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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族企業於進行跨代財產傳承之際，因家族主要由家族成員及其配偶組成的
特質，資產傳承的規劃與處分於面臨跨代及婚姻狀態變動時，受我國現行繼承及
親屬法制對資產及股份持有者之自由處分權限制之影響，家族企業資產及股份因
此身分關係面臨財產細分及不同家族成員處理意見分歧之爭訟風險挑戰，其處理
經常歷經長達 3 至 10 年不等，該段期間所產生各種類型之經營障礙，令企業經
營產生不穩定及成本增生，並隨期間之拉長而不斷擴增，甚且因經營權傳承之不
穩定及逸脫原有規劃，致造成實質的損害。藉由家族企業資產傳承爭訟個案的原
因及處理方式之分析歸納，探討可行之預防爭訟風險產生的管理作為，及以家族
治理及公司治理工具作為家族企業傳承風險管理規劃工具之可行性，是本研究想
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擬從家族企業因跨代傳承所發生之爭訟個案，探討分析家族企業財產
傳承糾紛類型、評析歸納其爭訟原因及爭訟之終局處理模式，並以文獻探討家族
憲章、家族信託等與家族治理結合之財產傳承規劃工具，對家族企業跨代傳承規
劃作出建議。
本研究由個案爭訟之原因分析歸納中，獲致未以適宜之家族治理機制形成共
識和決議之財產傳承規劃，均同難避免跨代傳承時之爭訟風險，及因現行繼承或
親屬法制造成財產細分、進而影響公司經營障礙之結論。經本文探討家族憲章、
家族信託等家族治理機制與公司治理之結合，對家族企業財產傳承時之爭訟風險
建立溝通與決策平台，希望能提供家族企業做出適當之風險管理，即對家族企業
財產未雨綢繆地有計劃性的進行規劃，以合意傳承的方式發展健全的風險預防及
管理措施。

關鍵詞:

家族企業、繼承、家族憲章、家族契約、家族辦公室、家族信託、遺

囑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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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family business carri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property,
because the family is mainly composed of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spouses, the
planning and punishment of asset inheritance is subject to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and marital status. As a result of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 disposal rights of the holders
of the shares, the family business assets and shares are therefor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property disputes and the risk of disputes between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to deal with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Their treatment often takes up to 3 to 10
years. Various types of business obstacles generated during the period have caused
business instability and cost growth, and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as the period
lengthens, and even due to the instability of the management right inheritance or escape
from the original plan, resulting in substantial dama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family business assets inheritance
dispute cases,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actions that may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dispute risk, an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family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ools as family enterprise inheritance risk management planning tools, is Topics to b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intends to discuss the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family enterprise property
inheritance disputes,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disputes and the final settlement mode
of disputes, and the use of literature to discuss family constitutions and family trusts.
The property inheritance planning tool combined with family governance makes
recommendations for family business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planning.
This research is summarized by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litigation in individual
cases, and the inheritance planning of the property that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and
resolution with an appropriate family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also difficult to avoid
the risk of litigation during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is caused by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or family law The conclusion of property breakdown,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company's business obstacl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bination of family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s the family constitution, family trus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es a communic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platform for the
risk of litiga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business property, hoping to provide family
companies with appropriate risk management, that is, family business The property
plans ahead in a planned manner and develops sound risk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in a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inheritance.
Keywords: Family Business, Inheritance, Family Constitutions, Family Office,
Family Trusts、Will Trust.
iv

目錄
論文審定書 .................................................................................................................... i
誌 謝 .............................................................................................................................ii
摘 要 ........................................................................................................................... iii
Abstract........................................................................................................................ iv
目錄 ............................................................................................................................... v
圖目錄 .......................................................................................................................... vi
表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9
第一節 家族治理概論........................................................................................ 11
第二節 家族憲章、家族契約與家族辦公室.................................................... 16
第三節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28
第四節 家族信託................................................................................................ 40
第五節 國外家族企業傳承財產規劃成功之實例............................................ 44
第三章 家族企業跨代傳承於我國面臨的法律環境 ............................................... 49
第一節 家族企業於跨代財產權移轉面臨之我國親屬、繼承法制現況........ 49
第二節 我國信託法之現況................................................................................ 56
第四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 60
第一節 研究結構................................................................................................ 60
第二節 研究模式................................................................................................ 6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63
第五章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個案爭訟分析與建議對策 ........................................... 64
第一節 個案公司傳承模式及發生爭訟背景經過事實.................................... 64
第二節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原因、爭訟類型與結果及爭訟人地位評析 86
第三節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終局處理方式評析...................................... 101
第四節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之影響與建議對策...................................... 107
第五節 對家族治理與財產移轉規劃模式之建議.......................................... 111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117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17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18
第三節 管理意涵.............................................................................................. 119
參考文獻 ................................................................................................................... 121

v

圖目錄
圖 1-1 臺灣中小企業採取傳承行動比例圖 ............................................................... 4
圖 1-2 臺灣中小企業傳承模式選擇比例圖 ............................................................... 4
圖 1-3 研究流程圖 ....................................................................................................... 8
圖 2-1 Three Circles Framework 三圓架構 ................................................................ 12
圖 2-2 家族契約區分為四種形態 ............................................................................. 17
圖 2-3 家族契約的角度 ............................................................................................. 20
圖 2-4 洛克斐勒家族傳承 ......................................................................................... 43
圖 2-5 李錦記家族治理結構圖示 ............................................................................. 48
圖 4-1 研究結構圖 ..................................................................................................... 60
圖 4-2 研究模式圖 ..................................................................................................... 62
圖 5-1 T 家族企業家族成員代系圖 ........................................................................... 64
圖 5-2 U 家族企業代系圖 .......................................................................................... 72
圖 5-3 S 家族企業代系圖 ........................................................................................... 83
圖 5-4 家族治理與財產移轉規劃 ........................................................................... 111
圖 5-5 模式一：家族治理與閉鎖性公司結合 ....................................................... 112
圖 5-6 模式二：家族治理與他益信託結合 ........................................................... 114
圖 5-7 模式三：家族治理、閉鎖性公司與自益信託結合 ................................... 116

vi

表目錄
表 1-1 2016 年及 2017 年雇主屬性 ............................................................................. 3
表 2-1 持有企業的家族的出發點及家族契約的類型 ............................................. 19
表 2-2 家族憲章與四種家族契約的基本類型 ......................................................... 21
表 5-1 T 家族企業 T1、T2、T3、T4 公司出資額登記情形 ................................... 69
表 5-2 U 公司股份登記情形 ...................................................................................... 77
表 5-3 T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原因及爭訟當事人地位與角色 ................................... 90
表 5-4 U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原因及爭訟當事人地位與角色 .................................. 93
表 5-5 S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原因及爭訟當事人地位與角色 ................................... 94
表 5-6 T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類型及結果 ................................................................... 97
表 5-7 U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類型及結果 .................................................................. 99
表 5-8 S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類型及結果 ................................................................. 100
表 5-9 T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終局處理方式人、事項及參與者 ............. 101
表 5-10 U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終局處理方式-處理事項及參與者 ......... 102
表 5-11 S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終局處理方式人、事項及參與者 ........... 103

vii

第一章 緒論
家族企業傳承不只是接班人選的問題，更涉及所有權與管理權的移轉。對家
族企業而言，傳承決策除了牽動關係企業未來走向之外，同時更牽動家族成員的
情感與利害關係。世界各國的資料與研究也顯示，傳承是攸關企業永續發展與競
爭優勢的關鍵決策，而台灣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企業主通常集所有權與管理權
於一身，對是否建立家族治理機制及預為傳承規劃的決策，其影響動見觀瞻，然
而傳承決策之發生，並非均處於可能預期的原因及時程，常常可能源於不可抗力
因素，如現有企業主或主要所有者突然發生意外，及所有者或領導者的婚姻及子
嗣狀況，而使原有的準備期提前結束或決策無法實現。且家族企業隨著企業成長
至一定程度，且股權還很集中時，就其掌握之家族企業所有權，採取的傳承規劃
方式可能選擇家族接班人親力親為接班的「事業傳承」，或是坐鎮董事會作決策
性管理的「控股傳承」，或只看財務績效及投資報酬的最單純傳遞財富的「財務
傳承」之際。如何就 「家族問題」和「企業問題」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區別對待，
並平行關注家族與企業利益，即為企業與家族建立獨立的治理流程，例如家族的
治理需求由家族會議或家族理事會（或者類似的家族組織）來處理，企業的治理
需求由董事會處理，董事並由有資格的獨立董事占大多數席位，則家族與企業董
事會平行治理之情況下，家族企業保持家族與企業能持久有活力之成功策略。因
此，如何完善家族治理、公司治理機制及預為傳承規劃決策之探討，即有其重要
性。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在不包含未上市櫃的中小企業公司之情況下，上市櫃企業中即有高達
74%為家族型企業1，家族企業確實成為構成經濟活動的基本組織，對經濟活動和

1

台灣董事學會「2015 年董事會白皮書報告」參照。
1

發展的影響與貢獻不可忽視，而台灣在經濟起飛 40 多年後，國內家族企業大部
份開始面臨企業傳承的問題，企業傳承接班常見的問題包括一、繼承人是否具有
接班的意願或能力？二、家族成員對企業營運的看法是否能夠和諧一致？在無具
接班意願及能力的繼承人時，家族企業將面臨分割或被收購，無法延續原有經營
及成果之困境，而在開枝散葉的家族成員情感與信任無法如創業時一般緊密、經
營理念或意見無法達成一致時，往往因各自不同的利益或立場的合縱連橫，產生
各種法律風險，而由此衍生的法律行動，常造成家族企業長期營運上的困難，也
造成股價或企業市值因此大幅縮水。
根據經濟部 2019 年 11 月 5 日公布之「2019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顯示，
台灣 2018 年中小企業家數為 146 萬 6209 家，占全體企業 97.64%，年增 1.99%；
中小企業就業人數達 896 萬 5000 人，占全國就業人數 78.41%，中小企業一直為
台灣的經濟骨幹，彈性是其成長的關鍵，其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在台灣經濟發展
及創造就業上，都居於關鍵動能的地位。然與大企業相較，中小企業經營超過 20
年的比率偏低，而其難以永續經營之主因之一，在於跨代傳承接班時，家族成員
間無法就家族財產之分配達成一致，甚需循法律途徑，歷經冗長時間進行之民、
刑事爭訟後，以不可預期結果之司法判決為最後的處置方式，而亦因進行舉證攻
防且訴訟結果因各種不同因素的先後介入，爭訟需歷經達數年甚至十數年期間，
結果亦難以先掌握預測。甚至在期間有為保全證據，假處分、假扣押等保全程序
之必要，因此不僅造成家族企業管理經營之不穩定，甚至於家族企業行使商標權、
專利權及利用企業相關資產融資、週轉資金等時，形成障礙及涉訟風險。
現任經營者往往集中公司資產及資源於研發、生產、行銷、財務等企業正常
營運與發展之重要業務，甚至常需親力親為，難以對企業傳承的課題深入思考，
在未曾提早進行規劃的情形之下，常與傳承準備的黃金時間失之交臂，同時宥於
營運規模和資金有限，在傳承規劃所需具足法律與財稅專業知識上，亦因欠缺有
法律顧問、合作的財會事務所等專業資源加以支援，是不僅單純家族傳承因對家
2

族成員間之法律關係規畫欠缺，而已紛爭叢生，即以專業經理人接班傳承模式來
進行企業傳承的公司，其就企業經營權的移轉和所有權的處分在移轉的過程中如
何保障相關家族及新舊經營者的權益，亦同樣面臨窒礙與紛爭，至需以企業出售
方式進行資產傳承者，就經營權與股權之轉讓事宜，於以公司經營權、甚至部份
股權授予家族以外人士（專業經理人傳承模式亦屬之）的複雜權利與義務關係，
在欠缺法務與財會等專業人士提供諮詢與參與之情況下，對介分定位原經營者與
繼任專業經理人間的角色，保障相關家族及新舊經營者的權益及讓企業在移轉後
確保持續穩健經營，則幾屬緣木求魚。

表 1-1 2016 年及 2017 年雇主屬性
單位千人：%
年別 2016 年

2017 年

項目

中小企業

大企業

中小企業

大企業

總人數

442.96

2.30

443.47

1.55

比率

99.48

0.52

99.65

0.35

年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5-19 歲

0.00

-

20-24 歲

0.37

-

0.29

25-29 歲

1.70

-

1.96

-

30-34 歲

5.26

-

5.54

-

35-39 歲

9.40

12.01

9.51

-

40-44 歲

12.98

3.87

12.77

9.78

45-49 歲

16.95

4.80

16.47

5.18

50-54 歲

19.39

8.54

19.02

16.64

55-59 歲

16.79

37.53

17.39

34.18

60-64 歲

11.33

8.61

11.18

10.07

65 歲以上

5.84

24.64

5.86

23.11

-

1.04

附註：「–」表示無資料。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政院主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原始資料，2016-2017 年
依經濟部 2018 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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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小企業有無傳承行動

有企業傳承
活動, 39.61
無企業傳承
活動, 60.39

圖 1-1 臺灣中小企業採取傳承行動比例圖
資料來源：依經濟部 2018 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整理

臺灣中小企業傳承模式選擇
傳子

11.35

傳賢

出售

2.13

86.52

圖 1-2 臺灣中小企業傳承模式選擇比例圖
資料來源：依經濟部 2018 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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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的中小企業在本業經營上專注與投入，為臺灣帶來了大量營收與就
業機會的同時，就法律與財務規劃等專業資源本即較為弱勢與欠缺，也因動能和
專業協助的欠缺，普遍未有正式的傳承規劃，而企業傳承均最直接影響企業員工
的長期職涯、福利與技術發展鍛鍊，與整個國家在產業技術與資產的保存與運用，
而該產業的上下游廠商與整體供應鏈的發展，也可能會因該產業內的企業過多比
例因傳承問題無法或中斷繼續營運，而受到影響及衝擊。而穩定存續發展的企業，
其同時傳承的企業理念價值及其他無形資產，為企業持續轉型與成長的基底，給
予接續經營者實踐創新構想的機會，進而可能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升級。在傳
承上，臺灣中小企業需要專業於法規、財會調適上之協助，以促進臺灣中小企業
的發展與永續經營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就家族企業於跨代傳承時，因現行法制所面臨的財產細分及處理意見分歧導
致之訴訟爭訟個案，其爭訟處理歷程對企業經營造成經營上相當程度及一段時間
之影響，因而造成實質的損害。本文提出以下三大研究目的，希望供家族企業可
事前藉由家族憲章、家族契約及家族信託等可行之家族治理平台與工具，來預為
二代及數代間之財產傳承進行規劃，俾免家族企業傳承時發生之經營管理上之損
害及訴訟風險。
一、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原因歸納分析
二、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類型與終局處理結果評析
三、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之影響與建議對策

2

參經濟部 2018 中小企業白皮書，經濟部發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印，161-165，16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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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文獻探討
國內家族企業傳承使用的工具，包括：家族控股公司、家族契約、財團法人
基金會、公益信託和境外與境內家族信託，中小企業型態之家族企業則多未為規
劃，或習以生前分配或遺囑作為其傳承規劃，就歐美家族企業發展已趨成熟，目
前於亞洲國家之需求日益增高之家族憲章（家族契約）、家族辦公室等家族治理
機制，以及近年我國因公司法修正引入之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閉鎖性公司）
則仍感陌生，而因國內之信託法制與歐美其他國家有別，家族信託於我國作為家
族企業傳承工具之施行運作模式有待建立、信託在稅負上並無優惠及尚有委託人
之地位與信託存續期間等問題、傳統家族控股公司股份易為競爭者取得、財團法
人基金會、公益信託和境外與境內家族信託存有高進入門檻等，於中小企企業型
態之家族企業是否亦得運用上開工具，建立適合其自身情況、條件及需求之家族
治理機制，除透過對中小企業傳承紛爭個案原因之檢視與歸納，並冀以對家族憲
章、閉鎖型公司、家族信託之文獻探討，提供合適且穩健的風險管理工具及建議，
讓中小企業型態之家族企業能就傳承之風險進行規劃與管理，也使傳承之進行更
為順利及和諧。

二、個案研究法
1870 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首先創用個案法，為一以訓練學生思考法律原
理原則為目的之方法。1937 年哈佛大學設立一個委員會以促進個案研究之教學
及致力介紹「個案報告」之寫作。本文之個案研究係以家族企業為對象，就家族
企業於進行跨代財產傳產時發生之訴訟問題進行分析研究。以已發生之爭訟個案
探討該財產傳承爭訟事件之背景問、問題形成的原因等，進行多方面深刻而周詳
的探討，藉由對家族企業於跨代財產時，所存在的個人的、組織的、社會的現象
的瞭解與探討，達到家族企業延續其生命週期、完成其組織的發展管理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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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解釋和分析說明。在個案報告中，將家族企業於面臨二代傳承時，因財產
傳承問題所產生之公司經營上之問題，及此問題所造成之公司各項損失及損失發
生的原因，並提出家族企業於代代財產傳承間，可預先採取解決上開問題的解決
方案，及目前台灣家族企業在決定預先規劃採取財產傳承問題之解決方案所遇到
的障礙，並提出評論及建議。

本文歸納個案研究的目的主要包括下列四項：
1.

歸納並探討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之原因及爭訟人之地位。

2.

藉由對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之終局處理模式及處理之爭議事項，判斷
有就爭訟風險預先採取管理作為之必要與可能。

3.

就歸納之可能發生傳承爭訟之原因與爭訟人，就其間發生爭訟風險所可能採
取之管理對策進行建議。

4.

對家族企業資產之傳承，建議適宜之治理機制，未雨綢繆地進行計劃性的規
劃，以合意傳承的方式，防避傳承爭訟，就傳承爭訟所肇致之經營障礙及損
害發展健全的預防措施。

7

圖 1-3 研究流程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係以家族企業於跨代財產傳承中，因未進行傳承規劃或所為規劃與我
國現行法制相扞格所肇生之爭訟個案，進行爭訟原因及可事先採取之財產規劃
進行分析和討論，並以家族治理與家族憲章、家族契約與家族信託、遺囑信託、
閉鎖性公司等相結合之跨代財產傳承規劃就爭訟對企業所生影響與損害之預防
可能為分析，其他非因家族企業資產跨代傳承規劃與現行親屬、繼承法制之衝
突所造成之企業爭訟或經營權爭奪抗爭則不在本文個案研究範圍之列，本文著
眼於風險之管理，經營績效則非本文分析和討論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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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家族企業的傳承，除單純傳承財富外，就企業的永續經營、所有權的傳承和
經營權的接班為必需面對議題。
家族企業具有股權高度集中由家族成員掌控的特色，企業經營者或經營階層
通常即為掌握控制性持股的大股東本身，而有所有權與經營權重疊的現象，落實
公司治理機制能平衡家族及企業利益、保障股東權利、引進外部人才、使企業資
訊透明化及增進企業價值，始家族企業得以永續經營；同時因家族企業的交叉持
股及分業分家，家族成員的持股隨之逐步稀釋，遇到重大問題，反而無法達成共
識，是於跨代傳承之際之溝通及達成共識，亦為亟需進行的課題。
家族企業的永續經營，除應落實良好的公司治理外，就維繫家族企業存續的
家族成員與接班人亦為重要關鍵，在家族治理上，對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保障、
企業文化、特殊資產傳承，企業接班等事項，均應考量制定包括家族成員定義、
接班人資格及培養制度、家族成員權利義務、利益分配、股權安排、決議程序及
衝突解決機制等之家族憲章（家族協議）之家族治理機制。
家族治理於家族企業傳承之最高境界即在於和諧傳承與永續經營。建構完善
的家族企業控股架構時，為限制家族持股任意處分及於家族持股所表彰的董監家
事選舉投票權，向有利於接班人掌握經營決策權的制度設計，以及將企業有形、
無形之各項資產和諧傳承下一代的家族契約，均可視家族企業規模、擬傳承資產
類型，搭配使用工具家族憲章、家族契約、家族控股公司、遺產信託、財團法人
基金會、閉鎖型公司等，以達到股權集中、和諧移轉經營權。
傳承規劃應考量「人」
、
「物」雙重構面的交會融合，為企業帶來永續經營的
能量。資產的延續傳承，應安排合適的傳承工具，家族的各類資產包括股權、不
動產、現金、藝術品等等，其中，就家族企業最基本的「股權」安排，表彰的權
力即至少包括對企業的特有權、決策權、受益權、處分權、提案等，如何預為建
構完善的家族企業股權控股架構規劃，適當的避免與掌控「股權過度分散」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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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權暴露於不穩定的高度風險之中，此不僅關係家族企業能否順利傳承，
且有效減少接班人經營決策權因跨代繼承或身分關係變動可能產生的干擾，讓有
能力且有意願的接班人擁有足夠的決策權。
就家族成員間因不同角色間之利益衝突之處理；家族治理機制之建置提供家
族成員間資訊取得、溝通及形成之共識平台，及對潛在衝突及衝突發生之處理程
序及方法設定具體規則；而家族治理機制之落實與執行，則應視企業規模、企業
文化討論如何透過法律架構設計，具體就持有企業股份者所擁有持有權、投票權、
受益權、處分權、提議權及知情權等，選擇信託、閉鎖性公司、家族辦公室等工
具，安排適當的家族成員來執行或受益等，協助家族企業處理所有權、經營權及
受益權等相關問題，藉由縝密的規畫，對財產分配及保全策略或衝突爭議產生時
之解決方式，設定可行之規則，以確保得之不易的家族企業財產能真正持續為家
族持有，並用以撫育照顧家族成員，同時降低因分配不當或其他因素所造成之經
營風險與家族糾爭，即就家族企業與資產傳承可能發生之僵局，或可提供預防的
方法及解決之道。
家族企業及家族成員間的利益衝突，需要建置一套具共同價值的衝突解決機
制來進行整合。家族企業依企業不同之文化、企業實況與需求，部分家族企業積
極建立公司治理機制，進行轉型，部分家族企業則進一步以建置家族憲章（家族
協議）等家族治理機制為規劃3。

3

曾煌鈞，淺談家族企業之治理，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35 卷第 9 期，106 年 9 月 16 日出版。頁
33-36、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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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家族治理概論
一、家族企業與家族成員
家族企業是指大多數投票權掌握在控股家族或創始人手中，並試圖將之傳交
給後代的企業。部份研究顯示，家族企業在銷售額、利潤以及其他成長指標中均
優於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相比，家族企業的優勢在於：全然投入的承諾。家
族作為企業的推有者，甘願為企業的成長、興旺和成傳承給下一代，將付出最大
的努力。因此，許多家族成員視企業為己出，願意加倍努力工作，將部份利潤再
投資到企業中。而其知識經驗的連續性，亦有利企業的長遠發展，所以向下一代
傳授家族積累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在家族企業中為最優先首要的順位。許多家族
成員在很年輕時就投入家族企業的工作，此不僅可以增強他自對企業的責任感與
感情，並提供他們經營管理企業提供必要的技能、可靠性和榮譽感。也由於家族
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與家族名譽連結相關，因此，家族對與企業合作伙伴如供應商、
客戶、員工、社區等維持長久及良好的關係，及投注人力、資產進行產品研發、
投資機械設備並提高產品質量等，即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及有強烈的動機。
然而，家族企業的另一特徵為難以長期存續，家族成員的組成與多重身分劣
勢：家族企業被談及最多的特徵可能就是他們中許多不能長期存續。大約有三分
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家族企業不是解體，就是在創業者任職期間被賣掉，只有 5%
到 15%的家族企業可以傳到創業者的第三代子孫。
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間主要的差別元素為「家族」
，哈佛大學的 John Davis
教授提出並為大部分家族企業研究沿用的「Three Circles Framework 三圓架構」
(Tagiuri&Davis, 1992)所為基礎論述，認為家族企業是由許多子系統所組成的大
型複雜系統。其主幹由「家族成員」
、
「經營者」及「公司股東」三個子系統結合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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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Three Circles Framework 三圓架構
資料來源：Tagiuri& Davis (1992)

觀察上圖各個子系統，最外圍僅具單一身分的有：1 家族成員、2 經營者、
3 公司股東，具有雙重身分的有：4 家族成員&公司股東、5 家族成員&經營者、
6 經營者&公司股東，到最內圈三重身分兼具的有：7 家族成員&經營者&公司股
東。上開家族成員在權力和利益上的分配，不僅可能因為在家族中因血緣的遠近
不同而有所不同，其是否在家族企業居於經營者的決策角色，或係具股東身分，
甚或單純具有家族成員身分，此均影響其於家族企業擁有完全不同的權力與利益，
此不同的權力與利益間之衝突，實際關聯不同角色就家族企業的立場與想法。
舉例來說，同樣具有股東身分，然同時於企業內擔任專業經理人職務的家族
成員與單純僅具股東身分的家族成員，其立場與想法即難完全相同；而家族企業
之股東常非僅限於同一家族，以掌有經營權與沒有經營權的家族相較，其想法亦
各不相同。進一步具單一或多重、三重不同的身分角色者，其立場跟想法自更相
迥異。例如：對於「家族」與「企業」就「股東利益最大化 (Economic Values of
the Ownership)」及「家族成員傳承 (Succession of Family)」這個不同面向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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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決策，在三圓架構中位於不同象限的家族成員，因其單一或多重、三重角色，
而會產生不同的立場跟想法。單純僅具一種身分者，如：以「1 家族成員」或「3
公司股東」，與具有雙重角色身分者如：「6 經營者&公司股東」進行比較，他們
各自就「5 家族成員&經營者」對企業與家族間矛盾的處理時，其彼此間即因利
益及角色的不同，產生不同的看法與態度，而處於不同象限的成員，彼此間即當
然因利益衝突及角色對立發生摩擦與糾紛；另以僅具一個角色身分的「3 公司股
東」與具「4 家族成員&公司股東」雙重身分者為例，二者在股東利益、公司經
營模式、企業長期規劃等事項的選擇上，也依其關注程度而有不同的考量和排序，
甚至可能與其著重的利益，依現有可考量的資訊評估後具有衝突或矛盾。因此，
家族成員和企業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和身分角色即應有明確的界定，並就行事準則
訂出規範，否則將造成許多問題（司徒達賢，2014）。為調諧三圓架構中不同身
分角色，家族成員於決策過程中，因立場、想法不同而明顯出現之摩擦與衝突，
以及因此對企業公司治理所造成的困難與挑戰，亦因在家族企業中，家族與企業
為共生體，彼此的決策一體兩面地相互影響，若能以家族治理機制就成員間之權
利義務形成可區分及遵循之管理機制，或可以有效管理及降低負面衝突。。
家族企業存續期間內尚會依其生命週期的演進，經歷各個階段，概括區分為：
（1）創始人階段（2）兄弟姐妹合夥階段（3）堂/表兄弟姐妹聯盟階段，在（2）
、
（3）階段，家族及家族企業中，均開始可能有姻親之加入，以上三個生命週期
階段亦可能因家族企業存續期間提前結束，而未必均會完全經歷，而隨著不同生
命週期的開展，不同世代家族成員的陸續加入，也使家族成員除不同象限角色之
外，亦從不同視角看待及評價家族企業應有之經營及走向。如果無法調諧家族成
員、公司股東、經營者這三個面向在整個家族企業中存在的意義以及扮演的角色
跟責任，即無實踐永續經營之可能。
變動的企業環境和家族因素與都將對企業的走向造成影響，是以，是否能就
上開不同象限之家族成員間之資訊提供、意見交流及形成共識，建立及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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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衝突解決之流程與方式，即建立家族治理機制，如包括但不限於家族契約、家
族憲章及相關機制的建立與制定，及家族治理機構的設置等，就不同象限家族成
員間之利益與衝突進行調諧，即就家族企業是否能進行穩定之財產傳承與繼續經
營產生具體的影響。

二、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
「家族」與「企業」為目的與性質完全不同的平台，而因企業創立初期及維
持常需依賴家族資金與人力，由家族掌控的企業又存有公司經營權穩定、具長期
考量的策略決策、社會資本延續、以及良好公司治理的推動、網絡關係、社會信
任、員工忠誠等無形資產的競爭優勢，不論中小企業或已上市上櫃的家族企業，
仍因「家族」與「企業」兩個平台的目標取向和利益分配的糾結，而產生相關問
題，其中一部份問題可經由良好的「公司治理」解決，另一部份則需要運用家族
治理來處理，亦即主導家族需有健全的家族治理，經由家族治理來確保公司治理
的落實與家族企業競爭優勢的發揮（司徒達賢，2014）。
家族治理 (Family Governance)的重點和目的在以有效的資源跟方式，就家族
企業中可能發生的問題與弊病,作出對策、處理及因應，即兼顧及整合各方之利
益，就家族企業中的相關人員、企業、投資等建立出規範(Jaffe & Lane, 2004)。
主要包括但不限於排除家族企業常見的幾種問題（1）家族與企業財務的混用及
劃分不清（2）企業分家對原有經營之規模經濟造成影響（3）企業接班人的培育
養成計劃或引進外部專業經理人決策程序的欠缺（4）爭奪企業資產或經營權致
影響親情及經營（5）因家族成員增多造成的股權分散及意見分歧所導致經營的
不穩定與障礙。
區分家族與企業財務的問題可以運用嚴謹的公司治理來解決，然家族治理因
制度化不足所產生的問題，則會影響家族企業資源的集中運用、犧牲了家族企業
的規模經濟，並影響未來幾代接班人的能力水準，也使優秀專業經理人加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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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受到影響（司徒達賢，2019）。而家族治理需要組織平台來運作，並以家
族憲章、家族契約等家族治理機制，建構及規範包括但不限於家族企業之理念、
界定家族成員和股份轉讓的限制及退場機制、家族企業董事的產生方式及權責、
對企業接班人的培育養成或選擇方式、家族成員任職於家族企業的資格與考核、
家族成員間衝突的解決程序、對公司治理的支持及家族憲章修改的時機與程序、
家族與所掌控的企業間的關係等。是以，家族在對家族企業的股權尚未移轉或分
散前，是否能將家族治理制度化，即建立完善的家族治理機制，即為家族企業是
否能永續經營之關鍵策略。
家族內部治理機制同時亦應與公司股權、所有權緊密連結，企業主透過家族
憲章或家族契約在家族內部預定未來股權及家族企業資產分配原則，並以適當之
工具，即將公司股權及家族企業資產移轉予信託、控股或基金會等方式，提前防
避家族成員為了爭取股權及家族資產，導致接班不順及經營權的角力戰，失去原
先訂立家族憲章或家契約的意義，連帶影響事業體經營。
同時，家族治理亦需要透過組織平台的運作來具體落實家族憲章的規範，組
織平台的選擇可能是家族控股公司或股權信託與家族委員會配合。家族治理可謂
是家族長期主導家族企業的正當性基礎，以建全的家族治理發揮家族資源集中運
用、權力的相互制衡、擴大接班人的選擇範圍、 對家族主導之上市公司外界股
東有所保障，及達成家族與專業經理人共治境界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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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族憲章、家族契約與家族辦公室
歐 美 國 家 的 家 族 企 業 透 過 家 族 憲 章 (Family Constitution) 或 家 族 辦 公 室
(Family Office)作為家族企業傳承對機制之發展遠較亞洲國家成熟。許多文獻顯
示亞洲家族參考歐美國家利用家族憲章或家族辦公室等家族治理機制傳承家族
企業、資產財富之需求及重要性日益升高。家族憲章凝聚家族成員就經營核心價
值共識，並就家族成員及家族企業管理人應遵循之準則等家族相關重要事項加以
明確化，作為家族永續傳承及企業永續經營之基石。然家族憲章、家族辦公室之
具體內涵因企業之規模及家族之需求而有不同，本文僅就家族憲章（家族契約）
及家族辦公室之設計、組織、運行等具共通性之重點要素為論述。

一、家族契約 (Family Agreement)
成功的家族（企業）會同時平衡及關注家族、管理層及所有者此三個方面的
利益與需要，將這三種類型的家族契約結合起來，所形成的一份全面的文件，也
就是家族憲章。
有許多國外研究顯示，家族企業能夠有效營運通常具有兩大特點：一是擁有
具有足夠且受監督、限制管理權力的獨立的經營團隊/董事會，二是制定有完整、
合時以及具有彈性的家族契約，就家族與企業間的關係，由家族成員共同決議並
簽署家族契約來規範。
制定家族契約的主要目的為（1）落實家族對企業所有權的團結與承諾（2）
加強家族成員間的連結（3）促進企業成長。而家族憲章本質上亦為家族契約的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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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家族契約區分為四種形態
資料來源：Ward& Montemerla (2004)

家族契約的形態，有家族企業學者 John Ward 教授所為的區分可為參考：一、
「股東契約 (Shareholders’ Contract)」
：就股東間權利與義務，及股權交換的方式
與限制，制定具法律效力的規範。二、
「家族企業協議 (Family Business Protocol)」
：
就家族成員與企業間的關係，制定規範。例如就職資格與方式、利益共享分配方
式。三、「家族聲明 (Family Statement)」：強調家族的延續以及家族核心價值
(Ward& Montemerlo, 2004)。家族憲章即為一部集合包括但不限於各面向家族契
約的指導手冊，對家族成員與企業間關係及企業未來發展為具體規範。家族憲章
不僅是家族成員們的行為規範，也因家族的核心價值得藉家族憲章及依之制定的
家族契約與企業的經營運作連結互動，使家族的核心價值得確保傳承延續，不會
在企業追求營利的過程中消蝕遺落，並得以將家族在企業中扮演的角色明確化，
對企業經營的責任與方向合理監督與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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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依不同企業規模及家族需求，可能以不同類型之家族契約或不同面貌、
內容之家族憲章來建置家族治理的機制，而不論制定家族契約或架構家族憲章，
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的 John Ward 教授提出「4W1H」(Ward, 2004)可為參考：
參與的成員(Who)、家族的共同信念與核心價值(Why)、家族企業的規範與準則
(What)、家族與企業間關係的治理(How)、家族憲章（契約）修改的彈性(When)，
此 4W1H 均應為討論及形成共識的必要事項，可作為編訂時的基礎。
家族契約的內容，會受到家族和企業的規模，以及制定家族契約的出發點是
由家族觀點或由企業觀點出發等影響。規模愈大的家族，在家族契約規則的靈活
度上的需求愈高，而如企業對資源的掌握愈多，其應對家族演化與變革的能力也
愈充足。家族契約以及家族在考慮問題和照顧利益的出發點是以企業優先
(Business First)，還是家族優先 (Family First)，將對家族契約的內容產生影響，
也因之有不同的起草過程，及不同的家族契約類型。家族契約能夠反映持有企業
的家族文化、業務的性質、適用法律和其他家族特徵，公司的戰略背景、行業差
異也會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如果所有者中包含二個以上的家族或有非家族成員，
在治理規則上也會有很大差異，同時，對家族與企業關係會產生影響的基本因素
中，尚有企業資產的流動性和企業規模等。
1. 所有者合約（股東契約）－詳細說明股東之間的法律認知（買賣契約、贖回
流程和股息權利等）。
2. 家族企業契約－界定了家族與企業相互關係的正式政策（就業規則、關於誰
可以對媒體發言的明確指示、家族成員離職及職業發展的評估流程等）。
3. 家族聲明－介紹對家族而言重要的一系列哲學觀點（價值觀、家族使命闡述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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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持有企業的家族的出發點及家族契約的類型
家族優先

企業優先

家族聲明或家族憲章

所有者合約或家族企業契約

Family Statement Owner’s Contract or Family Business Protocol
Family Constitution
資料來源：Daniela Montemerlo& John L. Ward (2016)

二、家族憲章 (Family Constitution)簡介
家族憲章是由包括企業創辦人、接班人及繼承人等所有家族成員，經過共同
討論家族的理念、價值觀、家族成員所扮演的角色及權利義務、家族企業股權結
構、家族企業董事會的運作及紛爭解決等事項的流程，就達成共識之事項，擬訂
簽立具體化的正式書面文件，並依之討論及建構可執行實現的股權轉讓、分配協
議、遺囑、信託契約、借名登記契約、委任或代理契約等。

（一）家族憲章制訂的過程
家族憲章的風格與內容因不同的文化、國家及家族而異，每個家族都應具體
依其業務性質、本國的法律及家族的文化，來設定適合解決問題的獨特流程，這
個過程還能激勵家族成員考慮家族集體的利益，從企業所有權和整個家族的高度
來考慮問題。這個過程同時有助於培養家族共同制定決策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推動契約簽署的過程，除藉由資訊的提供、意見的表達和溝通增強家族成員間的
信任與團結外，因這個過程能提供新的架構、行為和新角色讓家族成員與家族共
同成長，所以這個過程本身也可視為家族企業推進變革的一種手段。一份成功的
家族契約，不僅是一份文件，也是一份能發揮法律效用的文件。持有企業的家族
選擇的家族契約類型，不僅影響契約內容和制定過程，同時也反映了關於企業和
家族的某些基礎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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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家族契約的角度
資料來源：Ward& Montemerla (2004)

家族憲章是家族契約之一種，以不同形式、內容存在，包括名稱亦均有不同，
包括但不限於家族憲章、家族契約、協議、合約、議定書、行為準則、聲明等，
因不同的文化、國家及家族而異其風格與內容的家族契約，即稱為家族憲章。每
種不同類型的家族契約均有獨特的關注點和角度：
（二）家族憲章與四種家族契約的基本類型4

4

1.

家族聲明 (Family Statement)

2.

家族企業契約 (Family Business Protocol)

3.

所有者合約或股東合約 (Owners’ Contract/ Shareholders’ Agreement)

4.

家族憲章(Family Constitution)

Montemerlo& War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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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家族憲章與四種家族契約的基本類型
特色

家族聲明

家 族 企 業 契 所有者合約或股
家族憲章
約
東契約

目的

側重家族

側重家族企
側重所有權
業

性質

理念性
規範性
道德執行力 道德執行力

規範性
法律效力

家族企業政
家族價值觀
策與程序
與信念
主要內容
家族對企業
家族企業原
持續性承諾
則
的表達
可能包含
行動計劃
的內容

參與者

理念性
規範性
道德與
法律執行力

家族價值觀與信
關於所有權與治 念
理的家族企業規 家族企業原則
定
家族企業政策與
合約性條款
程序
合約性條款

政 策 背 後 的 寫入法律條約的
關於其他家族組
家 族 企 業 原 其他家族企業政
織機構的約定
則
策

現在或未來
所有家族成 參 與 企 業 事
僅由所有者參與
員廣泛參與 務 的 家 族 成
員參與

關注基本問
題與核心決
機會/優 策
勢
提供家族教
育與參與的
機會

側重家族、家族企
業及所有權

具體
集中項目
高效
執行步驟明
確

忽略了價值
過於寬泛與 觀與原則
風險/弱
抽象
難以強制執
點
膚淺
行
僵化
資料來源：Montemerlo& War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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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所有者的權
利與責任
樹立企業員工信
心
法律防禦性

一般要求家族成
員廣泛參與；不同
團體可能參與不
同部分的開發制
定
鼓勵參與
完整而全面
深入
為家族、所有權與
企業提供整體綜
合規劃的機會

承諾少、過於正
式
複雜：太多待確定
不足以讓家族所
的事項，太多因素
有者團結及對企
需維繫
業作出持續性的
承諾

（三）家族治理機構 (Family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家族治理機構有助於增強家族與企業的關係，及維繫家族和諧。其與公司治
理機構如董事會、管理層等不同，家族治理機構的功能與目的是藉由家族成員的
同聚加強彼此間的溝通與關係，且同時獲得家族和企業事務的資訊，並相互討論
的機會。這些組織的活動可以增進家族成員間的相互理解，幫助彼此在各種事項
上容易取得共識，對已經成立的家族治理機構的宗旨和活動，家族成員都應有知
悉與參與的權利。
就家族治理機構與公司治理機構不同職責的區分，應確保家族成員均能清楚
區分，企業也可以制定家族治理機構書面規程之方式，讓家族成員更進一步獲得
不同治理機構的了解。
家族企業依其企業規模和發展、現有家族成員的情形及數量，以及家族成員
與企業間之關係，建立不同的家族治理機構，以下是家族企業可能建立的家族治
理機構，然家族企業並非都需要或必須建置全部下述的家族治理機構：
1.

家族大會 (Family Assembly)：建立所有家族成員定期就公司和家族事務溝
通、意見交換及討論、形成共識的正式平台，此平台目的在平衡和預先消弭
家族成員間因家族和企業資訊獲取和其他資源分配所可能造成的衝突。一般
一年召開一到兩次，對涉及家族及家族成員利益的問題進行討論和處理。

2.

家族理事會 (Family Council)5：除家族理事會外，又稱家族管委會 (Family
Supervisory Board)、內部理事會 (Inner Council)、家族執行委員會 (Family
Executive Committee)。

3.

其 他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如 家 族 成 員 職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Family CareerDevelopment Committee)、家族憲章委員會 (Family Constitution Committee)
等。

5

亦稱「Family Board」
、
「Family Committee」
，中文亦有譯為家族董事會、家族委員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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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憲章的法律效果與執行
家族憲章為家族成員經達成共識後，將其所達成的共識具體化所簽立之書面
文件，而簽立之書面文件並非均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家族共識以如表 2-2 所示，
以不同面貌、型態出現，各分具有理念性、規範性、道德執行力或法律執行力等
不同性質、內容與效力。實際上，家族憲章的效力絕大部份來自家族成員於形塑
家族憲章的過程中，對家族憲章所建立的信任和認同，並願對簽署的協議予以遵
循，其中基於家族憲章所簽立之法律文件，如遺囑、借名登記契約、信託契約、
股權轉讓協議、委任代理契約、閉鎖性公司的表決權信託契約等，於將家族憲章
訂明之內容或依家族治理機制形成之決議納入形成法律文件後，從而發生法律上
之效力。而需注意的是，不論是家族憲章之簽立或上開依家族憲章簽立之法律文
件，所訂之條款均不得牴觸我國現行法令規範及公司治理要求，並且不得違反民
法公序良俗或強制禁止規定。
除由家族成員於形塑共識並了解家族憲章的內容，經全體同意簽署遵循外，
尚可依家族文化與共識，考量是否就促進執行與後續世代之簽署為下述機制：
1. 違反家族憲章之除名或停權機制之設計：考量到促進家族憲章之執行與
效率，或可授權家族理事會就違反家族憲章情節嚴重者或明定嚴重不履
行家族成員義務之條款，為不同程度如「除名」即除去家族成員資格，
「停權」如停止一定期間不得分配利益或不得出席家族治理機構或喪失
家族機構席位或一定期間無投票決議權利等。
2. 拒絕簽署家族憲章之房族之退場機制：簽署家族憲章之權利義務，除依
之所為上述具法律執行力之文件簽署外，其簽署時尚未特定之後代子孫
（尚未出生或未成年）即未來之家族成員，因未有同意家族憲章之義務，
是就此宜有鼓勵參與及簽署之機制設計，同時就完全拒絕參與或拒絕簽
署者亦應考量是否為退場機制或不同於簽署者之分配利益之機制設計，
以促進簽署及為不同之對待。
23

三、家族憲章的內容
（一）家族成員的定義：除直系血親外，家族成員之配偶與姻親常於家族企業中
佔有重要地位或貢獻，是否納入應予規劃明訂。
（二）治理機構之建立與設置：訂明家族各種相關事務之治理機構，如家族大會、
家族理事會及特定事項委員會等。
（三）控股權安排及權益分配機制：如評估是否成立信託，或閉鎖性控股公司，
及股權之行使及安排等，家族成員之安養照顧暨資產、利益之分配與派息。
（四）接班人培育及傳承規劃：如進入企業工作之資格，及接班人之選擇與培育
規劃等。
（五）退場及衝突調解或糾紛解決機制之建立：
1.

退場機制 (Exit Strategy)之訂立，提供股東有需要時之變現選擇，例
如：有些家族企業建立股份贖回基金，在每年利潤中提撥一小部分，
於家族成員希望變現時，從其手中回購股份，或可約定其他股東擁有
以同一條件購買其股份之優先購買權。

2.

衝突及糾紛調解機制：考量家族成員間之衝突若過於激烈或將影響家
族之永續及有效傳承，亦將影響家族和企業的整體形象和利益，是應
可考量依家族之文化形成共識，為調解及糾紛委員會之建置。

（六）家族憲章之更新與修正：家族憲章係基於世代間之共識所形成簽立，保持
世代間的持續認同與信任是其最重要的基礎，是以，應視家族憲章為一動
態性的文件，定期進行檢視及討論，並進行更新與修正，始能使家族與企
業均與其同樣與時俱進、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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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辦公室 (Family Office)6
家族治理中另一個重要角色是家族辦公室。
家族辦公室起源於古羅馬時期，最初是為富裕家族進行行政管理，歷經古羅
馬時期家族主管 (The Major Domus）
、中世紀的「大管事」 (The Major-Domo)，
至文藝復興時期，富裕的義大利商人開始試著透過管理家族的財富來讓財富保值
增值，形成家族辦公室財富管理職能的雛形，而現代的家族辦公室則是在 18 世
紀中期，歐洲富裕家族為避免家族核心資產在代際傳承過程中變賣和分離，大多
通過遺囑、遺贈的方式傳承財富， 19 世紀中期工業革命產生的洛克菲家族、福
特家族、卡耐基家族等鉅富家族，則創造發展現代單一家族辦公室的契機和條件。
隨著家族企業財富的增長和跨代傳承的需求，家族辦公室的職能增加新的定
位了，除固有業務的管理外，對新的業務也開始進行探索和投資；如何發展公司
的業務、增長家族財富等需求，進而至繼承人或接班人的選擇等。現今的家族辦
公室除僅為家族企業以及家族成員進行財富管理，解決財務相關問題外，現今家
族於跨代傳承課題上，更需要家族辦公室能就家族成員內部矛盾、衝突預防及和
諧處理，以跨代傳承財富之專業協助。
家族辦公室一般並不直接參與家族企業之經營，而是居於提供專業建議予家
族治理機制成員，並協助或擔負執行工作。家族辦公室的功能在於“專注協助家
族投資理財的專職組織，就家族內所有有形與無形資產為集中化管理，除提供專
業資訊、建議並協助、引導為家族治理、公司治理事務之執行外，亦為家族企業、
家族與專業機構間，擔負起溝通橋樑的角色（蔡鴻青，2015）主要成員由來自外
6

海銀財富、胡潤百富，2016 財富傳承密碼特別報告，頁 1-11 (2016)、呂旭明，跨境財富傳承
與家族信託籌畫實務，頁 385 (2019)、新財富，走向國際化的家族辦公室，新浪品味雜誌，
2014 年 2 月 28 日，
http://magazine.sina.com/bg/newfortune/2/20140226/2356123772.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3 月
12 日等。
海外理財指南，洛克菲勤/蔡崇信/王思聰們如何打理家族資產：家族辦公室運作模式全覽，格
隆匯，2017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gelonghui.com/zh-hp/130519，最後瀏覽日：2020 年 3 月
12 日。
龔樂凡，家族辦公室之道（上）ー從定位到訂制，財家管理，2015 年 8 月 18 日，
http://money.hexun.com/2015-08-18/178398199.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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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專業機構組成，尤其財稅、法律、投資等相關的專業人員，家族辦公室應以
獨立的專業資產管理人的中立態度，不受家族成員之不同意見影響，持續進行家
族資產的穩定投資，並將家族與企業的資產進行分開和獨立的管理。

（一）家族辦公室之功能
家族辦公室是負責統籌家族事務的執行單位，及提供資訊和協助的的行政管
理團隊，負責支援家族、企業及家族成員相關需要及進行管理。
經由國外的研究及企業傳承實例顯示，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家族治理，即能夠
擁有獨立且賦予其足夠並受限制與監督的管理權力的經營團隊和董事會，以及制
定完整、合時與具有彈性的家族憲章或家族契約，藉以規範家族與企業間的關係，
即落實良好的家族治理，能夠有效的維持家族企業的營運。而家族辦公室就家族
治理所提供之功能略為：
1. 就策略性決定提供建議並協助執行
2. 減少家族成員間的爭議：提供明確的治理規則和管理架構，指引解決爭議應
循的程序，並解決衝突。
3. 家族財富的投資和管理：通過獨立機構的設立，進行專業投资經理的聘用來
管理家族資產，有別於有利益衝突即如產品績效壓力之銀行或投顧公司，健
全完成家族所設定的财富管理目標，守護家族資產財富、實現家族治理和傳
承。

（二）類型
1. 以服務的家族數量為區分，其類型可分為：
（1） 單一家族辦公室 (Single Family Office)：僅服務單一家族。
（2） 聯合家族辦公室 (Multi Family Office)：服務數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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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其與家族間是否具有獨立性區分，其類型可分為：
（1） 內置型：由家族成員直接管理。
（2） 外設型：聘任專業經理人負責。

（三）家族辦公室大別為上開二種運作類型，其模式可略分如下：
1. 「家族管理/ 服務單一家族」模式：由家族成員負責執掌並組織設立團隊，管
理單一家族事務。如較為出名之歐美單一家族辦公室法國穆里耶茲 (Mulliez)
家族等。
2. 「家族控股/專業經理人負責管理/服務單一家族」模式：單一家族出資成立公
司並控股，由專業經理人負責經營管理，綜合負責及服務家族事務，與家族
成員及企業形成互補。如邁克爾·戴爾的 MSD Capital 即為單一家族辦公室，
僅為戴爾電腦上市公司服務，就規模約 102 億美元之資產提供管理服務。
3. 「專業經理人控股/ 專業經理人管理/ 服務單一家族」模式：由專業經理人成
立公司，並由經理人控股及管理，僅為單一家族企業服務，因專業經理人與
家族的傳承利益相一致，而成為現今較為主流之模式。如德國德克曼家族辦
公室(Denkmann Family Office)。
4. 「家族控股/ 家族成員負責管理/ 服務複數家族」模式：原由單一家族創辦設
立，為「家族管理/ 服務單一家族」模式之家族辦公室，之後開放服務其他家
族，多出現於有相關產業或出自相同背景之家族。如皮特卡恩家族辦公室
(Pitcairn Family Office)等。
5. 「家族控股/ 專業經理人管理/服務複數家族」模式：服務複數家族的家族辦
公室以此為主流模式，其優勢在可以優化家族資源、吸收專業人士。如洛克
菲勒家族公司(Rockefeller & Co.)、沙艾爾家族辦公室(Sand Aire)家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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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業經理人控股/ 專業經理人管理/ 服務複數家族」模式：此多為金融機構
提供予家族之服務模式，如：瑞銀全球家族辦公室集團 (UBS Global Family
Office Group)等。

第三節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閉鎖性公司在美國稱「閉鎖公司」(Closely Held Corporation)、英國法稱「私
有公司」(Private Company by Shares）
，在英美已施行多年。因其股東結構較為單
純，公司組織較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封閉，相較於在資本市場公開發行、需為較高
度監理之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享有較高自由度，即擁有較多且較具彈性
的公司章程自治事項，基於股東間約定並訂立之公司章程，做為公司治理依據。
我國原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係承襲自德國傳統公司組織結構，無法因應經
營型態為彈性調整。為鼓勵新型態創業公司設立，促使台灣中小企業發展，於是
在不影響公司法制健全發展下，參考外國立法例，引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立
法考量上即避免法規過度介入閉鎖性公司治理。因此，於家族企業之傳承規劃時，
即可適度利用閉鎖性公司上開特性，於章程自治事項與家族治理相結合進行規劃。
我國公司法自 1931 年施行，除於 2001 年曾大幅度修正過，雖歷經 25 次修
正，修正幅度皆不大，直至 2018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同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新
版公司法，進行三分之一條文即 150 條的修正，為近 10 年的最大幅度的修法。
此次修法的主要精神及主軸，在對一般非公開發行的公司，給予彈性化，對大小
公司為分流管理。例如，依第 192 條第 2 項規定，讓非公開發行公司董事席次具
有彈性，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就特別股部份，於
第 157 條規定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第 175 條之 1 則規定非
公開發行公司得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信託契約，讓具有共同理念的股東
得藉以匯聚其力量，共同行使表決權。而為因應產業環境，於 2015 年 7 月 1 日
修正公布，同年 9 月 4 日即已修正施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閉鎖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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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節（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至 356 條之 14）
，該次修法之立法理由即指出閉鎖性
公司之股東有限及關係密切，故放寬之前對於傳統股份有限公司之限制，給予閉
鎖性公司較大的自治空間及股權安排上的彈性，其特色之一，即在排除傳統「股
份自由轉讓原則」之適用，其股份轉讓禁止規定、得發行特別股等確保投資人與
管理階層利益一致及保障早期投資人之規定，與家族企業於建立家族治理機制時，
於工具之選擇，需能確保股權持續由對企業具有相同價值理念的家族（其經共識
指定的特定成員）持有，藉家族治理機制所凝結團結的家族力量支持家族企業進
行投資生產及傳承決策適相呼應，是家族可就擬傳承之企業股份及資產作為閉鎖
性公司之出資，依家族大會形成共識並簽署的家族憲章或家族契約為閉鎖性公司
股東之特定，並善用閉鎖性公司特有的章程自治事項，於公司章程及特別股為相
關設計或限制規定，進行傳承規劃。

一、就家族企業股權移轉方式與時點而言
企業主對傳承家產的規劃，大部份會注意到稅負的規劃，總值超過 40 億元
台灣企業之中，約有 77％落實長遠的稅務規劃7。企業主在財產傳承上，若其選
擇遺產自然分配，在稅務上依遺產稅及贈與稅法第 13 條減除第 17 條、第 17 條
之 1 規定之各項扣除額（第 17 條之 1 為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
定主張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得自遺產總額扣除之部份）及第 18 條規
定之 1200 萬免稅額後，計算之課稅遺產淨額，依 5000 萬元以下者-10%、超過
5000 萬元至 1 億元者-課徵 500 萬元加超過 5000 萬元部分之 15%、超過 1 億元
者-課徵 1250 萬元加超過 1 億元部分之 20%，即以稅負約為 10～20％稅率課徵
之，但因為特留分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對自由處分權之限制，被繼承人原
持有的家族企業股權將因分配予各繼承人或配偶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而分
散；而若企業主選擇以生前拉長期程，配合每年 220 萬元免稅額分年贈與的方式，
7

陳昱光（2019）
。傳承家產善用信託、閉鎖公司。工商時報，2019 年 8 月 1 日。

https://ctee.com.tw/news/tax-law/125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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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財產及持有的家族企業股份分配給繼承者，則於過世前兩年的贈與在稅負上
也會列屬遺產，且家族企業的股份因已分配持有，同樣可能產生因分散而讓公司
在難以繼續穩定經營之情形。
在家族企業的股權傳承上，如企業主希望家族企業股權之移轉，不需因稅負
之考量而發動，提早「分權」致企業主的經營地位於非預期時點、以規劃外之方
式逐漸喪失，或希望於進行傳承後，下一代經營者仍能因家族力量的支持，實現
家族對家族企業的共同理念與價值，則家族企業股權是否能集中與管理，以及如
何選擇合理時點進行家族資產及家族企業經營權之分配，於家族治理的落實中，
即為具關鍵性之重要因素。
以我國 2018 年新版公司法 157 條規定為例，閉鎖性公司可發行複數表決權
特別股、即為黃金股8，則以企業主選擇設立閉鎖性公司為控股公司為家族企股
權集中管理，將其繼承者之獲分配股權與盈餘為切割之設計，其下一代經營者，
於董事選任和各項股東會議案等事項上可能透過此機制獲得較多之表決權，以達
股權集中管理之效益；而企業主對信託工具之選擇，透過信託指示管理擬傳承財
產與家族企業股權及公司經營權分配等「分權」方式及時間點，落實家族憲章（或
家族契約）就家族成員就職或接班及盈餘分配之共識與決議，亦能使家族成員循
序漸進累積對家族企業的感情、價值理念之共識及經營之經驗。

二、限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9
閉鎖性公司第第 356-3 條之立法理由第二項即揭示：基於閉鎖性之特質，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僅允許以發起設立之方式，不應涉及公開發行或募集，第一次

8

公司法第 157 條第 1 項第 1、3、4、5 款規定：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
定之：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
序、限制或無表決權。四、複數表決權特別股或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五、特別股股
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董事之權利。」
9
公司法第 356-1 條明定：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指股東人數不超過五十人，並於章程定有股
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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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之股份，應由發起人全數認足，禁止採募集之方式設立。是以，閉鎖性公司
雖享有較大企業自治空間，惟受限不得進行公開發行及募集。
發起設立方式有「新設」及「變更」二種，發起人得以全體之同意，就第一次應
發行之股份全數認足，設立閉鎖性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
公司也可以在經過全體股東同意之情形下，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三、股權移轉對象限制之特性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就閉鎖性公司之定義即明定為：
「股東人數不超過五十
人，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並於同法第 356 條
之 2 明定：
「公司應於章程載明閉鎖性之屬性」
，其立法理由即揭示係為賦予較大
的企業自治空間，而為公示之要求10。是閉鎖性公司具有高度人合色彩，完全有
別於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之資合特性，因其賦予企業較大之自治空間與彈性之股權
安排，得於章程中訂定股份僅能轉讓予特定對象，而在 2015 年公司法新增閉鎖
性公司專節，開放設立登記閉鎖性公司近二年時，截至 2017 年 5 月 22 日為止，
依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統計，「新設」與「變更」的閉鎖性公
司達 596 家，其中新設有 480 家，變更為閉鎖性公司則有 116 家。迄至 2020 年
2 月更增至 2146 家11，立法者原意係為使商業環境利於新創企業，在籌資工具的
多元化和股權安排的彈性上，賦予企業自治空間，然閉鎖性公司高度的人合特質，
及經營權鞏固集中的特性，多有論者12認國內家族企業傳承規劃現或有以閉鎖性
公司為工具之一者。

10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2 之立法理由：
「二、鑒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治理較為寬鬆，企
業自治之空間較大，為利一般民眾辨別，並達公示效果，以保障交易安全，明定公司於章程應
載明閉鎖性之屬性，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公開於其資訊網站。」
11
參見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月統計表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doc/bus-org-moncount.pdf
12

張炳坤（2018）以閉鎖性公司作為家族傳承法律設計之初探，全國律師第 22 卷第 2 期，第
52 頁到 64 頁，2018 年 2 月出版。 張文川（2019）閉鎖性公司 5 大優勢 開會、表決更彈性。
自由經_財經週報。2019 年 12 月 2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36106 最後流覽日：
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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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東資格：
針對股東資格並無限制，無論自然人、法人均可為股東，亦未限制為本國人
或外國人，惟外國人至我國投資，需依外國人投資條例規定辦理。上開自然人、
法人或本國人、外國人並無比例限制。
家族治理機制若以閉鎖性公司為工具時，因歷經跨數代傳承之後，家族成員
即可能因繼承而大於 50 人，即可能規劃經家族大會或家族理事會決議登記閉鎖
性公司股份之代表及分配登記之股份，或以各支系家族成員如各房推派代表登記
股份，或以各支系家族成員之股權為出資成立閉鎖性公司控股。
為避免發生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3 第 3 項、第 4 項規定之股東人數超過 50
人，而需被迫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之情形，於此應可考量是否於章程訂立繼承人
資格限制，並於因繼承而產生之潛在股東人數過多，有超過 50 人之可能時，以
各房家族成員為單位，由各房家族成員推派 1 人或以各房家族成員公同共有之股
權為信託，由推派之家族成員或所成立之信託出任閉鎖性公司股東。

（二）於章程訂定轉讓之限制
於章程中就股份之轉讓，為需取得一定的同意，及搭配優先購買權之設計。
即若家族成員需出售持股時，為避免股份外流，由其他家族成員享有優先購買權。
例如：股份轉讓需經其他股東事前同意、或需經全體股東 2/3 同意、或董監事應
得其他股東全體同意、或一般股東需經其他股東事前過半數同意，或需經特別股
股東事前過半數同意；或經全體股東過半數表決權同意；或經普通股已發行股份
2/3 以上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等。

（三）於章程訂定轉讓對象之限制：
股東由其現生存擬傳承之繼承人擔任，並建議於章程載明：除因繼承而轉讓，
或轉讓予股東或股東之繼承人所成立之法人或信託外，股東不得轉讓其股份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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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股東或股東之繼承人或非家族成員之人。此與第（二）款股份轉讓需取得一定
的同意之限制相同，均係為避免股份由外人取得。

（四）於章程提高變更組織為非閉鎖性公司之表決權數
公司法第 356-13 條 1 項明定，閉鎖性公司於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情況下，即可變更為非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若欲確保控股公司之「閉鎖性」，可依同法同條第
2 項規定，於章程中提高變更組織為非閉鎖性公司的決議門檻，此亦屬章程之自
治事項。13

（五）國內著名的閉鎖性公司控股傳承實例14
台股股王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立光公司）林氏家族企業創辦人林
耀英及其家族成員分於 2018 年 9 月及 2019 年 9 月，分以創辦人林耀英、董事長
林恩舟及其配偶、執行長林恩平持有之大立光公司持股 4.54%、7.63%股權作為
出資，新設立茂鈺紀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茂鈺公司）及閉鎖型控股公司石安股
份有限公司機下稱石安公司，二公司均為閉鎖性之投資公司，上開家族成員將其
所有之大立光公司股權分別移轉予茂鈺公司、石安公司以作為該二公司設立之出
資額，石安公司亦因之成為大立光最大單一法人股東。據報載，大立光公司之執
行長即林耀英之次子林恩平表示，創辦人林耀英主要在藉由茂鈺公司、石安公司
二控股閉鎖性公司對股東轉讓股份之限制，達到鞏固經營權之目的，未來二控股

13

公司法第 356 條第 1、2 項規定：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三 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
司。」
、
「前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14

程士華（2019） 閉鎖公司 家族企業傳承利器 _ 稅務法務 _ 產經 _ 聯合新聞網。經濟日
報。2019 年 9 月 12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43/4042996 最後流覽日：2020 年 4 月 13
日。
劉芳妙（2019）大立光林家 為何成立兩家閉鎖型控股公司？經濟日報。2019 年 10 月 15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253/4104972 最後流覽日：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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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鎖性公司所領取的大立光公司的股利，則會用以持續買進大立光公司的股票，
大立光公司的股票有進無出，成為支持大立光公司經營的穩定力量，而該二閉鎖
性公司即茂鈺公司與石安公司持有的大立光公司股份表決權，也會用以支持家族
認同的政策。而藉由此種股權安排來避免家族成員發生歧見時，家族企業成員以
所持股份與外人結合，以召開股東會的方式進行翻盤之風險。

四、出資
閉鎖性公司的出資，得由發起人以現金或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或勞務
抵充為之 。
（一）勞務抵充出資之相關規定
以勞務抵充之股數，依公司法第 356-3 條第 2 項規定定有其上限，於實收資
本額未達新臺幣 3 千萬元之公司，其勞務、信用合計抵充出資之股數比例不得超
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的二分之一；而於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3 千萬元以上之公
司，則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四分之一15。此係因其得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
給之股數，若超過一定比例，將影響其他股東的權益。為此，公司法第 356-3 條
第 4 項也將此明定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均為章程應載明之事
項，主管機關並並應依其章程載明事項辦理登記，依法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
訊網站，以達公示效果，保障交易安全。而勞務之出資16，因為難以客觀方式確
定其市場價值，且因須全體股東同意，故免除其鑑價要求，若法人所提供之勞務，
確實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營業務所需，應為所許，然信用出資部分，因
現行勞務或其他權利出資，已足敷股東使用，且信用出資界定不易，是以在 2018
15

經濟部 104 年 9 月 9 日經商字第 10402423740 號函釋。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3 第 2 項但書規定，於 2018 年修法時已刪除原信用抵充出資之規定。此
外，依該條之立法理由，就股東以非現金型態所為出資，於會計師查核簽證資本額時，明白揭
示公司無需檢附鑑價報告。惟勞務出資會產生會計上入帳處理方式、課稅、是否准許法人勞務
出資及事後發生情事變更應否調降出資額等問題（參見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閉鎖性公司專區>常用問答 Q4.5、Q5.2、7.1、Q10.1）
。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607 最後
流覽日：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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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法時業已刪除，在新法修正施行之後，已不再允許以信用出資抵充股款，而
於施行前已經以信用出資者，則不在此限。

（二）以適合之公司股票或公司債、不動產等公司事業需用財產抵充應繳股款17
企業主或大股東採用現物出資抵充應繳納之股款時，依公司法第 7 條第 1 項
規定，應經過會計師的查核簽證，由會計師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
法編製財產抵繳股款明細表及附相關附件，出具資本繳足之查核報告書，會計師
之查核報告書應分別載明的事項包括有：抵充財產來源現金、技術作價、勞務出
資、貨幣債權、其他財產、資本公積、法定盈餘公積、股份轉換、股份交換、合
併、分割、收購、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其發行股款價額、發行股數與資本額、股
息紅利、股票抵繳等，如有溢價或折價情形者，就每股會計處理方式及發行金額
則應為記載並予敘明；以股票抵繳股款者，若係未上市、未上櫃、未興櫃之公司
股票，則應分以該公司於衡量日之資產淨值估定18。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
之十股東，其股票轉讓之方式，尚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3 款規定
為之，始為合法19。股東依公司法第 131 條規定，以股票作價投資成立公司，其
過戶登記至該投資公司之股票，並非屬有價證券之買賣，是以免予課徵證券交易
稅。

17

王志誠（2019）
「信託業辦理家業傳承信託業務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司研究
報告：1-2。2019 年 10 月。http://www.trust.org.tw/upload/108000056703.pdf 最後流覽
日：2020 年 4 月 13 日。
18
參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
19
參依證卷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3 款規定：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其股票轉讓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三、於
向主管機關申報之日起三日內，向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特定人為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5 年 1 月 19 日金管證三字第 0950000352 號令：
「證券股東，依公
司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以其持有之股票抵繳股款轉讓予發起設立之公司，則前揭受讓人之公
司為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之『特定人』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內部人以股票抵繳股款，符合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款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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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不動產作價抵充股款
發起人或股東於公司發起設立時，以公司所需之財產抵繳股款者，如以土地
抵繳股款者，應先行踐行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程序，即股東將不動產過戶登記予
設立中公司，其登記名義為：
「○○公司籌備處」
，始得申請公司登記，其他機器
設備…等，亦應提示相關之財產移轉或交付之證明文件。始得申請公司登記20。

五、特別股之設計
閉鎖性公司可於章程訂定發行具「複數表決權」
、
「對特定事項否決權」特別
股，及可於章程訂定「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
「特別股股
東被選舉為一定名額董事、監察人之權利」之特點，使其對家族企業傳承具有得
將管理權與現金流量分配權分離，及可讓具有管理才幹的後代取得主要管理權，
復能以股息、紅利之分派照顧其他非參與經營管理之家族成員之助益。

（一）複數表決權之特別股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7 於 2018 年修正時之立法理由即明白揭示：為貫徹閉鎖
性公司擁有較大自治空間之精神，於該次修正增訂第 2 項排除同法 157 條 2 項規
定之適用，即閉鎖性公司除得藉於章程訂定不同於普通股 1 股 1 權之表決權，即
為 1 倍、2 倍、3 倍表決權等之訂定，使特別股股東於股東會議案或董監事選舉
上取得優勢，集中公司之控制權外，且不同於一般股份有限公司，閉鎖性公司特
別股股東之複數表決權於選舉監察人時，仍得享有之。此搭配特別股股份轉讓限
制之設計，適可實現家族治理機制與公司治理相結合，即由家族治理機制下決議
之經營者取得特別股或特別股之支持，確保董事席次或經營者地位。

（二）對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之特別股

20

參經濟部民國 94 年 6 月 7 日經商字第 09402410621 號函釋。
36

（三）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一定名額董事、監察人之權利：閉鎖性公司得於章程
訂定之事項，除包括特別股股東應當選一定名額董事外，尚得為特別股股
東無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設計，此均得為家族企業為控股閉鎖性公司
章程之設計時，依家族會議之共識及文化運用規劃，藉以使該控股公司之
董事會或股東大會之決議，能與家族治理機制所為之決議一致21。

（四）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就需照顧其生活或教育，然無需負責公司經營之家族成員，則或可經
家族治理機制決議，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7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於閉鎖性
公司章程訂定設計發行無表決權，但優先或依一定順序分派定額或一定比
率股息及紅利之特別股，由需受照顧之家族成員取得股份，藉以實現對家
族成員之撫育及照顧。

（五）於發行閉鎖性公司特別股時，得為包括但不限於發行可轉換多數普通股之
特別股之設計，以資據以執行反稀釋條款。

六、閉鎖性公司章程就股權安排之設計
公司股東人格特性及團結的團隊精神為閉鎖性公司價值之所在，並為其得為
家族企業傳承工具之之重要因素，此時即可就閉鎖性公司所賦予之章程自治事項，
落實家族治理機制，並進行相關事項的規劃。

（一）於章程中訂定股東股份轉讓之限制
規劃以閉鎖性公司作為家族企業傳承之工具時，閉鎖性公司股份之轉
讓即需保持由具有特定關係的家族成員取得的封閉性，於章程中訂定之股
21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7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
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之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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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轉讓限制，其一是限制股份出讓之對象，即股份僅能出讓予具特定身分
資格，並經一定方式特定之家族成員；然若無法為避免發生股東人數超過
50 人，如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3 第 3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被迫變更為非
閉鎖性公司，有關繼承人之限制，如因繼承而產生之潛在股東人數過多，
有超過 50 人之可能時則應考量以部份股東即如各方為單位，家族成員推
派 1 人或成立信託公司。

（二）發行複數表決特別股、特定事項否決權不等同類型之特別股
閉鎖性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股或黃金股（如指定某家族成員對特定
事項進行否決權投票）等特別股，將權力高度集中予特定股東；得透過股
權安排使特別股股東當選一定名額之董事、監察人。

（三）訂定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 (Voting Agreements) 或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
(Voting Trusts)
不同利益取向之股東在決定是否進行合資、合作，或實際運作公司業
務時，就公司經營權、董事席次的分配機制，經常為角力磋商的重點議題，
為有效促使各股東遵守關於經營權分配的承諾，實務上常有於股東協議中
加入表決權拘束條款之需求，然我國立法者及法院實務在過去就表決權契
約之法律效力，幾為全面之否定，首據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4500 號
判決，及其後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34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260 號判決所採取與其之類似見解，以選任董事表決權
的行使，必須顧及全體股東之利益，如果認為就選任董事之表決權，各股
東可於事前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則公司易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小
股東甚不公平。鑑於公司法明文採取累積選舉法選任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
俾利小股東也有當選董事之機會。若股東在董事選舉前可合法訂立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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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契約，則強制累積選舉制之規定將形同虛設，也將導致選舉董事前有
威脅、利誘不法情事之發生，容易使具有野心之股東，以締結此種契約之
不正當手段，達到操縱公司之目的，係屬違反公序良俗應解為無效；嗣針
對公司併購，為穩定公司決策及鼓勵公司或股東間成立策略聯盟及進行併
購，並考量到股東表決權契約普遍為美國主要各州公司法所承認，故認為
有關股東表決權契約應回歸「股東自治原則」及「契約自由原則」，不應
加以禁止，故於企業併購法第十條第一項明定股東間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
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及相關事宜；迄至 2015 年 7 月 1 日新增公司法
第 356-9 條第 1 項及 175-1 條，依其立法理由可知，為使非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及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可以以協議或信託之方式，讓具有相同理
念之少數股東力量得以凝聚，即以共同行使表決權的方式，達到需要的表
決權數，以鞏固經營團隊在公司之主導權，故參照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明定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及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得訂立表
決權拘束契約或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至此，於修法後及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621 號判決所說明表決權拘束契約未違反公序良俗而應
認其有效的數項原因，均已確立閉鎖性公司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之有效性，
然因表決權拘束條款在實務上的應用甚廣，除董監事選任事項外，亦常針
對特定議案內容進行表決權行使之限制約定，若有侵犯公司董事會法定職
權、違反公共政策或存有詐欺意圖等情事者，仍可能被認定係無效約定，
是以，在具體個案中仍應避免可能遭認定無效的條款設計方式。
閉鎖性公司得成立表決權拘束契約或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22，表決
權拘束契約即與其他股東簽訂合約，就表決權為特定行使方向之約定，如
相互約定支持特定人當選董監事或互選為董監事等，透過契約對多數股東
表決權加以結合，以期透過股東會之決議達成影響公司策略之目的；表決
22

劉連煜（2003）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月旦法學教室第 13 期：26-27。元照出版公
司。2003 年 1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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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信託則係閉鎖性公司股東將股份所有權移轉予受託人,並由受託人依據
信託條款之約定行使股份表決權，該股東即成為信託受益人,享有股利分
派請求權或剩餘信託財產分派之權利。以上制度均此有助於穩固家族於家
族企業公司之地位。

七、與其他家族企業控股工具之比較
家族企業常用以規劃傳承之工具尚有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然而公益信託與
財團法人原則應以促進公益為目的，此與公司獲利的目標即可能產生衝突，且若
將已移轉予公益信託或財團法人之財產應與家族私有財產之管理處分未加區隔，
常易因此引發相關民、刑事之追訴，兼矧以財團法人若經解散，財產係歸屬地方
政府，此與家族傳承財產及以資產獲利撫育培育家族成員之目的即有相違，是以，
於採取前應在相關法令適用上有所了解，即有相應之法律資源協助規劃、評估，
為慎重之衡量考慮。

第四節 家族信託
一、家族信託簡論
家族信託是以家族財產之傳承、保護、管理為目的所設立的信託，起源於中
世紀為規避稅賦、處分權限制、債權追索等的用益設計，在近代則因信託財產的
獨立性，其特有「管理」與「所有」分離的概念及因其彈性衍生的多樣化，能滿
足多重目的，管理設計亦較股份有限公司簡易、個性化，且分配不受公司法盈餘
分配之限制等，許多歐美知名的家族企業均採取家族信託搭配基金會等作為傳承
之工具23，此發展和運作已逾百年，新的信託產品與信託法案也隨著信託設計的
日益普遍使用及複雜化陸續增益推出，較有名的有洛克菲勒家族基金、比爾蓋茨
家族基金，亞洲地區則為梅艷芳遺產基金、李嘉誠家族基金等家族信託基金，香

23

方嘉麟，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月旦出版社，1996 年 2 月二版，頁 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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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216 家上市家族公司中，亦有 1／3 的企業以家族信託的形式控股24。然相較
之下，我國的家族信託仍處於起步階段，法規就信託期間、股權信託是否認定為
公司法之控制從屬關係等多缺乏明文規定，就特定目的信託制度規劃及運作均尚
有未足，是於規劃家族治理機制運作時，就相關法規競合適用尤需特為注意，以
達成原有的預期之規劃目的。
家族信託財產因與委託人個人財產分離，信託資產在法律上具有獨立性，如
委託人因個人債信或身分關係變動等面臨強制執行、破產清算等財產追索，已完
成設立移轉之信託資產因已非委託人之個人財產，債權人不得對之為查封扣押變
價等行為。而家族信託業已指定或以約定方式指定受益人和受益範圍，因此委託
人個人之婚姻或身分關係變動也不影響信託財產財富的完整傳承。
而移轉入信託之家族企業股權，在股權行使和股利分配，得依委託人之指示
或約定之指示方式安排，藉此將企業的所有權、管理權和受益權分離，對有意願
及能力接班的子女及需照顧的家族成員為差異化的安排，也可避免家族企業股權
因傳承而稀釋，導致喪失企業掌控力和經營權的後果。
藉由家族信託之多樣化與彈性，安排信託財產之方式可依委託人的要求進行
個人化的規劃設計，並為不同目的、種類之信託，及訂定不同之信託條款，如：
設定受益條件、資產分配方式、突發事件之處理方式、及附加對後代教育和約束
的「敗家子」條款等，以達成風險隔離、個性化傳承、企業永續的作用。
另就賦稅及投資而言，因部分國家並未將委託人去世前移轉至信託的財產納
入遺產稅的徵收範圍；也將股權、不動產移轉至家族信託視同「非交易性轉移」
，
因此產生合理降低稅賦的效果，移轉信託的資產若能結合專業理財，不僅使信託
資產有實現長期穩定增值的機會，且亦可透過此機制於全球實體和金融市場進行
配置和投資。

24

「豪門「基業長青」背後的秘密：為什麼都選擇家族信託？」
，財經，
https://kknews.cc/finance/pxzpr88.html，刊登日：2017 年 8 月 13 日，最後流覽日：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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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信託區分「名義上所有權」和「實質上所有權」之特性，加上可進行多
樣技巧性約定及目的性規劃，則因其區分「收益」與「管理」，是對信託財產的
投資與運用，即可能透過信託條款就管理及收益分配指示約定之設計，為控制權
之保留，或因之獲得稅賦上之優惠，如隔代信託及公益信託等25。
參考國外家族憲章與家族辦公室等家族治理機制，常透過與公司治理結合之
家族信託制度，實現保護、管理及傳承家族事業與財富目的之經驗，我國現行法
制下之信託制度與運作雖尚未臻成熟完備，然以家族治理機制結合信託規劃財產
傳承仍不失為能貼近實現家族傳承共識的適當工具。

二、國外家族信託實例
美國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以「所有權與經營
權分家」的經營管理制度，樹立「傳賢不傳子」的典範，將石油事業交棒給企業
老臣阿奇博爾德 (John D. Archbold)，名下資產亦未全數留給他的獨子小約翰‧
戴維森‧洛克菲勒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而是將企業持股設立信託運用、
管理。家族傳承至第 6 代仍富可敵國，成功打破「富不過 3 代」魔咒。
在資產管理上，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於 1882 年在紐約洛克斐勒 30 廣場
(30 Rockefeller Plaza)56 樓設立家族辦公室，代號為「5600 房間」，聘請約 200
位專業經理人協助管理洛克斐勒家族財富，為家族及家族成員提供包括信託、
投資、法律、財稅、會計、家族事務及慈善等所有服務，也在投資及顧問服務
上，依家族成員各別的特定需求提供不同服務，長期擔負整個家族的運作，居
於核心地位，並已傳承至第六代。
洛克菲勒家族以概如圖 2-4 之方式，將家族財產所有權鎖移轉於所設立的信
託中。老洛克菲勒將企業持股交付信託，1934 年，他的獨子小洛克斐勒 60 歲
時，就名下包含石油公司股票與不動產，以本身為委託人、配偶和 5 子 1 女為

25

方嘉麟，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月旦出版社，1996 年 2 月二版，頁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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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成立了不可撤銷信託，1952 年，又再替自己的孫輩設立信託。另設立
有 5 個人組成的設託委員會，信託委員會由部分家族成員、第三方獨立律師和
會計師組成，監督受託人履行信託條款。同時，家族也可以依據後代成員的需
要，為後代成員個人或每個小家庭分別設立信託。家族財產繼承人在 30 歲前不
能動用本金，只能領取分紅收益，30 歲以後，需經過信託委員會同意始能動用
本金，在受益人去世後，信託財產會依據預先設定之規則傳承給受益人的子女。
藉由家族信託和基金會的規劃設置，企業股權得以集中管理、行使權利，不
會因為後代增加或分家而稀釋或減縮，資產也不會因傳承後分割而喪失規模優
勢或經濟效益，同時因家族企業股權的完整性，即能適度避免失去公司控制權
的風險。

圖 2-3 洛克斐勒家族傳承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參考文獻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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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外家族企業傳承財產規劃成功之實例
國外多以家族信託制度結合公司治理，搭配家族治理機制運作，進行家族企
業及資產之傳承，成功代代傳承，並於企業重大轉型或發生非預期之接班時，發
揮支持企業該期間之財務及人事穩定的力量，也藉由家族治理機制對家族權力行
使的規範和調節，避免家族爭權爭產及因此對家族和企業造成之損害。
創建於 1668 年的德國默克集團 (Merck KGaA)為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化工
製藥公司，傳承已歷經 352 年，第 13 代家族成員即集團董事長史丹格‧哈弗坎
(Frank Stangenberg- Haverkamp)認：
「家族間鬥爭結果，將全部是輸家，沒有贏家。」
，
默克家族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傳賢不傳子、引進外部人才，在企業股票上市
後，家族透過控股公司持有企業 7 成股票，其餘由公眾流通持有，家族成員不參
與公司業務及當然擔任管理職，僅透過默克控股公司 (E. Merck KG)來決定並指
派默克集團董事會成員，藉以確保集團的經營願景與共識一致相符。默克家族憲
法在組織架構上，規定由約 157 位家族合夥人，每 5 年選出 12 位家族委員會成
員，由家族委員會成員中選出 5 位成員與 4 位外部成員，組成默克控股公司的經
營董事會，即依家族憲法將權力交給家族委員會，家族因此未曾發生爭權爭產；
其在 1850 年即通過家族憲法，制訂以下幾大原則，是其屹立迄今的重要因素26：
1.

維繫家族共識，訂位家族成員角色，讓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定義家族成員、
家族代表選舉方式及期間、任命執行團隊之方式和程序、如何繼承股權、每
20 年修訂 1 次。

2.

26

進入董事會的家族成員與外部成員對公司負債均負無限清償責任。

林文義（2019）
，默克家族內外共治的永續思維，財訊，2019 年 4 月 12 日，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0192，最後流覽日：2020 年 3 月 17 日。
陳怡樺（2017）
，
「家族企業富不過三代？ 看看德國百年企業默克怎麼做」
，信傳媒，2017 年 6
月 25 日，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4388，最後流覽日：2020 年 3 月
17 日。
財訊（2019）
，終結兩代兄弟鬩牆，李錦記靠家族憲法傳承百年家業，TechNews 科技新報，
2019 年 4 月 6 日，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9/04/06/lee-kum-kee-family-constitution/，最後
流覽日：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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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育與評估：對家族子女所訂之培養辦法，家族子女在 4 到 16 歲開始
培育計劃，16 到 30 歲在家族委託的家族企業研究院學習，須經外部的諮詢
顧問公司進行評估，並經於集團相關產業工作 15 到 20 年，才能進入集團擔
任高階管理職。

4.

股份不外流：家族成員訂有協議，名下的默克控股於退出時限制只能賣給家
族其他成員，不能賣給外人。

在與我國文化較為相近的華人企業中，最為人所知以家族憲章進行家族治理
結構實踐者，為香港李錦記集團。李錦記集團自 1888 年創立，為傳承五代逾 130
年的家族企業，堅持不上市，並百分之百由家族持有股份，在歷經 3 次家族分裂
後，於 2002 年制定家族憲法。
首次的分家衝突在兄弟對「守業」和移民出走的歧見，結果由老三一房舉債
買下大房、二房股權，其後企業年營收成長 15 倍，跨過 1 億美元的關卡；第二
次分家衝突源自原併肩作戰的第三代兄弟李文達、李文樂對經營態度和股東權益
的保障的看法上無法一致，弟弟因配偶對子女撫育負擔較大及健康情形不穩定的
憂慮，終因李文樂的配偶將所持股分變現，而走向分家，然哥哥決定購買股權之
際，復因雙方無法就股權結構分配取得共識，而對簿公堂達 2 年之久，期間甚引
發企業遭香港法院要求停業半年、建廠資金缺口的危機，付出企業經營成本與親
情的龐大代價；而 1998 因中國政府禁止直銷業的政策引發是否關閉旗下直銷事
業體的爭議時，再次產生第四代賣股自立門戶的分裂危機，隨著第四代沈澱回歸
家族，在 2005 年中國政府宣布解禁後，已成為中國第一大直銷集團27。

27

同註 33 財訊（2019）
。

「不准離婚、不准有小三，李錦記家族經營解密」
，商業週刊，財經新報，刊登日：2018 年 11
月 10 日，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8/11/10/lee-kum-kees-family-law/，最後流覽日：2020 年
4 月 13 日。
國際金融公司（2009）
，家族企業治理手冊，國際金融公司二版，頁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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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家族因經營事業產生紛爭所付出的沈重代價後，第三代深刻感受「家
族為先」
、
「沒有和諧的家庭，就不能延續家族，亦沒有可延續發展的家族事業」
，
接受西方教育的第四代參考全球家族企業的做法，調整適合自身環境的做法，以
家族憲法建立得確保家族策略與企業策略相同，並維持兩者的利益一致的家族治
理機制作為解方，建立如圖 2-5 所示之組織架構，李錦記的家族憲法最為人樂道
熟知的特色在於規定家族成員須遵守三不原則：不晚婚、不離婚、不准有婚外情，
若有違反即需退出公司董事會，以及規劃對未來子孫的接班人養成計畫，其他主
要治理機制之設立目的與權責略為：

一、家族憲法：為家族成員需遵守之最高準則，並均需簽署，如有家族成員欲退
出，其股份即由公司買回，其變動更改以家族委員會 75% 的人同意為之，
若得票數為 5:5，已備骰盅擲骰為定，每 3 個月即聚在一起溝通，在問題浮
上檯面前解決，並隨著家族成員的變動與需求，持續更新完善中。
（一）適用對象：所有家族員必需共同遵守。
（二）制定和修定：由家族最高權力機構家族委員會 75%的成投票通過訂
定，家族委員會的委員均需簽署新的條款準則。
（三）股權分配：
1.

股東需為具家族血緣者。

2.

男女均可繼承股分，且比例相同，然個人會因未來個別調整而稍
有不同。

（四）家族成員進入企業工作資格：需於家族外企業工作 3-5 年，並通過與
非家族成員相同之應聘程序和入職考核，始得加入家族企業。
（五）董事會
1.

由家族委員會選任對業務有興趣之家族菁英出任董事會成員，亦
可自外部聘任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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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由家族成員出任，家族委員會每 2 年選定董事會及各項目主
席，主席可連任。

（六）家族委員會、董事會與管理層角色分工：明確細緻區分各主要角色功
能，以避免家族對企業為不適當的干擾。家族委員會主要關注家族價
值觀強化及協調家族關係與所有權相關問題，並負責決定董事會的成
員、結構；企業董事會則是制定企業經營戰略，挑選企業高管及監督
企業績效等；管理層則負責企業的戰略執行、日常運營、企業文化及
員工管理考核等。

二、家族委員會：於 2002 年經第 4 代提議成立，負責家族憲法的制訂與修改。
設立主旨是從各方面規劃家族長遠發展的戰略，企業營利並非其惟一考量。
（一）委員會成員及人數：原先為第三代李文達夫婦加第四代 5 位子女，
共 7 位，迄至 2017 年年底，第四代自願退休後，目前由第四代 5 位、
第五代 4 位，共 9 位組成，而為決策單純，仍希望將成員控制在 10
位以內。
（二）設立目的：家族的最高決策機構，也是家族核心成員就家族事務的溝
通平台。
（三）開會：每 3 個月開會 1 次，每次會議持續 4 天，會議主席由成員輪
換，議程依現狀選擇議題。
（四）決策：一般決策以過 1/2 同意可決，修改家族憲法則需超過 75%同意，
遇票數均等擲骰盅為定。

三、家族議會：
（一）成員：全體家族成員（包括配偶）。
（二）設立目的：全體家族成員（包括配偶）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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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開：家族成員提議，獲 1 名家族委員會委員支持，經家族委員會批
准召開。
（四）討論事項：需全體成員共同參與的家族內部事務。
（五）決議：決議需經家族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始能生效。

四、家族學習發展中心：負責依各代家族成員的學習、培訓與建立價值觀所需，
為各種教育、培訓計劃的規劃與安排。

五、家族投資：就家族成員在本業以外的其他投資等，提供綜合的管理與各方面
的協助。

圖 2-5 李錦記家族治理結構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參考文獻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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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族企業跨代傳承於我國面臨的法律環境
企業主或企業所有人在歷經創業世代後，隨著企業的成長壯大，家族成員的
增多，逐漸陸續進入傳承事業與資產的階段，部份或已先為分配或曾以遺囑為規
劃，然囿於國情文化，及企業主或企業所有人本身的法制經驗與理解，大部份未
就我國親屬及繼承法制中對財產自由處分權之保留與限制進行了解及重視，以致
常發生先前之分配及財產之移轉，於家族成員逸脫具有個人魅力及能主導家族成
員意見之企業主或企業所有人之掌控後，其繼承人對先前的分配及移轉是否公允
及合法提出質疑及爭議，並於即將或實際發生及辦理繼承階段啟動、肇生各項刑
事偽造文書、侵占、背信訴訟，及民事回復原狀、損害賠償爭訟，冀以司法途徑
實現或回復；遺囑亦常因未考量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及特留分，而產生
部份無效或效力之情況。以上均使家族企業在面臨可預期但不確知時程之財產傳
產時，發生與原規劃之傳承分配有重大落差或家族企業財產細分，且家族企業繼
續經營或與經營相關之各項意見難一取得一致，致產生經營障礙與困難及損失。

第一節 家族企業於跨代財產權移轉面臨之我國親屬、繼承法制現況
一、我國國親屬、繼承法於家族企業財產權傳承時之影響與現況
（一）未訂立夫妻財產制之配偶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我國民法就未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依法定方式選定分別財產制
或共同財產制其一為約定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配偶
依我國民法親屬、繼承編之規定，於離婚、變更夫妻財產制時，及於分割
遺產時，除為法定繼承人之應繼份外，就死亡配偶之遺產得主張夫妻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28。

28

民法第 1030-1 條 3、4 項就此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讓與、繼承及請求時效之規定為：
「第一項請
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
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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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夫妻於結婚前或結婚後未訂立財產制者，依民法第 1005 條，以法定
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為聯合財產制，於聯合財產關係消
滅時，例如夫妻一方死亡、離婚、變更夫妻財產制時，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
慰撫金。」得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2.

配偶死亡時，生存配偶得先就死亡配偶之遺產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請求權。依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773 號民事判決揭示的實
務見解：「按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共同生活所為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
與繼承制度之概括繼承權利、義務不同。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在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屬生存配偶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
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的請求權，
兩者迥不相同，生存配偶並不須與其他繼承人分擔該債務，自無使債
權、債務混同之問題。又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
而消滅。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
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

3.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於配偶死亡時，可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
額計算方法如下：
被繼承人死亡時的原有財產價值（指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而現
存的原有財產，不包括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的財產）－負債＝被繼承人
的剩餘財產。生存配偶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的原有財產價值－負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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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配偶的剩餘財產。（被繼承人的剩餘財產－生存配偶的剩餘財產）
X1/2＝可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的上限。29

4.

以王永慶之遺產繼承為例，其於 2008 年 10 月 15 日過世時，數千億
元資產於生前已以捐贈成立公益基金會、學校及海外信託等方式規畫，
並交叉持股台塑集團旗下公司股票，就國內之公益基金會、學校等部
份非屬遺產，海外信託則因其繼承人爭執仍屬王永慶個人財產而於海
外爭訟中；其規畫除節稅及讓集團永續經營外，也讓無意參與經營的
子孫因持有台塑集團旗下公司如南亞、台化、台塑化及台塑等公司股
票，可享有企業經營成果即每年的高配息。而其申報遺產總額為 595.5
億元，係適用遺產稅舊制30，累進稅率高達 50%，因三房李寶珠於 2009
年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以王永慶合法配偶身分，參與分配王永慶遺
產，經配偶王月蘭授權其子王文洋與三房李寶珠達成和解，雙方簽立
家族協議，同意由大房王月蘭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
得上開申報遺產的半數即 297 億餘元，再以其中之 1/2 即 139 億元，
依協議由王永慶的二房楊嬌及三房李寶珠均分。配偶王月蘭行使「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權」取得之 297 億餘元無需繳納稅金；另王永慶的 1/2
遺產於扣除免稅額及喪葬支出後，應課稅遺產為 238 億餘元，應納遺
產稅為 119 億元，此部份原應由包含配偶在內之繼承人均分，依家族
協議由 9 名子女均分。配偶王月蘭於 2012 年過世，其生前及遺囑中
將其將繼承自王永慶的遺產及已行使或提出訴訟之夫妻剩餘財產差

29

詳參財政部稅務入口網-3517 生存之配偶於申報遺產稅時，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應如
何主張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30
現行之最高稅率為 20%，現行遺產稅與贈與稅法第 13 條規定：
「遺產稅按被繼承人死亡時，
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總額，減除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規定之各項扣除額及第十八條規定
之免稅額後之課稅遺產淨額，依下列稅率課徵之：一、五千萬元以下者，課徵百分之十。二、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者，課徵五百萬元，加超過五千萬元部分之百分之十五。三、超過一億
元者，課徵一千二百五十萬元，加超過一億元部分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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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分配請求權，於扣除其生活之花費外，讓與長期照顧她的二房長子
王文洋，並指名由其繼承其遺產31。2012 年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下稱
渣打銀行）將王永慶就為鴻記建設公司為連帶保證人存放於亞洲信託
（後為渣打銀行併購）之 8 億多元擔保備償金剩餘款 1.1 億 4,851 萬
餘元（嗣因受他案強制執行而剩餘 8000 多萬）
，因不明王永慶繼承人
範圍，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存，經台北地方法院提存所及提存人渣打銀
行通知，於歷經國稅漏報遺產稅裁罰 2000 多萬之行政訴訟免罰確定
後，配偶王月蘭之遺囑執行人於 2019 年 3 月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此
筆遺產之分割訴訟，以王永慶之繼承人即宏仁集團總裁王文洋、宏達
電董事長王雪紅、台塑集團副總裁王瑞華、台塑生醫董事長王瑞瑜、
長庚醫院董事長王瑞慧、美國 JM 公司總經理王文祥等即王永慶 9 名
子女為被告，請求分割該筆遺產，主張該筆遺產應由王永慶配偶王月
蘭依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分得一半後，另一半再由配偶王月蘭與王文洋
等 9 名子女均分，每人各分得 1/1032。依上開國內知名企業家王永慶
已歷經近 12 年仍方興未艾、持續進行之國內外遺產分割及夫妻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爭訟，可知未訂定其他法定財產制之夫妻財產於進
行剩餘財產差額請求分配時，就未預為規畫之公司股分持有或資產，
將因婚姻關係之結束或一方之死亡而產生重大且無法預期之長期變
動及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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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原（2019）
「1 億官司擋 6000 億遺產分配，王文洋再摃李寶珠」
，鏡週刊封面故事，刊
登日：2019 年 4 月 12 日，網址：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409inv011/，最後流覽
日：2020 年 4 月 23 日
32
「王永慶遺產再掀波 三娘李寶珠主張有權分產」
，蘋果日報新聞網，刊登日：2019 年 9 月
18 日，網址：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0918/K7OW32V5QRXXLHQYVNJOF446EY/最後流覽
日：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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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民法繼承編關於遺產分割方法之規定
1.

被繼承人未立遺囑之情形
(1)

被繼承人未立遺囑時，遺產繼承人之繼承順序依民法第 1138 條
規定，除配偶外，第一順位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例如：子女)、第
二順位為父母、第三順位為兄弟姊妹、第四順位為祖父母。第一
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又依民法第 1140 條：
「第一千
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
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僅被繼
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時，由該
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其應繼分。

(2)

被繼承人未立遺囑時，遺產分割方式依民法第 1144 條應繼分之
規定，配偶與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同為繼承人時，應繼分
平均分配。配偶與被繼承人之父母或兄弟姊妹同為繼承時，配偶
之應繼分為遺產二分之一。配偶與被繼承人之祖父母同為繼承時，
配偶之應繼分為遺產三分之二。無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
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為遺產全部。

2.

有遺囑情形
(1)

被繼承人於生前依民法第 1189 條規定訂立遺囑時，遺囑依民法
第 1199 條規定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2)

被繼承人之遺產得依被繼承人書立之遺囑自由處分，惟依民法第
1187 條不得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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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留分對遺囑自由處分財產的限制
按依民法第 1223 條：「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
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二、父母之特留分，為
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四、兄弟
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五、祖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
三分之一。」
，同法第 1224 條：
「特留分，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算定
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
，同法第 1225 條：
「應得特留分之
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
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
1.

是被繼承人以遺囑處分財產時，應受民法第 1223 條特留分規定之限
制。

2.

另外，實務上認為特留分扣減權為形成權，特留分權利人行使扣減權，
涉及親屬關係暨繼承權義，故為早日確定有關扣減之法律關係，以保
護交易安全，應類推適用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即自
扣減權人知其特留分被侵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
起逾十年者亦同。33

二、遺囑信託-股份分配
（一）遺囑信託定義
遺囑信託，係以遺囑方式設立之信託。信託之定義依信託法第 1 條規
定，謂委託人將其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
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依信託法
第 2 條規定，可依法律規定、契約或遺囑設立。

33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880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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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益人不限於民法第 1138 條規定之繼承人
依信託法第 17 條規定，受益人因信託之成立而享有信託利益。故遺
囑信託之受益人，係依信託人之信託取得信託利益，故受益人範圍不限於
民法第 1138 條規定之繼承人。

（三）遺囑信託仍受特留分影響
遺囑信託係依遺囑成立，是仍受民法第 1223 條特留分規定之限制。

（四）遺囑信託是否受不得分割遺產期間之限制
遺囑信託仍係以遺囑方式成立，是仍須依民法第 1165 條規定，遺囑
定有禁止分割遺產者，禁止之效力以十年為限。
1.

股份因遺囑不得分割，公同共有時，依公司法第 160 條第 1 項規定，
應推定共有人之 1 人行使股東之權利。34

2.

於公司之負責人或股東死亡之情形，如其繼承人有數人，則在其完成
分割遺產前，遺產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得由繼承人中互推 1 人為管
理人，而若要申請變更登記，原股東名簿所記載被繼承人之股東戶名
應該參照上開條文為更正，如果繼承人間無法協調 1 人為管理人時，
股東名簿即應更正為共有戶，各繼承人之姓名均將併列，惟如果是行
使股東權利，則應依公司法第 160 條第 1 項規定，由共有人中互推 1
人行使之。（經濟部 57 年 6 月 20 日商 22056 號）

34

經濟部 88 年 12 月 29 日商字第 88227935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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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信託法之現況
一、我國現行信託法制於家族企業財產權傳承時之適用情形
我國信託法於 85 年 1 月 26 日公布施行，然其中就家族信託並無相關定
義、專法或專章規定，故家族信託之辦理主要仍適用信託法及信託業之規範
及經濟部相關函釋。而遺囑信託之辦理、遺囑訂立之方式及納入遺囑信託之
財產範圍，則仍依前述民法繼承篇遺囑之要式方式及特留分之規定為之。茲
就略述如后。
（一）信託成立之方式：
1.

依契約為之，然未限以書面為之。

2.

依遺囑為之。

（二）信託之存續期間、消滅與信託行為之無效及撤銷：
1.

信託的存續期間：雖各國就信託是否得永久存續或與有上限期間
限制乙節有不同之規定，然我國信託法就信託存續期間並未為限
制。

2.

信託之消滅：
(1) 信託於委託人或受託人為自然人時，除信託行為另外有訂定
外，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
而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法人時，若法人因解散或撤銷設立登記
而消滅者，也同樣適用前項之規定。
(2) 依信託法第 62 條規定，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或信託目的
已完成或不能完成，信託關係即因而消滅。
(3) 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依信託法第 65 條規定，
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其順序為：
l

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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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

無效之信託行為：
信託行為有信託法第 5 條所訂之：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
定或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
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其信託
行為為無效。

4.

信託行為得撤銷之情形：信託行為信託法第 6 條所訂：有害於委
託人之債權人權利者，委託人或其遺產於信託成立後六個月內受
破產之宣告者，推定其行為有害及債權。此撤銷權，依信託法第
7 條規定，債權人得行使的期間，於自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
或自行為時起十年，聲請法院撤銷之。此撤銷不影響受益人已取
得之利益，但如受益人取得之利益未屆清償期或取得利益時明知
或可得而知有害及債權者，則不在此限。

（三）信託的終止：
1.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之單方終止：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均得隨時終止。

2.

委託人及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利益如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之自
益信託，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需委託人及受益人均同意，始
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是於規劃設計時，亦得於信託行為訂定不
得隨時共同終止或另訂終止條件之條款。

（四）委託人就信託管理指示權的保留：
依信託法第 3 條規定，委託人與受益人並非同一人之他益信託，
委託人若未於信託契約為保留的約定，則於信託成立後，不得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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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變更或終止該信託，就受益人之權利，除非經過受益人同意，否
則也不得為處分。所以，於應用信託進行家族企業財產傳承規劃時，
信託財產之管理、分配有依、或委託人指定之獨立機構，即家族治理
機制如家族委員會或控股公司董事會決議之指示之需求，是宜於信託
契約為信託管理指示權之保留，始得為受益人變更或受益人權利之處
分。

（五）信託財產管理方法的變更：
1.

同意變更：得經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變更。

2.

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聲請法院變更之之情形：
(1) 因情事變更致不符合受益人之利益時。
(2) 法院所定之管理方法，因情事變更致不符合受益人之利益時。

（六）信託監察人之選任
1.

信託行為得依需求訂定監察人或選任監察人方法之條款，監督信
託之管理、分配與履行。

2.

於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有其他保護受益人利益之必要時，
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依信託法 52 條規定，選
任 1 人或數人為信託監察人，但若信託訂有上述監察人或選任監
察人方法，則依信託之規定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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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託財產的管理運用
依信託業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除以開發為目的之土地信託，
依信託契約之約定、經全體受益人同意或受益人會議決議外，信託業
不得以信託財產借入款項。

二、信託在家族傳承規劃、私密性保障、稅務、債務籌劃隔離和慈善公益等功能
之情形
（一）信託財產的獨立性的確保：
依信託法第 12 條不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的規定，信託財產具
有與委託人或受益人財產區隔之獨立性，然信託財產於如下情形仍有
被歸為委託人財產，無法保有獨立性之可能：
1.

信託委託人同時是唯一信託受益人的自益信託，及保留終止權之
可撤銷信託。

2.

信託前存在於信託財產上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仍得對信託財產為強制執行。

3.

信託依信託法有無效或得撤銷並經依法聲請法院撤銷之情形。

（二）信託私密條款信息之揭露：如因信託發生糾紛並陷入訴訟，在經法院
判決後，信託內容即會隨法院判決書公開宣示公布之內容而揭露，例
如王永慶的信託內容即為一例；另，若信託中涉及上市公司，由於上
市公司披露資產信息的要求，部份家族信託的信息也可能因之出現在
上市公司揭露的訊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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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章將依下述研究結構，擬定研究模式及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構
本研究著重在就個案公司於面臨跨代財產傳承之際所產生之爭訟原因、爭訟
人地位、爭訟結果、影響與終局處理進行歸納評析之研究目的，及第二章之文獻
之探討內容，以對家族企業跨代財產傳承規劃之模式為建議，研究結構如圖 4-1
所示。

圖 4-1 研究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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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模式
家族企業以具特定身分關係的「人」和家族共同創造擬傳承的有形、無形資
產為主軸，而家族企業若以永續經營為目標，則就經營權及所有權之關係，在公
司經營的部份應交由公司治理解決，近年亦漸廣為企業熟悉及遵行，而與「人」
有關的跨代資產傳承，則常為企業所忽略。
本研究之具體研究模式如圖 4-2 研究模式圖所示，分別從家族企業財產傳承
爭訟個案之下列面向切入評析，探討及建議可行的家族治理機制，以為企業預為
管理財產跨代傳承爭訟風險之參考：
一、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事項、原因與爭訟者身分角色之歸納與評析：藉由傳
承爭訟事項及原因之歸納，導入傳承規劃之需求，並由爭訟者之地位與角色，
評估應納入家族治理機制中之家族成員的範圍。
二、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類型、終局處理模式與結果評析：由傳承爭訟終局處
理模式與結果所涵攝處理之事項，評析訴訟方式及協商決議模式對家族財產
傳承爭訟事項，何者提供之處理可獲致終局紛爭及為有效率之傳承。
三、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之影響與建議對策：
以傳承爭訟所生影響與歷經時程，與於家族治理機制下所形成之家族共
識與協議，所得處理之事項進行評析。預以家族治理機制進行傳承事項之規
劃，具有避免及降低爭訟風險之管理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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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研究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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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章的重點在透過個案研究，依家族企業傳承財產時之爭訟原因、歷程及影
響，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歸納出家族企業經營可行之財產傳承規劃策略。本研究
採用個案分析法，故對個案分析概念與進行步驟做精簡、明確的介紹，並說明本
研究的研究設計，包括研究對象的選擇、資料收集方式，作為本章的總結。
本研究為能了解於世代財產傳承中，所發生之成員歧見及爭訟之原因、對企
業經營的影響及爭訟終局解決之方式，所以採用個案研究法，根據研究目的從個
案成員發生爭訟之原因、背景，訴訟歷程之發生與發展與動態過程，探討家族企
業與其家族成員間就財產傳承所應預為之溝通，及基于家族企業永續經營及核心
價值維持之共識，所應為及得為之財產傳承規劃，並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提出可行
之管理策略。
本研究個案之選擇以因財產跨代傳承發生爭訟之家族企業做為研究個案選
擇之對象。以爭訟個案之家族及企業背景資料及爭訟過程之訴訟及法律文件進行
歸納分類及評析。而由三個爭訟個案終局處理模式均以家族成員間成立之家族協
議，比對評析其參與終局處理之家族成員與家族協議處理之事項，與上開以家族
治理機制進行之財產傳承規劃，就跨代財產傳承爭訟風險管理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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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個案爭訟分析與建議對策
第一節 個案公司傳承模式及發生爭訟背景經過事實
個案一：T 家族企業

圖 5-1 T 家族企業家族成員代系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資料整理

一、個案公司簡介：
T 家族企業係由創業主 A1 創立，共有 T1、T2、T3、T4 等 4 家建設公司，
主要於中南部投資興建住家及商辦大樓，其家族代系詳如圖 5-1。
家族企業所屬公司之股份及資產主要仍由創業主 A1 管理及分配。公司主要
資產即購入之建案預定基地、興建中之建案、已完成未銷售之建案，因信用提供、
融資、資金週轉便利、稅務考量等，依創業主之規畫借名登記於其配偶 A2 及第
二代子女名下，並以各借名登記人名義向銀行貸款融資，貸得款項供公司融使用，
貸款產生之相關費用及貸款本息由公司負責支付。
公司出資額亦依創業主 A1 分配，除其本身及配偶 A2 外，主要登記於第二
代 4 名兒子即 B1、B2、B4、B5 及媳婦 B’1、B’2、B’4、B’5 名下（肆子妻 B’5
因過世，其名下股份由其繼承人即夫 B5 及未成年子女 C1、C2、C3 共同繼承）
。
隨著創業主 A1 年屆 83 歲，其配偶 A2 年屆 78 歲，4 家家族企業公司雖分由長
子 B1、次子 B2、肆子 B5 擔任董事長，但 A1 子女即第二代 4 男 1 女中，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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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B2、肆子 B5 實際於 4 家家族企業公司中工作，承 A1 之命管理公司之財務及
建案興建及銷售，為使 A1、A2 百年後，面臨一、二代資產傳承，T 家族企業仍
能以 A1、A2 名下之不動產及帳戶內之資金持續運營，故 A1、A2 均立有遺囑，
將名下財產均指定由實際經營 T 家族企業的 B2、B5 繼承，並指定次子 B2 為遺
囑執行人。

二、爭訟事實經過：
母 A2 於 103 年 12 月間年邁過世，次子 B2 即持母 A2 之遺囑進行遺產稅之
申報及就遺產辦理繼承登記，惟因 A2 遺囑明顯侵害其他繼承人之特留分，在未
出具其他繼承人之拋棄繼承同意書或遺產分割同意書之情況下，B2 無法憑該遺
囑將 A2 名下各項財產辦理為 B2 單獨所有之繼承登記，復因長女 B3 對 A2 之遺
產分配方式是否合法表達質疑，其他繼承人亦認相關財產分配資訊不透明，同抱
持懷疑態度，次子於長女 B3 及其他繼承人聯絡處理上開事項時，遭長女 B3 及
其他兄弟姐妹的拒絕；長女 B3 並以律師函函告 B2, 主張依其向國稅局取得之
A2 遺產清冊，次子 B2 於母過世前 2 年已自 A2 銀行帳戶領取鉅額資金，B2 既
已於母 A2 過世前取得母 A2 之大額現金資產，自不應再取得母 A2 名下之不動
產即 T3 公司大樓建案基地及該基地與 T3 公司合建契約分潤權利，母 A2 之遺產
亦不應由 B2 獨得；且母 A2 過世前後，其他繼承人並未知悉有該遺囑之訂立，
亦未取得立該遺囑內容之緣由及相關資訊，是以，由次子 B2 取得母 A2 全部遺
產是否出自母 A2 之本意？以及是否與母 A2 之本意相符即有可疑；且次子 B2 於
母 A2 過世後，仍持續存提母 A2 名下帳戶之款項，顯已涉犯刑事偽造文書及詐
欺罪責等。要求次子 B2 說明上開資金款項流向，及將母 A2 過世前 2 年及遺產
均交由全體繼承人平均分配，否則將依法提出相關民、刑事追訴及主張。除 B2
及父 A1 以外之其他繼承人，亦認同長女 B3 之主張，向 B2 為相同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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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母 A2 名義帳戶內款項及名下不動產實均為 T 家族企業資產，A2 之遺產
繼承爭議造成 T 家族企業於 A2 名義帳戶之款項全遭凍結無法使用，公司資金週
轉困難；而因 T3 公司之 15 層 87 戶之大樓建案（甲）基地係登記為母 A2 所有，
並係以母 A2 名義與 T3 公司簽立合建契約，現該大樓建案已完工銷售中，僅部
份建物完成不動產買賣契約之簽立及土地、房屋過戶移轉登記，T3 公司大樓已
銷售未完成移轉登記之建物因無法進行土地移轉登記而面臨違約之遲延損害賠
償或解約損害賠償，且續行銷售亦勢必面臨履約障礙，致 T3 建設公司之建案（甲）
不得不在解決此爭議前，先停止建案（甲）銷售，B2 亦因之面臨其他繼承人要
求解釋 A2 帳戶之款項進出之合法性及與公司財務之關聯性等，否則將對之進行
民刑事追訴之風險。

（一）家族成員所持家族企業股份：T1 建設有限公司出資額全部、T2 建設有限
公司出資額全部、T3 建設有限公司出資額全部、T4 建設有限公司出資額
全部。
（二）主要資產：
1.

存款-以創業主 A1、母 A2 名義之帳戶進出，由 A1 實際管理。

2.

擬做建物基地之土地。

3.

公司完銷未售出之建物及基地。

4.

部份完銷之合建契約出售利潤債權（約定由地主即母 A2 取得 20%利
潤、建設公司 T4 取得 80%利潤）。

上述第 2、3 項不動產，其中有 29 筆土地、房屋分別有 8 筆借名登記於長子
B1 名下、8 筆借名登記於次子 B2 名下、1 筆借名登記於長女 B3 名下、1 筆借名
登記於參子 B4 名下、11 筆借名登記於肆子 B5 名下，並以第二代子女為借款人
向銀行貸款融資供 T 家族企業運營使用，惟均未立書面借名登記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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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承模式：傳承予創業主指定之第二代部份家族成員。
（四）分配家族企業資產傳承規劃工具：A1 遺囑、A2 遺囑。
1.

父 A1 公證遺囑：遺囑內容就遺產中之 54 筆土地、田賦、房屋，以如
下方式分配予部份繼承人：A2、B1、B2、B5，其他繼承人即長女 B3、
參子 B4 於遺囑中未受有遺產分配：
(1) 其中 14 筆不動產由配偶 A2 單獨繼承（因配偶 A2 已早於 A1 過世，
遺囑此部份指定由 A2 繼承之遺產，依法即回復由 A1 之其他繼承人
共同依應繼分繼承，即歸將來繼承發生時, 尚生存之 A1 之 5 名子女
即第一順位繼承人或其代位繼承人共同繼承）。
(2) 11 筆不動產由長子 B1 單獨繼承。
(3) 28 筆不動產由次子 B2 與肆子 B5 各繼承 1/2（其上抵押貸款由 B2、
B5 共同負責清償）
。
(4) 1 筆不動產由肆子 B5 單獨繼承。

2.

母 A2 公證遺囑：遺產全數由次子 B2 繼承。

上述 A1 遺囑、A2 遺囑均以次子 B2 為遺囑執行人，遺囑內容指定之遺產分
割方式均未符合民法 1223 條特留分規定，亦欠缺前登記贈與予各子女之不動產
係因子女結婚、分居或營業所為贈與之證明，依民法 1173 條應自應繼分扣除之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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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 家族企業出資額登記分配持有情形：
第一代：創業父親 A1、母 A2（歿）－均登記持有 T1、T2 公司出資額
第二代：長子 B1-登記持有 T1、T2 公司出資額
長子妻 B’1-登記持有 T1 公司出資額
次子 B2-登記持有 T1、T2 公司出資額
次子妻 B’2-登記持有 T1 公司出資額
長女 B3-登記持有 T1 公司出資額
參子 B4-登記持有 T1 公司出資額
肆子 B5-登記持有 T1、T2 公司出資額
肆子妻 B’ 5-登記持有 T1 公司出資額
第三代：因第二代肆子妻 B’ 5 過世，其長子 C1、次子 C2、長女 C3 與 B5 共同
繼承取得 B’ 5 之出資額

（六）家族企業中擔任職務及工作之家族成員：
1.

長子 B1 擔任 T2 公司董事長，次子 B2 擔任 T1、T3 公司董事長、肆
子 B5 擔任 T4 公司董事長。

2.

公司均由次子 B2 承父 A1 之命實際經營，其餘家族成員均未於公司
擔任職務或負責實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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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T 家族企業 T1、T2、T3、T4 公司出資額登記情形
負
責
人

父

母

A1

A2

長
子
B1

長
子
妻

次
子
B2

B’1
T1
B2
資本總額
19600000

T2
B1
資本總額

出
資
額

出
資
額

出
資
額

3360

1400

00

✔

10000000

✔

次
子
妻

參
子

肆
子

B4

B5

B’2

長
女
B3

B’5
✔

出
資
額

出
資
額

3080

3360

0000

000

出
資
額

出
資
額

2000

4200

2000

1800

000

000

000

000

✖

肆
子
妻

出
資
額

出
資
額

出
資
額

1400

2800

1400

1400

000

000

0000

0000

000

出
資
額

✖

出
資
額

✖

✖

✖

T3

B2

✖

✖

✖

✖

✖

✔

✖

✖

✖

✖

T4

B5

✖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三、創業主對公司資產之傳承規畫與管理：
（一）股份分配部分：T 家族企業為建設公司，T1、T2、T3、T4 公司之出資額
原分由第一代創業之父親 A1、母 A2 與第二代長子 B1、長子妻 B’1、次
子 B2、次子妻 B’2、參子 B4、肆子 B5、肆子妻 B’ 5、長女 B3 持有全部
公司出資額。
（二）資產及財務管理作為：
1.

公司所需土地價款及建案工程款之週轉金，長期均由創業主 A1 決
定及提出。

2.

創業主 A1 開立個人名義銀行帳戶供公司使用，並於該帳戶內存提
公司運營所需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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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案之未出售房屋、基地土地持分，及購入之建案土地，為稅賦及
房屋分戶貸款融資需求，分別借名登記於第一代配偶 A2、第二代
子女即家族成員個人名下。

4.

以借名登記登記予配偶 A2、長子 B1、次子 B2、參子 B4、肆子 B5
名下之不動產作為物上擔保，向銀行設定扺押貸借款項，撥貸款項
均匯入父 A1 帳戶或 A1 持有並使用之公司帳戶，統一作為建設公
司 T1、T2、T3、T4 運營使用，由公司負責支付貸款利息。

5.

母 A2 開立有帳戶供公司使用，並簽立有授權書授權次子 B2 全權
代理其為下所有銀行存款帳戶之提款、存款、轉帳，並代為一切法
律行為，並提供其名義為公司辦理融資貸款。次子 B2 因之於母 A2
103 年 12 月間過世後，B2 仍沿續使用 A2 之帳戶，續為存提款及
於帳戶內為上開各項貸款本息繳付之扣款。

四、爭訟原因及事項
母 A2 於 103 年 12 月間過世後，長女 B3 於 104 年 5 月間發函予 B2 及其他
繼承人，認依其向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調取之 A2 於 98 至 102 年間之綜合所得
稅各類所得暨財產資料清單，顯示 A2 各該年間於銀行均有大額存款，101 年至
103 年間 B2 受有約 3000 萬元之贈與，及 A2 之遺囑內容已侵害其特留分，其依
法行使扣減權，暨要求 B2 說明 A2 生前過戶至 B2 名下之財產，有無挪用或盜取
之情形。其提出之爭議略為：
爭議 1：A2 帳戶於其生前存款存提授權及現金流向
爭議 2：A2 帳戶於其過世後之存款存提授權及現金流向
爭議 3：A2 過世前 2 年以贈與名義移轉登記予其他繼承人之不動產及現金應歸
入遺產計算
爭議 4：A2 名下之 T1、T2 公司出資額應列入遺產應由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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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5：T 家族企業借名登記於 A2 名下之不動產應列為遺產由全體繼承人共同
繼承。
爭議 6：A2 與建設公司 T4 訂立之合建分售契約之 20%完銷分潤債權及土地所有
權人權利，應由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

五、採取之爭訟方式
（一）長女 B3 於母 A2 在 103 年 12 月間過世後，向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調取其
母 A2 於 98 至 102 年間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暨財產資料清單，於 104
年 5 月間委請律師發函予 B2 及其他繼承人為如下爭議及主張：
1.

母 A2 之遺囑內容已侵害除 B2 外其他繼承人之特留分，依法行使扣
減權，要求依其應有特留分分割遺產。

2.

101 年至 103 年間 B2 受有約 3000 萬元之贈與應歸入母 A2 之遺產計
算。

3.

要求 B2 說明 A2 生前過戶至 B2 名下之不動產（主要為土地）
，及 B2
自母 A2 名下存褶領出之款項之去向及理由，是否有偽造文書、挪用
或盜取之情形。

（二）長女 B3 就母 A2 遺產不同意由 B2 單獨繼承，亦拒絕配合辦理遺產分割
登記。
（三）其他繼承人於收受長女 B3 律師函後，認同長女 B3 之觀點與主張，均同
採取拒絕配合辦理母 A2 遺產分割登記

六、爭訟處理使用工具及處理事項：
（一）家族成員協商會議/參與人：繼承人 B1、B2、B3、B4、B5
（二）就母 A2 之遺產進行協商à遺囑說明及特留分、借名登記項目計算à訂立
分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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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家族企業資產之動用規劃之協商結果，重新訂立如下協議及補充法律
文件：
1.

就興建宗祠等事項訂立協議：由 B2 負責興建，負責興建之部份簽訂
興建工程之承攬契約，所需費用辦理信託。

2.

A1 重新規畫劃遺囑，訂立營業、分居、結婚所為贈與明細及說明。

3.

A1 特定明列借予公司使用帳戶明細，並書立帳戶借用證月及授權書。

4.

借名登記不動產逐一與受借名登記名義人訂立借名登記契約。

個案二：U 家族企業

U 化學工業有限公司，於 98 年 10 月 2 日變更為 U 股份有限公司

圖 5-2 U 家族企業代系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一、個案公司簡介：
U 家族企業係由創業主 D1 與妻 D2 胼手胝足共同創立，主要營業項目為化
學產品如洗劑及半成品原料等之製造，供銷予相關產業，及洗衣機買賣；93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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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洗衣機買賣部門交由從事維修工作的長女夫 E’3 及長女 E3 成立之 U1 機械工
程有限公司經營，其家族代系詳如圖 5-2。
U 家族企業之公司股份及資產仍由創業主 D1 管理及分配，D1 與妻 D2 生有
二男二女即 E1、E2、E3、E4，其中長子 E1、次子 E2、長女 E3 於成年後均進入
公司工作，分別擔任廠長、業務及管理部門主管，長子、次子之配偶 E’1、E’2 亦
進入公司任職於總務及生產部門，與父 D1、母 D2 共同為公司努力奮鬥，；妻
D2 過世後，D1 續弦娶有 D3，育有甫 3 歲之未成年子女即參女 E5；次女 E4 由
家族栽培出國唸書、甫學成歸國進入公司工作，於創業主 D1 生病後，開始協助
規畫聯絡公司股份及資產之傳承與移轉，主要考量仍著重於降低遺產稅及贈與稅
之負擔。

二、爭訟事實經過：
D1 於 98 年 6 月間因罹患肝癌開始治療，期間因內出血於同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住院觀察，9 月 11 日出院後，旋即又於 9 月 12 日失去意識緊急入院，經主
治醫師開立證明 D1 於入院時已神智不清、無法言語及回應，呈肝昏迷之狀態，
嗣轉至義大醫院並於 98 年 9 月 21 日辭世。創業主 D1 生病期間，因考量遺產稅
之負擔，囑由次女 E4 及長子妻 E’1 向代書 Z 及會計師事務所詢問其名下 U 公司
股份轉讓事宜。雖創業主 D1 生前曾向所有子女口頭言明 U 公司將由男性家族成
員即長子 E1、次子 E2 繼承經營，要求女兒應於其過世後拋棄繼承，原意亦於咨
詢相關辦理程序及稅負後進行傳承事項辦理或書立遺囑以為憑據。
然因 D1 病程進展過快，於向代書及會計師詢問遺產相關移轉辦理方式及可
能產生之稅負同時，D1 已病重陷入昏迷，是改由 D1 之成年子女進行協議，協議
結果更為 U 公司資產由 4 名成年子女均分，並由 4 名成年子女共同經營 U 公司，
由 U 公司負擔 D1 配偶、未成年子女 E5 之生活費，除長子、次子外，D1 之其他
繼承人應依 D1 生前囑咐辦理拋棄繼承；基此協議，U 有限公司全體股東於 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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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出具出資額移轉同意書，由長子 E1、其妻 E’1 及次子 E2、次子妻 E’2
取得過半數出資額，U 化學工業有限公司，於 98 年 9 月 2 日將負責人由創業主
D1 變更為長子 E1，並於 98 年 10 月 2 日變更組織為 U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移轉股份予長女 E3、次女 E4 各 300000 股股份，及未成年之參女 E5 則受移轉
登記有 U 公司 400000 股股份。
被繼承人 D1 之繼承人即配偶 D3、次女 E4、參女 E5 均依上開協議於法定
期間內辦理拋棄繼承，長女 E3 則拖延藉故未辦理拋棄繼承，迄至逾法定期間後，
主張與其他未拋棄繼承之長子 E1、次子 E2 以各 3 分之 1 繼承被繼承人 D1 之遺
產。
長女 E3 另於創業主 D1 住院期間，自行向代書 Z 詢問 U 公司舊廠房 1 筆、
土地 3 筆（乙）之買賣契約辦理事宜，並請代書 Z 擬具買賣契約，以其任職 U 公
司所保管之 U 公司大小章蓋用於 98 年 9 月 10 日不動產買賣契約及對土地、廠
房移轉登記之買賣契約（俗稱公契）上，並據以於 99 年 9 月間辦理上開廠房、
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迄至同年 10 月 14 日向長子 E1 以同意辦理被繼承人即
創業主 D1 個人名下透天房屋、土地（丙）予長子 E1，及辦理被繼承人即創業主
D1 個人名下透天房屋、土地（丁）次子 E2 為條件，要求時任 U 公司董事長之
長子 E1 於 U 公司出賣舊廠房 1 筆、土地 3 筆（乙）予 E3、E’3 之不動產買賣契
約上補簽名。
長女 E3 與長子 E1 於 99 年 2 月 20 日在 U 公司辦公室內，因 U 公司財務
及被繼承人即創業主 D1 之遺產分配問題發生爭執，嗣長子 E1 一時氣憤，徒手
拉扯長女 E3 之頭髮及身體造成長女 E3 摔倒及受傷,長子 E1 猶氣憤難消，另以
腳踹長女 E3 所有之自用小客車左後車門，致該自小客車左後車門板金因而凹陷
損壞（修復花費約 5 千元），長女 E3 報警對長子 E1 提出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
之傷害罪及同法第 354 條毀損他人物品罪之刑事告訴。長子 E1 嗣於 9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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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將長女 E3 解僱及就 E3 於 U 公司之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聲請退保；並
斷絕 U 公司對 E3、E’3 經營之 U1 機械工程有限公司貨源供應。

（一）家族成員所持家族企業股份：U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全部。
（二）主要資產：
1.

U 公司新大發廠廠房、土地（甲）。

2.

U 公司舊仁武廠廠房 1 筆、土地 3 筆（乙）。

3.

U 公司資產購入、借名登記於父 D1 名下之透天房屋乙棟及土地（丙）
/未立有借名登記契約。。

4.

U 公司資產購入、借名登記於父 D1 名下之透天房屋乙棟及土地（丁）
/未立有借名登記契約。

5.

U 公司台灣銀行（戊）帳戶內存款及創業主 D1 提供予 U 公司使用之
台灣銀行（己）帳戶存款。

6.

U 公司生產粉劑產品專利（庚）、（辛）。

（三）主要負債：
1.

創業主以名下不動產（丙）設定抵押，並由長子 E1、次子 E2 為連帶
保證人，向台灣銀行借貸之○○元；據擔任出納及管理 U 公司財務
之長女 E3 依創業主 D1 指示辦理，貸款係由 U 公司週轉使用供 U 公
司週轉使用。

2.

創業主以名下不動產（丁）設定抵押，並由長子 E1、次子 E2 為連帶
保證人，向台灣銀行借貸之○○元；據擔任出納及管理 U 公司財務
之長女 E3 依創業主 D1 指示辦理，貸款係由 U 公司週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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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配家族企業資產傳承規劃工具：
1.

第一代與第二代間無資產傳承規劃,D1 原擬書立遺囑，惟因 D1 病程
進展過快，於向代書及會計師詢問遺產相關移轉辦理方式及可能產生
之稅負之際，D1 即已辭世，是未完成遺囑之規劃與書立。

2.

創業主 D1 生前曾向所有子女口頭言明 U 公司將由男性家族成員即
長子 E1、次子 E2 繼承經營，要求女兒應於其過世後拋棄繼承。其生
前已委由代書完成 U 有限公司全體股東出具之出資額移轉同意書，
將 D1 名下股份均移轉予子女，並已變更 U 公司董事長為長子 E1；
並口頭囑其子女，其個人名下透天房屋、土地（丙）係交由長子 E1 一
家居住使用，透天房屋、土地（丁）係交由次子 E2 一家居住使用，
應分別將透天房屋、土地（丙）移轉登記予長子 E1 個人所有，透天
房屋、土地（丁）移轉登記予次子 E2 個人所有，其他子女不得異議。

3.

創業主過世後，因其名下資產、負債及 U 公司資產、負債混雜難以辨
別，且創業主 D1 尚遺有一配偶（與創業主差距 50 歲之越南配偶）及
甫滿 3 歲之未成年子女即參女 E5 待撫養，D1 之成年子女協議 U 公
司資產由 4 名成年子女均分，並由 4 名成年子女共同經營，由 U 公
司負擔 D1 配偶、未成年子女 E5 之生活費, 除長子、次子外，D1 之
其他繼承人應依 D1 生前囑咐辦理拋棄繼承；長女 E3、次女 E4 於各
受有 U 公司 300000 股股份分配，及未成年之參女 E5 受有 U 公司
400000 股股份分配後，次女 E4、參女 E5 均依約定於法定期間辦理
拋棄繼承，長女 E3 則拖延藉故未辦理拋棄繼承，迄至逾法定期間。

（五）傳承模式：傳承予男性之下一代家族成員及其配偶。
（六）家族成員所持家族企業股份：U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全部。
（七）U 家族企業股份登記情形：
第二代：長子 E1-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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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子妻 E’ 1-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次子 E2-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次子妻 E’2-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長女 E3-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次女 E4-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次女 E4-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參女 E5-登記持有 U 公司股份
（八）家族企業中擔任職務及工作之家族成員：
創業父親 D1-98 年 9 月 2 日前之董事長即負責人
長子 E1-98 年 9 月 2 日起之董事長、廠長
長子妻 E’ 1-總務、採購
次子 E2-職員
次子妻 E’2-庶務
長女 E3-出納、負責保管 U 公司支票及公司大小章、U 公司監察人

表 5-2 U 公司股份登記情形
負責人
長子 E1
U 公司資 股份
本
額 400000

次子

長子妻

次 子 妻 長女 E3

次女

參女

E2

E’1

E’2

E4

E5

股份

股份

股

份 股

份 股

400000

100000

100000

份 股

300000

300000

份

400000

2000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資料整理

三、爭訟原因及事項：
爭訟 1：長女 E3 與長子 E1 於 99 年 2 月 20 日在 U 公司辦公室內，因 U 公
司財務及被繼承人即創業主 D1 之遺產分配問題發生爭執，長子 E1 一時氣
憤，竟以徒手拉扯長女 E3 之頭髮及身體並左右搖晃，造成長女 E3 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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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女 E3 躲入洗手間且報警處理，於警員到場處理後，長女 E3 自洗手間出
來之際，長子 E1 猶氣憤難消，仍持續以徒手拉扯原告頭髮，致長女 E3 因
而受有左上眼瞼擦傷 2 公分、右頰擦傷 3 公分及頭皮挫傷，前胸挫傷，左
上臂挫傷併瘀青，右手（掌）背瘀青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長子 E1 另以
腳踹長女 E3 所有之自用小客車左後車門，致該自小客車左後車門板金因而
凹陷損壞（修復花費約 5 千元），長女 E3 對長子 E1 聲請核發有通常保護
令，並提出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 354 條毀損他人物品罪
之刑事告訴，長子 E1 傷害部分遭地方法院量處有期徒刑 4 月、毀損部分量
處有期徒刑 2 月，並依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
5 月及諭知以 1 千元折算 1 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長子上訴遭駁回後確
定；長女同時提出附帶民事損害賠償，請求長子 E1 應賠償其因該傷害所受
精神上痛苦即精神慰撫金 2,500,000 元，此部份地方法院判決長子 E1 應賠
償長女 E3 精神慰撫金 5 萬元，長子上訴遭駁回後確定。
爭訟 2：創業主 D1 於 98 年 8 月間因罹患肝癌陷入昏迷而處於無意識狀態，
E3 擔任 U 公司出納人員並負責保管 U 公司大小章，未經 U 公司股東會決
議或經 U 公司實際負責人 D1 之同意，以其保管之 U 公司之大小章蓋用於
99 年 9 月 10 日 U 公司與長女 E3、長女夫 E’3 間就廠房 1 筆、土地 3 筆
（乙）訂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買賣總價訂為：4360000）及公契上，廠房
1 筆、土地 3 筆（乙）係 U 公司於 82 年 11 月以 17000000 購入、設有工廠
登記，長女 E3 並據上開買賣契約於 98 年 9 月間將上開廠房、土地 3 筆（乙）
移轉登記予 E3 本身及其夫 E’3 所有，長女 E3 實際僅匯付 2000000 至 U 公
司帳戶；嗣長女 E3 並於 99 年 10 月間以分配家產為由，要求 E1 於上開不
動產買賣契約補簽名。因 U 公司尚存有大筆貸款，不可能低價處分公司資
產，故以 E3、E’3 為被告，提出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及塗銷移轉登記之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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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及為防止 E3、E’3 脫產，就上開廠房、土地 3 筆（乙）提供擔保為禁
止移轉之假處分保全程序。
爭訟 3：U 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創業主 D1，於 98 年 9 月 2 日變更登記為
長子 E1，創業主 D1 於 98 年 9 月 21 日死亡。U 公司嗣後經查帳後發現長
女 E3 於創業主因罹患肝癌陷入昏迷住院期間及過世後，分於 98 年 9 月 1
日、7 日、11 日、14 日、24 日，及同年 10 月 5 日，以科目名稱「暫付款老闆」名義，自 U 公司及公司帳戶分別領取現金 47 萬 8,300 元、47 萬 3,000
元（24 萬元+23 萬 3,000 元）
、15 萬元、10 萬元、10 萬元、5 萬 7,417 元、
30 萬元（25 萬元+5 萬元）
，共 165 萬 8,717 元，謂係因 D1 前曾解約定存代
U 公司清償貸款 2,887,717 元，領出之 U 公司現金係用以清償 D1，另尚分
於 98 年 9 月 1 日、7 日（2 次）、10 月 5 日自創業主 D1 於台灣銀行之帳
戶提領 478,000、240,000、233,000、250,000 元，共計 1,201,300 元，此二筆
款項均依 D1 指示匯入未成年之參女 E5 與長女 E3 之聯名帳戶，作為 E5 之
生活費與教育費。惟因 D1 清償之貸款並非 U 公司申貸，亦無現金流向可資
證明該筆貸款係供 U 公司使用，應由 U 公司負責清償，故 U 公司向 E3 提
出民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此部份之潛在爭訟為 U
公司對 E3 擬提出之刑事偽造文書、侵占及詐欺告訴，U 公司於接受律師爭
端簡化之建議後，暫未提出。
爭訟 4：就爭訟 2-E3 以其保管之 U 公司之大小章蓋用於 99 年 9 月 10 日 U
公司與長女 E3、長女夫 E’3 間就廠房 1 筆、土地 3 筆（乙）訂立之不動產
買賣契約及公契上，並據上開買賣契約辦理上開廠房、土地 3 筆（乙）之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 E3 本身及其夫 E’3 所有乙事，U 公司對 E3 提出刑事偽造
文書告訴。
爭訟 5：D3 因係外籍人士，不諳中華民國文字及法律，其為未成年 E5 所為
之拋棄繼承行為，顯然侵害 E5 的利益，而為未成年人係屬未成年人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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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行為」，只有在「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情況下，未成年人的法定代
理人才可以行使其允許權，否則，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在法律上係屬無效。故
D3 以 E1、E2 為被告，代理 E5 提出民事回復繼承權訴訟。
爭訟 6：創業主 D1 係 93 年 10 月 25 日再婚迎娶越南籍女子 D3，於 97 年 1
月 13 日誕下 E5，D1 因病自知不久於人世，遂交代於其死後給付 D3 一筆
錢，用以照顧未成年人 E5 之生活。嗣 D1 於 98 年 9 月 21 日往生，因 D3
向來信任 E3，即和 E3 依 D1 生前指示，於 99 年 11 月 22 日以 E3、E5 之名
義共同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博愛分行申請聯名帳戶, 由 E3 依 D1 生前指示
匯款至該帳戶供 D3 作為 E5 生活支出用途。E3 明知存放在上開聯名帳戶內
款項係屬 E5 所有之財產，竟於 102 年 1 月 8 日向 E5 之母 D3 佯稱：因另
案民事訴訟敗訴，應給付 U 公司 165 萬 8,717 元，聯名帳戶內之存款恐遭
債權人聲請假執行，需將帳戶內款項存入法院云云，致 D3 陷於錯誤，與前
往臺灣企銀博愛分行，共同提領上開聯名帳戶內之款項 167 萬 2,104 元，
存入 E3 在臺灣企銀大發分行，再由 E3 之帳戶提領 166 萬 3,717 元（即前
揭判決 E3 應給付之 165 萬 8,717 元加 5,000 元律師等費用）。D3 不疑有
他，均配合辦理。隨後，E3 利用 D3 不熟悉中文字之機會，以將款項匯至法
院為由，要求 D3 在匯款申請書上簽名、用印，其再於匯款申請書之受款人、
匯款帳戶、金額等欄位，填載其配偶 E’3 之姓名、帳戶號碼及匯款金額，而
將 166 萬 3,717 元匯入不知情之 E’3 個人於臺灣銀行博愛分行開設之號帳
戶內。嗣於 103 年 3 月 3 日由 U 公司、E1、E2、E3、E5 之法定代理人 D3
就 D1 之遺產分割、U 公司之財產及股東股份之處分等事項簽立協議書，U
公司於同日撤回民事事件之起訴，並簽立擔保物取回同意書，同意 E3 取回
提存物 165 萬 8,717 元（即 E3 依原民事判決提存之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
，
D3 乃要求 E3 歸還提存在法院之款項，E3 均置之不理，D3 因而調閱其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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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發現 166 萬 3,717 元係匯入 E3 配偶 E’3 帳戶內，而非法院，始知受
騙。故 D3 對 E3 提出刑事詐欺告訴。
潛在爭訟 1：U 公司對 E3 擬就擅行提領 U 公司所有台灣銀行（戊）帳戶存
款及公司現金，及創業主 D1 提供予 U 公司使用之台灣銀行（己）帳戶存款
等，提出之刑事偽造文書、侵占及詐欺告訴。
潛在爭訟 2：被繼承人 D1 之遺產分割訴訟。
潛在爭訟 3：U 公司對 E3 之解僱是否合法爭議。
潛在爭訟 4：U 公司之經營權誰屬？
潛在爭訟 5：U 公司資產購入、借名登記於父 D1 名下之透天房屋乙棟及土
地（丙）、（丁），向 D1 之繼承人請求返還予 U 公司。
潛在爭訟 6：D1 過世前移轉登記予之出資額 2200000 是否應歸入遺產計算
之爭議。

四、採取之爭訟方式：
（一）家事事件爭訟處理：①通常保護令聲請。②請求回復繼承權。
（二）刑事訴訟：①傷害及毀損告訴②偽造文書告訴③詐欺告訴。
（三）民事訴訟：①確認買賣關係及塗銷移轉登記訴訟②返還不當得利及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訴訟③傷害案件附帶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四）保全程序：禁止移轉所有權之假處分。

五、爭訟處理使用工具及處理事項：
（一）進行之協商會議：
1.

家族成員協商會議/參與人：D3、E1、E’1、E2、E’2、E3、E4、E5，
共 8 人。

2.

D1 繼承人之遺產分割協商會議/參與人： E1、E2、E3、未成年子女
E5，共 4 人。
81

3.

U 公司與 E3 間民、刑事訴訟及保全程序和解協商會議/參與人：U 公
司、E3。

4.

E4 持有之 U 公司股權買賣協商及會議：U 公司、E1、E2、E4。

（二）協商及擬和解範圍：
1.

被繼承人 D1 之遺產清單共 14 項：
(1) 8 筆不動產（含房屋及土地）。
(2) 4 筆銀行存款。
(3) 1 筆現金。
(4) 死亡前二年贈與-U 公司股份 2200000。

2.

U 公司財務主管即家族企業長女 E3 利用任職 U 公司期間保管之創業
主 D1 台灣銀行帳戶存褶、印章領取之款項。

3.

U 公司財務主管即家族企業長女 E3 利用任職 U 公司期間保管之 U
公司台灣銀行帳戶存褶、印章領取之公司款項。

4.

U 公司所有股東即成年子女 E1、E2、E3、E4，成年子女之配偶 E’1、
E’2，以及未成年子女 E5。

5.

U 公司財務主管即家族企業長女 E3 於任職 U 公司期間，移轉登記予
E3、其夫 E’3，公告現值約 17050000 元之 U 公司舊有廠房 1 筆、土
地 3 筆（乙），及 E3 辦理移轉登記後，匯付 U 公司之現金 2000000
元。

6.

第二代僅 3 歲之未成年子女 E5 成年前之生活費、教育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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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S 家族企業

圖 5-1 S 家族企業代系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資料整理

一、個案公司簡介：
S 家族企業由第一代父 F 從事肥料、雜糧、蔗糖等雜貨商店買賣起家，續由
第二代 H1、H2、H3 三兄弟歷經蔗糖、 雜糧、肥料買賣，接續創立造紙、化學、
製藥、機械、農業機械等公司，為知名之紙業上市公司，其家族代系詳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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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訟事實經過：
第二代經營者 L2 原為家族企業之主要經營者與負責人，於 88 年 1 月間因
心臟病猝逝後，留下 75 億遺產， 200 多項遺產大致可分類為上市股票、未上市
股票、土地、房屋、存款、債權等資產，L2 就遺產原留有遺囑指定繼承人之繼承
比例，惟 3 個月後，其配偶 LW2 根據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以 L2 在婚姻關
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應扣除債務計算差額平均分配為由，將其本身所生之 1 男
3 女即 P1、P2、P3、P4 及 L2 之另二名兒子 Q1、Q2 為被告，向台北地方法院家
事法庭聲請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民事訴訟，要求法院判准 L2 之遺產中
之廿四億元歸其所有，致未確認 L2 與 LW2 間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金額之
前，L2 之繼承人之應繼遺產未定，亦無從進行分割處分，而於 L2 之遺產交付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及遺產分割處分前，其所有遺產包括家族企業及投資控股公司股
股份等均屬配偶及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之意見復未能達成一致，推
派 1 人管理行使權利，是迄至 92 年 4 月 28 日於上開民事訴訟達成訴訟上和解
及全體繼承人就 L2 之遺產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前，所有繼承人均無法就家族企業
及控股公司之股份及 L2 所遺財產行使權利。

三、創業主對其所有之家族企業資產及股份之傳承規畫與管理：各繼承人依其所
預立遺囑指定之比例繼承。

四、爭訟原因及事項：
爭訟 1：配偶 LW2 對 L2 遺產中，屬於婚姻關係中取得，且係 74 年 6 月 4
日以後取得之財產，主張民法 1030-1 條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爭訟 2：各繼承人對 L2 之遺產之應繼比例及遺產分割處分方式。

84

五、採取之爭訟方式：
L2 過世 3 個月後，配偶 LW2 根據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以 L2 在婚
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應扣除債務計算差額平均分配為由，將其本身所
生之 1 男 3 女即 P1、P2、P3、P4 及 L2 之另二名兒子 Q1、Q2 為被告，向
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聲請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民事訴訟，要求法
院判准 L2 之遺產中之廿四億元歸其所有。

六、影響：
L2 遺產包括家族企業及投資控股公司股股份等於未經分割處分前，均屬配
偶及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35。
公同共有財產權利之行使，依法需人之意見復未能達成一致，推派 1 人管理
及推定 1 人行使股東權利36，是迄至 92 年 4 月 28 日於上開民事訴訟達成訴訟上
和解及全體繼承人就 L2 之遺產達成遺產分割協議前，所有繼承人均無法就 L2
所遺家族企業及控股公司之股份及財產行使權利。

七、爭訟處理方式及重點事項：
（一）民事訴訟二審訴訟上和解：L2 與 LW2 間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計算及分
配。
（二）遺產分割協議：L2 遺產之分割及處分約定。

35

民法第 1151 條：
「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
有。」
。
36
民法第 1152 條：
「前條公同共有之遺產，得由繼承人中互推一人管理之。」
。
公司法第 160 條第 1 項：
「股份為數人共有者，其共有人應推定 1 人行使股東之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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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原因、爭訟類型與結果及爭訟人地位
評析
一、發生爭訟之事項及原因
個案一：T 家族企業

T 家族企業係以創業主 A1 之指示進行公司資產分配，並以 A1、A2 之遺囑
作為包含家族企業借名登記於其名下之不動產及帳戶存款等資產跨代傳承之工
具。
家族企業之資產及股份原均創業主 A1 及其配偶 A2 所有，陸續為分配移轉
登記及預立 A1、A2 之遺囑，然而就 A1、A2 陸續所為分配移轉登記及所立遺囑
之內容、緣由及受指定分配遺產之繼承人之義務，及遺囑內容實際上係已考量 T
家族企業未來由次子 B2、肆子 B5 接班經營，其他子女已於分居、創業、結婚時
受有財產分配，日後 B2、B5 經營結果需回饋於宗祠、宗廟、家族園林等之建設，
未來家族之後世子女教育費用等亦由家族企業獲利中支出等情，其形成過程僅存
於創業主之考慮與謀劃，第二代、三代家族成員並無機會參與溝通或討論；而就
家族企業資產、股份之分配及管理情形，除實際進入家族企業工作之 B2 部份知
悉外，其他第二代成員雖有擔任家族企業公司負責人，但就 T 家族企業之不動產
產借名登記及融資情形，及借名登記帳戶進出情形均無所知。
由長女 B3 及除 B2 外之第二代子女係於母 A2 過世後，始因 A2 遺囑指定
B2 單獨取得 A2 所有遺產乙事而開始提出與家族企業資產分配、管理相關之爭
議，並由長女 B3 開始發起法律行動之採取，及為將對 B2 進行各項民、刑事訴
訟之催告等以觀，歸納分析其成因略為：
（一）無家族治理機制形成傳承世代間之共識與協議
個案一發起法律行動之家族成員 B3，及其後支持並加入之 B1、B4、
B5 均為未參與傳承決定過程之家族成員，並以傳承作為即遺囑及 A1、A2
之生前資產分配移轉資訊未提供及決定過程不透明為其主張之理由，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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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傳承工作之 B2 及其執行行為、所引用之傳承工具，即對 B2 之財產移
轉行為及 A2 遺囑效力提出質疑及不信任，其發生爭訟之主要原因即在於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規劃未經家族成員參與，亦未提供傳承資訊，無法獲致
共識與信任。
（二）傳承作為欠缺公正中立的執行單位或執行者：個案一之傳承執行者 B2 為
與資產傳承具有直接利害關係之家族成員，執行者本質上應具有中立性，
執行者之選擇關係到傳承作為之公正與否，個案一即因其可能於傳承執行
作為中偏頗自身利益，而遭到其他家族成員他繼承人將對其之信任，產生
家族企業資產將遭執行者 B2 以利益本身之方式分配及處分之疑慮，產生
爭訟動機。
（三）家族治理之資產標的應與家族成員個人資產區隔：個案一創業主選擇之傳
承工具，即依其意志所作之資產移轉分配及遺囑，屬企業借名登記資產及
將來將成為個人遺產之資產，非屬 A1、A2 個人得完全自由處分之資產，
復未有其他家族成員之共同作為相結合，並非與其規劃相配合之傳承機制
或工具。
（四）在世代交接傳承中，欠缺家族辦公室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指引意見
（五）家族企業股份及資產未有適合傳承之控股或信託工具
個案一中之創業主 A1 及配偶 A2 採取以生前贈與、分配，借名登記
後實際分配給予，及以遺囑指定單獨繼承人，試圖確保企業資產及股份不
分散等方式，為台灣中小企業、甚至上市公司家族企業最常使用之跨代資
產傳承方式，而不論是否已使用之海外信託、公益信託、控股公司、基金
會等進行資產傳承，惟因傳承僅限縮於創業第一代個人的規劃和安排，形
同第一代創業主個人意志之延續和實現，未曾就家族企業的理念、價值與
存續經營，乃至於家族成員間之感情維繫及下一代的照顧等想法，與交接
的傳承世代一起歷經溝通討論的過程，形成共識並達成協議，世代間僅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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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對創業主之依賴與信任，於創業主年老或辭世後，持續貫徹創業主的想
法和理念即成可遇不可求之偶然。
而以第二代、第三代家族成員完全無獲取資訊的管道，亦無從參與意
見，尤以未進入家族企業工作之家族成員，雖無進入家族企業工作的意願，
但是否願以其認同的經營方式和理念為前提，以分配利潤的方式，繼續支
持家族企業乙節，亦因無經討且明確的家族治理機制可資憑藉取捨其進、
退場，自難與其他家族成員形成共識，而產生以繼承取得財產及權利，繼
續投注在支持家族企業的動機和意願。

l

創業主即父 A1 以遺囑作為傳承工具進行之規劃為：
1.

由已實際進入家族企業工作且有實績之次子 B2 接班經營 T 家族企
業，實際管理建設公司 T1、T2、T3、T4。

2.

長子 B1、參子 B4、肆子 B5 均僅持有公司股份，有分配股利的權利。

3.

女 B3 已於結婚成家時贈與住宅、現金與汽車，創業主 A1 對女兒言
明除已贈與之財產外，伊等日後不得再分取父 A1、母 A2 之遺產。

4.

公司股份及公司借名登記於家族成員個人名義之土地、建物等不動產，
及因借名登記所產生之合建契約分配不動產及利潤之權利，均歸公司
所有。

5.

父 A1、母 A2 依照上述想法預立遺囑，將所有遺產指定由次子 B2 單
獨繼承，即以 A1、A2 之遺囑作為移轉家族企業資產之工具，遺囑規
畫之傳承分配內容主要為：
(1) 公司預定建案①基地 9 筆、預定建案②基地 2 筆土地持分全部
歸由長子 B1 繼承。
(2) T3 建設公司預定 15 層 87 戶大樓建案③基地土地 2 筆持分全部
歸由次子 B2、肆子 B5 均分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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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祠（甲）預定建築基地 3 筆、家族園林預定地（乙）基地 3 筆
及第一代父 A1、母 A2 養老住居所（丙）房屋、土地持分全部歸
由 A2 繼承。
(4) A2 移轉現金存款 2000 萬元予次子 B2，作為宗祠（甲）、家族園
林（乙）及家廟（丁）之第一期建築經費，A2 百年後之遺產全數
由 B2 取得（即包含宗祠（甲）
、家廟（丁）基地土地所有權及未
保存登記建物所有權，及繼受尚未興建之宗祠（甲）之雜項執照）
。
次子 B2 需負責完成宗祠及園林之興建，並負擔第一期興建費用
之後的所有建設及設置費用，宗祠及園林為所有子孫共享使用之
家族聚會場所。

l

傳承時肇生法律爭議之原因：
1.

家族企業擬傳承之資產及股份以自然人 A1、A2 個人財產分配方式進行
傳承規畫，致成為自然人死亡時之遺產，在跨代傳承時適用之親屬及繼
承法規，欠缺凝聚二代、三代間對企業經營共識之平台。

2.

A2 係自然人，其授權隨自然人因死亡人格消滅而終止，其名下由企業
借名登記之帳戶內款項及不動產，以及股份，其繼承人間欠缺凝聚對家
族企業經營共識及利潤分配之平台與工具。

3.

原以遺囑、家族成員間借名登記進行之傳承規劃未能考量跨代面臨之繼
承法規及配套應採取之法律行動：
(1) A1、A2 所預立之遺囑均明顯侵害繼承法所定繼承人之特留分，致遺
囑實際上效力未定，而在繼承範圍未定，所有繼承人對所有遺產為
共同共有人，需共同行使權利，在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時，造成公司
股東權利及公司資產之均形同凍結，無法行使權利或為任何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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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欠缺借名登記法律文件，造成公司資產與受借名登記人之資產、負
債均難明確。

表 5-3 T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原因及爭訟當事人地位與角色
序號

爭訟當事人

爭訟 1 1.
2.

爭訟 2 1.
2.

爭訟 3 1.
2.

爭訟 4 1.
2.

爭訟 5 1.
2.

爭訟 6 1.
2.

家族成員次
子 B2
家族成員長
女 B3 及 A1 以
外之繼承人

爭訟原因

爭訟人地位

對 A2 提供予 T 家族企業使用
之帳戶內款項，除 A1 以外的
A2 繼承人對 T 公司財務及被
繼承人 A2 之遺囑行使扣減權
及遺產分配問題。

B2：T1、T3 公司負責人、
股東，家族成員、A2 繼
承人。
B3：股東，家族成員、A2
繼承人。

家 族 成 員 次 同上。
子 B2
家族成員長
女 B3 及 A1 以
外之繼承人

同上。

家 族 成 員 次 除 A1 以外的 A2 繼承人對被 同上。
子 B2
繼承人 A2 之遺囑行使扣減權
家 族 成 員 長 及遺產分配問題。
女 B3 及 A1 以
外之繼承人
家 族 成 員 次 同上。
子 B2
家族成員長
女 B3 及 A1 以
外之繼承人

同上。

家 族 成 員 次 同上。
子 B2
家族成員長
女 B3 及 A1 以
外之繼承人

同上。

家 族 成 員 次 同上。
子 B2
家族成員長
女 B3 及 A1 以
外之繼承人

同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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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U 家族企業

U 家族企業因第一代創業主 D1 係無預期罹病，其後病程又進程快速，第二
代子女於奔波照顧醫療中之 D1 及依其所囑開始進行傳承規劃相關資訊之詢問時，
自 D1 處所獲悉之口頭傳承規劃均片段不完整，是於 D1 生病期間，第二代子女
中，長女 E3 以其手中管理之 U 公司大小章、存褶（含 D1 個人所有帳戶及 D1 名
義借予 U 公司使用之帳戶）及土地廠房（乙）權狀，將 U 公司（戊）現金資產
及 D1 個人存款提領轉存至 E3 與未成年子女 E5 之聯名帳戶（以 E5 之母 D3 為
外籍人士，無法開立帳戶為由）
，及移轉 U 公司土地廠房（乙）所有權至 E3 及
其夫 E’3 名下，次女 E4 則依父 D1 指示將 U 公司股份移轉登記予長子妻 E5 及
E’1、次子妻 E’2，E4、E5 及 D3 則依父 D1 口頭指示拋棄繼承。
第二代子女係於 D1 臥病期間及過世後，陸續發現上開財產移轉情形，期間
亦曾協議更定為由第二代 4 名成年子女均分 D1 遺產，共同經營 U 公司及負擔未
成年人 E5 成年前之生活及教育費用，然屢因與 D1 生前口頭曾為之不動產分配
與嗣後成年子女之協議事項存有落差，就 E3 所為之 U 公司資產、D1 個人資產
移轉爭議始終無法解決，第二代成年子女間由於 U 公司發生爭執至發生暴行，
開始互相提出與家族企業資產分配、管理相關之各項民、刑事訴訟，歸納分析其
成因略為：
（一）無家族治理機制形成傳承世代間之共識與協議
1.

家族企業資產傳承未預為規劃：個案二中 D1 之傳承規劃係於其罹病後開始
發想，向專業所為之諮詢重點著重於移轉或傳承之稅務考量。

2.

D1 以口耳相傳之方式向個別不同之傳承世代成員為傳承交付，無法甄別稽
核其真意及真實性：創業主於不同時期以口頭個別對成年子女交辦不同傳承
事項，交接傳承世代無法窺得創業主之傳承資產真意及用意，造成其所有繼
承人間論述爭執不休，未經合法授權之行為亦因之違犯相關民、刑事法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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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建立持有股份但無經營權之第二代退場及分配機制：創業主固早已指定
長子 E1、次子 E2 接班經營 U 家族企業，然對持有 U 公司股份之長女 E3、
次女 E4、參女 E5，卻未給予其等以持有之 U 公司股份換價或獲取分配股
利之退場或分配機制，即尤以其原係規劃以 U 公司營收獲利之盈餘分配
作為未成年子女即參女 E5 之生活及教育費用，且 U 公司復非股票上市公
司，雖公司營業獲利能力良好，然因經營與所有無法分離，完全仰賴經營
者分配盈餘與否及多寡之意願，形成可共同努力支持該家族企業，但卻可
能「看得到、吃不到」的情形，故第二代均急切得想從家族企業的資產中，
先行取得與創業主共同努力的成果或未來生活的保障。
（三）在世代交接傳承中，欠缺家族辦公室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指引意見及公正執
行
（四）家族企業股份及資產未有適合傳承之控股或信託工具
個案二之創業主 D1 生前曾為部份股份讓與分配，罹病期間曾以口頭
交辦不同成年子女傳承事務，惟無明確之資產傳承規劃與交代，其罹病期
間 E3 辦理之 U 公司資產移轉究是否出自 D1 之授意，或係刑事犯罪行為，
也因家族成員為本身之利益，於訴訟中為完全不同之證述，致 U 家族企
業傳承交接世代就公司資產及遺產繼承發生遽烈衝突，家族成員間之感情
完全破滅，更無法顧及下一代未成年人的教育與照顧，也無繼續投注心力
與資產支持家族企業的動機和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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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U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原因及爭訟當事人地位與角色
序號

爭訟當事人

爭訟原因

爭訟人地位

爭訟 1

1. 家族成員長子 E1
2. 家族成員長女 E3

E1、E3 間對 U 公司
財務及被繼承人即
創業主 D1 之遺產分
配問題。

E1：U 公司負責人、股東，家
族成員、繼承人。
E3：U 公司財務管理人、股東，
家族成員、繼承人。

爭訟 2

1. U 公司
2. 家族企業長女 E3
3. 長女夫 E’3

U 公司資產（乙）處 U 公司：所有權人。
分流程不合法。
E3：U 公司財務管理人、股東、
家族成員、繼承人。
E’3：家族成員配偶（姻親）
。

爭訟 3

1. U 公司
2. 家族企業長女 E3

U 公司資產（戊）及 U 公司：所有權人。
現金處分不合法。 E3：U 公司財務管理人、股東、
家族成員、繼承人。

爭訟 4

1. U 公司
2. 家族企業長女 E3
3. 長女夫 E’3

U 公司資產（乙）處 U 公司：所有權人。
分流程不合法。
E3：U 公司財務管理人、股東、
家族成員、繼承人。

爭訟 5

1. E5（D3 為代理）
。 家族成員 E5 拋棄繼 E5：家族成員-繼承人、U 公
2. E1。
承無效。
司股東。
3. E2。
E1：家族成員-繼承人。
E2：家族成員-繼承人。

爭訟 6

1. E5（D3 為代理）
。 未成年人 E5 之生活 E5（代理人 D3）
：家族成員。
2. E3。
費管理。
E3：U 公司員工、家族成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個案三：S 家族企業

個案三之第二代 L2 係因心臟病突然過世，雖立有遺囑指定配偶及各繼承人
就其遺產之分配比例，並就其所有之家族企業及上市、未上市公司股票暨現金、
不動產、動產等資產，規劃有投資控股公司、基金會等治理工具，然其名下資產
達 75 億，大別為上市股票、未上市股票、土地、房屋、存款、債權等海內外資
產共約 200 多筆，由個案之傳承爭訟由 L2 之配偶 LW2 於其過世三個月後，以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向除其本身以外之 L2 所有繼承人提出民事訴訟，進
行 L2 之遺產計算及分配觀察，歸納分析其傳承爭訟成因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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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成員間欠缺資產傳承之分配及分割之指導準則：個案三除 L2 個人之
遺囑外，別無其配偶及繼承人參與之共識與協議，可資作為家族企業資產
傳承時之分配及分割指導準則，是於 L2 驟然身故後，配偶 LW2 及所有繼
承人間，就所能適用之分配及分割依據仍僅有我國現行之民法親屬法、繼
承法規規定，而以 L2 所持有之家族企業股份及資產項目、金額，於進行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金額計算及所有繼承人之遺產應繼金額及
分割處分，暨遺產未分割前之管理時，於欠缺指導及決議機制之情形下，
難期配偶所有繼承人得有一致之意見，是以，訴訟裁決成為惟一可行之決
斷處理方式。
（二）L2 就家族企業股份及資產規劃之投資控股公司、基金會等治理工具，未
有配套之家族治理機制形成傳承世代間之共識
（三）在世代交接傳承中，欠缺家族辦公室或專業人士提供之指引意見及公正執
行

表 5-5 S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原因及爭訟當事人地位與角色
序號

爭訟當事人

爭訟原因

爭訟人地位

爭訟 1 被繼承人 L2 之配偶 LW2
LW2 對 L2 於 74 年 6 LW2：L2 之配偶。
家族成員 P1、P2、P3、P4、 月 5 日後之夫妻剩餘 P1、P2、P3、P4、Q1、
Q1、Q2
財產分配金額計算。
Q2：L2 之繼承人。
爭訟 2 被 繼 承 人 所 有 繼 承 人 ： L2 之遺產分配比例及 LW2、P1、P2、P3、P4、
LW2、P1、P2、P3、P4、Q1、 分割方式。
Q1、Q2：L2 之繼承人。
Q2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個案一、二為中小企業，個案三為上市公司，惟創業主就其所持有之家族企
業資產，於個案一、三係以遺囑為跨代財產傳承規劃之工具，個案二則因創業主
病程過於快速，未能完成遺囑，對第二代僅有口頭的交代；是不僅因人力與資金
有限之中小企業，缺乏法律、財會、稅務等專業人員協助進行跨代傳承規劃，即
94

以個案三為傳承至第三代的上市紙業公司經營者，雖不乏專業法律、財會、投資
人士之襄助，惟於進行資產傳承規劃時，僅擇取控股公司及基金會等工具，仍有
代際傳承間，資產傳承規劃之主導與執行的盲點，未能有引進家族治理機制，即
於家族成員間取得共識、協議以為永續之視野，而時至今時今日，相同的視野侷
限，仍重覆不斷發生。以知名之台塑王永慶繼承爭訟與長榮張榮發之代筆遺囑無
效爭訟案為例，該二爭訟案例均已就跨代資產傳承為海外特定目的信託交叉持股
台塑相關企業股份，張榮發之長榮集團更集聚專業團隊為其遺囑之執行，即便均
為設有常駐法律顧問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然觀諸王永慶於 2008 年 10 過世後之
遺產繼承，其數千億財產雖於生前以捐贈成立公益基金會、學校及海外信託等方
式規劃著稱，惟經核算之 595.5 億遺產，仍經大房王月蘭「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分得之 297 億餘元免予繳納稅賦，扣除免稅額及喪葬費之應課稅遺
產為 238 億餘元，嗣係經以家族協議：王月蘭將夫剩餘財產分配所取得之半數交
予二房、三房平分，其他遺產由 9 名子女均分，而獲處理，而其生前向亞洲信託
提出、嗣由渣打銀行管理並向台北地院提存之清償擔保剩餘款 1.1 億，至 108 年
5 月間尚爭訟中，另其生前設立 5 大海外信託基金，於其子王文洋之追查下，哥
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於 108 年 3 月 15 日作出裁定，認為王永慶將名下財產移轉
到新威力信託，涉及利用美國法律制度逃避相關稅捐及遺產問題，判定王文洋勝
訴，將正式受理審理王永慶的千億遺產官司37，歷經 10 餘年，甫開始追查；另張
榮發於 105 年 1 月 20 日辭世後，已歷經 4 年有餘，其子女以其於 103 年 12 月
16 日預立密封代筆遺囑時已有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不具遺囑能力為理由，以
張國煒為被告所提出之確認遺囑無效民事訴訟，甫於 109 年 3 月 16 日為一審駁
回判決38，惟該民事訴訟尚未確定，張國煒亦尚未能依其遺囑獨得除特留分以外

37

「王永慶海外千億遺產官司 王文洋打贏第一仗」
，工商時報數位編輯，刊登日：2019 年 6 月
15 日，https://ctee.com.tw/news/stock/101855.html，最後流覽日：2020 年 4 月 17 日。
林文義，
「王永慶千億遺產官司打了十幾年 王文洋終於打贏第一仗」
，聯合報，刊登日期：2019
年 6 月 5 日。
38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重家繼訴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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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遺產。此二著名之傳承爭訟案例，恰適說明家族企業資產傳承中，世代間共識
與協議之重要性，於欠缺完整家族治理機制之情形下，徒具控股及信託工具亦不
足預免傳承爭訟之發生。

二、爭訟類型與結果評析
個案一：T 家族企業之爭訟類型與結果評析

個案一之爭訟類型如表 5-6 所示，均係與被繼承人 A2 名下財產或遺產處分
或遺產分配相關之民、刑事爭訟，茲就爭訟處理之個人資產與企業資產間，及家
族與個人間之關係評析如下：
（一）家族企業資產借名登記於家族成員個人名下，將造成企業資產與個人資產
歸屬爭議。
（二）借名登記於家族成員個人名下之企業資產，其處分及所有權歸屬將受其身
分關係及人格權存續變動影響。
（三）家族成員個人與企業間之民事債權債務如承攬等關係及授權，仍應訂立書
面協議以資遵循及憑辦。
（四）擬傳承之家族企業資產及股份，應與個人遺產為不同之管理。
（五）家族企業資產之傳承應有世代間之共識與決作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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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T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類型及結果
序號

爭訟標的/目的

爭議 1

A2 帳戶於其生前存 民事繼承權及 1. 與除 A1 之其他 A2 繼承人就遺
款存提授權及現金 不當得利返還
產協商分配，訂立協議：
流向
請求爭議。
（1） 除 A1、B2 以外之繼承人各
分配取得現金若干。
A2 帳戶於其過世後 刑 事 偽 造 文 （2） 除第（1）項之分配外，除 A1、
B2 以外之繼承人就 A2 其他
之存款存提授權及 書、民事返還
遺產之權利均拋棄。
現金流向
不當得利及繼
（3） 明定宗祠、家廟使用基地，同
承爭議。
意由 B2 單獨所有。
A2 過世前 2 年以贈 民 事 繼 承 爭
（4） 約定第二代家族成員對 T 家
與名義移轉登記予 議。
族企業之持股分配比例。
其他繼承人之不動
（5） 以第（4）項比例登記家族企
產及現金應歸入遺

爭議 2

爭議 3

爭訟類型

產計算
爭議 4

A2 名下之 T1、T2 公 同上。
司出資額應列入遺
產應由全體繼承人
共同繼承。

爭議 5

T 家族企業借名登 同上。
記於 A2 名下之不
動產應列為遺產由
全體繼承人共同繼
承

爭議 6

A2 與建設公司 T4 同上。
訂立之合建分售契
約之 20%完銷分潤
債權及土地所有權
人權利，應由全體
繼承人共同繼承。

處理/結果

業之不動產為共有。
2. 訂立全體繼承人就 A2 遺產之分
割協議書。
3. 宗祠、宗廟及園林部份：
（1） 訂立基地、建築基金提撥及
使用書約。
（2） 訂立興建之承攬契約。
4. 各項資產之借名登記補具書面
契約。
5. 父 A1 補充及更正遺囑，載明各
第二代子女因分居、結婚、營業
取得之應自應繼分歸扣財產39，
重新計算擬傳承資產金額，並重
規畫符合特留分規定之分配方
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39

民法第 1173 條：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
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
思表示者，不在此限。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贈與價
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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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U 家族企業之爭訟類型與結果評析

個案二之爭訟類型如表 5-7 所示，核其爭訟類型大致為家族企業資產之處
分、家族企業之股份分配與進退場、被繼承人 D1 名下財產或遺產處分或遺產分
配，暨家族成員之扶養照顧相關之民、刑事爭訟，茲就爭訟處理之個人資產及企
業資產間，及個人與家族間之關係評析如下：
（一）家族企業資產如帳戶存款等借名登記於家族成員個人名下，將造成企業資
產與個人資產歸屬爭議。
（二）家族企業仍應有健全之公司治理，企業資產處分如廠房（乙）之處分，應
依公司治理之方式為之。
（三）對家族成員之安養照顧，僅經遺產繼承途徑尚有未足，家族會議就具體安
養照顧方式之討論及資金來源之確保決議，較貼近安養照顧之實際操作。
（四）擬傳承之家族企業資產及股份，應與個人遺產為不同之管理。
（五）家族企業資產之傳承應有世代間之共識與決作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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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U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類型及結果
序號

爭訟標的/目的

爭訟類型

結果

爭訟 1-1
爭訟 1-2
爭訟 1-3

1. 家 庭 暴 力 防 1. 家庭暴力防治事件。 1. 核發通常保護令。
治。
2. 刑事訴訟/刑法傷害 2.
2. 追訴傷害、毀
罪、毀損罪告訴。
一審：E1 有罪應執行有期徒刑 5
損刑事責任。 3. 民事訴訟/侵權行為 月（99 年 9 月 27 日判決）。
3. 精 神 慰 撫 金
損害賠償。
二審：E1 上訴駁回維持原判確定
之損害賠償
（100 年 1 月 18 日判決）。
請求。
3. E1 應賠償 E3 精神慰撫金 5
萬元（一審：100 年 3 月 31
日判決、二審：100 年 7 月 27
日判決）。
E1、E3 間對 U 公司財務及被繼
承人即創業主 D1 之遺產分配問
題 2.爭訟人地位：
E1：U 公司負責人、股東，家族
成員、繼承人。
E3：U 公司財務管理人、股東，
家族成員、繼承人。

爭訟 2-1
爭訟 2-2

1. U 公司舊仁武
廠廠房 1 筆、
土地 3 筆（乙）
之返還及塗
銷所有權移
轉登記請求。
2. 禁止 E3、E’3
處分（丙）不
動產。

1. 民事訴訟/民事請求
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等
事件
原告：U 公司/被告：E3、

爭訟 3

請求返還 U 公司
所有台灣銀行
（戊）帳戶存款
及公司現金。

民事訴訟/民事請求返還
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事件
原告：U 公司/被告：E3
潛在爭訟：U 公司對 E3
擬提出之刑事偽造文
書、侵占及詐欺告訴。

爭訟 4

追訴非法移轉 U 刑事訴訟/偽造文書。
公司舊仁武廠廠

1.第一審：U 公司敗訴第
二審：和解（103 年 3 月 3 日）
2.U 公司提供擔保，對 E3、E’3
發予假處分執行命令。

E’3
2.非訟保全程序/禁止處
分（丙）不動產之假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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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U 公司勝訴（101 年 10 月
18 日）
二審：和解終結（103 年 3 月 3
日）

偵查中和解，不起訴結案。

房 1 筆、土地 3 筆 告訴人：U 公司/被告：
（乙）所有權刑 E3
責。
爭訟 5

回復 E5 對被繼承 家事事件/回復繼承權。 和解終結（103 年 3 月 3 日）
。
人 D1 遺產的繼 原告：E5/被告：E1、E2
承權。

爭訟 6

追訴詐取被繼承 刑事訴訟/詐欺取財。
人 D1 給予未成
年人 E5 的生活費
之詐欺刑責。

一審：E3 有罪/有期徒刑 1 年（105
年 6 月 13 日判決）。
二審：E3 有罪/有期徒刑 6 月，
得易科罰金（二審和解返還 150
萬元，D3 表示不予追究/106 年 2
月 2 日判決）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個案三：S 家族企業之爭訟類型與結果評析

個案三之爭訟類型如表 5-8 所示，核其爭訟類型主要為民事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及 L2 之遺產分配比例與分割方式之爭訟，茲就爭訟處理之個人資產及企
業資產間，及個人與家族間之關係評析如下：
（一）擬傳承之家族企業資產及股份，應與個人遺產為不同之管理。
（二）家族企業資產之傳承應有世代間之共識與決作為支持。

表 5-8 S 家族企業傳承爭訟類型及結果
序號

爭訟標的/目的

爭訟類型

處理/結果

爭訟 1

配偶 LW2 對被繼承人
L2 之夫妻剩餘財產分
配請求權
原告：LW2
被告：L2 除配偶 LW2
外之全體繼承人即 P1、
P2、P3、P4、Q1、Q2

民事訴訟/
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
權

一審：判決 LW2 之差額分配請求金
額為 23 億 2 千 5 百 25 萬零 7 佰 46
元，及自 89 年 6 月 5 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判
決日期：91 年 2 月 7 日）。
二審：L2 全體繼承人成立訴訟上和
解。（92 年 4 月 28 日）。

爭訟 2

L2 之遺產分配及分割 民事遺產分 簽立遺產分割協議（92 年 4 月間）
。
處分。
配及分割。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100

第三節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終局處理方式評析
一、家族企業跨代財產傳承爭訟終局處理方式及事項
個案一

表 5-9 T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終局處理方式人、事項及參與者
序號 爭訟終局處理
1

參與者

處理項目

家族成員協商 第一代、第二代 1. 宗祠、宗廟、家族園林等之費用
會議協議
家族成員，含
信託及所有權登記協商。
A2 所有繼承者 2. T 家族企業借名登記 A2 名下之
建案、帳戶存款資產承認及歸
還。
3. A2 遺產於生前及過世後之分配
金額計算及承認。
4. 約定第二代家族成員對 T 家族企
業之持股分配比例。
5. A2 過世後存提其帳戶內存款之
刑事追訴權利拋棄。
6. 第一代、第二代家族成員與 B2
間委託興建宗祠、家朝、家族園
林之承覽契約書。

2

被 繼 承 人 A2 被 繼 承 人 所 有 1. 被繼承人 A2 之遺產分配比例與
之遺產分割協 繼 承 人 ： B1 、
分割處分。
議
B2、B3、B4、B5 2. 遺產稅之繳納方式及來源。

3

創業主 A1 資 A1
產傳承法律文
件之補充

1. 依民法繼承規定，為符合特留分
之遺囑內容計算補充。
2. 書立與 T 家族企業間之借名登記
明細、補具借用證明及明訂授權
書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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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表 5-10 U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終局處理方式-處理事項及參與者
序號 爭訟終局處理

參與者

1

家族成員 D3、 1. 家族未成年人 E5 成年前之生活
E1、E’1、E2、
費、教育費。
E’2、E3、E4、 2. U 公司之經營權及家族成員 E3、

家族協議

處理項目

E5，共 8 人。

E4、E5 出賣股份退場之合意。
3. U 家族企業資產分配之協議。

2

被 繼 承 人 D1 D1 之 繼 承 人 1. 人 E1、E2、E3、未成年子女 E5，
之遺產分割協 E1、E2、E3、
共 4 人之繼承權利。
議
未 成 年 子 女 2. 被繼承人 D1 之遺產分配比例及
E5，共 4 人。
分割方式。
3. 被繼承人 D1
4. 未成年子女 E5 成年前之教育費、
生活費計算及來源。
5. 遺產稅之繳納方式及來源。

3

U 公司與 E3 U 公司與 E3
之和解協議

4

E4 與 E1、E2 E4、E1、E2， 家族成員 E4 出賣家族企業股份之退
間之股權買賣 共 3 人。
場機制。
協議

5

E3 與 E1、E2 E4、E1、E3， 1. 家族成員 E3 出賣家族企業股份之
間之股權買賣 共 3 人。
退場機制。
協議
2. E1、E2 以事後同意 U 公司資產
（丙）即舊仁廠房出賣價金對 E3
抵付應付股款，再 E1、E2 對 U 公
司 1000 萬銀行貸款為債務承擔。

1. E3 出賣其名下 U 公司股份之退場
機制。
2. U 公司資產（乙）出賣處分之事後
追認同意。
3. U 公司資產（戊）處分之事後追認
同意。
4. U 公司對員工 E3 在職期間不法行
為之民、刑事追訴請求權。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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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表 5-11 S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終局處理方式人、事項及參與者
序號 爭訟終局處理

參與者

處理項目

1

訴 訟 上 和 解 協 LW2、P1、P2、P3、 L2 與 LW2 間之夫妻剩餘財產
議
P4、Q1、Q2
差額分配計算。

2

被繼承人 L2 之 被 繼 承 人 所 有 繼 承 1. 被繼承人 L2 之遺產分配比
遺產分割協議
人：LW2、P1、P2、
例與分割處分。
P3、P4、Q1、Q2
2. 遺產稅之繳納方式及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個案公司爭訟資料整理

本研究之三個個案之爭訟結果詳如表 5-6、表 5-7、表 5-8 所示，爭訟之終局
處理、處理事項及參與者則如表 5-9、表 5-10、表 5-11，其爭訟事項、爭訟類型
雖有不同，惟其終局處理模式、參與者、終局處理事項則同有以下情形，並獲致
四項結論：
（一）均以家族成員參與協商之家族協議為獲致終局處理之模式：
本研究之個案中除個案一 T 家族企業係於家族成員發動相關民、刑
事訴訟前，即已進行協商，並經協商就相關爭議事項獲致協議，消弭紛爭
外，個案二、三之爭訟部份雖曾雖經一審判決，由不服之一方循訴訟救濟
程序提出上訴，然均係迄至二審於二審審理中開始進行協商後，並以於協
商中達成數項與該審理中訴訟相關之協議終局處理家族傳承所生之爭訟。
（二）協議範圍需涵攝所有家族成員傳承中之地位角色及權利，明顯大於請求審
判標的或爭訟範圍：
審判機關之審理權限均來自當事人發動之民、刑事訴訟，並僅能就當
事人提出之爭訟標的進行裁決，以 5-9 、表 5-10 、表 5-11 個案一、二、
三爭訟之終局處理事項，與 5-6 、表 5-7 、表 5-8 所示個案一、二、三之
爭訟結果進行比較，個別爭訟事項之裁決結果均僅能單就所涉之個別家族

103

成員及單一標的或事件進行調查及審判，並無法就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
進行終局之處理。
（三）協商程序及決議仍為主要解決爭訟之有效及有效率模式：
本研究選取之三個個案均未窮盡所有爭訟之救濟及異議程序，個案一
於訴訟前進行家族協商，是其自繼承發生至完成爭議處理，僅歷經 6 個月；
而個案二、三則由繼承發生至二審審理中進行協商達成和解，分別逾 4 年
6 個月、4 年 3 個月，且已為之一審判決均未涵蓋裁決所有的家族傳承爭
訟事項。而個案三因國稅局與 LW2 間之遺產稅計算爭議，尚進行行政訴
訟，於個案三家族成員間在二審達成訴訟上和解後，迄逾 1 年 6 個月後，
行政訴訟始為判決。是以，家族成員間自主之協商決議就財產傳承爭訟之
終局處理仍最具有效果及效率。
（四）歷經訴訟裁決後，部份家族成員自家族企業退場，或就家族企業的延續無
法採取一致的意見：
除個案一於訴訟前進行協商和解，創業主 A1 調整補充其遺囑及企業
與家族成員間之法律關係文件，第二代、第三代家族成員之關係經第一代
創業主出面協商外，個案二家族成員歷經彼此互相指訴、交錯出庭擔任相
關訴訟之證人，並已有部份訴訟事（案）件判決確定後，於家族成員進行
結果，即除 E1、E2 外之其他家族成員即均退出家族企業，而個案三家族
成員則於分割取得應繼股份後，即未再受支持出任家族企業負責人，亦恐
難自主形成對家族企業經營、投資及接班意見等之一致共識、決議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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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刑事訴訟模式與企業財產之傳承規制
家族企業不論在資本之投入或企業之草創及發展上，多由家族成員互相
合作扶持，不分彼此全心投入其智慧、勞力、個人資產及信用，是當因跨代
傳承發生爭訟時，緣於各自對企業貢獻及價值認同的不同，及因擔任之企業
工作接觸及角色不同，對彼此間的矛盾切入的主張及視角當然不同。
以「家族」為主軸之企業，在企業草創及發展的奮鬥過程中，因成否未
定，家族成員大部份企業處於不論資產、心力及信用均全然支持投入的階段，
家族成員與企業間、及個人資產與企業資產間，因信用、資產提供融資及資
金缺口之互為調度挪用，成員間及成員與企業間共事與相處密接，且共同經
歷一段長時間，彼此間之關係常態及指導原則經常為：
（一）尊長為重：依從創業主或貢獻多者之意見，即從尊或從長，並無決議
之形成程序或規則，甚或以得尊長之喜好、肯認為最高指導原則。
（二）倫常有序、互相扶持：利潤之分配往往以扶弱（經濟弱勢）、扶幼為
優先，公平性常非優先考量。
（三）絕對信任，意見和疑問都是不信任的表徵：無書面或紀錄可憑，帳表
憑證之紀錄、簽名常以一房或一人而決，稽核或查證之提出即表對紀
錄或辦理之家族成員之不信任。

然以訴訟以裁決就爭訟「停爭止紛」之正當基礎在於以相關事實和證據作為
法律論述與辨證之憑據，與具有血緣或親誼之家族成員以感情與信任為凝聚基礎，
「兄友弟恭」
、
「倫常有序」
、
「親戚間不計較」之倫理與家訓本已相違，矧諸上開
家族成員間互動之常態以尊重、信任為前提，與家族有關之資產處分經常出諸日
常相處的口頭商議，欠缺書面或憑證可供稽核證明，則「事實」與「證據」間先
天即已存有嚴重落差，常需艱難的由資產移動的軌跡、理由等蛛絲馬跡，及經歷
之相關證人證述，據以抽絲剝繭，而證人（大部份亦為家族成員）因記憶、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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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或理解對同一事件亦經常有不同且不可預測之證述，更令訴訟之裁決因眾多
之變因而非家族成員或企業所可預測或掌握。
家族企業之延續本即以家族成員間自發性的互相扶持，以家族資產集結之力
量來成就及延續企業之競爭優勢，家族成員就傳承事件各項口頭商議的解讀和承
認，若需以可取得之證據作為支持，經歷訴訟裁決取得確認與執行，則家族成員
在經過訴訟過程中之對立與爭執後，家族企業中最重要的之信任和團結元素幾消
磨耗盡。
以本研究中之爭訟個案所提出之各項爭訟，審判機關之審理權限均來自當事
人發動之民、刑事訴訟，並僅能就當事人提出之爭訟標的進行裁決，各項爭訟均
歷經三至四年以上之訴訟尚未產生終局判決，而爭訟之兩造或三方或四方均互於
其所提出的民、刑事訴訟中勝訴或敗訴，不服之一方循訴訟救濟程序提出上訴後，
於二審審理中開始進行協商，並以於協商中達成數項與該審理中訴訟相關之協議
終局處理該項爭訟，且所達成之各項協議之涵攝範圍均大於請求審判標的，可知
訴訟裁決於確認前需經之時程與成本，與傳承行動期待之進程實相去太遠，而經
由訴訟程序可得解決之爭議事項亦尚無法完全終局處理家族企業跨代傳承事項，
是以，以爭訟方式處理裁決家族企業跨代傳承事項實與家族企業延續之目的相違；
而觀諸爭訟之終局處理均係以兼具家族成員身分之繼承人或配偶間成立之協商
決議為之，則家族成員間就企業傳承所形成之世代傳承共識與決議，並依此共識
及決議建立之家族治理機制，自為有效避免或降低傳承爭訟風險發生之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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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之影響與建議對策
一、家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對企業之影響
個案一：

T 家族企業於個案爭訟中所受之影響：
（一）B2 持有母 A2 遺囑，但因母 A2 遺囑係將遺產全部分配予 B2 乙人，明顯
違反特留分規定，無法持以辦理相遺產之繼承登記及辦理遺產分割。
（二）因遺產分割前係屬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無法就遺產達成一致
意見，而造成如下影響：
1.

T3 建設公司之建案（甲）
，其合建契約中 A2 之地主權利由其繼承人
公同共有，因公同共有人意見不一致，致 T3 公司已簽約銷售之房屋，
無法移轉登記土地予買方，面臨履約遲延責任；已銷售未簽立買賣契
約之房屋，因公同共有人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推派 1 人出面締約，無
法進行買賣契約之簽立；尚待銷售房屋，因後續簽訂契約及履約障礙，
故只能暫停銷售。

2.

母 A2 名義帳戶之存款無法進行存領，其中提供予公司使用之帳戶內
公司資金無法存提使用。

3.

母 A2 名義登記之土地無法進行建案之申請規劃及建築。

4.

母 A2 名義申領之雜項執照無法進行繼續宗廟之建築。

5.

母 A2 名下出資額之股東權利無法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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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U 家族企業於個案爭訟中所受之影響：
（一）被繼承人 D1 名下財產因未立有遺囑，繼承人 D3、E4、E5（由 D3 代理，
應屬無效）復拋棄繼承，遺產之繼承人未定，應係以 E1、E2、E3 各 3 分
之 1 應繼分之方式公同共有，或由 E1、E2、E3、E5 各 4 分之 1 應繼分之
方式公同共有，與 D1 原口頭表達之意願相去甚遠，亦與 4 名子女嗣後共
同經營，4 人均分遺產之協議相去甚遠，令遵守協議之家族成員 D3、E4
均感不平，故完全無法進行遺產之分割，致長期處於公同共有，無法歸於
1 人而為使用。
（二）因遺產分割前係屬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長期爭訟，無法就遺
產之管理與處分達成一致意見，故造成下列情況：
1.

U 公司資產購入、借名登記於父 D1 名下之透天房屋乙棟及土地（丙）
、
（丁）面臨公同共有人意見不一致，可能需進行將不動產（丙）
、
（丁）
變價分割之情況。

2.

創業主 D1 提供予 U 公司使用之台灣銀行（己）帳戶內款項無法動
用。

3.

創業主以 U 公司資產貸款款項及創業主個人資產提供 U 公司週轉使
用之資金均互有混用情形，繼承人應繼遺產中所應扣除之創業主對 U
公司之債務，及 U 公司對創業主 D1 之債務間，需經所有繼承人之
會算及承認。

（三）D1 之子女 5 人，所持有 U 公司股份相若，因認繼承財產之分配不公，對
股份權利之行使意見無法一致，致 U 公司的股東會會議改選與議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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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S 家族企業於個案爭訟中所受之影響：
（一）S 家族企業為上市公司，其股份之主要持有人即第二代家族成員被繼承人
L2 雖立有遺囑，就其繼承人之繼承比例為指定，且就其名下與企業相關
資產股份，部份已有基金會、投資控股公司等規劃，然其繼承人包括配偶
LW2 及子女 P1、P2、P3、P4、P5 等 6 人，其配偶 LW2 就 74 年 6 月 5 日
後婚姻關係中取的之財產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應為其規劃
時所未考量在內，是其遺產因分配差額之計算爭訟，致應繼遺產及各繼承
人可繼遺產未定，於爭訟至遺產分割完畢前，L2 之遺產完全處於其配偶
LW2 與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的狀態，而差額計算爭訟期間，完全無法進
行遺產之分割，致長期處於公同共有，無法歸於 1 人而為使用。
（二）因遺產分割前係屬 L2 配偶及所有繼承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長期爭訟，
亦無法就遺產之管理與處分達成一致意見，故對 L2 之所有繼承人及所持
家族企業股份造成如下影響：
1.

L2 之所有繼承人就公同共有之家族企業股份及其他股份之權利行使，
因無法依法推派 1 人行使權利，致 L2 繼承人幾無法順利取得出任家
族企業內之董事、監察人席次之機會，遑論參與經營，亦無法據以領
取派分股利。

2.

繼承人雖能繼承包含存款、（未）上市公司股票等資產，惟因均屬公
同共有，於長達近 6 年之爭訟期間完全無法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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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代財產傳承之建議對策
本研究之三個個案之爭訟原因及爭訟人的地位詳如表 5-3、表 5-4、表 5-5 所
示，爭訟終局處理之參與者則如表 5-9、表 5-10、表 5-11，綜合以觀，對財產傳
承作為採取爭訟立場及採取法律行動者，均係以配偶及繼承人之身分提出，爭訟
事項主要源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繼承分配或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身分關係。矧諸提
出爭訟者均為個家族企業之家族成員及配偶，且大部份同時具有家族企業股東之
身分，則建議以如下家族治理機制作為管理跨代傳承爭訟風險之對策：
1.

諮詢相關專業提供與家族企業理念相合且適宜家族及企業運作之家族治理
方式。

2.

建立家族治理機制如家族會議作為資訊傳達溝通及凝聚家族理念共識之平
台。

3.

邀請達成共識之家族成員共同簽訂家族憲章或家族契約擬訂包括但不限於
形成決議之程序、，並就各項衝突以為遵守及傳承事項執行之依據。

4.

引進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信託機構等作為傳承協議之執行者。

對策第 2、3 二項家族治理機制之引進，應有避免家族成員因傳承決定過程
未取得家族成員共識，家族企業資產分配資訊不透明所致之爭訟之機會，而家族
憲章與契約亦成為傳承執行之依據與工具，家族成員間之爭議亦可資依循溝通解
決，提供訴訟以外之有效率解決糾紛之平台與途徑。
對策第 4 項專業或公正人士或家族辦公室之引進，則為家族企業的財產傳承
提供適法合理之執行方式，並對傳承之執行提供公正性，避免傳承作為因適法及
中立性遭質疑之爭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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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對家族治理與財產移轉規劃模式之建議
家族治理機制之建立與家族企業財產傳產之規劃，建議依圖 5-4 之進程，在
引進專業人士或機構提供所需指引與協助下，依適法、有效的作法及家族特有的
文化與需求凝聚家族共識，確立擬進入家族治理機制之成員、對後代的照顧與否、
家族成員的進退場機制、形成共識的程序、依共識所需的治理組織架構等，進行
家族憲章之簽署，據以建立及設置專屬其家族樣貌之組織建構，將擬傳承之企業
股份、資產等，依家族治理機制形成之決議交付設立閉鎖性公司、信託、基金會
等，以為家族資產之管理、保護、經營與傳承。
在其建構執行的過程中，借助中立的專業機構或人員提供協助及輔導，如家
族辦公室或法律、財會專業人士，不僅有助確保規劃適法可行，同時就家族治理
與公司治理之結合，成為必要的橋樑。試以下述家族治理與閉鎖性公司、信託結
合模式，提供家族與企業依其企業規模、文化等不同需求進行考量選擇。

圖 5-2 家族治理與財產移轉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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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家族治理與閉鎖性公司結合

一、以擬傳承之家族企業股份及資產作為出資，設立閉鎖性公司，作為各家族企
業之控股公司。
二、閉鎖性公司章程應為結合家族治理機制之規劃設計訂立：
（一）股東資格應予限制：設立之閉鎖性公司章程應限制以特定家族成員及其繼
承人、配偶或該等成員成立之信託或閉鎖性公司為股東。
（二）設立轉讓之限制，避免股份外流。
（三）提高閉鎖性公司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之同意門檻。
（四）區分家族成員經營及生活照顧之不同需求，於章程為不同特別股之設計，
實現執行經營權之控制與以股息、股利分配照顧及撫育家族成員之家族治
理決議。

圖 5-3 模式一：家族治理與閉鎖性公司結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參考文獻綜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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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家族族治理與他益信託結合

一、以企業主、企業實際所有人等擬傳承家族企業股份、資產之所有人為委託人，
將擬進行傳承之家族企業及資產或家族企業股份移轉予信託之受託人。
二、結合家族治理機制，信託得為如下信託條款之規劃設計：
我國信託法就家族信託之種類、態樣並未如世界各國訂有可撤銷、不可
撤銷信託、固定信託或全權信託等不同類別，亦未依各類別信託訂有具體規
範可為遵循，而於以代代傳承家族財產為主要考量所為之信託，在規劃信託
條款時，為防免後代子孫於委託人死亡後終止信託或進行資產之處分，發生
與信託目的相違之結果，有為防免子孫不肖或揮霍條款制定之必要，及後代
子孫現尚未存在等情形，家族得依實際需求及情形，為不同之信託目的、終
止、委託人地位可否繼承、受益人、管理分配方式指定及變等條款之規劃設
計。
（一）信託受益人部份：
得結合家族治理機制為如下信託條款之規劃：
1.

受益人為委託人之繼承人及生存之子孫、配偶。

2.

受益人為家族治理機制（如家族委員會、家族委員會決議指定之獨立
機構等）或委託人指定之獨立機構指示之人，此不限於家族成員，亦
不限於已存在之人。受託人應依委託人或所定之其他約定（如指定家
族理事會或其指定之獨立機構）指示管理信託財產；經管理後取得之
受益財產由受益人取得。

3.

設立限制以簽立家族憲章（協議）之家族成員或委託人之繼承人及生
存之子孫、配偶與其成立之信託為股東之閉鎖性公司為信託受益人，
閉鎖性公司之章程應為股份外流轉讓之限制：除因繼承及為設立信託
而為之轉讓外，股東不得將股份轉讓予無股東資格或非股東繼承人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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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財產管理及受益人之信託收益分配部份：
委託人除明確既定之指示外，尚得信託條款規劃約定指定獨立機構，
如基金會或法律或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或依家族治理機制決議之指
示，或約定由家族治理機制決議指定之獨立機構，由其等與受託間相互監
督是否本於信託目的，及對受益人之權益保護，進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收
益分配。

圖 5-4 模式二：家族治理與他益信託結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參考文獻綜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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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家族族治理、閉鎖性公司與自益信託結合

一、成立閉鎖性公司：以擬進行傳承之家族企業股份及資產為出資，成立特定家
族成員及其繼承人或該等成員成立之信託或閉鎖性公司為股東，並依家族治
理機制進行章程訂立之閉鎖性公司。
二、以閉鎖性公司作為家族信託之委託人與受益人，訂立家族信託契約（自益信
託）
，交付信託財產如家族企業股份、資產等。
三、受託人應依委託人即閉鎖性公司董事會決議指示或其他約定（如委託人於信
託條款之明確既定指示、指定獨立機構指示、依家族治理機制決議之指示，
或約定由家族治理機制決議指定之獨立機構指示等），由其等與受託間相互
監督是否本於信託目的，及對受益人之權益保護，進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收
益分配。
四、經管理後取得之受益財產由上開閉鎖性公司取得，依章程為股息、紅利之分
派。
五、閉鎖性公司章程應為結合家族治理機制之規劃設計訂立：
（一）股東資格應予限制：設立之閉鎖性公司章程應限制以特定家族成員及其繼
承人、配偶或該等成員成立之信託或閉鎖性公司為股東。
（二）設立轉讓之限制，避免股份外流。
（三）提高閉鎖性公司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之同意門檻。
（四）區分家族成員經營及生活照顧之不同需求，於章程為不同特別股之設計，
實現執行經營權之控制與以股息、股利分配照顧及撫育家族成員之家族治
理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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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模式三：家族治理、閉鎖性公司與自益信託結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參考文獻綜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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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就家族企業於跨代財產傳承時，家族成員間因我國現行法制所面臨的
財產細分及處理意見分歧所導致之爭訟個案，進行爭訟類型及爭訟原因之歸納與
分析，研究發現：家族企業於創業時，創業世代與二代共同努力，因創業世代的
個人魅力及受到尊崇的經營能力，於家族企業中任職的家族成員及家族成員，均
遵從創業主就企業之財務、技術及作業運作之指示與分配，少數未能對家族企業
之經營或擴大有所助力或貢獻之家族成員，亦安於以家族為榮，接受創業主對資
產的提供與安排，鮮有不同意見或產生歧異，惟隨著企業體的成長，與家庭成員
人員及代數的增加與隔閡，於面臨跨代傳承時，習於奉創業主為尊的不同世代及
家族成員間，難以及時參與家族企業有形資產分配與無形資產之傳承的討論及規
劃，在對家族企業之經營及貢獻認同評價未能經由共識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於發
生預期或非預期之傳承時，欠缺取得可信任的資訊、意見，亦無取得共識、進行
溝通之平台。於此處境下，進行各型態包括但不限於各種民刑事訴訟、保全程序
的爭訟，藉由何種主張能得到法律支持，釐清及確認家族成員各自心中對家族企
業有形、無形資產的分配與傳承之價值評價為正確。於無跨代資產傳承規劃之家
族企業，法定的爭訟裁決程序成為惟一可依循之世代對話管道與決定傳承結果的
工具，家族成員間關係也因之由依附相存走向角力競爭，於此情形下，家族成員
間自無集結家族力量支持企業發展之可能。
而台灣以中小企業形態存在之家族企業，家族企業股權、企業資產包括但不
限於不動產、儀器設備、著作權、專利權、藥證、合作經營分潤債權等，因稅金
或公司及個人債信風險考量而借名登記或分散登記於家族成員個人名下，更加劇
上開爭訟之時程及家族企業經營上風險與損害，甚至造成企業資產因難以取回或
佚失，不堪長期虧損而面臨難以繼續經營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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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評析之爭訟個案，進入訴訟程序後，部份爭訟已有確定判決，並歷三
至四年以上，爭訟之兩造或三方或四方均互於其所提出的民、刑事訴訟中勝訴或
敗訴，然均未能因爭訟之裁決結果終結傳承爭訟，最後係循經家族成員參與之協
商，就所有包含但不限於爭訟之事項達成協議，始得終局處理該項爭訟，使因傳
承引發之爭議告一段落。是以，藉由訴訟途徑處理家族企業傳承爭訟不僅與家族
企業延續之目的相違，且依訴訟之處理調查程序、調查審理所需時程及審理裁決
之範圍限於訴訟標的或追訴之刑事責任以觀，實非處理裁決家族企業跨代傳承事
項之適合模式。
觀諸因傳承引發之爭訟之終局處理均係以兼具家族成員身分之繼承人或配
偶間成立之協商決議為之，則家族成員間就企業傳承所形成之世代傳承共識與決
議，並依此共識及決議建立之家族治理機制，應為有效避免或降低傳承爭訟風險
之管理模式。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公司治理已廣受重視並逐漸在政府法令及政策要求下逐步落實，然家族治理
卻仍遭忽略，尤以中小企業受限於人力、資力無力兼顧之際，家族成員因資訊不
透明或爭訟而喪失接班意願，產業之發展中斷或難以精進、擴展，創業世代努力
奮鬥留下的「禮物」, 卻因未對傳承交付之流程和方式加以「鄭而重之」的管理，
演變成家族成員間競技之修羅場、怨念之所鍾。而不論傳賢、傳子或出售，在無
家族成員共識及決議之情形下所進行之傳承，即便是出售股權，亦因移轉和清理
企業各項資產、負債，而產生各類型傳承爭訟，致產業無法續行經營或發生重大
經營障礙，而除對企業本身產生之影響外，亦於該產業產生供應鏈斷鏈之危機，
不利產業發展，而可能造成國家經濟面不可逆之影響。
本研究藉由對國內外家族治理機制及我國現行相關法制之文獻探討，及就家
族企業財產傳承爭訟個案之爭訟原因、爭訟人地位、爭訟類型與結果、爭訟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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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終局處理之歸納評析，獲致以共識建立之家族治理機制應為避免及降低跨代
傳承爭訟風險因子及家族企業永續經營之適宜管理模式。
家族企業欲建立有效之治理機制，首需開始利用可接近的專業資源取得協助
和必要資訊，建置世代溝通的平台，藉以形成共識，據之建立家族協議形成的程
序及簽立所需協議，進而簽訂相關家族協議或擬定家族憲章，並依共識及企業之
實際情況及需求引進控股公司、基金會、信託或家族辦公室，將擬傳承之股權和
資產交付信託或依家族協議成立之閉鎖性公司，與個人財產分離，再透過家族信
託或閉鎖性公司董事會根據家族會議或家族理事會之指示進行家族企業股利之
指派，達成家族成員獲取企業盈利或照顧安養、教育培養家族成員之目的，亦俾
免於我國現行親屬、繼承法制未為修法前，對被繼承人之財產自由處分權仍有限
制之情形下，家族企業之股權與資產因被繼承人與配偶、繼承人間之身分關係外
流或細分，所造成之經營障礙。

第三節 管理意涵
筆者為執業 26 年的律師，在協助家族企業的財產傳承諮詢顧問及處理發生
爭訟之傳承事件時，觀察企業主於傳承的規劃上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或關注，
部份預為進行的規劃，重點常執著於遺產稅與贈與稅等稅賦問題，並以稅賦規
劃為重心，選擇並進行分配、移轉股份與資產之管理行動，且於過程中與家族
成員間欠缺討論及形成共識的過程。然因此肇生之爭議與訴訟，除個案一、二
所示其他家族成員之質疑與爭訟行動外，尚經常伴隨衍生的企業主本人及配偶
在股份和資產大部份移轉後遭棄養的老年安養問題。在拉長時間軸及以各項傳
承爭訟風險來檢視企業主的傳承規劃行動時，對企業主採取之行動常難免「捨
本逐末」
、「存了好心做壞事」之嘆，各項傳承爭訟之產生常來自企業主的作
為、而非不作為，是以，冀能藉由本研究使含中小企業在內的企業主產生進行
家族治理機制的規劃之動機，並為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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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為篇幅所限，本研究僅能就家族治理機制之建立與治理機制為初步之介
紹與建議，緣於家族企業之組織規模及產業特性、家族成員之繁簡，需求之傳
承規劃因之而異，故仍應尋求所需專業人士或機構輔導建立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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