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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從人類學觀點探討華人社會中女性的家庭角色與家族企業參
與之關係。以華人親屬概念中「人觀」的討論，認識女性在原生家
庭中角色轉換，進而了解家族成長與企業擴張中女性角色之功能。
女性對累積家族資本扮演眾多角色，包括家庭、所有權、以及企業
方面。實務上，台灣家族企業中女性成員參與家族企業的經營與發
展已是普遍的現象。本研究針對家族企業中「姑姑」在原生家庭中
的角色模稜兩可的雙元特性（role-ambidexterity），探討對家庭
治理以及企業經營之影響。
研究發現台灣的家族集團企業是依循家庭親屬關係所構成的企業組
織，而非嚴格的父系繼承原則。「原生」家庭的女性比「婚入」女
性而言對照顧與經營家族企業更為重要。特別是姑姑在親屬結構上
具有地位模棱兩可的雙元特性，賦予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的有利地位
。
中 文 關 鍵 詞 ： 家族企業、女性成員、姑侄關係、角色雙元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emale roles i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business operations
through the lens of Kinship Anthropolog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women status
transforms after marriage and their affiliation and
obligations change accordingly. Women accumulate family
capitals by involving in family, ownership and business and
cases are found in most of the Taiwanese family business.
Due to the status transformation of a female member, which
results in an ambidextrous position between her original
family and in-law family. The ambiguity of a married
daughter and her dual identities in kinship structure give
wome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involve in her original
family and business. The concept of family in Chinese
society is dynamic as an organic entity and overlapping
boundary of in/out group accommodate members as family more
flexible. We propose the female status transformation from
daughter/father; sister/brother to aunt/nephew relationship
is an arena to understand the female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family business.
英 文 關 鍵 詞 ： family business; female member; aunt-nephew relationship;
role-ambidexterity

女性家族角色與家族企業參與之研究-以台灣集團企業為例

摘要
本研究從人類學觀點探討華人社會中女性的家庭角色與家族企業參與之關係。以華人
親屬概念中「人觀」的討論，認識女性在原生家庭中角色轉換，進而了解家族成長與企
業擴張中女性角色之功能。女性對累積家族資本扮演眾多角色，包括家庭、所有權、以
及企業方面。實務上，台灣家族企業中女性成員參與家族企業的經營與發展已是普遍的
現象。本研究針對家族企業中「姑姑」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模稜兩可的雙元特性（roleambidexterity），探討對家庭治理以及企業經營之影響。
研究發現台灣的家族集團企業是依循家庭親屬關係所構成的企業組織，而非嚴格的父
系繼承原則。
「原生」家庭的女性比「婚入」女性而言對照顧與經營家族企業更為重要。
特別是姑姑在親屬結構上具有地位模棱兩可的雙元特性，賦予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的有
利地位。
關鍵字：家族企業、女性、姑侄關係、角色雙元

前言
華人社會傳統上「男主外，女主內」的印象，女性被認為適合在家庭而不是在企業，
因此不具有經濟基礎。對於家產的權利，也有「傳子不傳女」的習俗，因此女性的經濟
力量也被低估。以國泰霖園集團蔡家為例，其三代的家族參與狀況顯示男性家族成員參
與家族企業的比例高達 77％，但女性家族成員參與的程度為零，可知該家族的性別觀念
深刻影響其家族事業的佈局規劃。不過，這卻是台灣百大集團企業中的特例，百大集團
家族平均女性成員參與程度為 28％，跟傳統的預期有很大的出入。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女兒雖然無法在分家時繼承原生家庭的產業，但是娘家的經濟
實力對於女性仍然是有利的。當女兒出嫁時，娘家必須準備「嫁妝」帶到夫家，一個豐
厚的嫁妝足以展現的娘家的威望，也變成女性成家後的經濟基礎。再者，根據華人社會
「同居共財」的傳統，男丁在尚未分家之前，其生產活動之各種所得均需上繳給家中的
大家長。但是，未出嫁女兒的經濟所得卻不用繳出，是名正言順的「私房錢」。因此，
女性不管是透過自力更生或是娘家關係取得財富，其所累積的經濟實力對於家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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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益不可忽略，甚至成為自己或家族成員創業的基礎。過去研究只注意到男性從家族
企業獲取創業資本，華人文化傳統也為女性創造一個有力的創業基礎。華人家族企業中
的成功的女性創業家，王雪紅便是最好的例子。
父系繼承被認為是華人親屬關係的最重要原則。在此視野下所開展的人類學親屬研
究展現在宗族組織（Freedman, 1965）的討論與對「房」
（陳其南，1990）的分析上。相
對於家族或家庭中的男性，父系原則下的女性往往扮演次要或輔助的角色。她們基本上
可以畫分為兩種類別：父系家庭出生的女子與來自其他父系家庭的女子。前者是父系家
庭男性的女兒、姐妹、姑姑；後者是家庭男性的媳婦、妻子、母親。在親屬研究中，這
兩類女性各有不同的功能。婚入女性的主要功能是產下男丁以延續父系的香火。與此相
對，父系家庭將自己的女性嫁出以建立起社會聯繫。換言之，父系原則下的家庭女性成
員不是為了家庭內部的繁衍，就是為了擴張與外部的關係而存在。
相對於這種視女性為父系附屬的觀點，人類學也出現了不同的論述。從自梳女
（Topley, 1975）、女書（Liu, 2004）
、與女性情感（Friedman, 2006）的討論，人類學者
指出父系家庭之外女性之間的橫向連結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透過批判父系原則
將女性邊緣化、研究者試圖跳脫父系的框架來論證女性存在的意義。這種切入點卻使得
女性的自主覺醒發生於父系家庭之外，使得父系家庭成為需要逃脫的牢籠。
Margery Wolf（1972）的「子宮家庭」
（uterine family）概念則提出了第三種切入點。
相對於以「同居共爨」或以共同的經濟單位來定義家庭，「子宮家庭」強調婚入女子與
其親生子女所構成的緊密聯繫。這種緊密的聯繫使得婚入女性在家庭的發展過程中出
現明顯的地位變化。「媳婦熬成婆」的女性得以從家庭中的邊陲轉變成具有主控能力的
「女家長」
（matriarch）(Johnson, 1983)。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以「子宮家庭」處理外
來女性在家庭中的身份轉換，學者較少討論女兒、姐妹、姑姑在其原生家庭中的意義。
但是，相對於婚入的媳婦、妻子、母親，本研究將指出她們在台灣的大型家族企業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從父系原則觀之，這些應該因婚出而成為外人，或是尚未婚出的潛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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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何能在家族企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本研究試圖探究的問題。
「女性」角色在華人家族企業中相當關鍵，但學術研究中卻是缺席的。不管是在股
權控制，或是傳承或是接班計劃，受限於「男性繼承」以及「諸子均分」以及「嫁出去
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等觀念，研究中女性角色總是被忽略。透過華人文化概念的親屬關
係來理解家族企業，以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為研究標的，進而理解女性在家族中的角色轉
換以及與家族財產的關係所產生的演變。
本研究將探討女性在原生家庭，從「女兒、姐妹、姑姑」的角色轉換歷程，以及其
對家族企業營運參與以及對家族所有權監管等現象，提出研究主張：台灣的家族集團企
業是依循家庭親屬關係所構成的企業組織，而非嚴格的父系繼承原則。「原生」家庭的
女性比「婚入」女性而言，對照顧與經營家族企業更為重要。女性「婚出」的角色雖然
可以帶來重要的外部聯繫，但其原生家庭的女性角色亦不能忽略，特別是姑姑地位模棱

兩可的雙元特性對家族治理的意義。也因為這樣的親屬結構位置，賦予女性參與家族企
業的有利地位。
對於女性在原生家庭中角色轉換歷程的研究，探討其對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的影響。
其理論貢獻如下。
第一、從女性角色分析家族資本能更了解資源基礎觀點中的資源本身的多重面向。
家族對企業的貢獻來自其特殊資產（家族資本，Familiness）
，女性所提供的不僅是財務
資本（嫁妝/財富）
，人力資本（專業）
，社會資本（姻親關係，供應商或客戶關係）
，文
化資本（品德，培育下一代）等，更重要的是其親屬結構位置所帶來的結構資本（忠誠
與公正）。
第二、提出女性在原生家庭中角色轉換歷程的重要性。家族企業中對女性的研究，
多以女兒或是妻子的角色切入。華人家族中女兒「婚出」之後就結束其在原生家庭的任
務，取而代之的將是「婚入」的妻子或媳婦。當女性在原生家庭中邁入姑姑的稱謂時，
3

角色轉換成同時具有家族內與家族外人的雙元特性。兼具家人般的親近與忠誠以及外人
般的無私與公正，正是此角色的彈性與優勢。
第三、人類學對親屬研究的觀點引入企業管理領域。透過親屬研究理解文化的深層
結構，對於家族為主的企業研究有更清楚的藍圖。而大量的家族企業公開資料，也提供
人類學家觀察當代親屬關係的重要場域。「姑侄」關係，一個也被人類學家忽略的原生
家庭女性角色轉換的研究缺口，正好是人類學與管理學跨領域研究的起始點。
本研究探討女性家族成員參與家族企業活動，對於社會的多元性，排除女性接班的
障礙，以及家族企業內部和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提供深入的認識。台灣學術界幾乎不曾
對大型家族企業的性別議題深入探討，家族企業中的女性不僅是現象，更提供企業管理
理論一個文化視角。華人的家族概念是一個動態伸縮的有機體，從女性成員的角色探討，
才能補足因為父權思維的限制，完整了解華人家族，以及其所擁有的家族企業。

文獻探討
一、女性與家族企業研究
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的研究主要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女性角色的討論，一類是女性專
有的領導風格。前者回答為何女性參與家族企業，後者回答如何參與及其效果。分析的
角色女性在兩種角色，一是妻子，一是女兒。
女性以妻子的身份參與家族企業，大多是非正式，支援性或是中介者的隱性功能。
即使後來的研究發現（Rowe & Hong, 2000）妻子在經濟與財務上的角色甚為吃重，但
是傳統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除了傳統上照顧家庭的角色，維持家庭的和諧也是女性重
要的任務。部分學者（Lyman, 1988; Ward, 1987）提出所謂的情感領導或首席情感官（chief
emotional officer）的說法，認為妻子角色在維繫家人之間的情感是一項重要且獨有的功
能。女性擁有某種心理特質，特別適合扮演照顧他人、創造和諧、解決衝突的角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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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質在家族面臨接班衝突時尤為關鍵，因此，女性這種對家庭忠誠，體恤旁人需求的
功能，被視為家族企業存續的關鍵。
除了妻子的研究之外，創辦人女兒是最常被討論的議題。對於女兒的研究，多數出
現在接班等議題上。一類的研究問題是聚焦在為何由女兒接班，另一類則關心女兒接班
的障礙與效果。Jimenez（2009）研究指出父子關係與父女關係比較之下，父親交棒給女
兒比交接給兒子的過程更為平和順利。該研究引用 Dumas（1990）的架構，分析父女關
係與女性接班人的組織認同，將女兒的認同感分為三類，分別是父親的照顧者（Caring
for the Father）
、國王寶藏的守護者(Caretaker of the King's Gold)，以及寶藏的主人（Taker
of the Gold）
，細膩的描述父女關係如何影響女兒接班人認同感，進而影響組織目標與決
策模式。據此將女兒對父親的態度區分成：依賴、獨立、和相互依賴。也就是在父子關
係中常見的依賴與獨立的對立選項中，又多出了一個相互依賴關係（也就是國王寶藏守
護者的角色）
。國王寶藏的守護者角色，既能尊重父親也能有自信地妥善處理企業營運，
這是父親與女兒接班之間特有的關係。也因為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說明父女接班過程
為何比父子接班過程更為平和。
至於為何某些家庭是由女兒接班？這個問題的本質不管性別，其所考量的因素仍是
相似的。究竟文化與家庭結構因素為重，還是接班人能力為重？Curimbaba（2002)提到，
不管接班人是男性或是女性，接班的過程意味著建立一套為繼任者戰功的認證過程，也
就是改朝換代的「再生策略」
（reconversion strategy）
。不管地位如何傳承，除了個人能
力之外，結構機會仍是關鍵。該研究在訪問 12 位義大利家族企業的女性接班人後總結，
家族中沒有適當的男性接班人，或是男性沒有願意接任等結構機會，仍是女兒為何成為
企業接班人的主要因素。
不過，女性與家族企業的研究多以歐美地區為主，如果結構因素甚為關鍵，當然也
會受到社會文化情境的影響。例如：Deng（2015）發現中國企業女兒接班的案例逐漸增
加，特別是一胎化政策以及家族社會資本傳承的需求，都使得女兒提早涉入家族企業的
5

營運。再者，接班不是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的唯一方式，還有家庭、企業、與所有權各面
向的涉入與互動，更需要廣泛關注。
整體而言，女性與家族企業的研究並不完整，研究缺口顯然在於研究對象集中於妻
子與女兒角色。關注議焦點集中在少數議題，如:接班與領導等。
強調女性個人心理特質，而忽略社會文化結構面向的探討。重要關係人以父親（長輩）
，
手足（平輩）為主，缺乏對晚輩關係的探討。女性形象不管在家族或是企業中都與柔性
和諧有關，幾乎不見嚴厲與權威的描述。少數研究（Curimbaba, 2002）觀察到女性角色
的動態變化，但仍以接班人作為經理人的職場經驗變化為主，缺少其家庭地位與角色轉
換的觀察。
二、華人家族企業中關於女性的研究
西方文獻在分析家族企業的「家族（family）」層面時，多是針對核心家庭，但探討
不同地區、文化背景之家族企業時，也必須關注因歷史文化脈絡之家族特性。早已有研
究華人社會的人類學者指出英文的 family 與華人的「家族」並不是能直接等同的概念
（陳其南，1990），對於華人家族企業的研究也必須建立在對於華人家族的既有了解與
分析框架之上。
目前對於華人企業之家族特性的討論中，較常被引用的是家族財產由男性繼承並且
諸子均分的分房制度對於企業接班與發展的影響（陳其南，1988；嚴奇峰，1994；Zheng，
2010），以及以父子關係為模型的家長權威觀念移植到企業中所產生的特殊領導管理方
式（李亦園，1988；樊景立、鄭伯壎，2000；鄭伯壎，2005；鄭伯壎等，2006）
。不過，
這些分析都著重在男性以及血緣所構成的關係與角色，而在學者對於華人家族與親屬的
討論中，父系原則反映的是華人的祖先繼嗣信仰，但也只是家族的其中一個面向而已（陳
其南，1990；陳奕麟，1996）。
家族的運作還包括有「家」的觀念，是由同居共食、共同享有財產並共同生活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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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構成的，「家」的範圍內的成員，可包括有嫁入的媳婦、未嫁的女兒甚或收養的子
女、婢女長工等，並不完全具有血緣關係或是按照父系原則而組成（陳其南，1990；陳
奕麟，1996）
。近期漢學專家們提出「親」的概念，其表示的是個人與個人之間感到「親」
近的相對關係，因此也不必然只來自相同血緣的親屬關係，而包括了婚姻結合而建立的
不同家族間的姻親關係，因共同生活而產生的情感與信任關係（陳奕麟，1996）
，甚至同
鄉、同學等共享生活經驗也可塑造出相對於其他人的「自己人」情感。
許多學者就提到，華人企業中具有「差序格局」的行事風格，也就是將自身與他人
依據家人、親戚、朋友等關係依親疏遠近而排序，並且優先考慮、任用與自己較為親近
的對象的作風（陳其南，1988；鄭伯壎、林家五，1997；虞邦祥等，2009）
。而華人企業
中也會有不是創辦人家族的成員，而是經由同學、同事、師徒關係，從草創時就共同經
營公司，長久建立起如同家族成員一般親密的信任關係，在公司裡擔任重要職位的高層
人員，於是形成「專業人才家族化」的現象（謝國興，1999）
；或是企業自經由姻親等人
際網絡而結合多個家族共同投資創立，發展出多家族共治的企業型態，或是隨著家族發
展而形成與多間企業之間具有經由血親、姻親連結起的企業集團，或在不同家族所擁有
的集團之間又經由姻親而建立結盟友好關係（Redding，1991；謝國興，1999；Numazaki，
2000；李宗榮，2007，2009，2011a，2011b；熊瑞梅、胡力中，2011）；這些都是華人企
業中常見的情形，亦可視為「親」的概念的延伸展現。
三、家庭與宗族：人類學的觀點
家族企業的特徵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結合。當所有權透過親屬的財產繼承從一代轉
至下一代時，經營權也透過相同的方式發生繼承的關係。相對於日本家族企業普遍出現
的「長子繼承」
（primogeniture）
，華人家族企業的重要特色是「諸子均分」
。這個特殊的
文化現象或可追溯至戰國時的商鞅。商鞅雖然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分家，但透過「民有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法律規範，他試圖在平民百姓之家推廣只包括父母與子女
的核心家庭。商鞅的目的似乎是透過逼迫百姓分家而增加國家稅收。另一方面，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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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實力可能會因為分家而稀釋。
這種稀釋也出現在平民百姓的祭祀祖先中。
〈禮記。王制〉中規範「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無廟。」相對於可以祭祀祖先（「廟」）的天子、諸侯、
士大，百姓無法透過祭祀共同的祖先而重新整合成為較大的親屬單位。透過祭祀祖先以
達到「敬宗收族」目的的「宗族」（lineage），乃是宋代之後的發展。（Ebrey& Watson,
1986）透過設立宗祠及其附屬的土地財產，這種不能被後代子孫所析分的「祭祀公業」
成為宗族政治經濟實力的保障。從此觀之，我們或可以說宗族是為了防止分家所帶來的
地位下降而出現的防禦性措施。控制宗族財產的士紳階級成為掌握地方勢力的菁英。值
得注意的是，今日我們在華人社會所看到的「家族企業」
（family business）多半不是宗
族組織拓展出的新領域，或「祭祀公業」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是具有濃厚的家庭
特徵。但是，家族企業為避免分家之後所出現的稀釋作用而出現的相互持股、或透過基
金會或委員會來避免分割企業所有權，卻也顯示出類似宗族「祭祀公業」的作用。
宋代之後出現的宗族組織並非家庭的自然發展。Freedman（1965）即指出宗族與家
庭有著不同的運作法則。以祭祀為例，宗族最重要的對象是始祖。始祖派下的所有子孫
都是該宗族的成員。越遠的祖先將能整合越多的人，故而越能壯大宗族的聲勢。與此相
反，家庭的最重要祭祀對象是剛過世的親人。時代越遠的祖先在祭祀上的重要性相對降
低。再者，宗族是以男性成員為核心。婚入的女性成為宗族的一份子，婚出的女兒則喪
失的宗族成員的身分。即便是其成員，婚入的女性成員卻往往沒有資格參與宗族的祭祀
或其他活動。我們或許可以說，宗族是最能彰顯父系原則中男性地位的組織形式。相對
而言，雖然華人家庭有重男親女的傾向，婚出的女子並非是沒有祭拜家庭祖先權利的外
人。當家庭試圖透過婚姻關係建立起新的社會聯繫，婚出的女兒絕非是斷絕關係的「潑
出去的水」
。Fortes（1969）即指出，即便是在父系傳承的社會，女性所帶來的社會聯繫
也往往與父系關係相互補充的互補性聯繫（complementary filiations）。相對於宗族組織
是依父系的原則，家庭關係卻具有雙系的特質。林瑋嬪 （2001）有關「好命」的討論也
指出，為所有的子女成家立業找到好的歸宿，是父母自認為的責任。由於父母也必須對
8

女兒的未來福祉有所承擔，因此雖然傳統華人家庭的不動產是諸子均分，女兒卻也從嫁
妝中分得了家庭的部分財產。
宗族與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差異在於組織的明確性。人類學者將宗族視為是地方組織，
其成員的身份有明確的界定。誰是宗族的一份子、誰能分享宗族財富的果實、誰能到祠
堂祭拜祖先，都在系譜中有明確的規範。費孝通（1947）在討論「差序格局」時指出，
華人的「家」可以大到天下一家，但也可以是孤家寡人。相對於宗族，家庭的成員往往
是可以隨著家庭的勢力而收縮或延展。這種彈性允許不同人因為需求而依附在某個家之
下，或是脫離此家而獨立。除了親子之間的「互惠養育」
（林瑋嬪，2001）
，日常生活的
頻繁互動亦是產生家庭成員的重要原則。因此，即便出嫁的女兒、女婿、外甥在父系原
則之下被視為是外人，但他們卻又是父系關係的互補性聯繫（complementary filiations）
，
因此在華人家族企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上對家庭與宗族的區辨並非是要指出它們是對立與互斥的兩種組織。相較於家庭，
宗族較為純粹的以父系原則運作，但是這並不是說父系原則不存在於家庭之內。重男輕
女的偏好確實普遍的出現於華人的家庭中，延續父系香火更是家庭的重要目標。更適當
的說法是，家庭同時包含父系、雙系的血緣關係、以及「互惠養育」的日常互動等不同
原則。由於家庭同時包含不同的考量，因此個別家庭會出現對這些原則的不同偏好。在
台灣的家族企業中，有的可能允許媳婦、女兒參與其中，有些卻偏好父系的原則而將女
性完全排除在外。
以台灣歷史悠久家族集團企業-蔡萬春與蔡萬霖共同創辦的國泰霖園集團為例，創
辦人過世後家族已歷經接班並有第三代孫輩進入集團任職，截至 2016 年的資料顯示該
家族共有 16 位女性成員，卻無一女性參與自家集團企業的營運、董事會、基金會、與
轉投資事業。蔡家嚴格執行以兒子繼承掌管家業，女兒、妻子不能介入。家族事業與基
金會的董事會都只有兒子參與。從三代的家族參與狀況顯示男性家族成員參與家族企業
的比例高達 77％，與女性家族成員參與的程度為零的極端現象，可知該家族的性別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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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響其家族事業的佈局規劃，不過，這卻是台灣百大集團企業中的少數案例。
相對於宗族可以超越個別成員的存歿仍維持其法人組織，家庭卻如自然人一般，經
歷分分合合、生老病死。宗族內部雖然有「房」的分支，但是「房」的系譜性分支卻並
不造成宗族的崩裂。若是「房」是一種從主幹分支的現象，枝葉繁盛並不意味主幹的瓦
解。分支的「房」仍承認彼此有共同的祖先，並強調彼此是同一宗族的成員。與此相對，
家庭的分家卻也使得原來的家庭消失，原先的家庭成員不再共享相同的財產，甚至不再
具有共同的認同對象。分家與分房是不同性質的現象。當然，分家的兄弟並非立即形同
陌路。父系原則仍能產生橫向的連結。但是隨著時代的推移，「五服」之外的同宗也逐
漸與陌生人無異，更不用說母舅親戚等非父系關係。
在父系的系譜關係之下，相對於父親，兒子構成不同的「房」
。有幾個兒子，就分支
為幾個「房」。但是，有幾個兒子並非就必然分裂為幾個家。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仍有可
能存在。但是存在與否是要透過家人的努力來維繫家庭的持續。分家並非絕對的必然。
分家有各種原因。在親屬人類學的討論中，媳婦經常被認為是促成分家的重要推手。對
婚入的女性而言，從其子宮所出生的子女才是她所認同的家庭成員。維護子女的福祉而
不被大家庭所犧牲，成為媳婦期盼分家的重要原因。此外，媳婦從娘家帶到夫家的嫁妝，
也可能是促成分家的導火線。Myron Cohen（1976）在其書中「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指出，原先在經濟上是一個單位的擴展家庭，可能因為媳婦從娘家帶來的財產，使得小
夫妻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基礎，此為後來兄弟分家埋下伏筆。
如前所述，在親屬研究中婚入和婚出這兩類女性各有不同的功能。婚入女性的主要
功能是產下男丁以延續父系的香火。與此相對，父系家庭將自己的女性嫁出以建立起社
會聯繫。換言之，父系原則下的家庭女性成員不是為了家庭內部的繁衍，就是為了擴張
與外部的關係而存在。而 Wolf（1972）的「子宮家庭」
（uterine family）概念則提出了第
三種切入點。相對於以「同居共爨」或以共同的經濟單位來定義家庭，「子宮家庭」強
調婚入女子與其親生子女所構成的緊密聯繫。這種緊密的聯繫使得婚入女性在家庭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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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中出現明顯的地位變化。「媳婦熬成婆」的女性在華人的日常對話中經常可見。
相對於以「子宮家庭」處理外來女性在家庭中的身份轉換，學者較少討論女兒、姐妹、
姑姑在其原生家庭中的意義。
若是婚入的女子可能是促使兄弟分家的原因，婚出（或是尚未婚出）的女兒會在家
庭的分合中扮演什麼角色？日常生活的互動是形構家庭的重要因素，女兒自小與父母兄
弟的互動使她們成為家庭的一員。從家庭觀之，她們是有血緣關係以及日常互動關係的
親人。但是，宗族的父系原則觀之，婚出的女子是外人。即便尚未婚出，她們也是潛在
的外人。換言之，女子在其原生家庭中處於父系原則與血緣（以及日常互動）原則的斷
裂之處。她們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具有模棱兩可的特徵。這種地位模棱兩可的女性在其
原生家庭中有三種不同的身份：女兒、姊妹、姑姑。前兩種身份透過血緣與日常互動而
產生聯繫。與此相較，姑姑與侄子之間的關係既非「子宮家庭」的血緣關係，相較於女
兒與姊妹兩種身份，姑姑與侄子互動程度亦較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女子與其原生家
庭的關係從女兒與姊妹逐漸轉變為姑姑，其與原生家庭的關係應當逐漸疏遠。有趣的是，
這種地位模棱兩可且邊緣性的角色，卻經常在家族企業扮演重要的位置。她們似乎因為
自身在原生家庭中的模棱兩可的地位，卻更有展現對原生家庭效忠的意願，因而試圖避
免原生家庭的分崩離析。而他們與侄子之間較為疏遠的關係（相較於侄子與其母親的子
宮家庭聯繫），反而會使得她們更能從中性客觀的立場介入家族事業的運作，在不同子
宮家庭之間（不同兄弟的子女之間）以公正的形象安排侄子在家族企業中的位置。
相對於女兒與姊妹可能成為家庭之間建立聯盟關係的交換品，人類學對於姑姑的身
份討論較少。在親屬研究中，姑姑是區辨不同類別的 cousin（堂表兄弟姐妹）時的指標，
間接參與「交表婚」（cross-cousin marriage）與「平表婚」（parallel cousin marriage）的
討論（Levi-Strauss, 1969）
。此外，在結構功能論中，姑姑與舅舅具有結構上的對稱性質。
Radcliffe-Brown（1971）指出外甥與舅舅之間往往伴隨著「戲謔關係」
（joking relationship）
，
但與之在系譜結構上對應的姪子與姑姑，卻往往呈現出尊重與嚴肅性。在一些社會中，
姑姑被認為是「女的父親」（female father），而能對姪子行使管教的權利。華人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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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與外甥之間確實有著某種程度的「戲謔關係」，這是否也會在結構上使得姑姑在姪
子眼中出現了嚴厲的形象？做為媳婦，她們或許在夫家飽受欺負，在自己的娘家她是否
有較大的舞台？但是，當她們介入原生家庭的企業中，她們如何安排自己的子女的位置？
她們的模棱兩可地位是否會被侄子懷疑？她們又該如何展現自己的忠誠？都是姑姑這
個角色值得深入探討的細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女性角色轉換歷程在家族，所有權，企業經營的角色。虛線陰影部分
代表父系家族中婚出或潛在婚出的女性，因為女性角色轉換後兼具疏遠的外人與親密的
家人之雙元特性，如圖一

姑姑，姐妹，女
兒
妻子，媳婦，母
媽媽，媳婦，妻
親

Family
子

Ownership

Business

圖ㄧ、家族企業中地位雙元之女性
(role-ambidextrous female in family business)

一、樣本選擇：
第一類資料以中華徵信社的前百大集團資料為主。利用該資料的親屬關係圖找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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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女性（以創辦人為主，其姐妹，配偶，女兒，媳婦等）對應該其在該集團核心公司與
子公司的董事會（董事長，董事，監事），以及高階經理人（總經理，副總）的關係。
其中特別會將家族企業作為家族治理的單位的非營利組織列入，例如醫院，學校，基金
會。
二、台灣大集團企業家族資料蒐集方法
自台灣前百大企業集團中的家族企業，蒐集整理家族女性成員從事工作的結果，以
呈現女性參與在大型家族企業的實際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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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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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則針對已知姓名
的家族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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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從經濟部商業司與法院的登記資料，查詢家族中女性

1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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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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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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當前是否在公司董事會任職3，以及是否曾經在家族企業或家族成員所捐助的財團
法人擔任董監事；查詢的方式則是使用分別依據經濟部與法院公開資料所製作的線上檢
索網站「台灣公司資料4」與「社團/財團法人資料檢索5」
，直接以人名進行搜尋，再依
據同一公司、法人的其他董事成員判斷是否為同姓名之其他人，若無法判斷則不視為同
一人。另一方面，也經由 TEJ 資料庫，查詢女性是否在過去曾在家族公開發行公司的董
事會任職，以及家族所捐助的財團法人是否持有家族事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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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族成員因為分家或離開家族獨自創業，而形成另一獨自運作的集團，即區分為
不同家族；若同一企業集團有不同姓氏家族合作經營，也區分為不同家族。
三、資料整理方式
整理前百大集團企業的董監事與高階經理人名單，同時建立該集團的控制家族的親
屬關係圖。1. 由於華人的親屬關係與家族範圍並不限於父系的系譜關係，但可以交叉比
對集團中的核心公司董監事以及集團關係企業的負責人等資訊，找出廣義的家族成員。
再以創辦人為第一代，延伸到不同房，姻親關係，第二代關係，畫出較為完整的家族系
譜。2. 從系譜中整理女性成員親屬結構資料：與創辦人關係，代，同輩兄弟，親屬稱謂，
婚姻，配偶，夫家地位，姻親往來。3. 比對 2016 年記錄資料，確認各種參與程度，包
括：集團內：在集團內任職或負責特定事業。接班：接掌集團所有事務，或接掌集團內
核心事業。創業：創辦隸屬家族集團的新公司；非由集團投資而獨自營運的創業不納入。
基金會：掌管企業或家族捐助的財團法人或其他公益組織。
根據前述集團資料與集團家族族譜整理女性成員資料，如表一。

3資料蒐集期間為

2016 上半年，此處所得資料即查詢時最近的更新資料。

4http://company.g0v.ronny.tw/。
5http://foundations.ol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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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初步整理了各家族當中，家族兒子以外身分的家族成員參與家族事業的情形，以方
便觀察不同家族、不同身分或不同世代的女性參與家族事業的情形如下表一。台灣大型
集團企業的女性家人參與程度之研究，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雖說女性逐漸參
與企業的實際經營並擔任核心或接班角色，但是不同集團呈現差異極大的做法。有些集
團家族女性是完全不涉入營運，甚至沒有擔任董事或是管理基金會，純粹是家庭角色。
第二、創辦人的女兒比媳婦參與家族企業實際運作比例更高，不管是參與的深度與廣度
都遠超過嫁入的媳婦。第三、女婿雖然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女兒的重要性似乎超過
女婿。
表一、台灣百大集團女性（兒子以外）成員參與經營家族事業的家族例子

第幾代
成員參
與
一
二
三
共計

妻子參與經營
女兒參與經營
女婿參與經營
集
接
創
基
集
接
創
基
集
接
創
團
班
業
金
團
班
業
金
團
班
業
內
會
內
會
內
8
1
2
5
0
0
0
0
3
1
0
5
0
1
6
11
7
8
5
18
3
4
2
1
0
0
6
1
2
0
2
1
0
12
2
3
10
15
8
10
5
21
5
4
單位：家族數。總計 60 個家族，55 個集團。

根據表二，女兒參與集團事業經營的比例高於媳婦(婚入女性)，擔任核心事業重要
職位或負責旗下事業的比例(18.5%)也高於媳婦(8.6%)。至於家族財產管理部分，我們也
發現家族女性整體參與董事會的比例高於事業經營的比例，女兒在董事會任職的比例則
與媳婦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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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不同身分女性參與家族事業人數統計
角

第

可知姓

色

幾

名的家

*

代

族女性

在核心事業

人數

母

參與集團事業經營

參與基金會

開展集團外事

運作

業

(任執行長)

自己/娘家/夫家

家族集團事

家族/集團

家族投資

任重要職位/

事業，其他企

業

基金會

公司

負責某項集

業任職，其他

團旗下事業

公益事業

集團內任職

董事會任職

2

0

0

0

0

0

0

1

妻

1

73

7

2

3

4

26

26

20

妻

2

114

9

4

9

17

43

30

56

妻

3

35

2

1

1

9

8

6

14

妻

4

2

0

0

0

0

0

0

0

224 人

18 (8.0%)

7 (3.12%)

13 (5.8%)

31 (13.8%)

78 (34.8%)

64 (28.5%)

90(40.1%)

妻

301 職
女

1

5

0

0

0

0

1

1

0

女

2

113

15

12

8

15

46

42

42

女

3

56

14

3

1

6

25

14

27

女

174 人

29 (16.6%)

15(8.6%)

9(5.1%)

21(12.0%)

71(40.8)

57(32.7%)

69(39.6%)

(合計)

271 職

總計

400 人
47

22

22

51

148

120

160

572 職

*「母」為創辦人之母親，
「妻」為妻子；第一代妻子即創辦人之太太、第二代妻子即創辦人之媳婦…；
「女」為女兒，第一代女兒即創辦人之姊妹，第二代女兒為創辦人之女兒…。

原生家庭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的程度，一方面可能是家中沒有兄弟，必須承擔家中事
業，但是從表三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有無兄弟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的比例相當。另一方面，
即使家中有兄弟，女性仍然會參與家族事業，參與比例高達 70%。而當女性轉換成姑姑
時，也就是兄弟結婚生子之後，姑姑參與程度沒有降低，仍然維持 68%。從初步的統計
數字可看出姑姑既是外人又是內人的角色，的確有利於其在原生家庭中扮演公正可被信
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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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女性在原生家庭的角色與家族企業參與程度
家族女性人數

婚入/原生

有無兄弟

兄弟子嗣

比例

沒兄弟 23 人

女性 410 人

原生 182 人

有兄弟無小孩 87 人

54.72%

有兄弟 159 人
有兄弟有小孩 72 人

45.28%

家族企業參與程度

比例

有參與家族企業 12 人

52.17 %

無參與家族企業 11 人

47.82 %

有參與家族企業 61 人

70.11 %

無參與家族企業 26 人

29.88 %

有參與家族企業 49 人

68.05 %

無參與家族企業 23 人

31.94 %

結論
本研究將探討女性在原生家庭，從「女兒、姐妹、姑姑」的角色轉換歷程，以及其
對家族企業營運參與以及對家族所有權監管等現象，提出研究主張：台灣的家族集團企
業是依循家庭親屬關係所構成的企業組織，而非嚴格的父系繼承原則。「原生」家庭的
女性比「婚入」女性而言對照顧與經營家族企業更為重要。女性「婚出」的角色雖然可
以帶來重要的外部聯繫，但其原生家庭的女性角色亦不能忽略，特別是姑姑地位模棱兩
可的雙元特性對家族治理的意義。也因為這樣的親屬結構位置，賦予女性參與家族企業
的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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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
中國，武漢市
日至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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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女性家族角色與家族企業參與之研究-以台灣集團企業為例
(英文) Chinese female members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family
business: Cases from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

一、 參加會議經過
IACMR 會議為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兩年一次的年會暨國際研討會，由武漢大
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主辦，為期五天。每場活動都有各個學校冠名贊助，整合各校
資源是個不錯的方式。活動皆是以國際會議等級安排，包括會前的各種工作坊、
咖啡對話、主題式論壇、企業參訪、卓越企業經驗分享、期刊主編面對面，集中
在東湖賓館舉行，每場會議都呈現爆滿狀況，活動多元豐富。主辦單位邀請所有
與會人員以微信加入社群，分享會場動態以及管理議題等資訊。這個群組至今仍
持續活躍，透過這個平台首次可以連結到中國大陸的管理社群，收到各種學術與
企業相關動態。
6/13 由台北經香港轉飛武漢，從機場往武漢路上巧遇台灣學者涂敏芬老師。會
場辦理報到和入住東湖賓館花了許多時間。晚上與大潤發武漢地區的協理餐敘，
了解新零售的在地機會與挑戰。
6/14 報告論文。本次論文報告被安排的場次主題為「家庭與工作平衡」的人資
議題，反而是同時間有另一個場次主題為家族企業接班性質較為接近，其中有中
山大學李新春教授指導的博士班學生論文無法前往聆聽甚為可惜。現場報告時
大陸學者對於女性在華人家族中角色較為陌生，例如：財產諸子均分、嫁出去的
女兒潑出去的水等，顯示兩岸的性別觀點有所不同。在場聽眾想知道的是女性參
與家族企業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等，也許是未來研究方向之一。
許多場次分別有許多有趣的論點
（一）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1. Taking History to Heart: How Sensemaking Mediates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ntrepreneurial Networking
Chenjian Zhang, University of Bath; Tao Wang, 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
1

提到新創企業的兩種類型：Market builder 和 edge-ball players
2. Regional Culture,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Evidence from
Private Firm Allocation in China
Sonja Opper, Lund University; Fredrik Andersson, Lund University
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為何種中國的創業家集中在這些省份？從歷史追溯
明清時代的進士舉人出身地，還原當地文化與創業人才的制度環境
3.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Focusing
on Chinese SMEs Shuo Zh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ing
Deng,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研究制度對中小企業創業與國際化的推力與阻力
4. Local Legal System Quality and Syndication Strategy: Cross-Border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in China by Jing Zhang,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Wei Zhang,
Tsinghua University
提出一個有趣的市場分類。把台灣、香港、韓國這些國家當作是一種 bridge
Economy，具有中介經濟效果的夥伴。如果 VC 跟這些國家的夥伴合作，上市
機會較大。就合資對象的分類就不僅只是 local vs. foreign 還有另菜一個選擇
範疇。這點我的對台商或中小企業的國際化類似，因為台灣扮演著銜接的經
濟角色，所以往往被以前合作過的客戶或是供應商帶著一起到其他國家。
（二）主題報告會—新時代、新征程、新戰略
1. 企業擴張邊界與融資約束 毛振華，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提到資本華企業多死於擴張，因此必須以風險規避角度放棄某些投資機會。
一種事作大（關聯性擴張，如產品）
，一種是吃大（跳耀式擴張，如相同客戶
不同市場或供應鏈）
。前者靠複製產生規模，後者靠跳耀逐利。企業擴張的邊
界為資本，因此融資工具必須要配適。擴張不足或擴張過度都會產生風險，
因此主張多樣化股權，提出企業融資時鐘（生命週期觀點）
，不同擴張時期的
融資工具要配適。
2. 新時代大健康產業的征程和戰略 陳興，武漢海特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3. 新時代創業決策邏輯—盛世樂居成長之路 鄭煒，盛世樂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兩位企業家都提到「萬眾創業、大眾創新」的政策方向是機會。解讀十九大
報告的工作重點是「扶貧、環保、風險」
。因此，新時代的創業項目藏在行業
的痛點，壁壘與撕開的裂縫中。商業模式的定位：消費行為、習慣、場景。
產品定：主動行銷、消費升級、體驗行銷。線上與線下整合。售後定位為延
伸產品開發，用粉絲經濟去開啟另一個購買行動。
（三）專題討論：中國情境下企業家精神
1. 專業主義、工匠精神與企業家精神 賈良定，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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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何變大變強？「無中生有有中生無無中生有」
。具有哲學思維的想像空
間。
2. 親或/和清 魏江，浙江大學
提到愛黨但是遠離政治的「親清」政商關係策略。Cordial and clea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最後一天 6/17 搭機飛往回台北，無法參加在武漢大學個案教學示範的場次，結
合學術研究論文、企業實務與個案教學的研討會，可以看出中國商管學界產官
學積極整合的企圖，回應社會需求才是務實的方向。

二、 與會心得
與會人員來自各國，以中國管理相關議題為主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管理研究
國際學會逐漸可以反省西方理論模式並找出新的論述方向，為華人或中國式管
理模式建立發聲舞台，同時能提出創新的議題，令人印象深刻。
武漢市為華中地區高教密度最高的地區，可惜當地的產業與基礎建設不夠積極，
所以大部分的畢業生都會往華南移動。當地政府已經意識到這種趨勢，本次會
議有許多武漢大學或是當地出身的企業家與會分享經驗，是學術界與企業界關
係共同發揮影響力的模式，值得學習。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本研究從人類學觀點探討華人社會中女性的家庭角色與家族企業參與之關係。
以華人親屬概念中「人觀」的討論，認識女性在原生家庭中角色轉換，進而了
解家族成長與企業擴張中女性角色之功能。女性對累積家族資本扮演眾多角色，
包括家庭、所有權、以及企業方面。實務上，台灣家族企業中女性成員參與家
族企業的經營與發展已是普遍的現象。本研究針對家族企業中「姑姑」在原生
家庭中的角色模稜兩可的雙元特性（role-ambidexterity），探討對家庭治理以及
企業經營之影響。
研究發現台灣的家族集團企業是依循家庭親屬關係所構成的企業組織，而非嚴
格的父系繼承原則。
「原生」家庭的女性比「婚入」女性而言對照顧與經營家族
企業更為重要。特別是姑姑在親屬結構上具有地位模棱兩可的雙元特性，賦予
女性參與家族企業的有利地位。
女性逐漸參與企業的實際經營並擔任核心或接班角色，但是不同集團呈現差異
極大的做法。有些集團家族女性是完全不涉入營運，甚至沒有擔任董事或是管
理基金會，純粹是家庭角色。參與的女性成員資料顯示創辦人的女兒比媳婦參
與家族企業實際運作比例更高，不管是參與的深度與廣度都遠超過嫁入的媳婦。

四、 建議 （無）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3

毛振華博士著 企業擴張與融資(2017)

4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康敏平

計畫編號：106-2410-H-003-130-

計畫名稱：虎姑婆來了：華人企業家族中的女性
成果項目

學術性論文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單位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量化

期刊論文

0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專利權
國
內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篇

0

商標權
智慧財產權
營業秘密
及成果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期刊論文

0

研討會論文

2017年11月於高雄中山大學舉辦之國際
家族企業研究協會(IFERA)國際研討會發
篇 表
2
2018年6月於武漢大學舉辦之中國管理研
究國際學會(IACMR)年會暨國際研討會發
表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技術移轉

學術性論文

國
外

專利權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發明專利

0 件
0

申請中

0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商標權

0 件
0

營業秘密

0

技術移轉

本國籍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非本國籍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大專生

0

碩士生

3

研究生謝秀芳之碩士論文題目與本計畫
相關

博士生

1

本研究為跨領域研究，人類學系博士生
參與研究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人次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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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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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已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並獲邀專書邀請改寫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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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討女性家族成員參與家族企業活動，對於排除女性接班的障礙，以及
家族企業內部和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提供深入的認識。台灣學術界幾乎不曾對
大型家族企業的性別議題深入探討，家族企業中的女性不僅是現象，更提供企
業管理理論一個文化視角。華人的家族概念是一個動態伸縮的有機體，從女性
成員的角色探討，才能補足因為父權思維的限制，完整了解華人家族，以及其
所擁有的家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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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