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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將從家族情感的牽絆來分析家族成員之間的衝突以及家族與
企業之間的互動，進而影響到企業傳承與佈局。本研究提出「母方
房」觀點，以女性情感為主的分析視角，用以解析華人社會家族分
合關係。本研究透過台灣百大集團的次級資料分析發現，家族企業
之家族女方房數量愈多，家族內部目標不一致的張力愈大。家族發
展階段、創辦人任期與初期創業方式，都會影響女方房之間的和諧
與分家的張力，進而影響企業傳承與佈局。
中 文 關 鍵 詞 ： 母方房、家族企業、企業傳承
英 文 摘 要 ： The study explores the tension of kinship relations from
family attachment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its effects on
business succession and strategic allocation. We propose a
matrilateral Fang theory and focus on the femal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why a business family be divided
and united and how it cope with its kinship relations in
business succession. Using secondary data of Top 100
business group in Taiwan, we found the matrilateral Fang is
associated with goal conflicts and internal tension. Family
generations, founder’s tenure, and initial founding
families have impacts on business succession and strategic
allocation.
英 文 關 鍵 詞 ： matrilateral, Fang, business family, business succession

前言

家族企業是家族與現代企業間的碰撞。許多在家族運作中的重要原則在現
代企業中沒有任何制度性的著墨。例如，不同輩份之間的「尊卑」原則、相同
輩分之間的「長幼」原則、不同房分之間的「分支」、不同分支在系譜關係上的
「遠近」、同姓與不同姓的「內外」之別、不同「性別」在祭祀與財產繼承上的
差異。此外，家族內的親屬關係意味隨著時代發生改變。例如，女性繼承在當
今社會日益被認可，妻族與母族的地位逐漸凌駕於分支較遠的同族兄弟。且即
便是傳統家族，其內部亦有不同的矛盾。例如，婆媳的衝突、姑嫂的衝突、妯
娌的矛盾。這些對於家族而言念茲在茲的重大原則，以及必須面對的競爭與矛
盾，牽引著家族在企業上的運作，影響著企業大家長的策略。我們認為若是對
於家族本身沒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勢必難以掌握家族企業所面對的問題。若是
我們不對家族有較為清楚的理解，掌握企業大家長所無法割捨的家族理念，而
只是依照一般企業的原則削足適履強加其上，勢必無法解決企業大家長所面對
的難題。
相對於現代企業對於「理性」的強調，我們認為最能凸顯家族的是它所蘊
藏的「情感」特質。情感並非只是一種單一的、一時的情緒。本研究主張家族
內部有許多不同類別的情感，彼此互相增強或是拉扯。例如，父母子女的親
情；兄弟姊妹之間的手足之情；子女對父母辛勞之不捨因而願意放棄外面的工
作為家族企業的犧牲與付出；對父祖輩成就的光榮感與光宗耀祖的期待。當
然，感情不只是相親和睦的基礎，也可能是衝突的來源。例如：父母期望子女
能齊心協力為家族的整體發展共同努力 vs.母親保護自己子女的利益而不被叔
伯子女瓜分的保護心態；子女在家族企業中付出程度的不同 vs.父母為了公平
而做出的齊頭式平等。這並非是指家族成員的互動沒有理性計算的成分，而是
即使有理性的計算，成員之間的情感卻成為一個可以與之拉扯的張力線。本研
究將從理性與情感的張力與拉扯來分析家族成員之間以及家族與企業之間的互
動，進而影響到企業傳承與佈局。本研究提出「母方房」觀點，以女性情感為
主的分析視角，用以解析華人社會家族分合關係，同時為企業傳承提出解決衝
突的制度性建議。
文獻探討

一、華人家族父系原則的內部衝突
傳統對於華人家族的理解往往是從父系的運作原則來剖析家族的祭祀、儀
式、傳承、以及父系氏族（lineage）組織。這種分析往往呈現出過於單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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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點，忽視了女性以及華人家族的某些「潛規則」，以及由之而來的矛盾。本研
究觀察的主要潛規則是「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人類學者 Margery
Wolf（1993）的子宮家庭理論呈現出一個與傳統父系原則不一樣的家族樣貌。
Wolf 指出婚入的女性在夫家的地位較低，需要仰賴自己的兒女才能在夫家爭奪
一席地位。子宮即是指婚入女性之子女的源頭。強調母親對他們的情感以及照
顧與保護，期望他們能相親相愛、出人頭地。讓母親在家族中爭得地位與面
子。子宮家庭是家族內衝突的原因之一。母親為了衛護自己子女的利益往往不
遺餘力，但當不同分支的子女數量不同而大家長卻給予所有同輩子孫相同的資
源，對於子女數量較少的子宮家庭而言，其總體所得將較其他分支為低，導致
母親心生不滿。雖然她對自己的子女會不分彼此的關愛，但是面對競爭資源的
叔伯兄弟之子女、或是丈夫不同妻室的子女，她難免會有所偏廢。即便她成為
掌權的女家長、試圖維繫家族內部的和諧而避免偏私，多數人也多有先入為主
的成見認為母親偏袒自己所由出的子女是天經地義之事。
子宮家族是人類學者創造出來的分析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的家族
企業中，這個概念展現在「房」的在地用語中。例如，王永慶家族的三個
「房」，即是分別以他的三個妻室為核心，各自組成的分支單位。這三個「房」
包括了該妻室與她所生的所有子女。即便女兒已經婚出，也被計算於該「房」
之內。這種「房」的概念與以父系為原則的「房」不同。傳統父系制度下，一
個男人有幾個男性後代，即有幾「房」，而女兒則不構成「房」。因此，若一家
長有二門妻室，其中一妻室個生下三子兩女、另一妻室生下一子一女，則此父
系家族將分支為四個父系的「房」（四個兒子）。但從子宮家庭著眼，則該家族
將只分之為兩「房」（兩位妻室）。
尤有趣者，這種以母親為核心的「房」具有傳統父系中的祭祀與繼承的意
涵。例如，王文洋是王永慶二房之子。因大房郭月蘭無子女，而被大房收養。
當大房過世時，他有祭祀郭月蘭牌位的儀式性責任，也可以正式繼承大房的財
產。由於王文洋同時也繼承了二房的財產，他過繼給大房符合父系原則中「兼
祧」現象。但「兼祧」本是某一父系分支沒有子嗣，故而在其他父系分支尋求
繼承者。按照父系的原則，王文洋本來應該就只是王永慶的一「房」，而非三
「房」中的一「房」。若是王永慶後繼無人，應該尋找的第一順位是其弟王永在
之子。王文洋過繼給大房「兼祧」，使得「兼祧」的對象從「父系房」轉換為以
子宮家庭為核心的「母方房」。以「父系房」觀之，王永慶生有二男，因此他之
後有兩個「父系房」。按照諸子均分的原則，王文洋應分的王永慶二分之一的遺
產。但在以子宮家庭為計算單位的「母方房」中，他分得的是大房與二房的財
產。
二、母方房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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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學中的分析中，「父系」（patrilineal）對等的概念是「母系」
（matrilineal）。在氏系的繼承上，父系的家名與財產是從兒子傳給後繼男性
的後代。母系則是透過女性繼承。母系氏族成員包括一個人的媽媽、外婆、外
婆的媽媽、外婆的外婆。而不是媽媽、外公、外公的爸爸、外公的祖父（此仍
是父系原則的表現）。「母方」（matrilateral）的概念與「母系」不同。它無涉
於制度性的家名與財產繼承，強調的是以母親為基礎所建立的社會關係與情感
聯繫。事實上，「母方」往往建立在「父系」的脈絡中。就如同子宮家庭是出現
於「父系」的社會。在區辨以父系原則建立的「房」與子宮家庭的「房」時，
我們稱前者為「父系房」，後者為「母方房」。
以王永慶家族為例，「父系房」與「母方房」的格格不入，往往出現在企業
大家長有數「房」妻室（甚至「情婦」或「小三」）的狀態下。不過，即使只有
一房妻室，則「父系房」與「母方房」的成員將也並不相同。例如，嫁出的女
兒不屬於「父系房」的成員，但是卻是「母方房」的成員。「母方房」將家族的
焦點從父系制度轉向以母親為核心對家族所帶來的影響。傳統父系氏族「聚族
而居」的現象有利父系制度的維繫，因為這些父系族人需要透過父系的原則互
動。但是「聚族而居」一旦被打破，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再以父系族人為主要互
動對象，母方的影響力極可能因為不受父系原則的牽制而得到發揚。女性在傳
統父系的原則下屬於附屬，往往被視為父系傳宗接代的工具。婚入的女性原先
是外姓之人，婚出的女性也將成為外姓。若是家族企業只以父系原則來運作，
我們很難想像女性能在家族企業中扮演任何角色。事實上，當女兒成為家族企
業的要角，甚至女婿可以成為家族企業的接班人，我們不能不正視女性、尤其
是以母親作為情感紐帶所帶來的影響。
「母方房」的存在給父系家族帶來了不少矛盾。例如，「父系房」與「母方
房」之間在分配上的差異。一個「母方房」的男丁數目若較另一「母方房」為
多，例如，五比一，依照「父系房」諸子均分的原則，所有男丁將各自分得六
分之一的財產。但男丁數量較多的「母方房」將獲得總財產的六分之五，而另
一「母方房」則只獲得總財產的六分之一。若是一開始即按照「母方房」均分
財產，則每一「母方房」將各自獲得二分之一。換言之，以「父系房」諸子均
分的原則，則男丁數量較多的「母方房」將較數量少的佔優勢。我們可以想
見，該「母方房」勢必鼓吹這種財產分配的方式。又由於其男丁數量較多，在
家族發言中佔有優勢地位。面對另一「母方房」的明顯弱勢，家長該如何拿
捏？這種同輩「母方房」的衝突可能出現於一個男性家長的不同妻室之間，也
可能見於妯娌之間。
矛盾不僅來自於同代的兩個「母方房」，亦來自於不同代之間，亦即婆媳之
3

間。即便都從「母方房」的原則出發，婆媳兩代女性之間的不同關心對象。做
婆婆的希望自己所有的子女能相親相愛，互助合作。如何將「母方房」的成員
團結起來，成為婆婆的最大心願。而平等對待所有的子女以及其子孫，例如每
個人發給同樣的零用錢，可能是婆婆團結「母方房」的策略。但是，媳婦卻可
能希望能照顧自己的子女，不希望他們能得到的資源被其他人所稀釋，讓以她
為核心的「母方房」成為獨立的經濟單位。因此，分家往往是媳婦的心之所
願。家庭與企業的分合往往透過此矛盾而展現。
此外，矛盾亦可能起於姑嫂之間。雖然女兒是父系家族的眼中是外人，但
她卻是其母親「母方房」的成員。若母親期待的是「母方房」成員的團結合
作，我們發現這個情感往往由她的女兒所繼承。相對於媳婦（婆婆之「母方
房」的外人，但卻是父系家族的成員）為了維護自己子宮家庭的利益而傾向於
分家，女兒的角色則是在整合「母方房」的力量。這使得婆媳間的矛盾轉化為
姑嫂間的矛盾。當女兒嫁出後，媳婦可能以其是父系家族的外人為由，抗拒小
姑的干預。當小姑將自己的子女引入家族企業時，矛盾可能更形激化。此時，
衝突的焦點將轉至第二代的男性。他必須在兄妹之情與夫妻之情之間做出取
捨。
現代企業可以將不適任的員工開除，或因應新創事業而立即雇用新人。但
是家族卻無法任意調節成員。面對各種矛盾，家族企業的掌門人必須同時兼顧
對立雙方的利益。他無法因為覺得自己的媳婦有理，而至妻子的利益於不顧；
不可能因為妯娌間的矛盾而將某個兒子掃地出門。在正反力量相衝突時，他必
須「執兩用中」，尋求滿足雙方的「中庸」之道。否則只偏袒一方，以「快刀斬
亂麻」的方式解決內部矛盾，其導致的結果將是家不成家。因此，家族企業的
掌門人必須考量與面對的麻煩遠較一般企業為多。
解決家族內部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分家，讓每個「母方房」各自成為獨立的
經濟單位，以避免彼此因利益衝突而導致矛盾的擴大。但是，分家該怎麼分？
如上所述，以諸子均分的「父系房」原則與以「母方房」作為分家單位，將導
致不同「母方房」所得不盡相同。當企業掌門人為了圖耳根清靜而進行分家，
可能即會因為該怎麼分，而使家庭內部鬧得不可開交而作罷。此外，分家將倒
致企業力量的分散。企業掌門人看到交棒分家的結果是自己努力所掙得的事業
就此七零八落，想必心中也會所不願。因此，除了找不到合適的接班人之外，
內心不願意因接班而使企業被分割，或許也是接班發生困難的原因之一。如何
維持分家之後的整合，例如透過不同分支之間的交叉持股，也是家長可能考量
的策略之一。
本研究以完整的家族為「理想型」（ideal type，亦即每一個家族的角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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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擔任）。我們將分析這些角色之間的互動來建立理念型的模型。此外，我們
也從缺乏某些角色（例如「母方」沒有女兒、女兒未出嫁、第一代父系家長過
世）或是其他變項（例如家長有數房妻子）等因素，考量互動過程中出現的種
種變異，分析這些變異對家族企業的影響。
研究方法

家族參與控制企業集團的模式，須考量家族世代發展階段企業發展的關
係。首先可區分企業集團是否仍由創辦人所主掌，或是已經開始或曾經歷接
班。另一個可對各集團明確分類的依據，則是在創業初期，家族是以哪些參與
者共同參與企業的創辦或投資。而在企業成長擴張、以及傳接給下一代經營者
的過程中，家族成員參與或合作的方式也會有所轉變，在第二代與第三代的接
班情形也不必然相同；針對不同集團兩代之間安排家族後代接班的方式，則嘗
試區分出不同傾向以及常見的典型。以下陸續討論這些分類、模式以及具體的
集團實例。
資料蒐集對象與蒐集過程：
所查詢的家族對象，是以中華徵信所根據集團資產所排名前百大企業集
團，選擇 2009-2014 年間皆在前百大排名內的 82 家集團(中華徵信所，2009，
2010，2011，2012，2013，2014)，其中有一個或數個家族參與集團經營的家族
企業。家族企業的選擇依據有三：一是當企業核心人物及其家族成員出任管理
階層時，中華徵信所對其製作有家族表的集團企業(中華徵信所，2014)；二是
台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所認定，集團控制型態屬於「單一家族主導」的集團
1
；三是台灣經濟新報列為「共治型態」2，經查詢後參與者包括至少一個家族的
集團。共涵括有 55 個企業集團、61 個家族。在資料整理時以家族為單位，結
合企業集團名與家族姓氏命名，比如「台塑王家」，然後以企業創辦人為基準往
下整理家族成員系譜，以及家族成員與親戚所涉入的企業工作。
關於資料來源與蒐集過程，首先從中華徵信所整理的家族表，或是台灣經
濟新報資料庫查詢集團公開發行公司年報中所揭露的親屬姓名，以了解企業家
族的成員組成與姓名。若有不足處，再查詢新聞媒體或期刊專書對該企業報導
補充。其次則搜尋個別集團接班情況的報導，並針對以及已知姓名的家族成
1

TEJ 對「單一家族主導」的概念性定義：「公司之最終控制者由具有相同利益及目標之一群人
（自然人）組成，該一群人彼此間具有『親屬關係』
」
。親屬關係主要是「以公司揭露的公開說
明書或年報的資訊為主，一般來說年報會揭露二等親以內家族成員，但有些公司會揭露姻親關
係的資訊」。操作性定義：「A. 董事長及總經理由單一家族成員出任，B. 董事控制席次% 大
於 50%(不含友好席次) 且友好董事席次%及外部董事席次%均小於 33%，C. 董事控制席次%
大於 33% 且最終控制者家族成員至少有 3 人出任董監事及經理人，D. 控制持股%大於必要控
制持股%」
。
2
TEJ 對「共治型態」的概念性定義：
「公司之最終控制者由兩個以上團體（可能為家族、集團
或政府）組成，這些個別團體在不與其他團體合作下，無法單方面主導公司營運及重要決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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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個別搜尋其所曾經從事的工作、與家族事業的關係，搜尋的範圍包括
google 搜尋引擎、wiki 維基百科、企業公司網站，以及今周刊、天下雜誌、商
業週刊、聯合新聞知識庫等媒體與資料庫。另一方面，也經由 TEJ 資料庫，補
充了解家族成員過去曾在家族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會任職的情形。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家族發展階段的分類
有些家族企業集團，在創辦當前事業之前，家族即已在前代經營其他事業
而累積資本，如掌華南銀行的板橋林家、中信與台泥集團的鹿港辜家。但多數
集團家族就是憑藉目前事業而起家。以下將以家族目前主掌被納入百大集團之
事業的創辦者，作為該企業家族的創始者，而依據企業與家族發展的階段，首
先可區分為：(一)仍由創辦人主導與(二)已經開始或曾經完成接班的兩種類
型。在百大集團當中 55 個有家族參與控制的企業中，即有 14 個集團仍由創辦
人主導經營，包括中租辜仲立、台新吳東亮、鴻海郭台銘、正崴郭台強、遠雄
趙藤雄、日月光張虔生、義联林義守、京城蔡天贊、台達電鄭崇華、威盛王雪
紅、威京沈慶京、矽品林文伯、國巨陳泰銘、興富發鄭欽天；而中租辜仲立、
台新吳東亮其實分別是中信辜家與新光吳家第二代分家所形成的獨立集團。已
歷經接班的則有 41 家集團，其中曾經或目前由第二代家族成員主掌集團事務者
有 37 家，其中元大、統一、華新麗華、龍邦、寶成、長春、正新、宏泰、正
隆、榮成、可成、台聚等 12 家集團，第一代創辦人仍在世，但主要職位已交接
由第二代擔任。另外有奇美、光寶、東元、南紡 4 家已經歷接班的家族企業集
團，並非直接由創辦人後代接手經營職位，且這四家集團最初都是由姻親、友
人等不同家族合資所創辦：奇美集團在許文龍之後由其妻弟廖錦祥接任，而後
又交接給許文龍堂弟許春華，兩人都是長期在集團任職的專業經理人；光寶集
團的宋恭源則交接給專業經理人；東元集團由合夥創辦的數人先後任董事長，
後來由創辦人林和引的女婿黃茂雄接任，黃茂雄卸任後則由專業經理人接手；
南紡的歷任總經理則來自共同出資創辦的家族當中的專業經理人。
已交由家族第二代經營的集團中，又可再區分為四種發展階段：主要職務
已由第二代接手、但第一代創辦人仍在世，有 12 家集團；第一代已過世，完全
由第二代主導，也尚未有第三代接班的安排，有 11 家集團；由第二代主導，但
第三代也開始負責旗下事業，或參與董事會進行接班，有 11 家集團；已經由第
三代接手職位主導經營，則僅有士紙、大同、仰德 3 家集團，另外，投資南紡
的侯家則是在第三代侯博義時增加持股而取得經營環泥的主導權。
分類依據
1. 創辦人是否仍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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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2.

3.

仍任核心職位→是

w 已卸任董事長、交接給下一代→否
創辦人後代是否直接接班？
w 接替創辦人董事長職位的為創辦人/兄弟的子女→是
w 創辦人/兄弟的子女/婿並非創辦人退休後的接任者→否
第三代是否參與？
w 完全沒有進入集團跡象→完全由第二代主導中
w 已在集團經營層或董事會任職，或負責特定事業→第三代已開始參與
接班
w 已接任核心事業主要職位→已由第三代主導

二、家族分合與企業傳承模式
1.

2.

仍由創辦人主導：中租辜仲立、台新吳東亮、鴻海郭台銘、正崴郭台強、
遠雄趙藤雄、日月光張虔生、義联林義守、京城蔡天贊、台達電鄭崇華、
威盛王雪紅、威京沈慶京、矽品林文伯、國巨陳泰銘、興富發鄭欽天
已經歷接班
w 第二代家族成員接班
(1) 第一代創辦人仍在世：元大、統一、華新麗華、龍邦、寶成、長
春(廖家與林家第三代已開始參與董事會)、正新、宏泰、正隆、
榮成、可成、台聚
(2) 完全由第二代主導中：台塑王家、中信辜家、台泥辜家、裕隆嚴
家、長榮張家、聯邦林家、中纖王家、三商陳家與翁家、和泰黃
家、力麗郭家、榮化李家
(3) 第三代已開始參與接班：霖園蔡家、富邦蔡家、新光吳家、華南
林家、永豐餘何家、遠東徐家、金仁寶許家、聯華神通苗家、潤
泰尹家(稱將由專業經理人接手經營)、台玻林家、國產林家
(4) 已由第三代主導：士紙陳家(第二代仍在世)、大同林家、仰德許
家；(南紡侯家投資的環泥，至第三代侯博義買下多數股權主導經
營3)
w 並非直接由創辦人後代接班：奇美、光寶、東元、南紡

三、創業時家族參與方式
在創業初期家族投入事業的方式，則可以家族參與人員來區分，可大致分

3

陳良榕，2015，
〈非典型接班 打破富三代魔咒〉
。天下雜誌 564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3536。天下雜誌知識庫，2016 年 5 月 11 日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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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兄弟共同創業、獨自創業以及跨家族合作創業三種。兄弟創業的類型，許多
時候是兄長開創事業後，其餘兄弟才開始參與幫忙、合作經營，而在事業擴大
後，兄弟間可能依據產業而分家、或是有人離開自行發展，這些都仍納入在兄
弟共同創業的類型中；有些人在創業的過程中，妻子也曾經合作經營事業，這
種情形則歸類在獨自創業的類型中；跨家族合作則是指參與出資者包括有不同
姓的家族，許多時候就是來自主導經營者的姻親家族。在跨家族出資企業的經
營權上，有些只由單一家族負責經營，有些則是參與家族共同合作。這一分類
是建立在事業創辦初期的情況，並不必然在事業成長擴張的過程中延續，尤其
傳承到下一代後，往往又會因家族的人口組成而影響成員參與或合作方式；但
這一分類可作為討論家族企業發展演變的不同起點類型。
分類依據：根據媒體報導，創辦當前主要事業時，是否有兄弟或其他家族參與
出資或經營。
1. 兄弟共同創業：兄弟共同創業，或是一人創業後，兄弟曾參與幫忙、合作
經營，而後兄弟分家或未分家。
2. 獨自創業：除了妻子可能曾共同合作以外，未見報導提到有其他共同經營
者或出資者。
3. 跨家族合作：企業由不同姓氏的家族參與出資成立
w 單一家族主導經營：企業創辦之初即由單一家族主掌經營，其主導經
營的情形亦持續至今
w 跨家族合作經營：企業創辦初期即有不同姓氏家族成員參與經營
整理發現：
1. 兄弟共同創業：霖園蔡家、富邦蔡家、台塑王家、中信辜家(包括中租辜仲
立)、新光吳家(包括台新吳東亮)、鴻海郭家、永豐餘何家、遠東徐家、大
眾陳家、寶成蔡家、日月光張家、威京沈家、國巨陳家、正隆鄭家
2. 獨自創業：元大馬家、金仁寶許家、裕隆嚴家、長榮張家、聯邦林家、中纖
王家、聯華神通苗家、遠雄趙家、大同林家、潤泰尹家、京城蔡家、台達電
鄭崇華、萬海士紙陳家、正新羅家、宏泰林家、國產林家、榮成鄭家、興富
發鄭家、仰德許家、力麗郭家、可成洪家、台聚吳家、榮化李家、正崴郭台
強、威盛王雪紅
3. 創業者配偶也是共同經營者的例子：元大馬志玲與妻子杜麗莊共同經營元大
證券；裕隆嚴慶齡的妻子吳舜文合作經營台元紡織、後接手裕隆汽車；威京
集團沈慶京妻子劉玉玲也負責集團事業；威盛王雪紅則是與友人共同創辦威
盛、宏達電，而後才與合作經營威盛的陳文琦結為夫妻。
4. 跨家族合作：
v

單一家族主導經營：遠東徐家、統一高家、龍邦朱家、光寶宋恭源、
華南林家、台玻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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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跨家族合作經營：台泥辜家(後來由辜家主掌經營權)、奇美許家、華
新麗華焦家(後來不同家族分家，由焦家分得華新麗華)、義联林家、
三商陳家與翁家、長春廖林鄭家、南紡台南幫、和泰黃家與蘇家、東
元黃家、矽品林家

四、家族下一代接班型態
當家族事業要傳承給下一代成員時，首先影響的因素就是下一代家族成員
的人數。當企業創辦者只有一人，下一代也只有獨子或獨女，則事情相對簡
單，所見的例子都是直接由唯一的子女繼承事業。但更常見的是創辦者有多位
子女，因而涉及如何分工、合作、由誰掌握最終決策權的安排；當事業是由多
位兄弟或是不同家族共同創設，第二代涉及的人數範圍則更大，在成員是否參
與家族事業以及如何合作的安排上，就有更多不同的可能與變異形式。觀察已
經由第二、三代家族成員接手經營事業的集團，其安排下一代成員參與家族事
業的方式，大致可區分為「分家發展」和「維持合作」兩個端點，但大部份家
族企業在第二代甚至第一代都未明確分家，由一人主掌公司事務，其餘家族成
員有的參與分工、有的離開集團，其形式也可能往分家或其他合作形式發展。
簡要言之，家族企業在下一代的接班型態上，大致可分成三種類型來討論，往
分家發展的端點我稱之為「家庭分家型」，維持合作的端點則稱為「(跨)家族合
作型」，介於兩者之間無法明確歸類的則屬「過渡型」；以下以實際例子介紹分
屬三種類型的常見接班模式。
分類依據：
1. 前一代參與的家族成員有幾人、是否分家？
w 一人(或夫妻)→家庭型、過渡型
w 多人(兄弟或多家族)且分家→家庭型、過渡型
w 多人而未分家→過渡型、家族型
2. (前代參與事業家族成員之)下一代的家族成員構成與人數？
i.
同一男性的後代
w 獨子或獨女→家庭型
w 同母的兄弟姊妹多人(一家多人)→家庭型、過渡型
w 異母的兄弟姊妹多人(一家多房)→家庭型、過渡型
ii.
有不同男性(兄弟)或不同姓氏家族的後代→過渡型、家族型
3. 家族事業在第二代成員間如何分配？
w 每一個兒子/成員都有一份事業 →家庭型
w 不同房分別掌有不同事業 →具分家型特徵
w 由一人或單一房/家庭後代主導，其餘成員不一定參與家族事業 →過
渡型
w 各房/家庭/家族都至少有一人參與 →家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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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接班者並非家族第二代，而是專業經理人(可能仍與創辦人有家族、姻
親關係) →家族型

(1)家庭分家型

w
w
w
w

第一代兄弟創業→第一代兄弟分家：霖園與富邦蔡家，台泥與中信辜家
第一代兄弟分家→第二代兄弟分家：中信辜家
第一代一人創業→第二代兄弟分工：萬海士紙陳家、聯邦林家、華新麗華
焦家、遠雄趙家、新光吳家
第一代一人創業→第二代單傳：華南林家、大同林家、裕隆嚴家、統一高
家

家庭分家型的典型，即是每一代都發展為由一個小家庭各自主掌其獨自擁
有的事業，也是按照華人家族財產繼承「諸子均分」原則發展所會導致的結
果。有些由兄弟合作創辦的家族事業，在事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兄弟間彼此
劃分各自掌管的事業範圍、從此獨自經營，或是企業主安排自己的數個兒子各
自掌管不同事業，甚至進一步區分所有權使兄弟彼此財產分家，即歸屬於這一
類型。典型的例子如霖園與富邦蔡家，第一代是由蔡萬春、蔡萬霖、蔡萬才兄
弟共同創辦經營國泰人壽、建設、產險等事業，1979 年因兄長蔡萬春中風退休
而三人分家，劃定版圖各自經營4。另一例子為台泥辜家與中信辜家，早先辜振
甫與辜濂松兩人叔侄合作，但在辜振甫長子辜啟允過世後分家各自發展，由辜
振甫家族掌握以台泥為主的傳統產業，辜濂松家族則主掌金融與媒體業5；而辜
濂松又為了避免兒子間相爭事業主導權，將旗下事業股份整理成三份使兒子分
家，由長子辜仲諒掌中信金，次子辜仲瑩掌中華開發金控、中國人壽等，三子
辜仲立掌中租控股與海外事業6。
其它也有許多將家族經營的不同事業交付給不同兒子掌管的例子，只是除
了在經營權上有明確分工，所有權上並不一定完全分家。經營士林紙業、創辦
泰安產險與萬海航運的陳勇，即在 1969 年安排四個兒子主掌經營不同事業，長
子陳秀實負責台日貿易，次子陳朝傳與女婿李水清負責士紙，三子陳朝亨負責
泰安產險及中聯信託，么子陳清治負責萬海航運；而兄弟間仍互相持股，但主
導者持股佔七成7。又如聯邦集團創辦人林榮三，生前即把旗下銀行、報社、建
4

許瓈文，2009，
〈臺灣金融蔡氏家族企業集團發展史之五〉
。台灣企業史資料庫電子報第八期
http://bh.nccu.edu.tw/epapers/epaper008.html#context_3_1，2016 年 3 月 17 日上線。
5
張珮，2003，
〈辜振甫辜濂松事業分家 和信集團中信金集團各奔前程〉
。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property/20030613/106096/，2016 年 3 月 24 日
上線。
6
劉德宜，2012，
〈中租控股資產破千億 辜仲立熬 20 年當上金融股王〉
。時報周刊 第 1791
期，http://magazine.chinatimes.com/ctweekly/20120622004188-300106。2016 年 3 月 24 日上
線。
7
賴琬莉，2008，
〈第三代全面接班 萬海大變革〉。台灣壹週刊 35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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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事業分別交給三個兒子掌理8；創立華新麗華集團的焦廷標，則安排四個兒子
分別經營華邦電子、華新麗華、華新科技、瀚斯寶麗等不同公司9；遠雄趙藤雄
也使兩個兒子依所學專長，分別接手建築與金融保險事業10。另外也有如新光吳
家的例子，雖然第一代創辦人並未安排兒子分家，但後來的發展也循此方向：
創辦人吳火獅過世之後，其妻子吳桂蘭先是安排長子吳東進總理集團事務，但
後來兄弟間因旗下事業主導權而起爭執，逐漸演變為吳東進掌新光金控、新光
人壽等主體事業，次子吳東賢掌新光紡織、新光產險，三子吳東亮掌其創立的
台新金控，四子吳東昇掌新光合纖11。
在企業主只有單一兒女而單傳的情形，在第二代也仍是由一個小家庭來主
掌家族事業，因此也可歸為家庭分家型。單傳的例子包括：華南金控副董事長
林明成是創辦華南銀行的林熊徵獨子12，大同林挺生也是以獨子身分繼承父親林
煶灶創辦的大同鐵工所13，裕隆則是由嚴慶齡與吳舜文的獨子嚴凱泰繼承14。而
統一高清愿只有一個女兒高秀玲，統一原本曾交棒給專業經理人主掌，後來又
由高秀玲丈夫羅智先接棒，因而成為由高清愿的獨女繼承15。另外，也有一些因
http://pop16.myweb.hinet.net/twnext_355_web/30343370.html。2016 年 5 月 20 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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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兒子早逝，使家族事業最終僅由一位兒子全面職掌，如潤泰尹衍樑、台泥
辜成允、永豐餘何壽川。
(2)過渡型

過渡型與家庭分家型最大的區別，在於並不會依據下一代家族成員/兒子的
數量而析分家族事業、使各個成員擁有獨自掌理的事業，而是偏向將事業整體交
付給一個人主掌，其他成員則扮演輔助的角色，或是共同合作、或是負責其他事
業、或是在家族集團之外開展其他事業、或是因無法介入家族事業而離開集團。
此類型指的是當企業原本就只由一個人主導經營，在傳承到下一代僅安排子女中
一位成員接班，或是由多個成員共同參與；或是當企業創立初期是由兄弟共同合
作，但後來在傳承時只將事業交付給其中一人的後代主掌。
多數企業家族在傳承給下一代時，是指定一位家族成員成為家族事業的主導
者，其餘成員或是擔任重要職位與主要繼承人合作，或是另外主掌較次要的事業，
或是在集團旗下開展新事業，或僅是在集團內任職；也有的成員因為與主要繼承
人理念不合，早先合作而後來離開家族集團、另外創業的情形。
各類例子：
w 核心事業多人參與：

同父母兄弟姊妹：富邦蔡家、台玻林家、正新羅家

同父異母兄弟姊妹：和泰黃家
w 其他成員分工在集團內任職、負責核心事業以外的公司、擴展新事業：

同父母兄弟姊妹：聯華神通苗家、台泥辜家、力麗郭家、台聚吳家、
仰德許家、國產林家
w 先合作後離開，或一開始就離開家族自行創業：

同父母兄弟姊妹：霖園蔡家

同父異母兄弟姊妹：遠東徐家、大同林家
主要事業由不同成員合作主導的典型例子為富邦蔡家，第二代蔡明忠與蔡明
興兩兄弟在金融與非金融事業的所有權相當，雖然職位上各掌不同事業董事長，
但重要決策皆由兩人共同討論決定16。台玻林家為另一例子，創辦人林玉嘉的四
個兒子中，除了三子林伯英後來自行創業、離開家族集團，長子、次子與四子於
2009 年共同接班，而後四子林伯淳又於 2010 年退休，事業持續由林伯豐與林伯

16

方翊倩，2013，
〈富邦蔡明忠、蔡明興 分家喬不定〉
。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1225/314670/，2016 年 7 月 27 日上
線。王立德，2015，蔡明忠證實 兄弟版圖將互換 蔡明忠主攻數位匯流 蔡明興接管金融事業。
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50702/36641266/，2016
年 7 月 27 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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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分任台玻董事長與總經理主導17。正新羅家在第二代由次子羅才仁接任董事長，
則是與分別擔任正新總經理與主掌廈門正新集團的兩個姊夫合作經營集團，而長
子羅明和只保有大股東身分而未進入董事會18。和泰黃家則是安排兒子合作接班
卻失敗收場的例子，味全創辦人黃烈火於 1986 年退休時，安排長子黃克銘任味
全董事長、次子黃南圖任總經理，但 1995 年黃南圖結合市場資金將黃克銘從董
事長職位逼退，亦導致 1998 黃家失去味全主導權；而後黃南圖專注於在中國投
資的事業，黃克銘則任和泰汽車副董事長，退休後再由二房兄弟黃南光接任，與
共同創辦和泰汽車的蘇家合作經營19。
最常見的則是一人主導，其他成員也分工負責核心事業以外的公司、或是在
董事會任職，合作而不分家，有時成員另外投資創辦新事業，則更加擴大了家族
集團版圖。比如苗育秀成立的聯華神通集團，於 1999 年交由長子苗豐強接手，
其他兒子主要參與在企業董事會或擔任大股東，次子苗豐盛也在聯華實業任副執
行長，三子苗豐聯則是香港華成董事長20。而如台泥辜家，第二代兩個兒子原本
都參與家族事業經營，長子辜啟允早逝後，集團事務由次子辜成允接手，而女婿
張安平也協助經營，後來張安平更與妻子辜懷如共同成立雲朗觀光集團，擴展家
族事業至飯店觀光業21。又如力麗郭家，創辦人郭木生將建設、貿易、飯店等事
業交給長子郭銓慶，集團核心公司力麗、力鵬等紡織、通路事業則由次子郭紹儀
主掌，長女郭淑珍也接手經營力麒建設，其餘子女則另有事業22。台聚吳家第二
代則是由三子吳亦圭接掌台聚、華夏、亞聚、台達化、順昶、越峰電子等主要事
業董事長，次子吳亦寬負責家族成立之多家建設公司，而長子、次子、五子也各
自都在中國投資房地產，各有事業23。仰德集團的創辦人許金德則因為沒有兒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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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30 日上線。嚴珮華，2016，台灣企業接班好難？ 老牌企業台玻集團林伯豐說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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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吳挺鋒，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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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tnap.tyg.com.tw/OTNAP/TYGMessageDB.nsf/d20b22f0a7055b5848256bc60026acff/ea1fd746
382a6a4948257757000cf5d5?OpenDocument。2016 年 5 月 17 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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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中華徵信所，2014，《2014 年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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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2014，〈張安平 讓台灣飯店走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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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繼長女許淑貞的長子許育瑞；許金德過世後集團先由許淑貞接手，另一女兒
許淑婉就只在公司董事會任職而未參與經營；下一代由許育瑞接掌集團經營，但
同時其弟弟李昌霖也在家族事業經營層任職24。
在許多家族企業的例子中，原本共同合作的家族成員，後來因為與主導者不
合而離開集團，也有些家族成員一開始就選擇不參與家族事業、另外發展自己的
事業。比如霖園蔡家，蔡萬霖過世後以次子蔡宏圖為首接掌國泰集團，三子蔡鎮
宇為副手，長子與四子的角色僅在股東與董事；而後來蔡鎮宇辭去職務、將集團
持股全數售出給蔡宏圖，自此集團則由蔡宏圖一人主導25。又如遠東集團在第二
代由二房長子徐旭東為主要接班人，二房其他兩個兒子也在集團中任職，大房的
兩個兒子則出售集團持股、離開家族自行發展，且反而是大房女兒共同參與家族
事業，有徐荷芳、徐雪芳負責集團內百貨事業，還有徐菊芳的丈夫楊明德推動集
團成立遠傳電信，徐雪芳的丈夫席家宜主導遠東紡織、致力化纖事業擴張26。另
外則是大同林家的例子，林挺生雖然將主要事業交由長子林蔚山與長媳林郭文艷
接手，大房與二房的其他兒子原本也都分工有負責集團內事業，但林蔚東與林鎮
源先後離開集團開展自己的事業，原本林挺生規劃大房與二房分掌大同與華映的
安排，後來全由長子林蔚山夫婦掌握27。
將家族事業只交由一個後代主掌，而其他成員都不參與的例子較少。榮化李
家即是在第二代只由次子李謀偉接任李長榮化學總經理與董事長，其餘子女只是
企業大股東、也未擔任董事職務28。有些例子則是首代由兄弟共同創業，第二代
則只由扮演主導者的後代子女接班，其他兄弟的後代不再參與經營，隨時間發展
而演變為每一代只由單一家庭主掌。比如遠東徐家在第一代由徐有庠與胞弟徐渭
源共同創立，到了第二代則只由徐有庠子女繼承事業與經營29；永豐餘等事業是
何傳與弟弟們共同創立，後來兄弟間劃分版圖，由何傳分得永豐餘造紙的經營權，
在第二代原本是由長子何壽山主導，但因過世而由次子何壽川接手，到了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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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晶，2003，〈仰德集團中年少主接班〉
。今周刊 3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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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壽川的子女在參與事業經營的角色則更勝過何壽山的子女30。
其實在這些主要交付一人主掌、被歸類為過渡型的企業家族中，其傳承給下
一代的安排，有時也包含有家庭分家型的特徵，尤其是當創辦人有二房以上妻子
的時候，不同母親所生的子女常以不同方式參與家族企業；如前述遠東徐家第二
代，大房兒子就都離開家族集團，而大同林挺生曾安排兩房掌不同事業，只是後
來仍由大房主掌，另外如台塑王永慶的二、三房兒女也有所區隔，二房子女大多
在外開創自己事業，由三房女兒參與家族的台塑集團。國產林家則是在同一家族
同時包括有家庭分家型、過渡型特徵的典型例子：原本創辦人林燈將事業交由長
子林嘉政接手，但因投資不善導致公司債務，後來退出集團，改由次子林孝信接
手；其餘子女雖然曾為集團公司之大股東或董事會成員，但參與經營較少，只有
次女林純美曾經營復興空廚，後來並由此另外發展食品事業，五子林志昶則是離
開集團至中國建立冠華集團。二房則由四子林文亮一人接掌林燈與二房妻子李春
金共同成立的大華建設，而與國產集團分開獨立經營31。則林燈的大房和二房兒
女之間各自繼承不同事業，如同分家，兩房內部又都交由一人主掌；繼承國產集
團的大房兒女則除了主要的接班人以外，有成員離開集團，也有成員合作經營，
或是僅擔任董事會成員，以不同程度參與但也維持使家族事業不分家。
(3)(跨)家族合作型

(跨)家族合作型的接班模式，則是使集團事業連續兩代維持不分家、在家族
分衍出不同家庭後，仍致力維持對事業有統一控制的做法。此類型指的是在上一
代已有兄弟或不同家族參與，卻並未分家，且到下一代仍使前代參與者的後代共
同合作的型態；因為此種接班模式試圖納入同一家族的不同家庭、或是不同姓氏
家族共同合作，因此稱作「(跨)家族合作型」。
以此目標安排接班的家族，又可再區分出幾種不同做法。一是以成員職務的
安排，使不同家庭/家族都有成員進入集團任職，擁有所負責的事業部門，或是
參與經營決策。二是在企業組織以外，設立由各家庭/家族成員共同參與的集體
決策單位。三是將家族事業經營權交付給專業經理人，家族成員只參與在董事會、
或只擔任公司股東。
1.

職務安排各支成員皆參與：有一人接班主導，但其他各家/各房都有成員進

30

孫霙，2001，〈永豐餘家族的接班大計 何壽山體系實力大減董座夫人不容忽視〉
。今周刊
246 期 2001/09/06，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142478。2016 年 3
月 25 上線。
31
燕珍宜、劉俞青，2011，
〈一紙合約 站上巨人肩膀 獨家揭祕 國產集團林孝信父子一場布局
一年的交易〉
。今周刊 775 期，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0894442?page=1，2016 年 6 月 28 日上線。林讓均，2010，
〈復興空廚董事長 林純美 偷吃理論
成功轉型 B2C 經營〉
。遠見雜誌 284 期，http://store.gvm.com.tw/article_content_15778_2.html。
楊沛文，2003，〈國產少東要做華中第一台商〉
。商業周刊 706 期，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Article.aspx?id=12338，2016 年 6 月 30 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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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集團任職、有所負責事業、參與決策。

2.
3.

寶成蔡家、日月光張家、三商陳家與翁家、萬海士紙陳家、台玻林
家、長春廖林鄭家、正隆鄭家
集體決策單位：設立有由不同家庭成員參與的集體決策單位。

台塑王家、長春廖林鄭家
交付專業經理人：接班者為專業經理人且非前任家族成員之後代，或是由家
族成員經營轉向專業經理人。

南紡(侯家)、奇美許家、東元林/黃家、長榮張家。

安排各家庭/家族成員都參與集團經營的做法，通常仍是由前代合作者中某
一人的後代居接班的主導位置，但其餘成員各自的後代也都參與在經營層，或是
負責集團中特定事業，而與主掌核心事業的接班者有分工合作的關係。比如寶成
集團是由蔡其瑞接手家族之製鞋工廠，與兄弟們合作經營發展為跨國製鞋大廠，
過去各兄弟分別掌管集團發展方向(蔡其瑞)、台灣廠(蔡其建)、中國廠(蔡其能)、
轉投資事業(蔡其虎)，未參與經營的大哥則由長子蔡乃峰擔任寶成總經理；而第
一代以蔡其瑞佔最大股權，第二代亦走向由蔡其瑞後代主導，並因蔡其瑞無子而
由長女蔡佩君接手任集團執行長，但蔡其建、蔡其能、蔡其虎、蔡乃峰的子女也
都進入集團董事會或經營層任職32。日月光張家除了張虔生、張洪本兄弟共同經
營日月光半導體，家族也在中國投資房地產，到了下一代，兩兄弟的兒子在兩方
面事業都有涉入，張虔生的獨子負責北京的房地產業務並兼任日月光中國區總經
理，張洪本的兩個兒子一個進入電子事業任職、一個主掌中國的房地產事業33。
三商集團最初由翁肇喜、陳河東、郭仲熙共同創立，郭家後來退出，而陳河東過
世後以長子陳翔立為集團接班人，其餘三個兒子分別負責電腦、人壽、百貨餐飲
事業，翁家第二代則有女兒翁翠君與陳翔玠合作經營三商美邦人壽、兒子翁維俊
負責旭富製藥34，因而兩家都有後代參與集團不同事業的經營。而由陳勇創立的
32

巫慶煌，2000，
〈精成科技全力打造電子代工王國 東莞黃江獨家專訪蔡其虎〉
。今周刊 195
期，2000/09/14，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4-143942?page=1。2016
年 4 月 13 日上線。劉俞青、梁任瑋，2014，〈鐵血公主揭祕 三十五歲‧單身‧強勢接班〉。今
周刊 911 期，2014/6/5，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17108301?page=1。2016 年 4 月 13 日上線。宋健生，2016，〈寶成二代接班 完成部署〉
。經濟日
報，2016-02-25。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7241/1523562%E5%AF%B6%E6%88%90%E4%BA%8C%E4%BB%A3%E6%8E%A5%E7%8F%AD%E5%AE%8C%E6%88%90%E9%83%A8%E7%BD%B2。2016 年 4 月 13 日上線。
33
楊喻斐，2009，
〈接班啟動！日月光第二代取得一董一監〉。MoneyDJ 理財網，2009/06/25，
http://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262ab608-b717-4250-ac442beeadaccdea#ixzz46938OC1c。2016 年 4 月 19 日上線。上海證券報，2013，
〈臺商富豪張洪本
家族資本軌跡：在大陸的重頭戲〉
。轉載於華夏經緯網，2013-07-24，
http://big5.huaxia.com/tslj/zjts/2013/07/3444492.html。2016 年 4 月 19 日上線。
34
林近江，2004，
〈三商集團四公子接班各就各位〉
。今周刊 417 期，2004-12-16。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92751-123009?ticket=ST-6427YS6duLBYaEmQ3Ryr5cA-CAS1。2016 年 4 月 26 日上線。林巧雁，2016，
〈三商行兩大股東第二
代 正式接班三商壽〉
。蘋果日報，2016 年 01 月 27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27/784736/。2016 年 4 月 26 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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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海士紙集團，雖然在第二代曾安排四個兒子分家、各自主掌經營不同事業，但
彼此仍有互相持股，後來兄弟間也彼此協助35：陳朝傳、朝亨、清治兄弟都曾擔
任萬海董事長，到了第三代，陳朝傳的過繼子陳柏廷除了接任士紙董事長、也任
萬海總經理與董事長，陳朝亨與陳清治的兒子則也都在萬海任職36，因而不同兄
弟的下一代仍在相同的家族事業中合作。台玻集團在第二代由林伯豐、林伯實、
林伯淳三兄弟共同接班，第三代除了林伯實的兒子仍年幼，林伯豐、林伯淳的兒
子則都已進入台玻董事會並在經營層任要職37。而長春集團由廖銘昆、林書鴻、
鄭信義三人合資創業並分工經營，第二代除了由廖銘昆長子廖龍星接任集團主要
公司董事長，林書鴻、鄭信義各有一子參與集團各事業董事會並在經營層任職，
三家也各有一位女兒進入核心企業董事會38，保持三家共治的局面。另一例子是
由鄭火田與兩個弟弟共同創辦經營的正隆集團，1978 年鄭火田將事業交棒給弟
弟鄭政隆，導致另一弟鄭正雄不滿，自立門戶創辦榮成紙業；而鄭政隆退休後則
將正隆董事長職位交接給長女鄭舒云，其他子女有的另外創業、有的進入集團參
與經營，鄭火田的後代則主掌家族的山隆通運等其他事業39。
除了各別安排下一代成員在集團事業中的職位來維持合作關係，也可經由設
立集體決策單位，使不同家庭成員共同參與，但目前所見的例子較少。目前只知
台塑王家曾設立集體決策小組，由分別來自王永慶三房與王永在家族的第二代成
員與專業經理人共同組成，作為集團最高決策機構40；而王家所成立的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是多家集團核心公司的大股東，其董事會也是可影響集團運作的控股平
台，參與者更全面地涵括有王永慶二房、三房以及王永在家族成員。王家有意將
來使家族成員退出經營層、由專業經理人接掌，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的董事會便可
能成為家族成員決策集團事務並且銜接集團專業經理人的平台；只是目前兩家族

線。林麗娟，2015，
〈翁維駿靠三技術金鑰 成功 PK 對手〉
。今周刊 961 期，2015-5-21，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4-116241?page=1。2016 年 4 月 26 日上
線。
35
賴琬莉，2008，
〈第三代全面接班 萬海大變革〉。台灣壹週刊 355 期，
http://pop16.myweb.hinet.net/twnext_355_web/30343370.html。2016 年 5 月 20 日上線。
36
中華徵信所，2014，《2014 年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台北：中華徵信所。台灣經濟新
報資料庫。
37
嚴珮華，2016，
〈台灣企業接班好難？ 老牌企業台玻集團林伯豐說不會！〉
。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5874。2016 年 5 月 30 日上線。
38
謝富旭，2011，
〈台灣第二大石化集團一甲子不敗傳奇 長春石化三位大股東同列《富比世》
富豪榜〉
。今周刊 743 期，2011/03/17，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3225?page=1。2016 年 4 月 27 日上線。中華徵信所，2014，
《2014 年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
究》。台北：中華徵信所。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39
陳斯年，2006，
〈正隆跨足房地產 尋覓成長動能〉。今周刊 514 期，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92751-120576，2016 年 7 月 4 日上線。謝柏
宏，2008，鄭舒云 可能是紙業首位女接班人。經濟日報 2008/02/04，A11 版/企業要聞。聯合
知識庫，2016 年 7 月 4 日上線。中華徵信所，2014，
《2014 年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
。
台北：中華徵信所。
40
黃靖萱，2011，
〈王永慶交棒 台塑七人小組接班〉
。天下雜誌 348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9934，2016 年 3 月 15 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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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成員在此平台參與程度仍不平均且存有歧見41，將來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
另外，由三個家族合作的長春集團，在第一代創辦人退休後，也另外設立了總管
理處，由接任集團董事長的廖龍星任董事長，創辦人林書鴻、鄭信義分任總裁、
副總裁，定位為協助第二代接掌集團的單位42；此機構作為在集團公司之上、納
入不同家族成員的形式，也具有跨家族合作機制的性質，只是具體運作情況、將
來是否延續成為第二代相互溝通討論決策的平台，也還未可知。
台塑、長春集團兩個例子，即使企業董事長或總經理是由家族成員擔任，但
也都注重該家族成員必須是從基層開始任職的專業經理人，而在個別公司之上又
設立集體決策單位作為家族與企業銜接與傳達決策的對口機制，也隱含了走向以
專業經理人經營公司，家族所有者將來僅參與董事會，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
趨勢。在跨家族合作型的企業家族中，另一種接班模式即是以專業經理人為主體，
而非以安排職位給家族後代為原則，這些例子當中，接班的專業經理人常常也是
家族成員，不過接掌事業的家族成員就不必然是按照由前任的後代子女來接替的
家族繼承次序來進行。
南紡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南紡由吳修齊、吳尊賢兄弟與其年輕時進入為學徒
之布行老闆侯雨利、侯調等家族，邀集具社會聲望的吳三連共同籌組設立；此後，
以吳家兄弟與侯雨利家族為核心，以及與兩家有家族、姻親或學徒關係而連結的
人員，又以類似而略不同的組合共同投資成立多家公司。早期這些企業並不由任
一家族主掌，總經理由家族中或家族外在經營層任職的專業經理人升任，而總經
理慣例任至六十歲即退休，之後多轉任副董事長，然後再接任董事長。比如南紡
首任總經理為吳修齊，之後先後由作為專業經理人也參與入股的鄭高輝、莊憲雄
接任，以及長期在公司任職而屬專業經理人的侯家後代侯博明(侯雨利之孫)、陳
鴻模(侯雨利女婿之子)接任；董事長近年則由鄭高輝交棒給副董事長侯博明43。
其他類似例子如奇美與東元集團。奇美集團在創立時，許文龍的姐妹的丈夫
或兒子、許文龍妻子的兄弟也都有參與出資或經營，但後來確立由專業經理人經
營的制度，因此並非參與出資的各家後代都進入集團任職、但也有來自許文龍的
姊妹或妻家親族的優秀人才成為集團的經理人44；許文龍退休後接任董事長的廖
41

呂國禎，2014，
〈台塑百年不分家的新挑戰〉
。天下雜誌 562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955，2016 年 3 月 15 日上線。吳美慧，
2015，〈王文潮透露 台塑決策小組可能生變〉
。商業週刊 1428 期 2015-03-25，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7741&pnumber=1，2016 年 3 月 15 日
上線。
42
姚惠珍，2013，
〈年營收 2200 億 長春集團 傳廖不傳子 交棒已故創辦人之子廖龍星 林書鴻
轉任集團總裁〉
。蘋果日報，2013 年 12 月 26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31226/35533905/。2016 年 4 月 27 日
上線。
43
謝國興，1994，《企業發展與台灣經驗：台南幫的個案研究》。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黃靖
萱，2011，〈台南紡織 傳賢不傳子再登高峰〉。天下雜誌 475 期，2011/6，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9333。天下雜誌知識庫。2016 年 5 月 11 日上
線。楊雅民，2016，
〈台南幫世代交替 南紡鄭高輝交棒侯博明〉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000869，2016 年 7 月 29 日上線。
44
許文龍口述，林佳龍、廖錦桂編著，2010，
《零與無限大：許文龍幸福學》
。臺北：早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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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祥為許文龍妻子的弟弟，再之後接班的許春華則是許文龍的堂弟，兩人也都是
長年在集團內任職的專業經理人45。但另一方面，集團旗下關係企業也出現由特
定家庭連續主掌經營的情形，如奇美食品由許文龍大姊的么子宋光夫一系所掌46；
許文龍的兒子則是在集團內新創事業擔任總經理與董事長47。東元集團是由偕林
波士與妹婿林和引以及友人錢水木、孫炳輝、林長城合資成立，其董事長即是由
創辦人先後擔任，只是後來林和引的獨女婿黃茂雄也進入集團任職並接任董事長，
而使集團帶有家族傳承的色彩，只是並非按照傳統父系家族成員的身分繼承。黃
茂雄退休後，雖由專業經理人接任董事長，但另一方面仍有黃茂雄的兒女以及林
長城的兒子進入集團經營層與董事會任職48。奇美和東元兩個例子，都是因成立
時有多個家族出資合作，因而接班人未侷限在單一家族，而是共同創辦的參與者
先後主導；但另一方面，主要創辦人的後代也仍有參與集團事業經營，因此將來
也仍有可能又由創辦人家族後代接班，而仍有待觀察。
最後，長榮集團的則是由家族成員經營轉向專業經理人經營的例子：創辦人
張榮發在生前曾數次將事業交給兒子、女婿接掌，但後來又彼此關係惡化而數次
改由專業經理人掌理49，到張榮發過世前只有二房兒子張國煒主掌長榮航空，其
餘兒女、女婿都只是大股東而不在集團經營層任職。但後來兩房兒子因張榮發遺
囑所載的經營權、遺產分配而相爭，張國煒的職位被改由非家族成員的專業經理
人擔任，大房成員憑股權而主導集團走向，而轉往家族成員僅掌股權、經營由專
業經理人執掌的方向發展。張國煒離開長榮集團之後，自創星宇航空公司高訂迎
戰。而長榮集團在 2019 年時，歷經員工大規模罷工，獲利大受影響。此時，大
房的兩個兒子，又陷入股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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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透過初步資料分析整理出台灣集團企業的三種家族分合與企業傳承
模式。奠基於此，利用「母方房」觀點，以女性情感角度，整理家族親屬關係
互動關係，驗證家族企業的親屬關係與企業傳承模式，為台灣企業家族傳承提
出新的觀點與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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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61 屆國際企業管理學會年會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為期五天。北歐的物價昂貴，治安良
好，對自然環境的保護良好，整個夏天洋溢著悠閒舒適的氛圍。
會場設在哥本哈根商學院，這是一所強調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商學院，以開放的態度回應
社會的需要，培養下一世代的領導人為其目標。商學院的建築有現代感，挑高的空間，
自然的採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性別友善廁所，特別是不同國家的人使用行為不同。
這次會議共計有 1289 篇投稿，一半被接受發表，包括：277 篇報告文章，487 篇討論文
章。主題豐富，規模適當。參與投稿的作者與審查人的國別高達 81 個國家，國際化程度
高。在會場中庭遇到來自台灣的學者大約 10 人左右。

二、 與會心得
1. 6/23 的 PDW 都是小型聚焦的形式進行深入討論。我發表的場次報告人有五位，關於
以親屬關係來看家族企業的發展是很獨特的關心角度，引起大家的興趣。
2. 6/24 主題：退出策略。研究問題：海外市場的退出是否是因為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如果退出與進入成本很低，退出的動機為何？可能是發現有其他機會或是有其他更佳
使用資源的地點。因此，退出海外市場應該是總體策略的一環，而不僅是形式或是狀
態。
3. 本次會議中，也逐漸有家族企業的主題。#1.2.9 報告提到 Family 概念在不同文化情
境的觀察，例如：alternative kinship structure 也值得注意，或是教父這種關係，是
quasi-kinship structure 或是 fictive kinship。在 IB 領域看家族企業，大多強調家族企業
就本質而言是相當不同的企業。包括如何變革，如何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家族所
有權如何影響國際化程度。其中，小型的家族企業不願融資借錢，也不願用外人。因

此國際化程度較低。
4. JIBS decade award：Uppsala process model，從 1977 年初次提到，歷經 2009, 2019。為
國際化進程提供的理論視野。現場多位重量級學者對話，提到 process 與 structure 研
究對照，outsider 與 foreignness 的不同，以及在平台經濟下 LOF 的意涵。
5. 最後，在這個強調人文與社會的商學院中，參加了人文領導的跨國比較專題，從過國
文化角度來解釋人文精神的意義。對於未來商學院教育的發展，值得發展與應用。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Professional managers in BGs, we link the upper echelon theory with Chinese tradi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of employees (family, loyalty, talent) to strategy research.
The family emotional factors are not only a social-emotional wealth,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costs of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of emotional attachment. The uterine family theory and female emotional perspective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nalyzing inconsistencies of goals among family members. It can also explain
why marriage-out women of primary families involve in family business in Chi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upper echelons in business groups (BGs) provide managerial services for the growth of the firms, the
heterogeneity of core members’ background enhances the capacity of managerial services of BGs and
therefore facilitates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managerial services in family business groups are always
embedded in kinship structur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The increasing family complexity and conflicts will
weake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services and performance of group-affiliated firms.
Therefore, simplified family structure and ownership will help to release more capacity of managerial
services provided by core members of family business groups thus enhanc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services and performance of group-affiliated firms.
RESEARCH GAP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in family business (FB) has focused on th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part instead of
the family itself.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se family governance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e business consultants
are mainly advocating how to maintain the family unity in order to avoiding family split-up. Therefore, their
solutions were designed to help FBs centralized-control all the family wealth; in other words, this kind of
mechanism of family governance is toward non- divide up family property,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houseunited is a cor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s. Following this tradition, the more family members in the upper
echelon of the firm is, the more managerial resources the firms has. Only large firm has enough slack resources
to support firm expansion and growth.
RESEARCH QUESTION
Nevertheless, we believe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in upper echelon of FBs will also
complicated the family dynamic in firm, which in turn intensify the inconsistency of goals among family
members. The specific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study are addressed as following: What kind of family structure

will intensify the conflicts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reduce the efficient use of slack resources, which in
turn weaken the family business group performance? Is there any candidate in family who is more capable to
cease the internal conflicts?
Past UE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e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MT background diversity on firm
performance exists. The mechanism behind this link is that, compared to homogeneous TMTs, heterogeneous
TMTs (with respect to job-related demography, such as functional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ideas, and inspire more discussions. Thus, they increas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onsideration of solu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cision-making. It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to use
productive resources to generate services creatively, which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build up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if the upper echelons in BGs are diverse in terms of non-job-related demographic (such as race, age,
etc.), it might be result in emotional conflicts among subgroups of upper echelons in BG. In the contrast to
job- related conflict which may have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oo much emotional
conflicts will make upper echelon members of BGs hard to achieve consensus on the matter of how to
coordinate group- affiliated firms.
We believe the family factor of BGs could serve as the basis for mitigat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upper
echelons in BG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ial modes of association which were proposed by Cheng (1995)
founders of Chinese firms recruit TMT members depend on the level of trust which stems from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kinship, loyalty, and capability. Contrasting to the Western companies which select TMT
members based on managers’ capability. The most important inclusion criteria for TMTs are kinship and
loyalty. So, two main sources of upper echelons in BGs come from relatives by blood or marriage and loyal
senior managers who serve in the firm for years. Despite both are involving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ir influences are not on the same level.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members is not only come from
structural power (ex. formal title in firm), but also ownership power (ex. shareholding). But senior managers
only have structural power. Therefore, in case of upper echelons has no consensus during the collective
discussion process, family members will share more managerial discretion due to the dual power basis, they
can make the final decision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enior managers will contribute their insights to
discussion, even though the final decisions are controlled by family members. Overall,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senior managers is helpful for decreas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s.
In sum, the diversity of upper echelons of BGs can also gather rich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extensive expertise,
which in turn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y of upper echelons in BGs. Empirical TMT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TMT diversity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which subsequently lead
to superior firm performance (Eisenhardt, 1989; Hambrick et al., 1996). The upper echelons in BGs can bring
up more effective integrating solution, and positive affect the overall BG performance.
Proposition 1. The diversity of upper echelon background in BGs can enrich the total amount of managerial
resources. When the managerial resources of BGs are abundant, BGs can use the slack managerial resources

to find th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environment, providing the kinetic energy of firm growth, which in turn
create value for group-affiliated firm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The complexity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emotional conflict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become complicated as the result of growth of family size. The size of family imply
that a family business has more managerial resources for use during the firm expansion. However, family size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more complex kinship structure, which could induce the potential threat of inconsistent
goals among family members. What kind of family structure will intensify the conflicts among family
members, thus harm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the slack resources, which in turn weaken the family business
performance? Is there any appropriate candidate in family to cease the internal conflicts which embedded in
family structures? When will the conflicts among family members increase?
As opposed to the modern enterprise, which emphasize “rationality”, the most worth noting feature of family
is “emotional attachment”. Emotion attachment is not one-type-only and momentary. Unlike social- emotional
Wealth (SEW), which assert that family emotions will benefit to family (Gómez-Mejía, Haynes, Núñez-Nickel,
Jacobson, &Moyano-Fuentes, 2007), our study argues that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emotions, some could
strengthen the benefits to family, some may also harm the family unity.
We argue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onflicts in family business. One is conflicts of value; another is conflicts
of economic interest. Firstly, conflicts of value are mostly happened among family member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is can be exemplifying by the difference of views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ehavior. As
past studies pointed out, when simple nuclear family evolve into extended family, their personal goals, values,
and commitments to family business also change, which in turn dilute the family unity (Montemerlo, 2005).
Secondly, when family size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ple houses or siblings exists within family
boundary. Their views of strategic goal of family business are varying as well.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when
family ownership begins to dispersed to family members of different houses or generations, then the conflicts
of economic interest among family members will also increase.
Our study takes the female perspective using the “uterine family” as underlying mechanism but unspeakable
rule. Margery Wolf (1993), an anthropologist, proposed uterine family theory which present a different picture
of extended family, in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patrilineal principal. Wolf (1993) pointed that the status of
marriage-in females (e.g. daughter-in-law) is low in their husbands’ families, they have to rely on their
children to compete in this extended family. These marriage-in women are the origin of uterine family. This
theory highlights that women protect their children by nature, expect their children united and stand out from
crowd, thereby honor to their mother and enhance their mothers’ status in the family. However, uterine family
is one of reasons for conflict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Women often spare no effort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ir children. The emotions of protecting children turn out to be negative wh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f
marriage-in women vary and the head of the extended family give each house the same amount of resources.

For those uterine family with less kids, the overall amount of resources they get will be lesser than other
uterine family with more kids.
Even if primogeniture is the patrilineal principal of inheri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all the goals of extended
family with multiple sons and marriage-in females are inconsistent. Marriage-in females (e.g. daughter-inlaw) are the roots of not only uterine family but also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extended family members. The
emotions marriage-in females hold for their children would negatively affect the harmony of the extended
family overall. Calabrò, Minichilli, Amore &Brogi (2018) confirmed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imogeniture on firm performance. Wolf (1993) pointed that daughter-in-law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crucial driving forces behind house-divided. For marriage-in female, the children who are born from her own
uterine are the real families she recognized with. Protecting the welfare of her children from being sacrificied
by the extended family is the key reason for her supports of family property split-up, which in turn lead to
increase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uterine families, and could decrease the amount of BGs managerial
resources. In sum, internal conflicts of family business will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efficient use of
managerial resources and FB performance.
Proposition 2. The complexity of the family struc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diversity of ethical relationships.
The ethical concept that pecking order in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husband and wife, and
birth order are often in conflic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business operations. First, the more family membe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serve as upper echelon members of BGs,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s of values
occur. Second, when the primogeniture principal is used, the conflicts of economic interest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ppears in BGs. Upper echelon in BGs will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and efforts in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s, which in turn weak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BGs managerial resources on BGs performance.
Female perspectives of family emotions
Marriage-in female might be the driving force for house-divided. What role does marriage-out daughter (or
unmarried, but potentially marriage-out) play in the process of house-division? Interactions in daily life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defining family (Sahlins, 2013). By interacting with parents and siblings since childhoods,
young female members think themselves as family insiders due to kinship and daily interactions. However,
according to patrilineal principal of clan, marriage-out females are outsiders. Even unmarried daughters are
also seen as potential outsiders. Put differently, females in their primary family are at the border between
patrilineal principal and consanguinity principal. As a result, their status in primary family are ambidextrous.
Although female member’s status is on the border and ambidextrous in their primary family, they ofte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dealing with conflicts in primary family. They are willing to show more loyalty to their
primary family due to their ambiguous status.
In general, family member is a major source of managerial resources of BG. However, it’s easy to cause
internal conflicts if a lot of family members serve at upper echelon of BG. Despite marriage- out females may
not share the same shareholding as their brothers, they still can play a role of mediating family conflicts in

family business. Simply stated, the marriage-out females would be seen as professional managers with high
loyalty toward the firm.
As the status of marriage-out females in family business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the male family members
by marriage (e.g. son-in-law) are also play crucial roles in BGs. Because the ownership power of son- in-law
are lower than other family members by blood, they are less likely drawing conflicts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Besides, female-in-laws also share the same family interest, they run business in the long-term
perspectives. The female-in-laws can also bring up external information, and to stimulate innovative ideas.
Therefor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Gs managerial resources and BG performance will be
strengthen if the number of female-in-law increase.
Proposition 3. The complexity of family structure itself also imply the diversity of roles family members who
plays in family. If family members have both roles of objective outsider and loyal insider, they may have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mediate internal conflicts First, the involvements of marriage-out female will
increase the efficient use of managerial resources; thus,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G
managerial resource and BG performance. Second, if male-in-laws serve as upper echelon members of BG,
their involvements in BGs will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G managerial resources and BG
performances.
RESEARCH CONTRIBUTION
Based on above-mentioned research propositions, we expect thre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as below: Upper
echelon theory only focuses on individual firms. However, the enterprise form which prevails in

most of

emerging countries are business groups. In order to identifying the upper echelon members in business group
level,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overall allocation of managerial resources in BGs. By identifying the founder
(head of the owning family), successor, senior managers, and culture context. Following above-mentioned
studies, we call for researches more on family logic, and its impacts on business decisions under cultural
context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famil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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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家族親屬關係影響其內部衝突張力，進而對傳承與企業形式的發展有所影響。
一味強調家合不見得是最好的設計，唯有瞭解內部衝突張力，家庭結構，才能
奠基於此找出創新的制度與解決方案。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