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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出了這股再生成功的力量正是來自於「改變」，亦即

家族企業要持續維持一如創業者般高度的創業能力及堅實

的創業精神。

許多的家族企業一代創辦人多具有強大的創業能力及

精神，他們掌握機會、冒險犯難，勇於挑戰不可能、實現

夢想，才能創造出成功的企業；但這個創業家的精神需要

被傳承，下一代要延續創辦人的創業精神，持續落實，並

更積極主動、創新且有計畫的冒險、承擔風險，方能使家

族企業接續再生。

這份報告，係集結了全球2,439名家族企業領導者進

行的深入調查結果及觀點，除了強調「跨代創業家的精

神」外，「家族的控制及影響力」，亦是家族企業再生的

重要力量。本期的季刊摘錄了相關重點以及我們家族辦公

室據此對台灣家族企業的觀察，提供給讀者們參考

今年度，我們再度展開了第二屆的【創新轉型學

院】，與以往型式不同的是，為協助與會者能夠先瞭解自

身的狀況，釐清企業在創新轉型階段所遭遇的問題，以利

活動聚焦，我們在活動前，會事先針對參與者進行訪談。

在4月份台中場的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到多數的家族企

業年輕的二代們不管是已經接班或準備接班，都對企業展

現出他們想要讓它更好的極大熱情與決心，他們也了解

到，在目前的環境底下，已無法再以不變來應萬變了，唯

有思考創新轉型，才能夠帶領企業繼續生存。而這更再再

地驗證了KPMG《2022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的結論 –

企業再生的力量來自於跨代創業家的精神。

相信許多人都聽過：「打不死的蟑螂！」這句話。為

什麼一隻小小的蟑螂會那麼難打死呢？根據研究指出，除

了特殊的基因之外，其還有超強的生存能力，能夠適應各

種環境的演化，因此，牠可以說是目前地球上現存最古老

的昆蟲。

最近與一位二代總經理聊天，他就據此提出一個很有

趣的個人主張：「如何讓企業蟑螂化！」這位二代已經接

班二十餘年了，事實上本身現也正面臨一方面要如何把家

族企業經營得宜，又要提早思考下一階段接班的事。多年

來，他看過、也接觸過不少經歷傳承接班的企業，目標都

是希望要讓家族企業能夠生存下去，並且持續成長。但現

今的環境轉變越來越快速，全球化也使得企業經營常常得

面臨大大小小的事件衝擊，牽一髮而動全身。或許很多人

都以為，規模越大的企業越有能力或資本能夠生存下去，

但他卻認為，規模大小並不是重點，反而是「能夠適應環

境」的企業才能活得越久。因此，才會有企業應該要像蟑

螂一樣找出自己生存之道的主張，「打不死才是重點！」

他說。

然適應環境並不代表要隨波逐流，而是要思考如何因

應環境並作出改變。KPMG全球近期與跨代創業成功實踐

全球研究計劃（STEP Project Global Consortium）合作

出版了最新的《2022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家族企業

的再生力量 – 跨代創業精神》，重點探討當企業面臨了包

括疫情、地緣政治、氣候變遷…等等充滿不確定又反覆無

常的新現實環境時，是什麼力量，能夠使家族企業在一代

接續一代之際，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持續成功。報告中

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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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家族企業想要「創新轉型」，不是說轉就轉，轉

型策略該從那著手（要數位？要ESG?）、家族與企業內

的溝通障礙（一代？老臣？)、對法遵面的不熟悉（稅

務？法律？），甚至是組織、系統、人才難覓或難留等，

都會使得轉型過程人仰馬翻，結果失敗收場。如果有機

會，尋求專家或外部顧問的協助，能夠讓企業的轉型事半

功倍，展現更強大的企業績效。我們在今年的8月16日即

將舉辦台北場的【創新轉型學院】，期待能夠邀請目前正

走在轉型之路的您來場對話與交流！

註：台北場【創新轉型學院】活動訊息，請見本刊第44頁。

郭士華

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

KPMG安侯建業

rkuo@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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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地緣政治、氣候變遷等影響下，家族企業如何在此競爭激烈且複雜多變的環境中保持領先？

– 從一個世代到下一個世代，家族企業能夠持續發展，代代相傳的成功秘訣是什麼？

– 家族企業如何繼續培養下一代維繫創辦人的創業精神？

KPMG全球與跨代創業成功實踐全球研究計劃（STEP Project Global Consortium）在2022年5月合作出版了一

份《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家族企業的再生力量 – 跨代創業精神（The regenerative power of family

businesses-Transgenerational entrepreneurship）》，從2021年9月至11月期間對全球2,439名家族企業領導

者，以訪談的方式，進行深入的調查。報告的重點在探討能夠影響家族企業一代接續一代，持續成功發展及展

現良好企業績效、社會責任和家族貢獻的因素及挑戰。

此報告係延續2021年《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的研究，針對家族企業如何在自2019年來對全世界造成嚴重衝

擊的COVID-19疫情之下，重新回歸，所提出的三項建議：鼓勵跨代企業家精神、家族重視對於整個社會的責

任，以及注重對耐性資本的投資，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Summ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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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中發現，家族企業再生能力，是從創辦人將鼓舞人心的願景轉為具體的實踐開

始。而隨著願景的實現，同時能夠逐步轉化在增長及維持創辦人創業精神的經營理念上，並繼續指導下一代在面對進一步

的挑戰和新的機遇時，作出決策和進行策略的選擇。

而持續的創業精神、跨世代的靭性以及家族企業積累的社會情感財富是其長期再生能力背後的秘密。

家族企業的再生力量

圖一、2022全球家族企業調查 –家族企業的成功公式

創業能力與
創業精神

家族控制和
影響力

績效

高度的創業能力 + 堅實的創業精神 + 積極的家族影響 = 強大的企業績效、社會責任和家族貢獻
Strong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ies + the family’s positive influence = strong business, social and famil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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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強調，家族企業要能夠延續創辦人的創業精神，並將之落實於各代傳承過程中，鼓勵下一代具有積極主動、創

新且有計畫的冒險、承擔風險的能力。同時家族作為責任股東（Responsible Shareholder），更須對其持有及經營家族

企業重新強化超越有形財富的情感價值，包括家族對企業的控制、影響與認同，支持推動創新和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的進步。

圖二、創造家族企業績效背後的秘密公式

創業能力

• 創新性：投資於研究與開發新產品、新服務以及經營方式的程度。

• 主動性：積極主動掌握新機會、預測未來市場需求，並在競爭環境下形塑符合客戶期望
的能力。

• 承擔風險性：企業願意承擔巨大風險之傾向，而這些風險也可能存在高潛在獲利。

績效

家族
影響與控制

• 務實強化的財務績效對家族企業的可持續性至關重要。然而，保持創辦人的願景、企

業文化以及維護作為責任股東的聲譽也是同樣重要的。

• 社會情感財富反映了家族看待問題的特定方式，以及家族行為如何受到三個重要因素

的影響：家族的控制和影響力、對家族企業的認同度及情感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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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提出，能夠使家族企業展現高績效、脫穎而出的因素，包括：

維持創辦人的創業精神

採取激勵型的領導風格

企業和家族的成功同等優先

鼓勵下一代積極主動、創新且有計畫的冒險、承擔風險

對持有及經營家族企業重新強化超越有形財富的情感價值

7

本報告提供了一個家族企業再生力量充電的機會：

圖三、給企業再生力量充電的機會

家族的控制力，能夠促進企業平

緩但穩定成長的持續性。

多元化的觀點和方法是幫助公

司往新方向前進的巨大力量。

堅實的創業精神 +家族對家族企業

強烈的情感 =企業、家族與社會永

續經營的結果。

每一代都須是稱職的管家，以

傳達家族企業的宗旨和價值觀。

成就家族企業再生能力 –維護創辦人的願景、創業精神的文化以及保持家族在企業中的利益。

主動尋找和利用機會是維持創

新的實踐和行為的關鍵。

主動性意味著在決策過程中納入各

個家族成員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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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年輕世代領導者對風險承受度較高

千禧世代的CEO

所領導的公司，對
風險承受度最高，
也就是說，最年輕
的CEO可能比之
前的CEO更願意
承擔風險。

為延續創業的經營
績效，下一代的家
族成員有機會發展
創新、承擔風險，
並且自行作出判斷。

跨代創業的精神包括積極主動、有計畫

的冒險及願意承擔與報酬高度連結的風

險，家族需有效管理這些風險，以達到

永續獲利的目的。

《2022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中強調家族企業再生

的力量，在於能夠跨代延續創辦人的創業精神，將之落實

於各代傳承過程中，鼓勵下一代積極主動、創新且有計畫

的冒險、承擔風險，而這種風險也可能存在高潛在獲利。

此份調查中也顯示全球家族企業中年輕的千禧世代接班

人，在面對快速變動的時代裏，相較於過去上一世代的經

營者，會更願意去接受改變、承擔風險，並積極開發新業

務，以期超越競爭者。

對於年輕世代來說，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相較於上一世

代的經營者來說，就是一直在轉變，也不斷地要面臨大環

境、大事件（例如：疫情、地緣政治、氣候變遷等）所帶

來的衝擊，而過去那種要「以不變應萬變」的時代早不適

用，若不作出因應改變，企業經營的風險必然會更加提

高，因此生存之道就是思考如何創新轉型。然而創新轉

型，固然可能獲得高報酬，也代表會有風險。

我們認為，這種風險需要被管理。建議年輕世代在尋

求創新轉型時，可以學習從成本面去作風險管理開始，這

裡的成本，除了「新的投入成本」外，也要去謹慎評估針

對須改變原來商業模式或經營策略的「轉向成本」，與可

能無法完全符合預期時間，而讓獲取報酬的期間較長，以

及資金運用成本較高的「等待成本」。而這也正對應到

2021的報告結論 – 家族企業要想重新回歸，對投資於家族

企業的資本應視為「耐性資本」，必須花時間充分評估其

可能的成本，才能再採取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長期行動。

KPMG台灣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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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中提到，家族成員對

企業的認同感及情感的依附度高，是家族企業維持成功的

重要因素之一，我們認為這種家族成員對企業的認同感及

情感的依附是需要從小培養的。

現代許多的家族，上一代為了讓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

育，會把他們送出國，致使他們與家族企業的情感越來越

疏遠，如此更難期望他們將來願意進入家族企業、接班家

族企業，並擁有一致的家族價值觀。

我們的建議是，家族內應該「從小」就要重視對家族

成員與企業連結度的養成，無論是透過家庭的陪伴、教

育，或是安排家族成員在求學階段，財務尚未獨立時進入

家族企業實習…等等，都是可以讓家族成員更瞭解家族企

業，並增進他們對家族企業情感的方法。

再次強調，讓家族成員養成對企業的認同感及情感的

依附需從小培養起，若是待到家族成員已成年，則難度可

能會更提高。

圖五、家族對企業的情感依附是長期績效和再生力量的源泉

家族對企業的情感
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是長
期績效和再生力量

的源泉。

家族對企業的控制、
影響與認同，支持
推動創新和環境、
社會與治理（ESG）

的進步。

社會情感財富反映出
家族看待問題的獨特
方式，以及他們的行
為如何影響其控制、
影響力、情感的依附
以及商業聲譽。

家族企業維持成功的秘訣之一，是家族

成員對企業的認同感及情感的依附度高，

而增進家族成員對企業的認同感及情感

依附需要從小培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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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家族企業中，其企業是否具備創業與創新能

力，以及二代的表現，我認為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觀察：

一是創業者與二代的背景與經驗所塑造的企業文化。

許多家族企業的創業者都不是含著金湯匙出身的，相反

的，從草創到公司穩定成長都仍抱持著資源的稀缺性，公

司的大小事也多半親力親為，因此，對「生財器具」的投

資會比較願意，例如效率更好的機器設備、廠房擴張、產

線的整改等，容易看到投資後的成果。但對於「創新性的

商業模式」或「具高度風險的轉投資事業與產品」會抱持

著遲疑或保守的心態，同樣地，對二代所提出來的轉型變

革建議也會趨向保守，加上亞洲或台商創業家比較多偏向

「威權式」的領導風格，久而久之，下一代在轉型受阻的

情況下，就只能先在既有的營運模式尋求突破、等待機

會，或寧願先在外面就業觀望回歸的時機。

不過我們也發現，二代若是海歸派或擁有較佳的學經

歷與溝通能力，比較有機會從外部的觀點與創新的角度提

出建言，雖然仍會發生世代溝通的衝突，但比從小放在旁

邊學習，從基層做起的本土派，似乎較容易引領創新！

其二是有時公司的危機或許能成為轉機。例如台灣有

許多的隱形冠軍，因為在技術深耕與產品的獲利較佳，但

也容易只侷限在本業中持續鑽研深耕，不易外擴，若是有

較廣的產品線但獲利普通，二代接班後通常會思索突破現

狀的可能性。然若是公司營收規模大，雖理論上人才與資

源較豐富，但層層把關容易扼殺創意；小而美的公司雖具

有彈性，失敗的容錯成本卻很低。

創新性、主動性和冒險精神的結合

投資研發 開發新產品 尋找機會 加速數位化

圖六、創業精神是創新性、主動性和冒險精神的結合

KPMG台灣所觀察

劉彥伯

執行副總經理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家族企業成功的方程式，來自於代代相

傳的創業精神，關於台灣家族企業創業

精神及二代表現，可從兩面向觀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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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許多的家族企業遇到經營的瓶頸與危機，老一

輩的體力與精神不如以往，便會在二代成熟前嘗試用「家

臣」來擔任1.5代的角色輔佐「二代」，或嘗試引進專業

經理人進行變革。「家臣」或「專業經理人」搭配二代，

運用創意反而有機會起死回生。當然，創業家必須偵測風

險，有時候仍得踩煞車，而這鬆緊拿捏之間是門藝術，很

難有個遊戲規則。公司的規模與獲利對於創意也是一體兩

面，在世代交接過程有意無意的形塑改變與轉型的契機，

有助於激發創意！

還記得我們的國旗歌裡面的歌詞嗎？「…創業維艱…

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傳承最常被創業者要求的是，

先守成，再伺機而動，因為守成不易，不要為了貪圖近利

而徒勞無功。實務上無論從小在身邊學習的本土派二代或

從小被送出國的海歸派，都應該先守成！在既有的產業領

域熟悉並站穩腳步，再思考創新與多角化的可能。很多的

創業者當初都是走投無路被迫創業，對於無心插柳卻柳成

蔭的企業，一開始並沒有什麼宏觀的願景，傳承到了二代

學經歷俱優，建議應該謀定而後動，鼓勵創業與創新可以

是個DNA，但創新不是革命，而是在既有的基礎上翻轉新

的商業模式與營運架構，賦予新的觀念與做法。除非是家

大業大子孫成群，還可以給年輕人一筆創業基金，若是成

功了闖出另一片天，失敗了也還有金雞母可以幫忙撐著。

另外建議亦可以在內部成立類似像新創或以創新為基

礎的研發團隊，輔以有別於既有框架的薪酬與獎勵制度，

但也必須有停損的落日條款，用獨立的資源孵育與檢視。

也就是說，若用新的眼光與做法去面對事物，創新也可以

很務實！

在戰後嬰兒潮前段的創業家所處的環境是台灣正在邁

向工業化、出口與代工為導向、中國與東南亞擁有很大的

人口與土地紅利的環境。但千禧世代所面對的卻是創業家

還沒有退休，其一舉一動都要被指指點點，手機、平板與

電腦不離身，具備國際視野與面對全新的數位環境，以及

公司的員工以老幹為主，轉動不易的現實。

企業二代接班有不可承受的外界壓力，因為比較的基

礎是創業家，二代卻可能是還沒有戰功就坐上準接班的高

度。然而，他們也擁有比一般人更好與成功的機會，因此

千禧世代的領導者應該是要強化自己的能力，包括：

創業精神需能代代相傳，方能持續成功，

但創業維艱，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

家族企業新一代的領導者，所承繼的創

業精神，一方面要維持創辦人的願景、

企業文化，另一方面還需要具備「軟硬

兼施」的能力。

溝通能力

抗壓能力

願意嘗試

用創業家聽得懂、聽得下去、願意幫你排

除老幹部障礙的溝通能力，爭取支持。

挫折難免，能沉得住氣，願意一再嘗試失

敗，冷嘲熱諷以及天生接班的宿命。

守成的結果會變得保守，身邊要有一群更

年輕的策士隨時提供新的見解，也要讓自

己有跨出去嘗鮮的機會！

另外，要提醒的是，二代接班需要「軟硬兼施」的能

力，硬底子需要靠時間累積，軟實力還是要能夠管理情

緒、拓展視野與擁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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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領導者首先要認知：家族企業不是落伍或保

守的代名詞，相反的，應該是共榮、永續以及持續創新。

富不過三代不見得是守成造成的，也可能是轉型過程中所

面對無可預期的風險應變不及，家族企業無論是共治或分

工，都應該有宏觀的規劃，包括家族成員的角色、權力與

權益分配、如何與專業經理人互補、以及面對危機的處理

應變機制。再次強調，轉型不是革命，舊的衣服也可以配

搭得很優雅！當然，如果覺得累贅，就得時時不忘「塑

身」囉！

新世代的領導者該以共榮、永續以及持

續創新的態度帶領家族企業創新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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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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MG台灣所觀察

2022調查報告中顯示，成功的家族企業開始藉由持續

創新及加強社會影響與認同，展現出更強勁的績效。已經

有家族企業藉由囊括環境、社會和治理（ESG）三個面向

的企業永續經營理念，掌握未來風險及商機，讓家族企業

除了在財務績效上有亮眼的表現，也在像是節能減碳、員

工照護等非財務績效上有著亮眼的成績單。對於在工作上

同時重視薪資及個人價值的新世代人才而言，ESG表現好

的公司的確更具吸引力。

新一代的家族企業領導，需要建立特有的領袖魅力，

也需持續維護家族企業的凝聚力。建議家族企業可藉由將

本業結合ESG，建立及實踐ESG管理指標，將績效做為溝

通的工具，彰顯家族企業的企業精神，同時建立內部與外

部的信任，將企業經營與社會脈動緊緊相連，擴散家族企

業對於外部社會的影響力，成為家族企業源源不絕的再生

力量，激勵家族企業持續代代相傳。

英文版完整報告

Download

Download

Download

中文重點內容

英文重點內容

2022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

家族對企業的情感依附是長期績效和再

生力量的源泉，而家族支持企業推動環

境、社會與治理（ESG），結合本業，

能夠更強化家族社會情感財富，提昇家

族影響力。

Summer  2022調查報告 |  2022全球家族企業調查報告 –成就家族企業再生成功的公式：跨代創業精神與家族影響力

https://home.kpmg/content/dam/kpmg/xx/pdf/2022/05/regenerative-power-of-family-businesses-report.pdf
https://home.kpmg/content/dam/kpmg/xx/pdf/2022/05/regenerative-power-of-family-businesses-report.pdf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2/06/regenerative-power-of-family-businesses-summary-en.pdf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2/06/regenerative-power-of-family-businesses-summary-zh.pdf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2/06/regenerative-power-of-family-businesses-summary-en.pdf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2/06/regenerative-power-of-family-businesses-summary-zh.pdf


02
專家專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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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2022

林健生

稅務投資部協理

KPMG安侯建業

vincentlin@kpmg.com.tw 

人壽保險怎麼買？不能忽視的實質課稅
原則！

現代家族為防患於未然，保險往往是父母為了避免其

因意外過世時，子女頓失經濟來源而使生活陷入困難的重

要保障。若符合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且被繼承人

死亡前已指定保險受益人之要件時，依保險法112條：

「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

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規定，保險金額

給付於指定之受益人時，不列入被保險人之遺產。也因

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亦規定：「左列各款不

計入遺產總額：…九、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

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軍、公教人員、勞工或農民

保險之保險金額及互助金。」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

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不計入遺產總額；既然保險

給付不列入遺產，繼承人也就無法就該保險給付主張繼承

的權利，因此保險給付具有與遺產隔離的傳承效果，可確

保由被繼承人指定之特定人取得保險給付，不受民法繼承

張芷

副執行長、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KPMG安侯建業

schang1@kpmg.com.tw 

關於特留分之限制。也因保險的這項特性，現今越來越多

家族成員會選擇購買保單，做為家族資產傳承工具之一，

同時也可以發揮節稅之效果。

然而在實務上，為避免濫用人壽保險給付免計入遺產

總額之特性，稅捐機關經常會審查經濟事實等情，參酌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立法意旨：「應指一般正常社

會情況下，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受益人的人壽保險金額，

得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乃係考量被繼承人為保障並避

免其家人因其死亡失去經濟來源，使生活陷於困境，受益

人領取之保險給付如再課遺產稅，有違保險終極目的。」

對於為規避遺產稅而投保與經濟實質顯不相當之保險者，

基於實質課稅原則，自無上開法規規定之適用，該保險給

付即不得自遺產總額中減除，衍生徵納雙方眾多爭議。

家族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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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為了讓徵納雙方有所依循，於109年7月1日以

台財稅字第10900520520號函發布重新檢討之「實務上死

亡人壽保險金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案例及參考特

徵」（下稱財政部109年函），然而，究竟在什麼樣的情

況下保單可能會被稅捐機關認為涉及租稅規避？家族在申

報遺產稅時，又有什麼應特別留意的地方？本文將分析財

政部109年函彙總實質課稅八大態樣，供家族投保人壽保

險之參考。

實質課稅八大態樣

依財政部109年函，將實質課稅認定原則分為八種態

樣：一、高齡投保、二、鉅額投保、三、密集投保、

四、短期投保、五、重（帶）病投保、六、躉繳投保、

七、舉債投保及、八、保額/保險給付（含利息）少於或

等於所繳保險費。以下就所觀察之八種態樣彙總說明如

下：

八大特徵 觀察說明

高齡投保

投保時已屬高齡，而至於「高齡」並無明確的定義，一般稽徵實務會參考國人男女

平均壽命年齡，同時考量被繼承人投保當時之健康狀況來判定。高齡投保動機常會

被稅務機關懷疑與「保障並避免家人失去經濟來源、生活陷於困境」之保險目的不

符。且高齡投保的保費又特別貴，常無法滿足財務保障功能。以財政部109年函案

例觀察，超過70歲投保即屬高齡。

鉅額投保
投保之保險金額相較一般常情相比為高，或投保金額佔總遺產價值之比例較高，一

般會視被繼承人的遺產狀況而定。

密集投保 死亡前短期內投保多張保單，尤其留意死亡前兩、三年內投保。

短期投保
投保後，被保險人短期內即身故，受益人因而獲取保險金。以財政部109年函案例

觀察，投保後5年內死亡可能會被認定為短期投保。

重（帶）病投保 已知罹患重大疾病才投保。

躉繳投保 一次性繳納保險費。

舉債投保
向金融機構貸款創造負債，除未來遺產稅申報時可扣除未償債務外，其所貸資金用

以投保人壽保單，使現金轉為日後保險給付的免稅遺產，容易被認定為規避行為。

保額/保險給付（含利息）
少於或等於所繳保險費

保險給付小於或等於已繳保費，其與保險的精神是以較少的保費，獲得較大的保障

不符。

專家專欄 |  人壽保險怎麼買？不能忽視的實質課稅原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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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2022

財政部109年函檢附之案例：

案例說明

案 例 特 徵 或 參 考 指 標

高
齡
投
保

鉅
額
投
保

密
集
投
保

短
期
投
保

帶
病
投
保

躉
繳
投
保

舉
債
投
保

保額/保險給
付（含利息）
少於或等於所
繳保險費

Case 1

被繼承人於民國88年8月2日死亡，生前於87年12月24日以躉

繳方式投保還本終身壽險型保單2張共26,586,000元（投保時

約71歲），其中包含貸款2,075萬元，並指定其配偶為受益人，

而被繼承人於投保時已患有冠心症、心肌梗塞、中風及糖尿

病等病症。（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87號行政判決）

● ● ● ● ● ●

Case 2

被繼承人於民國94年6月29日死亡，生前於90年9月22日以躉

繳方式投保終身壽險保單38,934,665元，並於91年8月8日以

其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並指定受益人，以躉繳方式投

保終身壽險保單184,148,760元（投保時約81歲）；被繼承人

在91年間腦部已有退化跡象，對個人人生係採消極態度（面

對醫生猶「不肯起身動」，為醫生認「下次可能住院」）；

被繼承人生前在91年8月8日繳納系爭保費前，已積欠國泰世

華銀行債務80,000,000元，復於91年10月14日再舉借鉅額債

務64,000,000元投保，合計144,000,000元，且貸款利率遠高

於保單投資報酬率。（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726號行政

判決）

● ● ● ● ●

Case 3

被繼承人於94年9月3日死亡，生前於89年3月15日經醫院診

斷罹患帕金森氏症，且93年8月至死亡日止係處於重病狀態而

無自行處理事務之能力，其於90年3月9日投保終身壽險，保

險金額10,000,000元，躉繳保險費11,147,000元。（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616號判決）

● ● ●

（已繳保險費高
於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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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案 例 特 徵 或 參 考 指 標

高
齡
投
保

鉅
額
投
保

密
集
投
保

短
期
投
保

帶
病
投
保

躉
繳
投
保

舉
債
投
保

保額/保險給
付（含利息）
少於或等於所
繳保險費

Case 4

被繼承人於95年3月6日死亡，生前於93年12月14日以其本人

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並指定受益人投保人壽保險（投保時

約84歲），保險金額20,000,000元，以躉繳方式繳納保險費

20,000,000元（保險部分及投資部分之保險費分別為600,000

元及19,400,000元），被繼承人死亡日之投資部分保單價值

為22,789,772元。（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003號判決）

● ● ● ● ●

Case 5

被繼承人於民國95年12月3日死亡，生前於95年2至6月間以

躉繳方式投保投資型保單3筆共6,885,000元。（投保時約75

歲），於94年5月23日智能檢查呈現疑有極早期失智症狀，後

續追蹤並確認有記憶障礙，惟併有憂鬱症及曾罹患腦中風﹔

至95年11月10日，被繼承人有脊髓肌肉萎縮症併頸椎病變及

神經根病變，四肢肌肉萎縮，導致行動困難，足證被繼承人

於投保前確有上述失智、中風及脊髓肌肉萎縮症併頸椎病變

及神經根病變，四肢肌肉萎縮等無法治癒症狀。（最高行政

法院100年判字第574號行政判決）

● ● ● ● ●

Case 6

被繼承人96年6月8日死亡，生前於93年1月至94年3月間（投

保時約81歲），陸續以其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指定其

子為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共投保4筆人壽保險，躉繳保險費

148,209,331元，其繳納保費大部分資金來自售地餘款及向繼

承人借貸而來；被繼承人生前投保時有高血壓、糖尿病及前

列腺癌服藥控制等病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

584號判決）

● ● ● ● ●

Case 7

被繼承人於民國96年11月19日死亡，生前於92年至95年間以

躉繳方式投保投資型保單4張共33,953,000元（投保時約72

歲），其後曾於95年2月23日至27日因腸阻塞、低血鉀症及膽

結石住院治療。（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1589號行政判決）

● ● ●

（保險費等於保
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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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案 例 特 徵 或 參 考 指 標

高
齡
投
保

鉅
額
投
保

密
集
投
保

短
期
投
保

帶
病
投
保

躉
繳
投
保

舉
債
投
保

保額/保險給
付（含利息）
少於或等於所
繳保險費

Case 8

被繼承人於民國97年10月6日死亡，生前於96年1月26日以躉

繳方式投保投資型保單25,000,000元（投保時約77歲），旋

於同年月29日向陽信商業銀行青年分行貸款25,000,000元，

且其曾於95年4月14日及21日因慢性阻塞性肺病前往高雄榮民

總醫院就醫，最終死因為肺炎併敗血性休克併多重器官衰竭。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9年訴字第246號行政判決）

● ● ● ● ●

Case 9

被繼承人於97年12月19日因肝癌死亡，其死亡前2個月至1年

2個月間密集投保（投保時約71歲），以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並指定繼承人為身故受益人，躉繳保險費42,477,614

元，受益人所獲保險給付44,358,797元。（最高行政法院101

年度判字第201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

142號判決）

● ● ● ● ● ● ●

Case 10

被繼承人於民國98年3月5日死亡，生前於93年4月13日及93年

7月27日至93年9月1日間以躉繳方式投保投資型保單2張及養

老保險單48張共18,000,000元（投保時約71歲），於投保前

因多發性骨髓瘤入住於臺大醫院，且有刻意隱瞞病情而規避

遺產稅之故意。（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訴字第1517號行政

判決）

● ● ● ●

Case 11

被繼承人於91年9月8日死亡，生前有鉅額財產1億3千8百餘萬

元，其於88年4月13日向銀行舉債29,500,000元，以躉繳方式

投保終身壽險7筆（投保時77歲），指定其子女等5人為身故

保險金受益人，保險金額 20,950,000元，躉繳保險費

29,447,949元，嗣被繼承人死亡，保險公司於同年月18日給

付受益人保險金計32,730,185元，繼承人於同年10月2日及3

日按各自受益比例分別清償上開銀行借款本息計37,164,150元。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675號判決）

● ● ● ●

（保險費高於
保險金額；保
險給付相當於
已繳保險費加
計利息金額）

（保險給付相當
於已繳保險費加
計利息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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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案 例 特 徵 或 參 考 指 標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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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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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投
保

密
集
投
保

短
期
投
保

帶
病
投
保

躉
繳
投
保

舉
債
投
保

保額/保險給
付（含利息）
少於或等於所
繳保險費

Case 12

被繼承人於91年6月27日死亡，生前於90年2月7日至4月15日

期間因腎動脈狹窄合併慢性腎衰竭住院治療，同年4月17日至

28日定期門診血析，其於90年4月2日以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並指定其孫（即繼承人）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以舉

債躉繳方式繳納保險費25,780,000元（投保時約77歲），身

故保險理賠金25,099,455元。（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

1145號判決）

● ● ● ● ● ● ●

Case 13

被繼承人於90年9月8日死亡，生前於88年3月24日經診斷有

其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氣管支氣管及肺之惡性腫瘤及彌散

性肺間質變等疾病，90年3月至9月間陸續住院接受例行性化

學治療及放射線治療，其於89年3月3日起至90年8月21日陸

續以躉繳方式投保人壽保險，以其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指定其女為受益人，躉繳保險費35,260,000元，身故之保險

理賠金約36,024,133元。（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81號

判決）

● ● ● ● ●

Case 14

被繼承人於94年1月3日死亡，生前於92年1月至5月經診斷為

中風後之言語障礙和記憶障礙，93年4月20日起至5月29日止

住院期間意識狀態為不清楚，自行處理事務能力差，93年11月

27日起至12月10日止及93年12月13日起至12月21日止住院意

識為可醒著，但因雙側大腦功能缺損無法言語溝通也無法以

肢體表達所需。被繼承人分別於92年6月18日及93年2月26日，

投保吉祥變額萬能終身壽險（投保時81歲），以其本人為要

保人及被保險人，並指定繼承人為受益人，自92年6月27日起

至93年5月13日止，繳納保險費計25,750,000元；又因該保單

屬投資型保險商品，繼承日價值合計24,519,474元。（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1150號判決）

● ● ● ● ●

（保險給付低
於已繳保險費）

（保險給付相當
於已繳保險費加
計利息金額）

（保險給付相當
於已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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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案 例 特 徵 或 參 考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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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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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
投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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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投
保

保額/保險給
付（含利息）
少於或等於所
繳保險費

Case 15

被繼承人於95年9月18日因肝癌及敗血性休克死亡，生前於89年

間經診斷有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並於89年5月至95年9月間住院

6次治療，其於92年12月8日投保人壽保險（投資型保單）（投保

時72歲），以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指定其子女為身故受益

人，躉繳保險費 12,000,000元，受益人所獲保險理賠金為

12,085,845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771號判決）

● ● ● ●

Case 16

被繼承人於94年4月11日死亡，生前於93年5月間經診斷罹患

肺小細胞癌，於93年7月16日投保人壽保險（投保時72歲），

以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指定繼承人為身故受益人，躉

繳保險費 30,000,000元，受益人所獲身故保險給付為

29,707,690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275號判

決）

● ● ● ● ●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2月4日金管保壽字第1090410128號函（序號1、7、8、10）
及財政部102年1月18日台財稅字第10200501712號函（序號2-6、9、11-16）

（保險給付相當
於已繳保險費）

（保險給付低於
已繳保險費）

保單購買應注意事項

實質課稅可以說是稽徵機關為避免納稅義務人規避稅

捐的利器，在上述判決中，是否涉及實質課稅之核認，其

核心精神皆本於保險的目的：「為保障並避免其家人因其

死亡失去經濟來源，使生活陷於困境」，並以此來審核要

保人保險之動機，以判斷是否有規避遺產稅而投保與經濟

實質顯不相當之保險者，稽徵機關會綜合考量被繼承人投

保時之年齡及身體狀況，並檢視其繳納保險金的形式，藉

以判斷納稅義務人是否有意圖透過保險來規避稅負的情

況。若人壽保單之投保情節符合上述態樣之一，要保人宜

檢視保單是否有重新配置調整之需要。另外在進行保單規

劃時也應留意以下幾個要點，才能確保適用不計入遺產總

額之租稅效益：

一、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之保單，可能發生要保人

早於被保險人死亡，且因被保險人尚未死亡而未發生

理賠事由，保險仍持續生效，此時，該保單視同要保

人遺產，是由法定繼承人共同繼承。中途變更要保人

亦應留意相關稅捐申報，如要保人（被繼承人）過世

前兩年有變更要保人，且變更後的要保人為原要保人

的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如子女、孫子女等）及其

配偶、父母、兄弟姊妹及其配偶、袓父母等人，該變

更要保人的贈與金額（保單價值準備金）尚須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規定，併入原要保人的遺產總額課徵遺產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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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單應指定受益人，如被保險人（被繼承人）過世時

並未指定受益人，依保險法第113條：「死亡保險契

約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

產。」規定，該保單之價值即應計入被保險人（被繼

承人）之遺產總額。

三、另外提醒，現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受益人與要保

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屬於死亡給付部分，一申

報戶全年合計數在3,330萬元以下者，免予計入基本

所得額；超過3,330萬元者，其死亡給付以扣除

3,330萬元後之餘額計入基本所得額。

最後，將來發生繼承事實時，若有不確定保單是否應

計入遺產申報之爭議事項，建議繼承人可依納稅者權利保

護法第7條規定，於遺產稅申報書主動揭露保單資訊，縱

使日後稽徵機關將有爭議的壽險保單計入遺産總額課稅，

也不致衍生處罰問題。但納稅者在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

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

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還是可能會被補稅裁罰，反而得

不償失，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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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新制下，
小心！不動產繼承稅負成本比你想像的還要大

105年房地合一稅新制上路後，由於新制是以不動產

持有期間長短適用所得稅率，因此可能會出現繼承人在繼

承不動產之後，於短期內繼承人再出售該繼承取得的不動

產時，由於取得成本是以不動產繼承時的土地公告現值或

房屋評定現值計算取得成本，加上因持有期間較短，需適

用較高稅率如35％，而導致需繳納高額的房地合一稅。

案例

實務上曾發生一男性年輕藝人因主動脈剝離逝世，並

留下了一間價值約4,000萬元的房子，因該名藝人未婚，

因此該不動產就由其父母繼承。但據新聞報導，該不動產

陳信賢

稅務投資部協理

KPMG安侯建業

samchen1@kpmg.com.tw 

仍有2,000萬元房貸，如果繼承人因無法承擔貸款而欲變

賣，在繼承登記後2年內就出售該不動產，若當初不動產

是在105年以後才購買，則出售不動產將適用房地合一新

制，所適用的稅率將高達35％。此外因父母是繼承取得此

不動產，所以取得成本將以繼承時的公告現值做計算。在

本例中，若繼承時的公告現值假設為1,000萬元，若出售

的價值假設為4,500萬元，則在計算房地合一稅時，是以

（4,500萬元–1,000萬元）35％，需繳納的房地合一稅

將高達1,225萬元。若將出售不動產的價款扣除上述房地

合一稅，再扣除當初購買不動產所付出的自備款（若假設

為2,000萬元）及銀行貸款後，繼承人可能會發現出售該

筆不動產反而是賠錢。

財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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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案例說明，讀者應該可以發現，房地合一新制

之下，未來若考慮由小孩繼承不動產，若小孩繼承取得

後，非以自住為前提，則小孩繼承取得後若在短期內出售

不動產，將面臨高額的房地合一稅。

非自願性出售不動產稅負函釋

上述此種非自願性出售不動產的例子，對於納稅義務

人來說可謂是極不公平。所幸對於此種情形有兩個解方。

其一是財政部在年110年6月11日公告（台財稅字第

11004575360號），對於此種「因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

房屋、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因無

足夠資力償還該未償債務之本金及利息，致出售該房屋、

土地者」，出售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的不動產，得適用

20％稅率課稅。

其二，因被繼承人繼承所取得的不動產，其公告現值

或評定現值僅有1,000萬元，而貸款卻有2,000萬元，所繼

承取得的價值，以不動產公告現值或評定現值來看遠低於

房貸金額，才導致在計算上述房地合一稅後，如扣除相關

成本及貸款後，會變成買不動產賠錢的情況。而財政部

109年7月所發布的解釋令（台財稅字第10904601200

號），是上述案例的另一解方。個人繼承不動產時，併同

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不動產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

若該貸款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部分，

將來計算該不動產交易所得時，貸款餘額超過繼承時不動

產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部分，且確由該個人實際負擔

償還部分，得自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也就是由繼

承人負擔的貸款，就超過的不動產的公告現值及評定現值

部分，可以作為成本費用，自交易所得中減除，以避免賣

不動產還賠錢的情況發生。

不過，上述的財政部解釋令並非可適用在所有繼承取

得不動產的案例中。若被繼承人的不動產在繼承時若已經

清償貸款，繼承人繼承房子後又馬上賣，則將面臨35％或

45％的房地合一稅。

房地合一新制下，留意不動產繼承稅負

目前的房地合一稅制是以105年做為新舊制的分水

嶺，如果父母親的不動產登記是在105年以前取得，繼承

發生後，繼承人再出售不動產，若該不動產於繼承前、後

均自住用，可以在新舊制中擇優申報。若選擇舊制，因土

地出售不課徵所得稅，僅有房屋需計算所得稅，若房屋價

值佔整個不動產的比例不高，則發生高額稅負的機率不高，

可免除房地合一稅的困擾。但如果父母是在105年以後取

得，則繼承發生後，繼承人出售不動產，就必須受到新制

房地合一稅的規範，課徵房地合一稅。

專家專欄 |  房地合一新制下，小心！不動產繼承稅負成本比你想像的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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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代子孫的企業減碳承諾

全球面對新冠疫情逐漸常態化，氣候變遷的影響卻越

來越明顯，雖然俗話總說未過端午、冬衣不能收，但今

（2022）年端午節前的連日低溫豪雨，路上仍有行人穿著

冬季大衣，創下台灣近70年來5月最低溫。氣候變遷所造

成極端氣候，讓每個人都很有感。

對抗氣候變遷 減少碳排放

為了對抗氣候變遷，「為子孫後代創造更加美好的世

界，完成我們對下一代的責任」，聯合國在2015年通過巴

黎協定，各國政府共同加速推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全球

大小企業莫不受到影響，從各大品牌商加強對於全球供應

商的減碳要求，到歐盟開始藉由碳關稅、控制進入歐盟境

內的商品所含之碳排量。我國也跟隨國際趨勢，於今（2022）

林泉興

執行副總經理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am.Lin@kpmg.com.tw

年將「氣候變遷因應法」送入立法院審議，其中除了設定

我國於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最快也將於2024年開始徵

收碳費。

溫室氣體看不見、摸不著，企業如何知道自身的碳排

放有多少，要付多少碳費。因此要先儘速進行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盤點。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溫室氣體有7種，但目

前一般被簡稱為二氧化碳的「碳」。計算的方式國際上則

依循公認的ISO 14064作為碳排放盤查標準，其中將各種

溫室氣體換算成二氧化碳當量的係數，採用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所公布的係數。企業需定期進行碳排量

盤點並撰寫報告，數據亦須進一步通過第三方機構的查驗

證。

企業永續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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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於企業而言，要能了解碳盤查的專業術語及科學

方法的門檻並不低，更何況要自行完成計算。為了協助中

小企業開始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工業局於4月推出線上碳

盤查計算器，企業可在線上進行簡易的碳排放估算；環保

署也於5月推出新版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協助

中小企業進行碳盤查。在台灣，家族企業多屬中小企業型

態，初步可藉由政府資源及顧問公司協助進行碳盤查，但

後續如何設定減碳目標，規劃減碳措施等，仍然是多數企

業目前反映遭遇困難的痛點，也是最常尋求顧問的項目。

推動減碳 任何企業無法自外

面對氣候變遷這樣的議題時，企業需考量長期營運的

風險與機會來達到永續經營，這與家族企業經營追求長期

經營績效的理念實是不謀而合。因此，企業在設定減碳目

標及推動相關作為時，應將減碳納入本身整體營運策略的

一部分，而非額外的工作。像是思考如何減少在製造過程

中所造成的碳排，或是推出較節能的產品等。在推動減碳

相關作為時，不僅達成減碳的目的，亦同時加強了企業的

競爭力。乍看之下投入的價格不斐，但長遠產生的價值將

十分可觀。

家族企業的經營相較於一般企業，並不在追求短期的

績效，而往往帶有使命感，重視傳承有形及無形財富，因

此為了當代子孫的生活環境，多較一般企業更願意投入心

力。目前氣候變遷議題影響範圍已遍及全球，全世界的政

府及企業皆須共同合作，著手投入各項減碳、低碳行動，

現今我們也已看到在達成巴黎協定全球升溫不超過1.5度C

這條路上，有越來越多國家與企業加入，加速推動減碳。

畢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刻不容緩的戰場。

淨零行動十分急迫，我們可以重新回復大自然，與打

造一個健康環境的時間只剩不到10年，這遠比我們想像中

還來的短，任何企業，無論是大型、中小型，抑或是家族

企業，都無法拒絕為減碳作出承諾及作為！

專家專欄 |  為當代子孫的企業減碳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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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家族
團結締造不凡

整理／林妍伶

2021年底，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創辦人陳振

乾會計師出版了名為《以家族之名》的書，開宗明義便提

到放眼中外能成功傳承數代的家族企業，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家族成員始終認同自己的家族及價值、以家族為榮，

並視延續家族榮光為己任，因此在傳承的過程中，即使面

臨風風雨雨，他們也要矢志維護家族的精神。在兩百多年

前發跡於德國法蘭克福，現已傳承到了七代的羅斯柴爾德

家族，便是一個因長期堅定的家族信念進而翻轉命運、飛

黃騰達的例子。

處於當時社會底層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因猶太人

的身分畫地自限，一路透過與王公貴族交好，打造出有

利於家族發展的人脈網絡，進而發掘出適合長遠發展的

家業，並在兩代人齊心努力之下，短短幾年之間，就讓

「羅斯柴爾德」的家族名號變成歐洲各國背後金融霸主

的代名詞。該家族從崛起到日後壯大並屢屢克服危機的

關鍵，憑藉的就是家族創始人一開始立下的家訓—「團

結」。本期季刊就讓我們來了解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如何

闡釋「以家族為榮」的真諦，讓家族之名流傳百世。

Summ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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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蹲下是為了跳得更高

梅耶 ·阿姆謝爾 ·羅斯柴爾德（ Mayer Amschel

Rothschild，以下簡稱梅耶）於1743年出生於一個虔誠的

猶太家庭，因為父母驟逝，精通數學運算的他14歲便到對

於猶太人較寬容的漢諾威工作，在那兒梅耶獲得經營錢莊

須具備的知識，引發了他對買賣古幣的興趣，同時也學到

了與王公貴族交易的手腕。

梅耶會依據客戶的喜好製作宣傳冊，上面刊載了奇貨

可居的珍品，有時候他會讓自己吃點虧，把商品以折價的

方式出售給貴族，梅耶曾說過一句話：「我蹲下、跪下，

都是為了跳得更高。」為了翻轉家族的命運與地位，他不

著眼於眼前的短視近利，放長線釣大魚，終於取得黑森–

卡塞爾公國（Hesse-Kassel）威廉（Wilhelm）王子的信

任，1769年梅耶成為了該公國的王宮代理人，負責處理部

份王宮的投資事宜。這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一個王室身

分，同時也是該家族從古幣交易跨到金融銀行領域的一個

轉捩點。

日後，因拿破崙而逃往外地的威廉王子，託付資產給

梅耶保管，在他投資管理下，竟還幫主子賺了一筆錢，之

後更連本帶利地奉還威廉王子，忠誠的行為與精明的財務

管理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打響了名號，也為家族的未來帶來

了無可限量的財富。

時值歐洲動盪年代，各地戰亂不斷，所有參戰的國家

因為戰事而出現了鉅額開銷，經濟困境普遍成為各國頭痛

問題，需依賴借貸來填補，而英國提供給歐洲大陸盟國的

經濟支援，促進了頻繁且大額的跨國交易，這是前所未見

的情況，梅耶便在這般驚滔駭浪的時局中，趁勢找到了家

族發展的定位 –成為了一家跨國金融銀行。

第二代五子同心翻轉家族命運
GOLD

有鑑於匯兌交易日益頻繁，梅耶除了成立法蘭克福銀

行，為了能進一步掌握各國即時的交易資訊，他進一步將

市場擴大到外部並派五個兒子前往各國駐點，老大阿姆謝

爾（ Amschel ）留在法蘭克福總部，老二薩洛蒙

（Salomon）1820年到奧地利管理維也納分行，老三納森

（Nathan）負責倫敦分行，老四卡爾（Carl）1821年前往

義大利掌管那不勒斯分行，么子詹姆斯（James）1812年

則前往巴黎負責看管該分行的業務。其中，第二代中以納

森的表現最為優異，整個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是因為他，終

於得以擺脫世俗歧視猶太的眼光，帶領家族從社會底層的

階級，一躍而成為上流社會的新權貴。

納森原先在法蘭克福處理家族的英國紡織品貿易事

務，1798年為了要進一步擴大紡織業生意而移居英國，有

鑑於英國是當時工業革命濫觴，無論是工業企業或隨之而

起的商業行為，都創造了大量的資金需求，再加上英國在

面對拿破崙的野心威脅下，不惜以戰爭來維護帝國主權，

因此也需要資金的挹注。從中，納森嗅到了商機，進而於

1809年正式轉進銀行業，成立了羅斯柴爾德銀行倫敦分

行。

在協助威廉王子管理並投資生意的過程所累積的家族

財富，此時成為了納森最堅實的後盾，家族將這些資金貸

款給英國投入半島戰爭。待拿破崙戰敗後，法國須賠償侵

略各國的費用，羅斯柴爾德家族便藉機以高額利率貸款給

幾個法國的債權人，並從中賺取了大額的匯兌利差。

1815年影響歐洲大陸命運的滑鐵盧戰役，除了宣告拿

破崙帝國神話的幻滅外，對於納森來說，也幫整個羅斯柴

爾德家取得了翻轉家族命運的關鍵勝利。在該戰役勝負已

家族故事精選 | 羅斯柴爾德家族團結締造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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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治理首重團結

老羅斯柴爾德於1812年離世，為了避免日後兄弟鬩

牆，他畢生宣揚的家族精神與家族企業治理原則，早已清

楚地寫在遺囑中，首先最重要的便是「和睦」，他曾對兒

子們說：「只要兄弟團結，天下沒有人能傷害你們。」同

時，他也立下家族企業只能由兒子繼承，且只有直系男性

成員可以參與家族事業的規定。另外，家族銀行只能以私

人合夥的形式存在，不得上市，如此一來外界便無法得知

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財務狀況，相對也就減少了外部人士覬

覦的風險。

為確保羅斯柴爾德家族內部的團結，大量採取了族內

通婚的方式，從家族第二代的詹姆斯開始，他在1824年娶

了哥哥薩洛蒙的女兒，兩年後，薩洛蒙的兒子安賽爾姆

（Anselm）則迎娶了他的堂妹 – 即納森的女兒，之後陸

續有十多對的婚配對象皆是家族成員，藉由親上加親來保

護屬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產與名聲。

合夥協議

從老羅斯柴爾德時期起，羅斯柴爾德銀行即是一家合

夥人公司，五個分行視為一體，透過合夥協議的制定，規

定了整體利潤平均分配的原則，也要求各分行需定期向其

他分行回報交易的情況，以強化彼此同在一條船上的意

識。最特別的是，協議內容也規範了後代遺產繼承的原

則，以及發生遺產紛爭時不能訴諸法律的規定。

通常，協議的內容每三到五年會修訂一次，合夥人們

也會藉機一併討論新一代的家族成員是否足以獲得合夥人

候選資格，甚或批准其成為正式合夥人。而第三代在取得

合夥人身分之前，則需先在家族事業中當「學徒」跟著父

執輩學習幾年，並藉由足以展現自我能力的事蹟，來證明

自己是可以承擔家族重任。

1820到1830年代可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盛世，隨著

業務量的提升、金融商品的多樣化及觸角延伸至各地區，

家族二代的人力已無法應付，除了加速提升第三代成員成

為合夥人外，羅斯柴爾德家族還在各地培養了一群支薪的

代理人，從五個分行所在地往外輻射，這些人成為羅斯柴

爾德家族深入新市場的得力幫手。不過，雖然代理人為羅

斯柴爾德家族帶來了不少的生意，但無論他們表現得再優

異，代理人永遠也無法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合夥人。由家

族人擔任合夥人的傳統，一直要到1960年才被打破。

定的時刻，納森憑著個人的智慧與野心，透過準確又快速

的私人通訊系統，早於英國官方獲得英方戰勝的第一手消

息，隱而不宣的他，進場拋售英國公債，造成市場價格狂

瀉，隨即又請秘密的人頭戶以低價收購回來，短短幾小時

間，竟讓家族獲利幾百萬英鎊，也讓羅斯柴爾德家族頓時

成為英國政府背後最大的債權人，實際掌握了日不落國的

金融命脈，更奠定了家族金融帝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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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族族長的身分，呼籲後輩們要堅持初衷、團結一致，

方維繫住合夥體系的精神，逐漸挽救家業的頹勢。

為了避免家族嫌隙漸深，族內通婚法則在這段家族關

係緊繃的時期又再次派上用場。1857年，詹姆斯的長子阿

爾方斯（ Alphonse）迎娶了納森的長子 –列昂內爾

（Lionel）的女兒，於此同時，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第

三代接班人架構大致底定，即列昂內爾負責倫敦分行，阿

爾方斯掌管巴黎分行，薩洛蒙的兒子安瑟爾姆留在維也

納，因阿姆謝爾沒有孩子，所以就由卡爾的兒子麥耶卡爾

（Mayer Carl）繼承法蘭克福分行，麥耶卡爾的弟弟阿道

夫（Adolphe Carl）則繼承了父親的那不勒斯分行。

羅斯柴爾德家族唯一僅存的二代 – 詹姆斯於1868年離

世，他帶領著家族銀行挺過了1848年的風浪，也避免了家

族的分裂危機，臨終時詹姆斯仍不忘耳提面命地叮嚀兒子

們，「永遠不要忘記兄弟和睦及相互信任的重要，因為它

為我們結出了幸福的果實，也是我們在遭遇困難時的精神

庇護所。」他的逝世，代表著家族二代的權威走入歷史，

同時也意味著三代獲得了更大的自治權，分行「獨立」的

想法又開始蠢蠢欲動。

合夥制、通婚消弭危機

19世紀的歐洲各國因沒有健全的財稅、貨幣及債券制

度，再加上各地戰亂不斷，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能承

攬多國的債券，進而實質掌控了英、法、德、奧等主要工

業大國的財政與外交，逐漸讓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影響力日

益強大。

老羅斯柴爾德臨終前呼籲後世謹記「團結力量大」的

道理，這句話雖猶言在耳，然隨著五兄弟所屬的五家分行

在各國扎根後，各分行的利益也跟當地政府發生了更緊密

的關係，兄弟間產生摩擦的狀況與日俱增。因之前金融投

資卓越事蹟逐漸取得二代主導地位的納森，為維繫各分行

間的金融聯繫及兄弟感情，有時候也得出面調停手足間的

紛爭，然而待這位家族「司令」1836年因病去世後，兄弟

齟齬的情形變得更為顯著。繼任的第三代，礙於叔伯仍是

家族族長，因此大致還遵循著其父及祖父的遺訓，「以和

為貴」地順從長輩們的指令。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不凡命運雖拜歐洲革命之賜，但自

1848年起的一連串革命，卻也深深打擊著羅斯柴爾德家族

的金融業務，它們所持有的政府公債頓時不值錢了，此時

巴黎跟維也納分行面臨巨額的虧損，所幸在家族銀行合夥

制的保護下，才讓它們在其他分行的馳援下，免於破產的

窘境。

而在這段家族銀行經營艱難的時期，1855年卻又遭遇

二代的薩洛蒙、卡爾和阿姆謝爾，相繼離世，領導人的去

世加深了虧損的衝擊，雖然合夥制的大傘再次讓問題獲得

改善，但虧損始終要由整個家族承擔的制度，也導致績效

表現一直不錯的倫敦分行醞釀獨立。所幸二代僅存的詹姆斯

第四代尋求獨立

1863年，因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在那不勒斯的地位被

取代了，無利可圖之下，阿道夫選擇關閉了該分行，並把

自己的資金自家族的合夥體系抽出，此舉引發了其他家族

成員的仿效，他們不再像前幾代把資金留在家族銀行體系

中，紛紛將資金抽離，以謀求獨立發展其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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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PMG安侯建業整理

「虛線」：由於Amschel沒有子嗣，故交棒給弟弟Carl之子Mayer，後又交棒給Carl另一個兒子Wilhem Carl。

羅 斯 柴 爾 德 家 族 圖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Mayer Amschel

Rothschild

Amschel NathanSalomonCarl James

Mayer Carl LionelAnselmAdolphe Carl Alphonse

Wilhem Carl

Nathaniel Albert Edouard

德國
法蘭克福分行

奧地利
維也納分行

英國
倫敦分行

義大利
那不勒斯分行

法國
巴黎分行

第四代

長子 四子 二子 三子 么子

註：本圖僅列出執掌各分行之家族成員

「實線」：表示直系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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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各分行為了所屬國的金融利益與政治壓力，更

常引發家族間的針鋒相對。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法國

的戰敗賠償事宜仍由羅斯柴爾德銀行接手，這雖然代表該

家族在金融金字塔的地位仍不容撼動，卻也因為政治利益

的不同，導致在英、法兩國的家族分支跟普魯士、奧地利

的家族分支漸行漸遠。

1874至1879年間，隨著安瑟爾姆、列昂內爾等家族第

三代的領導人先後離世，家族的權力也轉換到了第四代手

中，倫敦分行由列昂內爾兒子內森（Nathaniel）、巴黎部

分由愛德華（Edouard）接手、維也納分行則由阿爾伯特

（Albert）接掌。

在家族關係日益緊繃、衝突日漸頻繁的1860-1870年

時期，為了維繫家族和諧與集體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進

行了家族史上最後一批的內部通婚。之後，家族的婚姻不

再僅限於羅斯柴爾德人甚或猶太人，婚配的對象改成足以

匹配羅斯柴爾德地位的外部社會菁英。

家族受到重創

法蘭克福分行在第三代經營者 – 麥耶卡爾1886年去世

後，逐漸步入遲暮之年，接掌他的是缺乏野心的弟弟威廉

卡爾（Wilhem Carl），因威廉膝下沒有兒子，加上德國

金融中心轉移到柏林，以及後來的政治迫害，最終只好於

1901年關閉法蘭克福分行。由此，我們看到為確保經營權

與所有權合一，羅斯柴爾德事業所堅持採用的世襲傳統，

終究還是面臨到沒有男性後代或繼任人是否適任等的問題。

此外，由於1930年代興起的反猶太浪潮與二戰納粹的

迫害，除了造成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的減損外，許多家族

資產被大量地剝奪、沒收或遭到變賣，維也納分行則在這

樣的背景下於1938年被迫關閉。

戰後隨著時局的變化，以及歐洲政權紛紛尋求財政體

系獨立與金融的重建，改由政府發行國債，甚或透過上市

籌措資金，羅斯柴爾德終於喪失了其創造財富泉源的優

勢。

以家族之名重生

然而，歷經兩百多年發展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即使儘

管經歷那麼多動盪，卻始終未曾消失。由於幾代人的勤奮

與累積，家族的業務範疇早已超越了金融業，如今在媒

體、飯店、葡萄酒、鑽石業、藝術收藏、礦業、保險等的

背後，都可以看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影子。

在第五、第六代人的努力下，羅斯柴爾德家族慢慢地

從戰後的創傷中重新站起來，巴黎和倫敦家族分支在1962

年逐漸又走在一起，並於2003年合併成一個名為「羅斯柴

爾德集團」（Rothschild & Co.）的體系，業務內容轉型

為資產管理、企業購併與重組，如今已移交到家族第七代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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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機制搭配家族信念成就不凡

無論是早期或現今，羅斯柴爾德家族未曾抽離公司的

營運管理階層，現在的羅斯柴爾德集團控股公司

（Rothschild & Co. SCA）下設置了管理合夥人組織

（Rothschild & Co Gestion），負責管理集團策略方向、

監督財務及會計資訊，主席是現年39歲的家族成員亞歷山

大（Alexandre）。另外，還設有集團執行委員會（Group

Executive Committee, GEC）是羅斯柴爾德集團的高級執

行委員會，主要負責向管理合夥人提供策略方向之建議，

並協助監督集團整體營運。在上述的管理組織之外，另設

有監督委員會（Supervisory Board）負責持續監督在管理

合夥人所帶領下的公司管理及運作風險，現任的主席跟副

主席也都是羅斯柴爾德創辦人的後代。

回顧歷史，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取得成功，是奠基創辦

人立下的合夥制度及通婚傳統，把所有家族成員視為一

體，利益共享、有難同當，然而形成這巨大保護傘最重要

的骨幹，就是創辦人梅耶留給後代最珍貴持久的家族資

產，也就是造就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凡成就的家族信念 – 團

結，而這正是護持著羅斯柴爾德家族跨越兩個多世紀而屹

立不搖的堅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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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迅速演變的烏克蘭危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

劇、持續的供應鏈挑戰、通貨膨脹和利率上升以及新一波

的COVID-19疫情等因素雖使資本市場相關擔憂日益增

加，但充足的資金有助於創投投資在短期內保持相對穩

定。

大環境變化情況下，創投投資人在投資決策方面可能

會變得更加謹慎，尤其是家族辦公室等非典型投資者。隨

著創投對潛在交易進行更多的盡職調查，交易速度將可能

放緩。此外，為了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創投也會重新關

注後期交易，這將會給種子期或早期階段新創帶來挑戰。

創投脈動：
2022 Q1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簡思娟

創新與新創服務協同主持會計師

KPMG安侯建業

ychien@kpmg.com.tw

2022年第一季，全世界各區域融資趨勢如下：美洲創

投投資維持強勁、歐洲的創投投資幾乎達到歷史新高、亞

洲創投投資在本季度則出現疲軟態勢，部分原因是缺乏10

億美元以上的融資案件（印度在本季度吸引亞洲最大兩筆

交易案件）。

最新一期的報告顯示，2022年第一季新創企業在

9,349筆融資交易案件中投資總額為1,448億美元，雖然創

投總投資額仍然強勁，但在上一季連續第四次創下歷史新

高後，本季全球創投投資額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市場上可

用的資金仍然很多，特別是在美國和歐洲。

全球創投投資有下降趨勢，也重新關注後

期交易以降低投資組合風險，對種子期或

早期階段新創企業帶來挑戰。另外，隨著

資本市場波動不斷及IPO趨緩，可能會使

創投重新關注傳統併購出場案件。

mailto:ychie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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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創新與新創服務團隊研究了第一季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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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一季，來自多個區域獲得大筆融資案件，雖

然美國仍然佔全球創投投資額最大比例，但也突顯美國以

外的創投市場欣欣向榮。在本季，來自11個不同國家的新

創企業籌集了超過5億美元的資金，包括美國、法國、印

度、中國、英國、德國、愛沙尼亞、土耳其、芬蘭、新加

坡和加拿大。2022年第一季，多樣性的大筆融資案件不受

限於地域範圍，反映出從健康科技、能源、金融科技、電

子商務和網絡安全等各領域的百花齊放。

01
全球越來越多的區域吸引超過5億美元的融資

02
資本市場波動導致IPO活動低迷

資本市場在烏克蘭危機後經歷了劇烈波動，全球IPO

活動在2022年第一季大幅放緩。此外，自2021年下半年開

始，創投對SPAC交易的興趣持續減弱，在2022年第一季

幾乎完全消失，越來越多的SPAC投資者不同意SPAC合併

的擬議條款。

全世界主要資本市場都受到股市波動影響，例如港交

所市場指數跌至五年來最低水平。其中，科技公司股票受

到的打擊尤其嚴重，這促使原本考慮在2022年初以IPO方

式出場的科技新創企業，重新考慮其出場計畫。雖然以

IPO方式出場減少可能會使創投重新關注傳統併購案件，

但併購時估值下行的壓力使得新創企業採取觀望態度期待

估值反彈。

03
早期階段的融資活動將受到衝擊

目前，要判斷當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不確定性的全

面影響還言之過早，但預期會與2020年COVID-19初期經

歷類似，在全世界創投都希望降低其投資組合風險時，早

期階段新創企業的融資可能會受到重大打擊。

此外，隨著能源成本飆升和全球供應鏈相關擔憂日益

增長，促使投資人將注意力從新興投資領域轉移到直接關

注的領域，例如半導體產業，以解決國內供應鏈短缺問

題。2022年第一季，英特爾宣布計畫投資360億美元在德

國建設一家大型半導體工廠，並在美國投資200億美元用

於晶片製造。緊追在後的是台灣台積電2021年第4季宣布

計畫從2024年開始在美國製造晶片。

04
網絡安全的投資增加

在2021年網絡安全領域投資增長之後，2022年第一

季，在加拿大密碼管理軟體提供商1Password融資6.5億美

元的帶動下，創投對網絡安全的投資進一步飆升。

網絡攻擊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顯著增加，攻擊不僅針

對政府和跨國企業，還包含中小型公司；同時，威脅類型

也大大擴展，從複雜和技術性的中斷企業營運到快速傳播

錯誤信息。當全世界越來越多組織都在擁抱數位和雲端，

潛在的網絡漏洞是無法預期且可能會繼續增加。因此，在

可預見的未來，將會促使創投在該領域保持相當高水平的

投資。

國際觀點 | 創投脈動：2022 Q1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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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烏克蘭危機、汽油價格上漲、氣

候變遷以及消費者日益增長的需求正在加速投資人關注特

定領域，現象有二：

• 烏克蘭危機引起了對國防相關技術的大量關注。今年2

月，德國宣布設立1,120億美元的國防基金，重點用於

軍事現代化，同時，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增加國防預

算。這些變化可能會推動對無人機技術或反導彈防禦技

術等廣泛領域的投資。雖然這些投資中的大部分會投向

政府機構，但可能會增加例如通訊等相鄰或外圍技術的

投資；

• 創投投資對已經很熱門領域 – 電動汽車和電動汽車科

技的投資增加，同時也提高對替代能源和儲能技術的興

趣。 2022年第一季，總部位於英國的新創企業

Britishvolt融資22億美元投入電動汽車電池開發。

05
大環境變化因素加速了投資領域變化 – 對國

防的關注以及對電動汽車技術的興趣

除了創投投資力道持續強勁外，2022年第一

季，多樣性的大型融資案件不受限於地域範圍，反

映出從健康科技、替代能源、金融科技、電子商

務、網絡安全和B2B服務等各領域的百花齊放；且

隨著大環境變化，政治局勢的緊張及氣候變遷對環

境帶來的壓力，使投資者對以國防為重點的技術和

農業科技展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

進入2022年第二季，受到多種不同因素影響，

全球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故還很難預測創

投市場的長期方向。然而，有鑑於市場上仍有大量

可用的「乾火藥」，預計創投投資將在2022年第二

季保持相對穩定。同時，全球創投也可能會密切關

注資本市場。對新創企業而言，當資本市場波動不

斷且IPO持續低迷時，將會需要重新考慮其出場計

畫和戰略。

KPMG 觀察

Summer  2022國際觀點 | 創投脈動：2022 Q1全球創業投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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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收購推特背後最大推手 神秘家族辦公室

曝光！
摘錄自蘋果日報 | 2022.4.26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日前宣布以440億

美元收購Twitter，背後策畫這次交易的是負責管理馬斯克

資產的家族辦公室，馬斯克曾透露此單位只有兩人的配

置。閱讀全文

衝擊22兆日圓的接班大作戰 百萬個70歲老闆

的繼承者在哪？
摘錄自天下雜誌 | 2022.4.2

依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料指出，該國的企業經營者通

常在70歲退休。到2025年時，70歲以上的中小企業經營

者大約245萬人，其中約一半的人尚未決定接班人選，且

可能因此而結束營業。少子化加上退休潮的衝擊，恐重創

日本經濟，因此近期日本除業界出現事業繼承的顧問公司

外，該國政府也祭出相關政策媒合中小企業與新世代人

才，協助解決日本企業的接班問題。 閱讀全文

CFC明年上路KPMG：留意實質排除規定
摘錄自工商時報 | 2022.6.1

境外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將於明年施行，我國投資

人於低稅負地區如有實質控制公司，皆須依持股比例，認

列投資收益課稅。KPMG安侯建業稅務投資部執業會計師

陳志愷表示，其中CFC實質性排除的規定，目前應僅適用

在所投資的第一層境外低稅負地區企業，未擴及再下一層

位於境外低稅負地區的轉投資事業，所以盈餘產生的當年

就須由我國投資人認列課稅，導致相同事物本質的海外投

資，卻因投資的層級不同而產生課稅不平等的狀況，此部

分疑慮尚待釐清。 閱讀全文

疫情衝擊企業掀高層交棒風加快速度平均花四年

完成
摘錄自經濟日報 | 2022.6.1

根據調查指出，近年因疫情的影響，不少企業加快了

交棒的時程，平均花四年完成交接班，較前幾年有加速的

趨勢。另，62.6％的企業表示已有接班人計劃，比例更是

歷年的新高，至於傳承的人選部分，「專業經理人」及

「創辦人或大股東的後代、親戚、配偶」大約各占了一

半。 閱讀全文

挑戰富不過三代，研究：家族社經地位可延續好

幾世紀
摘錄自科技新報 | 2022.5.3

義大利研究顯示，2011年佛羅倫斯家族王朝納稅人收

入最高的人，其所屬家族在六世紀前即是社會經濟金字塔

的頂層，職業的長期繼承是普遍的現象。在英國也同樣發

現，一個家族的社會地位可持續八個世紀，長達28代人之

久，顯示社會經濟地位的繼承，有其持久性的影響力。

閱讀全文

https://tw.appledaily.com/property/20220426/6SKWZUAREVA7PF63RUMKIUAD4E/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0700?template=transformers
https://ctee.com.tw/livenews/aj/ctee/A07659002022060116062330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6355534?from=udn-ch1_breaknews-1-cate6-news
https://technews.tw/2022/05/03/family-inherit-will-last-several-c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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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研院【2022台商二代接班

共識營】

疫情加速企業接班，二代的接班已成為企業永續

經營無可避免的重要課題。但傳承不易，必須盡早

規劃，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郭士

華於4月26日應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之邀請，

說明傳承中的五項重要議題，同時也在會議中與企

業進行討論，瞭解企業實際遇到的困難，進而分享

其經驗。

郭士華強調，要作好家族傳承，基礎

（Foundation）很重要，這當中包含了價值、理念

及文化等軟實力，以及對所有權的承諾這個硬實

力。有了良善的基礎，方能在此基礎上建構家族傳

承的框架及功能，並朝向未來家族傳承的目標前

進。

活動花絮

郭士華說明傳承中重要的五項議題。（照片來源：商業發

展研究院）

主講人了解學員問題，並與學員分享實際輔導經驗。（照

片來源：商業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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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家族企業在傳承接班之際，能同時順利轉型再

創新局，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特舉辦【第二屆創新

轉型學院】系列活動，第一場於4月29日假台中舉行，

KPMG安侯建業分所營運長張字信、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

師郭士華、顧問部執行副總經理劉彥伯、稅務投資部執業

會計師洪銘鴻、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經理林泉興齊聚一堂，分別就轉型過程會遇到的人才問

題、在轉型傳承中專業經理人的角色、家族資產傳承的稅

務風險及架構、ESG轉型策略的應用等議題進行相關的探

討，另外也特別邀請到六星機械工業執行長黃呈豐，以二

代的角度分享數位轉型與企業傳承的經驗。

其中，有關家族企業與專業經理人的共治原則，郭會

計師提到首重雙方理念契合，其次專業經理人的能力、溝

通力及能在一、二代間取得平衡的平衡力也是關鍵，而劉

執行副總經理則建議在人才管理方面應掌握四原則，分別

是「以績效為導向」、「勿因企業規模畫地自限」、「建

立可長可久的核心價值」以及「適性適所、量力而為」，

方可在永續傳承與創新轉型的雙重思維下，打造有「靭

性」的家族企業。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林泉興

指出，家族企業要想傳承永續，思考導入ESG管理不僅可

以提升企業競爭力，亦可視為是企業一個轉型的契機。六

星機械工業執行長黃呈豐也於活動中分享了「以長期觀

點，持續作對的事」，才能打造企業靭性，開創永續傳承

路徑的想法。

會中，與會的學員們也大方分享自家企業曾面臨的轉

型問題或經驗，並獲得了熱烈的迴響，「第二屆創新轉型

學院」台北場亦將於8月16日（二）隆重推出！

KPMG安侯建業專家與業界顧問分享轉型與傳承議題。

【第二屆創新轉型學院】台中場 探討家族企業轉型問題

活動花絮

「創新轉型學院」講師及企業二代、專業經理人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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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創新轉型學院台北場
熱烈報名中

堅實的創業精神，創新、主動轉型及承擔風險的能力

是家族企業跨越挑戰、成功再生的關鍵力量。

沒有明確的目標、不知如何選擇轉型的方法、內外部溝通困難，

是否成為您轉型中的絆腳石？

法遵、人才、系統、組織，是否正是您轉型中傷透腦筋的痛點？

「KPMG創新轉型學院」助您了解自身問題、找出解方、

突破障礙、化危機為轉機！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 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時 間 2022年8月16日（二）13:30-17:00

邀請對象

有實際轉型需求或有轉型經驗的家族企

業之一、二代家族成員或專業經理人

（謝絕同業、金融及顧問業參與）

報名詳情 請點選此

報名截止 2022年7月22日（五）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主辦單位保留

最終資格審核權。

2. 由於活動性質，與會者須於活動前

接受主辦單位安排訪談，如資格條

件不符、不同意接受訪談者，恕無

法接受報名，尚請見諒。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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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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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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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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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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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