互負責制度和利益分享制，
進而營造出尊重且公平對待工人的工作環境與價值觀。

此外，杜邦家也以身作則地宣示他們對家族事業的忠
誠，除了家族成員親自投入廠務運作之外，還把杜邦家族
住宅設在廠區，意味著與員工共同承擔爆炸的風險。而艾
倫尼的女兒們也投入廠區的社區及教育服務，讓工人們與
他們家人的生活品質及精神層面能獲得提升，因此在禍福
與共的緊密連結下，員工對於杜邦逐漸發展出獨特的忠
誠，甚至還會將杜邦的工作及宿舍傳承給下一代。

隨著杜邦大家長皮耶、兄長維克多的相繼去世，1834
年10月艾倫尼也無預警地在出差時猝逝，面對頓失優秀領
導人的杜邦火藥廠，畢德曼果斷地挑起廠長的重責大任，
務求讓一切廠務運作正常。日後，他還將公司重組為艾倫

尼七名子女的家族合夥企業，畢德曼1837年退休時，將棒
子交還給艾倫尼的長子阿弗雷德（Alfred） 。此外，杜邦
於此時成立了家族執行委員會，由阿弗雷德擔任高級合夥
人，弟弟亨利（Henry）及亞歷西斯（Alexis）擔任初級合
夥人，高級合夥人負責簽署公司公文，而重要決策須經委
員會全體成員進行磋商決議。
阿弗雷德雖承襲了父親對於科學的愛好與創新的基
因，但他卻不像父親善於管理一家企業，導致當時雖然整
體大環境在西部拓荒潮、國內建設大興土木及美墨戰爭的
帶動下，皆有益於杜邦業務的拓展，但卻因為他的不善管
理，讓杜邦在營收逐年成長的同時，負債也日漸增加，情
況一直拖到1850年都未見改善，最終阿弗雷德在其他手足

?

的要求下，黯然地退休下台。

股東衝突一觸即發

繼任的是創辦人艾倫尼的次子、阿弗雷德的弟弟 – 亨
利，1833年畢業於西點軍校，在艾倫尼過世後回到家族企

在法國時，杜邦家便與時任美國駐法特使、後擔任第

業，但因當時他對火藥廠工作一無所知，再加上哥哥阿弗

三屆美國總統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交好，再加

雷德尚無意接棒，小弟亞歷西斯還在就學中，故只好由姊

上杜邦移居美國後，又幫傑佛遜跟拿破崙交涉購地有功，

夫畢德曼暫代工廠負責人職務。然而，經過多年的歷練，

因此美國政府便自然而然地成為杜邦火藥廠的大買家，然

從門外漢變成掌門人的亨利，接管了債台高築的杜邦，承

卻也因為1812年一筆跟美國政府的交易，讓杜邦火藥廠的

襲了家族一貫的忠誠外，他謹慎周密的作風與一人決策的

經營遭遇到第一次危機。

模式，可說牢牢掌控了杜邦的大小事。

當時從中獲利的艾倫尼，為了因應市場突發性的需求

亨利掌權時期，獲得阿弗雷德的兒子拉蒙特

以及考量日後若失去政府訂單將無以為繼，遂將資金投入

（Lammot）不少的幫助，他有著杜邦人對於科學的好奇

購地擴廠計畫，此舉引發幾位股東對於無法分紅的不滿，

基因與天分，持續不斷地研發出威力強勁的炸藥，同時還

甚至指責他浪費，這也迫使其中一位股東派他的兒子詹姆

改良了火藥的安全性，為當時美國提供穩定且品質良好的

斯·畢德曼（James Biderman）來清查公司帳目，結果從

火藥，以因應南北戰爭、工業、交通建設的蓬勃發展及十九

帳冊證明艾倫尼將公司管理得井然有序，年輕的畢德曼反

世紀的重大工程需求。拉蒙特的才能逐漸獲得亨利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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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賦予了部分的管理職責，他們攜手收購了競爭對手，並

無煙火藥，為家族火藥事業開拓了新的產品線。此外，上

嘗試從事其他投資，逐漸擴大家族事業的規模與領域。在

任後的兄弟倆為杜邦火藥廠開啟現代化管理的大門，試圖

叔姪倆的合作下，帶領杜邦在內戰後經濟起飛的年代度過

導正亨利在世時積習已久的效率不彰問題，但此舉卻招致

了輝煌的三、四十年。

工人們的不滿，1889年的年末，杜邦火藥工廠陸續傳出幾

然而，由於亨利與拉蒙特天生個人特質的差異，一個
是保守的長輩，一個是追求創新的新生代，拉蒙特曾提出
幾項工廠改革方案，但總是被亨利冷處理，叔姪倆在對公
司的經營上意見越顯分歧，傷心的拉蒙特選擇離開杜邦，

場無名火，甚至造成人員傷亡，這一切讓尤金與弗蘭克坐
如針氈、疲於奔命，所幸後來弗蘭克參考了杜邦另一間工
廠的作法，在廠區增設了工人俱樂部，工人們的不滿聲浪
才逐漸消弭。

於1880年另起爐灶，開了一家被亨利公開反對認為是高風
險的新產品「新高能炸藥」生產工廠 – 瑞波諾化學公司
（Repauno Chemical Company），然而拉蒙特卻不幸在

公司化取代合夥制

一次的爆炸中意外身亡，瑞波諾最終還是被杜邦家族買
回。

隨著公司導入制度化的運作提升營運效率後，尤金卻
對於日益龐雜的管理工作感到力不從心，對此，亨利·阿哲

三代崛起 隱憂浮現

農便建議將公司上市，讓決策管理權重新分配，以分攤尤
金的重擔。於是，杜邦在1889年正式公司化，也宣告實行

多年的合夥人制度走入歷史。
1887年，亨利在生日的那天離開了人世，由於他沒有
指 定 接 班 人 ， 結 果 引 發 兩 個 兒 子 亨 利 ·阿 哲 農 （ Henry
Algernon）與威廉（William）皆跳出來要爭經營權，透過

家族合夥人的討論後，推舉第三代的杜邦家族成員、亨利
的姪子尤金（Eugene）成為掌門人，尤金的弟弟弗蘭克
（Frank）則擔任監督人。

上市後的杜邦仍由尤金擔任總裁，副總裁則為弗蘭
克、亨利·阿哲農、尤金和弗蘭克的弟弟亞歷西斯·杜邦
（Alexis I. du Pont），創辦人兄長維克多的曾孫查爾斯·
杜邦（Charles I. du Pont），則為公司的秘書兼出納，而
艾倫尼的曾孫阿弗雷德·艾倫尼（Alfred Irenee）則被派任
了一個沒有實權的主管職務。改制後的杜邦大部分股權把

尤金和弗蘭克兄弟倆都是經驗資深的化學家，在拉蒙

持在這六位家族成員手中，營運高層幾乎沒改變，公司的

特兒子皮耶（Pierre）的協助下，發明了常規獵槍使用的

運作仍維持以往的合夥人模式由尤金掌握決策大權。杜邦

© ©2022
KPMG,
a Taiwan
and
firmofofthe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English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member
member
firm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of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with
a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partnership
2020 KPMG,
a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of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English
rights reserv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7 27
27

家族故事精選 | 杜邦 – 從落難者到神奇化學王國的崛起之路

Spring 2022

年輕的家族成員們對於「新」杜邦換湯不換藥的運作模式

（Francis I. du Pont），以及曾與科曼在同一間鋼鐵公司

頗有微詞，而六大成員之一的阿弗雷德也不滿領導權的配

任職的老同事 – 莫克斯漢（Arthur Moxham），還有曾擔

置結果。

任瑞波諾化學公司總裁的阿莫里 ·哈斯凱爾 （J. Amory
Haskell）。

家族企業易主危機

不同於以往杜邦的科學探究僅限於個人的興趣，公司
開始增設實驗室，聘請科學家進行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
研究，在三位堂兄弟齊心改革與合作帶領下，杜邦逐漸邁

冥冥之中就像是杜邦家族擺脫不掉的命運般，尤金在

向穩定的成長，也陸續收購了最大的競爭對手及多家火藥

1902年因病意外去世，而杜邦仍舊沒能從以往的經驗中記

廠，擴大了自身的規模與市場佔有率，並於1903年成立了

取教訓，因此並未對於繼承人選有所安排，然而，此時剩

一個 控 股 公司 – 「杜 邦 火藥 公 司 （E. I. du Pont de

餘的五大領袖除了阿弗雷德外，身體多已出現健康問題再

Nemours Powder Company）」來管理收購的企業，此時

也無力負擔領導重擔，不然就是已踏上從政之路而無心於

杜邦的員工也從前一年的八百多人暴增為五千多人。

家族事業的經營。
1915年，科曼為了投資房地產而將自己的股份售予皮
在一次阿弗雷德缺席的總裁決定會議中，弗蘭克因質

耶及皮耶為鞏固家族所有權所成立的克里絲蒂娜證券公司

疑阿弗雷德的領導能力而反對其擔任公司總裁一職，經在

（Christiana Securities），等同把領導的棒子交給了皮

場的其他家族成員討論後，決定將杜邦賣給友好的競爭對

耶，阿弗雷德也逐漸淡出經營階層。此時世界正籠罩在第

手。

一次大戰的愁雲慘霧中，然，以火藥起家的杜邦雖再度嘗

阿弗雷德一聽到消息，不忍先祖輩辛苦創立的基業被
賣掉，立刻聯合一位與他同時期在麻省理工學院念書的堂

到戰爭所帶來的豐厚利潤，但同時也難逃被指責為戰爭投
機客的罪名。

兄 – 湯瑪斯·科曼·杜邦（Thomas Coleman du Pont），及

隨著杜邦的不斷擴張，繼續從事火藥業的風險還多了

另一位同樣是同校的堂弟 – 皮耶·S·杜邦（Pierre S. du

反托拉斯的訴訟。戰後，皮耶決定帶領家族企業往多角化

Pont），三人集資把杜邦給買下來，也讓家族企業免於淪

發展，透過多次的收購行動，將老本行火藥製造的重心逐

落到外人的手中。

漸轉移到染料、塑膠跟油漆等與民生相關的消費市場。
1920年代起始，杜邦創新科學的核心價值開始被發揮地淋
漓盡致，研究人員讓相同的化學物質，透過不同形式的組

四代中興盛世

合，開發出包裝食品的賽璐玢（cellophane）、電影軟
片、快乾漆、人造皮革及人造絲等多樣商品，擴大了杜邦
的產品網絡。

阿弗雷德、科曼及皮耶三人依照事前的約定，由掌握
公司一半股權的科曼擔任杜邦總裁，負責規劃公司的整體

發展，而擁有豐富火藥工廠實務經驗的阿弗雷德為副總
裁，具有金融背景的皮耶則負責財務範疇。
鑒於杜邦上市後仍因循舊習採一人決策的模式被人詬
病，堂兄弟三人領軍的初期，便在公司內部設立了三個委
員會，分別為管理委員會、財政委員會以及專門制定並決
議重大決策的執行委員會，把杜邦進行集團化管理。同時

組織重組

1919年，第四代的艾倫內（Irenee）從辭去總裁職務
的哥哥皮耶手中，接下了杜邦掌門人的位子，其餘的領導
階層主要仍由家族成員擔任。

考量家族人才的侷限，他們開始對外招募新血，引進外部

隔年隨之而來的不景氣，讓杜邦中央集權的組織架構

專業經理人擔任公司高層。1903年成立的第一屆執行委員

受到了挑戰，例如銷售部同仁推銷的不同品牌油漆，其實

會中，除了三位堂兄弟外，成員還有杜邦家的女婿巴克斯

都是來自於杜邦併購的數家公司，而且業務彼此間還會發

岱（Hamilton Barksdale）、弗蘭克的兒子弗朗西斯·I.·杜邦

生重工的現象，讓零售商備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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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艾倫內在1921年展開組織重組計畫，將過往把採

當然，杜邦仍舊是戰時爆破性炸藥的供應商之一，而在二

購、製造與銷售統一由中央統籌的模式，改以爆破性產

戰終戰關鍵上，杜邦也貢獻了其尖端的研究人員與資源，

品、纖維素產品、塑膠、塗料和染料等五大產品為主軸，

但鑒於長久以來社會大眾對於杜邦藉由戰爭謀取暴利的成

並各設一名總經理，由總經理負責採購、生產和銷售業

見，小卡本特可說是特別謹慎地處理杜邦於二戰中的角

務，以即時呼應市場的需求，此組織架構一直運用到1990

色，戰後的他曾如釋重負地跟股東們報告，跟第一次世界

年代，也成為當時美國公司競相模仿的典範。

大戰相比，二戰所供應的爆破性產品已低於杜邦總產量的
25％，取而代之的是尼龍蚊帳、外科手術縫線、X光片、

1927年，艾倫內退休，由弟弟拉蒙特·杜邦承襲了總
裁職位。雖然杜邦的爆破性產品比重已從一戰時期的95％
削減至5％，但社會上反戰的心態的確仍讓軍火業起家的

塑膠義肢等救生性產品，顯示杜邦已逐漸擺脫軍火商人的
形象。

杜邦備感壓力，因此具有麻省理工大學科學學科背景的拉

1948年小卡本特交棒給曾幫助杜邦開發出尼龍的格林

蒙特，上任後持續支持杜邦研究人員致力於探究化學特

沃特（Crawford Greenewalt），在他的任內擴建並整合

性，並使其成為能實際運用的新產品，試圖藉由多元化的

了公司的實驗單位，以因應戰後的市場需求，也帶領杜邦

產品結構，扭轉大眾對於杜邦既定的軍火供應商形象。

涉入製藥與生物科技領域。1962年，杜邦創辦人的第五代

杜邦對於「耐心資本」的長期投資，終於在1938年創
造出熱門的商品「尼龍（nylon）」，杜邦將尼龍絲線用於
改良女性絲襪脫線、欠缺彈性的問題上，改良後的尼龍襪
品甫上市，一度造成搶購熱潮，更在七個月之內就為杜邦
創造出三百萬美元的利潤。

外 孫 – 拉 蒙 特 ·杜 邦 ·科 普 蘭 （ Lammot du Pont
Copeland）繼任為公司的第十一任總裁，他也是家族中第
九位擔任杜邦總裁的家族成員。當時的杜邦已逐漸成為一
家國際企業。
科普蘭一上任便遭遇產業成熟、生產成本上升及競爭
加劇的經營難題，擁有哈佛大學工業化學學位的他，仍致
力於實踐家族「透過化學，生產優質產品，開創美好生

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

活」的一貫信念，不但擴建尼龍廠房也增加研發費用，將
杜邦龐大的化學及塑料產品線，延伸到電子、儀器等領
域，除了多元化的商品外，科普蘭最大的貢獻還包括大力

1940年，沃特·小卡本特（Walter S. Carpenter Jr.）

拓展國外業務，維持了杜邦的持續成功。

接任了總裁職務，他是繼早期畢德曼之後一百餘年以來，
非杜邦姓氏出任該職位的第一人。

1967年，科普蘭因為健康因素把大權交給專業經理
人 – 查 爾 斯 ·布 瑞 斯 佛 ·麥 考 伊 （ Charles Brelsford

1941年美國加入二次大戰的戰局，杜邦的尼龍遂變成

McCoy），自此為杜邦開啟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時代。

熱門的商品，廣泛地應用在降落傘、尼龍繩等戰爭物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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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參考摘錄來源：

傳承要件 – 凝聚力與溝通

1. 《杜邦200年 – 發源於布蘭迪河畔的科學奇蹟》，Adrian
Kinnane著，台灣杜邦（股）公司出版，2002年

第 十 代 杜 邦 家 族 成 員 – 皮 耶 ·杜 邦 （ Pierre du
Pont），曾分享他認為杜邦家族成功傳承的重要關鍵是
「凝聚力」，而透過良好的溝通以達成家族共識則為其中
的精髓。

2. 《戰勝黑天鵝》，李建興、羅立群、鄧小燕著，新陸書局出
版，2020年
3. 《杜邦 – 創造科學奇蹟的英雄》，董事會評論，20期，2019年
6月

他提到，杜邦家族會透過類似家族辦公室的單位整理
家族族譜，以確保杜邦家族的後代每年都能收到最新的成

員名單，並鼓勵家族成員出席定期於元旦舉行的家族大聚
會，聚會活動除了緬懷先祖輩的篳路藍縷，也把家族歷
史、價值觀，甚至是影響家族發展的大事與失敗經驗傳遞

4. 杜邦官方網站

5. LAMMOT COPELAND SR. DEAD; LED DU PONT IN
MAJOR GROWTH
6. 傳承十代、坐擁千億財富！這個古老的硬核家族靠什麼綿延
250年？

給全體家族成員，對於後代來說這些都是珍貴的家族資
產，無形中也凝聚了各世代成員的心。同時，還鼓勵年輕
的家族成員參與家族討論會議，藉此學習家族凝聚共識的
過程，並共同面對與解決家族及企業的挑戰，而這也是杜
邦保持創造力與活力的關鍵之一。
此外，杜邦藉由與家族憲法相似的治理機制，對家族
成員進行嚴格的規範。再者，因為自創辦人時代起，家族
火藥事業便是靠著自家人的大量投入才逐漸飛黃騰達，因
此他們很重視家族成員的培訓及參與，偏好透過基層歷練
起的方式，一步步培養並發掘有才能的後輩，也造就杜邦
後代人才濟濟的優勢。

結語

杜邦，從動盪時代的移民者角色，搖身一變成為全球
知名化學王國的200多年發展歷程，家族的傳承也從早期
的一人決策變成合夥共治，嗣後又轉變至現行經營權與管
理權分離的模式，雖曾因沒有做好接班人計畫，經歷過兄
弟爭權與家族內鬥，甚至差點把家族事業賣給外人，但最
終還是憑藉著強力的家族價值與凝聚力，讓杜邦家族得以
度過一次次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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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sting legacy?
Is it better to give away your wealth while you can or create
structures to ensure philanthropic activity continues long after
your own passing?
文 ／ Arundel Gibson
Family Advisor, Philanthropy & Impact
KPMG in Canada

Greg Limb
Global Head of Family Office & Private Client
KPMG International

究竟該在有生之年將財富盡可能地捐贈出去？抑或應該尋求在有限的生命裏，創造出仍
可為其發揮影響力的慈善事業架構？這答案沒有對錯之分，但兩者都需要完善的治理機制，
才能發揮預期的慈善目標。
從KPMG畢馬威去年底發表的《2021全球高資產淨值人士慈善白皮書》（2021 KPMG
Global UHNWI Philanthropy White Paper）中，我們發現到，能持續引發正向效應的慈善事
業對於新一代的慈善家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其中還必須具備可被衡量效益的指標，包括慈善
基金會、慈善信託，甚至國外盛行多年的捐助人主導的慈善基金（donor advised funds），
皆是目前普遍被採行的工具。但無論是要從事哪種慈善事業或選擇何種機制以支持其運作，
前提都要以「家族」為先，即慈善家應善盡家族內部的溝通之責，正確傳遞其推動家族慈善
事業的目標、核心價值與執行策略等，才能避免日後紛爭，真正實現遺產的主要慈善價值。

In KPMG’s white paper, Disruptive Philanthropists,

Of course,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approach; both

where we explored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have merits and both can leave a legacy that will

philanthrop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very

stand the test of time. Both will also need governance

issue was raised time and again.

structures to help ensure philanthropic activity
achieves its desired impact.

In very broad terms, we found that philanthropists
who created their wealth have a greater inclination

Philanthropists who seek to make sizable donations

to distribute it to philanthropic causes within their

in their lifetime often find the choice of charity or

lifetime. For those fortunate enough to inherit

institution limited – very few organizations have the

wealth, there is a sense of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ability to accept a multi-million dollar donation and

see philanthropic activity continue along future

smaller grassroots charities may not have the

generations.

capacity to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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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 donation. It is common for philanthropists to start

Flexibility is also important to family members. The

by making smaller gifts to individual charities and then

report points to many philanthropists using

increase their giving once trust is established.

foundations to involve family members, enabling
them to explore and support issues that are

The challenge is to ensure any sizeable donation will

important to them, and can be a tool to teach

truly make a difference. As KPMG’s report suggests,

financial literacy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modern philanthropists want to enable giving that can be

Flexibility in a foundation structure allows

measured and evaluated, which can be better achieved

family members to share, explore, and

with a clearly defined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demonstrate their values in many different and

framework.

personal ways for a legacy.

Family first

Donor-advised funds

Whatever the approach, it is important that

Distributing wealth within a lifetime or creating and

philanthropists talk to and involve family members. To

managing a foundation can create a significant

avoid costly disputes and contested wills,

administrative and often unwelcome burden. Many

philanthropists should discuss and explain their

philanthropists are turning to donor-advised funds.

wishes with close relatives, share their vision, and

explore how they might be part of the philanthropic

As the name suggests, donor-advised funds allow

journey. A journey shared with family can enhance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to continue to influence and

bond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individual family members

direct philanthropic activity in a way where the

to be given a donation allocation, which can be combined

administrative burden and any regulatory issues

to support common interests for a greater impact.

are removed and managed by a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such as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Family discussions will typically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community foundation). They also offer the

and ambitions behind philanthropic activity, any history of

additional benefit of anonymity, something many

charitable giving, the family’s philanthropic values, and

philanthropists value. They are also good for

what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hope to achieve. The aim is

creating a legacy over many years, if not decades.

to align family values with a strategy for giving.
Yet they are not without criticism. As with private
It is also vitally important to speak to the individual

foundations, the capital in donor-advised funds

charities where legacies are to be left. Charities,

remains inactive. There are growing voices who

particularly smaller or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need

call on that capital to be spent and directed towards

time to prepare for that legacy. Discussions will enable a

the causes they support. One such way is the

charity to best use that gift to the greatest effect over

activation of capital for impact investing, which is

many years.

an investment strategy that seeks both financial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the creation of a

returns and social/environmental returns.

foundation. In many jurisdictions, foundations must have
a stated aim and make regular donations in support of it.
To help ensure such a foundation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its directors should be 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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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philanthropists are
increasingly addressing some of the largest issue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These are issues that have not been

created overnight and will likely take decades, or perhaps

Disruptive Philanthropists

longer, to address. While we can all work towards a

2021 KPMG Global UHNWI Philanthropy

future where people and the planet prosper, the need for

White Paper

long-term funding is essential. Thanks to philanthropists
who leave a legacy today and tomorrow, we are closer to
achieving a more sustainable world to benefit future
generations.

Register to Download

Case study

Establishing family values and
legacies through philanthropy with
Catherine Fritz-Kalish

Leaving a lasting legacy with Aigboje
and Ofovwe Aig-Imoukhu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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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unch, recalibrate, renew
Sustain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in family business

轉型，已成為全球各行各業面對疫後時代的關鍵思維。不同於一般企業，家族企業因擁
有共同的目標、願景和價值觀，同時也重視其與利害相關者的關係（包括員工、客戶、供應
商及社區），使得家族企業看待「轉型」呈現出與其他類型企業截然不同的思維與概念。近
期，KPMG全球私人企業（KPMG Private Enterprise）特別編撰了《突破界限：家族企業為
何是變革的驅動力？》（Pushing Boundaries: Why family businesses are the drivers of
change）系列文章，探討家族企業如何運用新思維持續創新，為當前情勢下的未來機會做好
準備。
本期季刊將就第一篇系列文章《維持家族企業持續性轉型的文化》（Sustain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in family business）作介紹，藉此幫助家族企業以宏觀的視野了
解轉型的廣泛議題以及可能風險，同時輔以實務經驗的分享與KPMG專家的見解，讓讀者掌
握家族企業領導人進行商業變革的方法、策略，及在過程中仍能維持價值觀、目標及取得長
期成功的關鍵。

We are pleased to introduce a new article series

This first article ‘Sustain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from KPMG Private Enterprise exploring how family

transformation in family business’ focuses on the

businesses are adopting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broad topic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shares

driving continuous innovations that are preparing

insights from family business leaders on their

their business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future

approach to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how it

opportunities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landscape. The

sustains their purpose, values and the long-term

articles provide practical examples of how family

success of their businesses.

businesses are keeping their minds open and
turning emerging trends into the drivers of their
future growth and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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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your

performance of the board as a whole, significant

family business?

improvements have been seen in business
performance.

Who is accountable? Have the risks been considered?
How are you measuring your success?

How are you measuring success?

Who is accountable?

Family members’ roles and accountabilities may be
blurred for the family and non-family employees. It

Clear accountability for achieving results can be an

is important to have everyone’s roles and

important form of recognition in family businesses. And

responsibilities clearly defined and for employees

the importance of shared accountability for achieving a

to know how their performance is measured.

culture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can be the bedrock
of many family businesses as the business and the family
both evolve over time.

Sustain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in family business

Business transformation—is it a potential risky
business?

對於家族企業而言，「轉型」並非新的概念，但隨著疫情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doesn’t come without risk.

重特定營運面向的轉型需求。

的影響，家族企業維持持續轉型的文化，已取代了以往著

Clear visibility is needed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s
that can affect the business, strategy or transformation

The need to transform many companies — even entire

model. A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

industries — is the next stage in dealing with the impact

assessment can be a key exercise to help address or

of the pandemic. In the past, the need for change

eliminate the risks.

generally targeted a specific area of a company’s
operations, such as restructuring the sales function or

The need to re-recruit the family

implementing a new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businesses

For sustainable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family

and society has changed that thinking.

members should remain excited about the business,
especially younger generations with new skills and

The impetus for companies to transform their businesses

talents. It’s important not to lose sight of the family’s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is taking the concept of change

shared purpose, vision and values to continuously re-

to a much higher level, which is being driven by the need

recruit family members.

to assess and potentially reinvent several aspects of
businesses from top to bottom. Transformation is not a

Is change fatigue fitting in?
With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change fatigue” and the amount of churn in the
workforce is one indicator of waning energy. The key is to

new idea in the world of family businesses, as heard in
the recent KPMG Private Enterprise roundtable
discussions with senior family business leaders across
the world.

have good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place so when

The conversations with these leaders were candid and

turnover occurs it isn’t too disruptive.

forward-looking. KPMG Private Enterprise is pleased to

The unseen driver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be able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and views on what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There is often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that is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their

performance and the involvement of an independent

businesses.

director. With formal board evaluations to assess the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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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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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ets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part in

— but is not solely focused on — its technology and

family businesses?

operating systems.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在共同的目標與價值觀下，家族企業能保有持續轉型的心
態，以驅動他們主動尋找新機會或減輕潛在的威脅

distinguish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n enabler of
change from the broad transformation that might be
required across most of the business itself.

Family businesses, like most other business types, had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to react quickly to the sudden impact of the pandemic.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 agendas of the family

Necessary changes were made, but the kind of change

business and the business family are also becoming new

that is truly transformative is proactive, not reactiv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need to transform the business.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mindset is driven, first and

They recognize that ESG links back to the shared

foremost, by the family’s purpose and values, their

purpose of the family and the culture of the business. It

continuous search for new opportunities, and their agility

also helps drives the choices that customers make,

to mitigate potential threats.

strives to ensure the supply chain is ethical, and makes it

Craig Robinson, Joint Managing Director of South
Africa’s Ultra Liquors chain echoed this sentiment, “Being

a priority to collect and report accurate data that gauges
the impact of their actions.

agile and taking quick decisions is not so much about

change management, but about uncover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g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We talk
about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ies every day — to
revolutionize the way we do things and to embrace ideas
from peopl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who continue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re not synonymous. Technology can enable
change, but alone it is unlikely to transform the
business.

revitalize our company’s culture.”
This mindse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resolve of business
families to focus on the long term; to keep finding new

Who should be accountable for

ways to adjust their businesses in tune with the evolving

continuously transforming your business?

needs and priorities of their stakeholders.

「共同承擔責任」是家族企業維持持續性轉型文化的重要
環節。然而，隨著家族企業的發展、茁壯，適時地引進外
部專業人才承擔管理責任、進行績效管理並建立公司治理

Family business leaders describe their role as

的機制，除了可創造企業新的成長動力外，亦可改善家族

the “drivers of change”, not the “passengers”.

企業較易被人詬病的問責制度。
In a typical corporate setting,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yond digital
雖然技術革新與數位轉型通常是企業變革的推動力，但若

are narrowly defined and accountabilities are prescribed.
Employees have titles, role descriptions and they work
within the scope of those roles.

是要達成更廣泛的整體性轉型目標，僅著眼於此將是不夠
的，例如與家族目標、企業文化息息相關的環境、社會和

In family businesses that are more fluid, family members

公司治理（ESG）議題，現已成為家族企業轉型的新驅動

might take on multiple roles, and they’ll often lend an

力。

extra helping hand wherever and whenever it’s needed.
With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compared to corporate

The roundtable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business

enterprises, they are also often known to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cludes everything that is important to the

evolve with the entry of next-gen family members who

family business and the business family which includes

bring new skills and expertise to the table.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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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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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mily businesses, the family’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These and many other practical insights from family

business and their shared values also generates an

business leaders and KPMG Private Enterprise

added layer of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As one family

professionals across the world can be one of the guides

business leader described, “The family is the business,

for sustain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You

and the business is the family. When things aren’t going

are encouraged to download the full article if you’re

well in a family, you can’t just throw up your hands and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how to relaunch,

walk away.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family business.”

recalibrate and renew your family business.

However, there are concerns among some family

And be sure to watch for the second article in the series

business leaders that if a family is running the business

on the subj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 the strategies

and owning it, they are essentially reporting to

behind it, the impact it has on family business

themselves. Could this lead to potential problems if they

performance and how operating a socially responsible

aren’t answerable to someone who has an objective

business can reinforce the values of the family and the

perspective and holds them to account by asking the

value they derive as owners of the business.

right questions?
The roundtabl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an interest in
introducing more formal accountability for business

results — such as external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the
company board or on advisory boards that typically don’t

Sustain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have voting authority or control, but do have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ation in family business

hold management to account.
Taking it a step further, Marian O'Gorman, Group
Executive Chairperson of Kilkenny Group, made the case
for a non-family CEO to lead the busines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 would recommend that every family
business consider bringing in an external CEO if they’re
looking to grow in a different way and recognize they may
not have the right skills within the family. Family business

owners will recognize when the time has come to turn
over the leadership to a non-family member who will be
accountable for transforming the busines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road topic
of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shares
insights from business leaders on their
approach to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In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and how it sustains their purpose,

someone should be accountable for making

values and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sure that there’s the drive, pressure, energy and
dedication to understanding what’s really

their businesses.

happening in the business, what the future
prospects look like and in taking action. That
person should sit at — or have direct access

Download

to — the decision-making table.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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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國際觀點 | Relaunch, recalibrate, renew

Spring 2022

KPMG家族辦公室活動

第二屆創新轉型學院（台中場）
下一代接班，面臨重重考驗，大家都在談要
「創新」、要「轉型」，才能帶領企業在各種激
烈及不確定的變動中找到翻身的機會。但「轉型」
不是說轉就轉，家族內溝通的障礙、法遵面的不
熟悉，甚至不少企業常在目標不明確下，貿然進
行轉型，結果人仰馬翻，失敗收場。如何讓「轉

型」能夠化危機為轉機，使企業繼續邁向成長，
讓KPMG安侯建業來幫助您！

• 邀請對象：本活動採邀請制，邀請對象為
家族企業有以下情況的一、二代家族成員
或專業經理人（謝絕同業與金融業）

1. 有轉型需求，但尚在猶豫/觀望是否要踏
上轉型之路者；
2. 一直在抗拒邁入轉型路途者；
3. 正行走在轉型道路上者，有遇到問題者。

您是否仍在思量該從哪開始轉型？是否不
知道自己的企業適不適合轉型？到底該選擇什
麼樣的轉型策略？抑或您正在轉型路上，但遭

• 活動日期：2022年4月29日(五)
• 活動時間：下午14:30-晚上20:30

遇諸多考驗呢？KPMG安侯建業【第二屆創新

• 活動地點：台中福華飯店貴賓廳

轉型學院】將協助您思考解決方案，為您打造

• 洽詢專線： (02) 8101 6666
分機33388 林小姐、分機08712 汪小姐

出優質的企業轉型力！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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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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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脈動

2021Q4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從2021年創投資金創紀錄，
一窺2022年資金熱潮新風向
文 ／ 郭冠纓
KPMG安侯建業
創新與新創服務團隊主持會計師
daisykuo@kpmg.com.tw

源 源不絕的資金狂潮、可觀的出場回報可視為
2021年創投資金的最佳寫照，其背後的緣由是不斷新

量和總出場價值也都打破了記錄，後者幾乎是過往高
點的三倍。

加 入 的 企 業 創 投 （ CVC ） 、 家 族 辦 公 室 （ Family
Office）、非傳統投資者的參與，都加持整體投資市
場吸引力。伴隨著Omicron疫情襲擊，造成某些地區
恢復遠距工作及延遲返回辦公室計畫，再次強化創投

2

企業越來越重視IPO後的成功，而非出
場速度

在各行各業找尋數位科技及混合工作環境服務的力

道。在此強勢投資環境和高度數位化需求情境下，將
有助於2022年第一季度創投投資成長趨勢。

IPO活動在2021年第四季度雖仍保持強勁，但透
過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交易出場後的IPO卻
表現不佳。因此，本季度，許多企業從最初考慮透過

在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創投投資力道依然強

SPAC快速出場後的IPO，轉而將注意力先朝向提高

勁，全球創投投資金額第四季持續創紀錄，新創企業

交叉輪融資，以促使他們在未來公開發行的時間和類

在8,710筆融資交易案件中共募集了1,714億美元。

型方面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KPMG安侯建業創新與新創服務團隊研究了第四季度
創投市場發展情形，並探討各種全球及區域趨勢，其
中的亮點包含：

對IPO 準備情況的關注提升 ，可能導致2022年
IPO數量相比2021年創紀錄的交易水平有所下降，但
投資者和企業皆相信未來的IPO質量將提升，並帶來

1

2021年：總交易額和全球創投交易數量
破紀錄的一年
自有紀錄以來，2021年是總交易額和全球創投交

易數量最強勁的一年。特別是美國、加拿大、巴西、

IPO後更好的業績。

3

鉅額融資（Megadeals） 案件仍然主導
創投市場，獨角獸企業成為創投快速增
加關鍵

英國、德國、以色列、北歐地區、愛爾蘭和印度等多
個地區，創紀錄的投資水平突顯強勁的創投環境。第

2021年，全球獨角獸公司繼續在創投投資中佔據

四季度企業創投（CVC）投資也創下新高，相比2018

大量份額，其中一些獨角獸公司在2021年第四季度進

年創下的紀錄還高出三分之一以上。有越來越多不同

行 大 筆 資 金 融 資 ， 例 如 ： 印 尼 電 子 商 務 企 業 J&T

類型創投投資加入，像是非傳統投資者，並推動全球

Express（25 億美元）、美國網絡管理企業Lacework

籌資接近前高紀錄，僅略低於2019年總額。而出場數

（13 億美元）、美國電子商務企業Thrasio（1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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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國金融科技企業N26（9億美元）。相比去年基期，

戰仍缺乏統一的ESG策略評估標準；進入2022年，將有

2021年獨角獸的交易數量以及融資總額增長一倍以上。

更多投資聚焦在ESG解決方案和衡量工具，協助企業和投
資者掌握、衡量ESG策略結果。

2021年，獨角獸公司的數量呈現爆炸式增長，2021
第四季度全球共新增加126家獨角獸企業。值得一提的

KPMG觀察

是，本季度，許多尚未成熟的創投市場出現新的獨角獸，
像是： 越南（ Sky Mavis 、Momo）、巴西 （CargoX 、

奠基於市場上大量乾火藥（dry powder）、非傳統投

Olist ） 、 墨 西 哥 （ Clara 、 Merama ） 、 印 尼 （ Kopi

資者的持續參與以及尚未成熟的創投市場持續發展，例

Kenangan、Ajaib）和菲律賓 （Mynt），這些現象反映的

如：南美 – 巴西、亞洲 – 越南、印尼、非洲等市場，預

不只是國際創投市場的多樣性，亦顯示可以吸引到創投資

期2022年全球創投市場將獲得創投投資人更多的關注並

金的新創公司在世界各個角落持續的增加。

持續保持強勁。除了跨行業B2B服務、醫療科技、資訊安
全和人工智慧解決方案之外，金融科技仍是熱門的投資領

4

人力資源為中心的技術，新成為創投優先
關注項目

域，但隨著金融科技行業成熟度提高，整併的現象將顯著

增加。
而隨著企業和創投越來越重視ESG議題，創投投資標

不論是新創企業還是傳統企業，人才和人力資源都是
企業的成功關鍵，此現象促使創投增加關注廣泛的人力資

源解決方案，包含從人工智慧賦能的招聘技術到績效管理
等解決方案。

的將瞄準更廣泛的ESG策略基本面。越來越多的新創企業
轉而將時間運用在為IPO後的成功做好準備，這樣的轉變
可能會使2022年IPO出場活動趨緩，但IPO出場活動品質
及價值將相對提升，預期2022年IPO市場仍將持續保持熱
絡。

相關案件例如，2021年第四季度，美國薪資和合規平
台企業Deel融資4.25億美元、德國自動化人員工作流程企
業Personio融資2.7億美 元 、美國後 台檢查 自動化 企 業
Chekr融資2.5億美元。
過去18個月，很多企業對運營做出許多變化，像是：

新創小辭典

越來越多使用遠距和混合多元勞動力等。進入2022年，
創投對人力資源和人力技術投資將仍然非常強勁。

透過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SPAC）

5

交易

ESG（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持續成為
熱門議題

SPAC通常被稱為「空白支票」公司，為沒有
實際業務的空殼公司，其通常是為完成特定
商業 併購而被資 助成立之公 司 ，其後透 過

奠 基 於 第26屆 聯 合國 氣 候變 化 大 會 （COP26 ） ，
ESG仍然是2021年第四季度關鍵議題之一。過去一年，

IPO上市籌集資金，且通常於上市後24個月
內完成併購有實質業務的標的公司

ESG議題的重要性引起很大變化，隨著市場關注企業與創

投合作上須採取更多行動方針的壓力，更多ESG評估指標
油然而生，以作為市場評估投資決策依據，同樣的對企業

乾火藥（dry powder）

而言，企業的ESG策略也將成為未來公開上市重要一環。
創投對於ESG領域的關注角度也有新的變化，開始關
注跨行業、食品和農業技術以及替代能源的淨零排放或低

所謂「乾火藥」資金，指的是「可用於投資
而未動用的資金餘額」

排放技術。從創投投資者的角度來看，ESG投資面臨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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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遇上家族企業！新創投資之路，如何共創雙贏？】創投早餐會
由KPMG安侯建業創新與新創服務團隊所舉
辦的「創投早餐會」於1月21日登場，特別邀請
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創辦人陳振乾執業會
計師分享「家業傳承，如何與時俱進」的議題，

與眾多創投團隊來賓進行了一場精彩交流！
陳會計師從家族企業傳承的挑戰及策略、接
班人養成，談到一代、二代間投資洞見的溝通議
題，並強調，「數位轉型、ESG轉型及跨代創業
精神與變革力」，是家族企業未來發展上需重視
的三大議題。

創投早餐會講師及參與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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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低稅負制立法延宕 財部：CFC新制 明年如

率的數據觀察，不難發現台股領頭羊的劇烈變化，有的虧

期上路

損連連、市值縮水、慘遭下市，有的卻能翻倍成長，對
此，KPMG家族辦公室創辦人陳振乾表示，其中的關鍵在

歐盟決定延緩全球最低稅負制的立法時程，KPMG安

於這些公司的接班傳承與轉型是否成功。

侯建業國際租稅諮詢服務主持會計師丁傳倫對此表示，鑒
閱讀全文

於全球最低稅負制的設計複雜度高，因此歐盟各國要趕在
原訂的時程適用生效，確有實際的難度。然，根據財政部

本文摘錄自遠見雜誌 | 2022.1.25

表示，我國的CFC（受控外國企業）課稅制度仍如期於
2023年1月1日上路實施，不會受到影響，至於國際租稅的
合作，將視各國情況適時調整。
閱讀全文

《遠見》╳中山大學獨家解析〉家族企業想青出
於藍，該傳賢或傳子？

本文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2.3.19

依據《遠見雜誌》與中山大學研究團隊研究發現，台
灣登記設立逾30年之上市櫃家族企業且已歷經過接班傳承
的272家中，21年來的經營績效與傳承安排息息相關，調

台灣經營權之爭比重偏高 與兩大外部原因有關

查指出幾點重要觀察，包括76％的董事長由家族成員擔任
且董事長兼總經理的情況有增無減，顯示家族控制權的提

相較於歐美與亞洲其他市場，台灣經營權之爭比重相

升；58％的企業交棒給家族成員，其中超過九成皆具備家

對較高，主要原因起源於大股東失和、家族內鬥，另外也

族企業內部歷練的經驗；接棒者的學經歷與企業營業項目

肇因於股東行動主義的崛起，讓持股達一定比重的外資或

有關者，其繼任後的經營績效表現較為優異。

小股東可以透過累積投票制挑戰經營權。
閱讀全文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遠見雜誌 | 2022.1.25
本文摘錄自鉅亨網 | 2022.3.15

股東持股5%須立即申報…金管會揪出上市櫃藏
獨家披露！全台第一份百大長青家族企業排行，

鏡人

助你加碼傳承股
為提升我國公司治理水準，金管會預告將修改證交
依據《遠見雜誌》的全台百大長青家族企業排行顯

法，凡持有上市櫃、興櫃5％股權的股東，每變動1％就須

示，台股市值前十大的企業中，創始股東家族持股逾5％

於兩天內進行申報並公告，預計2023年完成修法上路實

的企業為六家，市值占比約22％，進一步分析1700家台

施。

股，約有七成以上為泛家族公司，顯示家族企業對台灣經
濟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依據多年來市值與股東報酬

閱讀全文
本文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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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談傳承與轉型

1月11日｜EP97 【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

思考財富傳承真義，突破資產傳承工具的
選擇障礙
家族企業從創富走到傳富，除了思考傳承策略，選對資產
傳承工具，釐清傳承的意義、掌握稅負對企業及股東的影
響，才能讓財富保值、代代傳承。
資產傳承工具四大常見選擇障礙，快速為您拆解：
1.設立基金會或公益信託，就能夠達到資產傳承的目的嗎？
2.選擇信託，既可以達成財產想要給子女，又怕子女敗光
的目的，又能節稅？

主持人：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郭士華
來賓：KPMG安侯建業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洪銘鴻

3.只要訂立了遺囑，即能有效落實家族掌權者想要傳承財
富給誰的想法？
4.設立閉鎖性公司，如何善用股份轉讓限制，避免財富外流？

1月21日｜EP100【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

不只是管理財富，更要落實傳承！
解密「家族辦公室」！
企業邁向「百」年，「家族辦公室」與您相伴！
全球各地「家族辦公室」的發展越趨盛行，家族辦公室成
為家族財富保存、永續傳承的重要機制！
為什麼要有家族辦公室？除了管理資產，它到底還有哪些
功能？
依照家族不同的規模及目的，家族辦公室可區分成哪幾種
類型？
協助家族永續，KPMG的「家族辦公室」又提供了哪些更
多元的專業服務？

主持人：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郭士華

來賓：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協同主持會計師 尹元聖

透過家族辦公室的協助，家族如何透過「家族憲法」，創
造兩代間對話的契機，有效落實家族價值與理念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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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EP112 【傳承談新學院特輯 】

接班者的課題 —「KPMG創新轉型學院」
與您一起重新打造企業轉型力！
疫情、地緣政治等因素為家族企業傳承及現有經營帶來壓
力，要「轉型」才能突破困境，但「轉型」豈是說轉就轉？
面對一代、老臣的質疑，希望透過創新轉型、再造企業的
接班人該如何作好內部溝通？
家族企業轉型成功及失敗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轉型過程問題多，家族企業如何借重外部顧問協助，讓轉
型事半功倍？

主持人：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郭士華
來賓：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 劉彥伯

當家族企業遇上轉型，就讓KPMG「創新轉型學院」成為
您的最強後盾！

歡迎在各大播客平台搜尋：KPMG知識音浪，或點以下連結收聽

Apple Podcasts

SoundOn

Spotify

SOUNDCLOUD

Google
Pod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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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團隊

KPMG安侯建業
家族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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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財富管理與風險管理政策

家族治理
家族治理

‐ 家族的融資規劃與政策

‐ 家族憲法的規劃與制定

‐ 家族資產所有權的架構安排
（含境內、境外投資公司的規劃）

‐ 家族治理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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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族資產的盈餘分潤政策

‐ 家族與事業的溝通機制

‐ 跨國資產的稅務治理

‐ 家族事業的持股政策

‐ 家族創投或私募基金的設立

‐ 家族成員進入事業的遴選與評估機制

‐ 家族議會之運作規劃

‐ 家族決策與溝通機制
家族稅務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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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的成長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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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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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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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服務團隊
郭士華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台中所所長
+886 4 2415 9168 ext. 03814
rkuo@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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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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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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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振乾
家族辦公室創辦人
審計部執業會計師
+886 2 8101 6666 ext. 01962
pedersonc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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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思娟
審計部執業會計師
+886 2 8101 6666 ext. 05573
ychien@kpmg.com.tw

張維夫
顧問部副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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