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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世界發生的變化實在難以輕描
淡寫。但在新冠疫情持續衝擊經濟的
同時，當代最嚴重的地緣政治危機亦

威脅著全球穩定。  

儘管在疫情期間，財富累積就像十多年前的全球
金融危機期間一樣大致保持韌性，但是超高淨值
人士已意識到，新的後疫情時代經濟帶來了複雜
的挑戰。

在不平等現象加劇之際，富裕家庭同時面臨日益
嚴峻的宏觀經濟環境以及不斷變化的全球監管環
境。

就此，我們在最新研究中，與21 位富裕家族、家族
辦公室和政府機構的代表以及該領域的專家進
行了深入討論，揭示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家族
當前的要務。

其中，我們清楚看到——無論是仍在研究自己在
家族中角色的青少年，還是已經掌控自己財富的
成年人，這些下一代都在協助其家族應對這個充
滿不確定因素的新環境。他們對社會和環境問題
的敏銳意識帶來了新的想法，除了會影響其家
族的治理和繼任計劃外，更拓展了家族辦公室
的角色。

前言

新經濟中的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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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成

星展銀行零售銀行和
財富管理集團主管

這些下一代主動把握影響力投資帶來的機遇，聚
焦於保護環境的創新策略，從而協助創造一個更
美好的世界，在前幾代慈善事業與遺產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他們還與我們分享了對元宇宙和web3 
等新興科技的龐大潛力的熱情。

最後，作為以新加坡為總部之銀行和客戶的可靠
顧問，我們探討了獅城家族辦公室近期的增長。除
了亞洲家族外，希望建立新業務的西方家族都陸
續進駐了新加坡。 

當今世界絕非一帆風順，但我們相信，富裕家族依
然對新想法持開放態度，為未來做好準備，並以過
去的優勢為基礎再接再厲。 

我們希望該報告能為您提供有用的見解，也十分
期待與您更深入地討論我們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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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新世代：《瞬息萬變世界中的家
族辦公室》透過一系列訪問及書面調
查，獲取了基於21位深具影響力人士

的觀點。該報告由金融時報集團專業的思想領導
部門FT Longitude於2022年春季和夏季研究及
撰寫。

謹此鳴謝以下人士付出的寶貴時間與見解：

家族成員和投資者

Leena Dandekar, Raintree Family Office

Anne Deane, Freyja Foundation

Ian Simmons, Blue Haven Initiative

Liesel Pritzker Simmons, Blue Haven Initiative

Arvind Tiku, AT Capital Group

曹慰萱, 曹氏家族辦公室

Raj Vaswani, IshK Tolaram Foundation

Ditte Lysgaard Vind, the Circular Way

香港某富裕家族的資深成員

家族辦公室

Jonathon Bond, Grosvenor, 投資總監

Mette Ekeroth, North-East Family Office, 遺產總監

Simon Foster, TY Danjuma Family Office, 行政總裁

Bryan Goh, Tsao Family Office, 曹氏家族辦公室行政總裁

Charlie Goodacre, TY Danjuma Family Office, 
投資組合副經理

Sandra Halilovic, Ceniarth, 投資主管

Hywel Phillip, AT Capital Group, 總法律顧問

Manish Tibrewal, Maitri Asset Management, 前行政總裁

監管機構及學者

Dino Tan,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高級副總裁及部門主管

Gillian Tan,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展及國際集團助理董事
總經理

Kelly Teo,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董事兼銀行發展部主管 

Andrew White, 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管理實踐高級研究員

關於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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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經濟的挑戰，超高淨值家族的下一
代對其家族辦公室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尤
其是在處理社會和環境問題方面。 

家族辦公室團隊正在增加更多不同的技
能，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家族需求並提供更
廣泛的服務。

慈善事業是吸引年輕家族成員的關鍵，為

他們提供參與治理討論的自然途徑。  

家族越來越重視ESG 和影響力投資，而非
單純透過慈善途徑支援公益事業。他們藉
此維護了傳統的家族原則，也為其他家族
樹立了積極的榜樣。

可持續投資策略具有長期的實際優勢，並
有機會帶來非凡的回報。受訪家族認為這
些策略具有商業意義，並認為忽視環境問
題的成本將高於支援可持續發展計劃的
成本。

為了家族的利益，他們必須挑戰繼承的禁
忌。制訂全面的計劃可以讓一家之主卸下
重擔，讓他們更自由地生活，避免因責任轉
移安排不當而打亂計劃。

新加坡穩健的監管制度和友好的商業環
境，都吸引了亞洲和西方家族在當地設立
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幾年間，數百個家族辦
公室在新加坡成立。

七項 

主要發現

1

5

2

6

3

7

4



新經濟，新世代

©Copyright 2022 7

時移世易，家族亦隨之而改變。對於富
有的人來說，過去幾年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經過了新冠疫情、經濟動

盪和公眾觀念的轉變。

後疫情新時代的複雜經濟，導致一些富裕家族重
新審視他們的家族辦公室以及為長期保護他們的
財富而存在的治理結構。因此，家族辦公室的作用
也在擴大，比過去更加靈活和活躍。

家族在尋求專業人士協助時，除了需要傳統的投
資和禮賓的服務，更希望針對不斷變化的監管、
新興資產類別以及可持續性的趨勢獲得最新洞
察與指引。聲譽管理也變得至關重要，特別是當
前收入不平等有所擴大，增加對於公開展示財富
的敏感度。 

就此，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隨著家族應對新經濟
並重新審視對家族辦公室的期望，下一代的意見
越來越重要。   

所謂「新世代」的年齡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仍在
研究自己在家族中角色的青少年，還是已經掌控
自己的財富，但尚未或最近才開始在家族中擔任
領導角色的成年人，都可以是下一代。儘管如此，
他們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將引發關於不同家族成員
應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日常決策的討論，以及如何
解決繼任問題和最終責任轉移問題。  

願景和價值觀

社會和環境問題對不同年齡的家族成員都越來
越重要，但下一代始終將其視為一種激勵的熱
情。我們在家族憲章和價值觀的定義中看到了這
一點。

在曹文錦去世之前，這位航運和地產大亨的四個
成年子女共同製訂了一份憲章，以指導他們的育
兒理念以及他們的投資和商業實踐。   

曹慰萱回憶道：「其中一個關鍵是要找出對我們
有意義的價值觀。如果我們的一名子女要結婚
了，我們希望能向家族新成員解釋我們的信念。
幾年來，我們參考了家族的遺產和傳統，並審視
了自身的經歷，從而達成共識。」

家族價值觀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它們不單反映未
來，也反映過去。印度浦那Raintree家族辦公室
的Leena Dandekar 指出，在談及治理時，她的子
女對氣候變化的看法是首要考慮的問題。  

她表示：「沒有足夠多的家族這樣做。世界每五年
改變一次，但如果我僅憑自己的知識，我們接下
來25年只會做同樣的事情。我的子女需要說出他
們想要什麼，因為我們的投資可能要10年才能見
效。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

  

第一部分: 

治理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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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vind Tiku 
創辦人兼董事長 
AT Capital Group

我們應該讓子女有機會
站出來。我們越早和他們
談錢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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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之地

在我們的研究中，受訪者解釋說，他們鼓勵子女儘
早參與關於治理的討論。 AT Capital Group 創辦
人兼董事長 Arvind Tiku 認為，這對他們的發展至
關重要。 

他表示：「我們應該讓子女有機會站出來。我們越
早和他們談錢越好。一般來說，我認為人們都會
對他們作出的貢獻感到驚喜。他們提出重要而具
體的問題，例如若受益人變得不負責任，會發生
什麼事？新世代成員比人們想像中更能意識到這
些事情。」

家族辦公室團隊在向家族的年輕成員介紹他們
未來的職責方面發揮著推動作用。 Grosvenor投資
總監 Jonathon Bond 解釋了為何「為下一代做準
備」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表示：「在以前的職位上，我們有『影子董事會』，
為年輕的家族成員提供與主要董事會相同的董事
會資訊，並詢問如果由他們負責決策，他們會作出
哪些決定。這為他們帶來一種結構化方式，藉此思
考自己未來可能的參與。有時，他們會作出比主要
董事會還要好的決定！」

“
曹慰萱
曹氏家族辦公室

其中一個關鍵是要找出對
我們有意義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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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和控制

對於家族來說，考慮每個成員在投資決策和日常
管理中的參與程度非常重要。

對於Arvind Tiku來說，韌性可以透過「放棄」最終
決定的控制權並賦權投資委員會來培養。他承認
並非所有創辦人都認同這種觀點。他表示：「對於  

（已經）建立家族辦公室的人來說，這件事很困
難。但你實際上並沒有放棄控制，只是讓家族辦公
室及其投資決策更加穩健罷了。」

Tiku先生表示，他決定不讓大多數家族成員加入
投資委員會。他指出：「如果未來一代對投資未經
嘗試的事物充滿熱情，董事會需要對其進行評估，
並在必要時介入阻止。你需要一個由合資格人士
組成的智囊團，告訴你哪裡可能出錯。」

綜觀全局

在其他地方，假設決策過程是明確，家族辦公室行
政人員強調，更廣泛的家族參與可能有益處，並能
確保家族和辦公室之間不會出現「交流隔閡」。然
而，現實中沒有一種萬能的決策框架。每種方法都
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和與家族優先事項是否一致而
進行評估。 

在新加坡，曹慰萱說她的家族的董事會主席由家
族成員輪流擔任，負責制訂投資和慈善政策。她說：

「接下來三年輪到我了。我們不想對團隊事無大
小地進行管理，但我們要對家人負責，確保辦公室
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運行。」

TY Danjuma Family Office 行政總裁Simon Foster 
認為，與家族成員定期互動可能成為明顯的優勢。
他表示：「我們很常與家族見面。我聽家族辦公室
社區的人說，『總監明天要來，我們必須確保辦公
室整潔。』我們並不一樣，任何交易都要經過家族
審閱，否則都無法完成，這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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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的禁忌

這是家族治理的其中一個方面，對年輕一代和年
長一代都至關重要。許多家族仍在努力圍繞這一
點進行有效的公開對話。香港某富豪家族的一名
資深成員承認：「我們不敢肆意涉足繼承權。這太
敏感了。」 

受訪者認為，為了家族的利益，他們有必要挑戰繼
承的禁忌。Maitri Asset Management 前行政總裁
Manish Tibrewal 認為，談論繼任的最佳時機就是
一切順利時。 

他表示：「這需要在和諧的情況下發生。如果你試
圖在出現分歧時計劃接班人，就無法作出最佳決
定。即使是一個簡單的家族也會遇到麻煩。」

事實上，許多家族發現談論繼承幫助他們放得更
開。Leena Dandekar 表示：「如果不面對死亡的議
題，我們都不能自由地活盡人生。我的子女都知道
家族會發生什麼事，誰會得到我擁有的每一件藝
術品和珠寶。我們有一個共享資料夾，每個人都知
道一切，我可以自由地生活而不必擔心。」

當繼任計劃存在敏感性時，這在第一代辦公室中
最為明顯。Grosvenor的Jonathon Bond表示：「有
些一家之主認為他們不會死去。有時候，他們沒有
好好地讓下一代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就
可能會破壞穩定。」

如果責任轉移安排不當，隨之而來的混亂可能會
持續數年。 Jonathon Bond表示：「在我看來，創辦
人退休或去世後的前10年可能是最危險的幾年，
這取決於創辦人有多少先見之明來引進下一代。」

然而，他也承認這並不容易做到。他表示：「這需要
一位勇敢的家族顧問提出『我們需要談談當你不
在時會發生什麼』這可能是非常困難的議題。」

慈善事業讓家人團結

慈善事業有潛力團結每個人，而且往往是吸引下
一代的關鍵。它還可以確保共享價值觀在繼任後
得到貫徹。

一位受訪者表示：「慈善賦予年輕人權力，讓他們
參與決策，並讓老一代評估年輕一代如何一起工
作，甚或察覺不和諧的地方。」

從這方面看，慈善事業為下一代進入家族討論提
供了自然的途徑，正如Jonathon Bond 所言，這十
分鼓舞人心。   

他回憶道：「在我效力過的一個憑航運發家致富
的家族中，年輕一代認為他們的慈善工作應該集
中在沿海地區，因為這個家族曾經僱用當地人在
船上工作。正是女兒們指出了這種與家族歷史的
連繫。」



新經濟，新世代

©Copyright 2022 12

Jonathon Bond 
投資總監
Grosvenor

“在我效力過的一個憑航運發家
致富的家族中，年輕一代認為
他們的慈善工作應該集中在沿
海地區，因為這個家族曾經僱
用當地人在船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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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會對富裕家族來說素來重要，通
常是透過對文化、教育和醫療保健項
目的慈善支援。如今，與過去相比，許

多人的目標與投資活動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我們了解到家族越來越重視ESG和影響力投資，
而非單純透過贈款和捐贈來支援公益事業的傳統
做法。這種轉變通常具有跨代因素，年輕的家族成
員熱衷於打破投資與慈善之間的傳統界限。

此前任職於Maitri Asset Management 的Manish 
Tibrewal指出：「老一輩的人可能會捐款以造福
他人，但在投資方面卻非常現實。年輕一代想要
回報，但也想知道他們的錢對環境和社會有什麼
作用。」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態度的差異可能是由於相關
投資解決方案的日益普及，以及越來越多人意識
到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所致。儘管許多家族指出
在衡量影響和決定於何時關注哪些焦點方面存
在挑戰，但箇中結果不言而喻。   

我們使用廣義術語「可持續投資」來描述以財務
為先的投資，因為它們必須能夠自我維持，但也
優先考慮有益的結果或遵循耐心或催化資本等
原則。 

立足傳統

近年來，家族辦公室一直處於可持續投資的前沿。
舉個例子，曹慰萱與兄弟姐妹所建立的組織便以
這種做法為核心。 

她回憶道：「我們父母的理念是，我們應能以自己
的力量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因此，成立家族辦公
室時，我們四個人的財務狀況都很穩定，並且很
快就同意我們應該善用家族資產推動積極正面
的改變。」

她向我們提到她的家族辦公室最初採用「不傷
害」原則，例如排除投資業務可能會破壞環境的
公司。他們現在選擇在投資組合配置更多催化人
類長壽和教育等領域發展的策略投資。 

第二部分： 

投資產生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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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資本 － 比傳統資本更具耐心、風險承受能力和
靈活性的投資資本。 

CDFIs － 社區發展金融機構（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是美國私營
部門的金融機構，專注於貧困社區的個人貸款和業
務發展工作。

讓益投資/資本 — 為了開拓新方法和實現社會效益
而可能犧牲一些財務回報的投資。

能源獲取 — 旨在改善家庭或社會獲取可持續能源
的措施。

ESG － 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標準是評估公司行為、衡量投資的道
德和可持續性影響以及鼓勵企業採取負責任行動的
標準。

綠色/社會影響債券 － 用於為新的和現有的環境或
社會項目融資的證券。

影響力投資 － 旨在實現有益的社會或環境目標的
投資策略。

《巴黎協定》 － 《巴黎協定》制訂了將全球變暖
限制在2°C 以下的全球框架，同時努力將其限制在
1.5°C 的目標。

範疇1 － 由機構控製或擁有的來源產生的直接溫室
氣體(GHG)排放。

範疇2 － 機構能源使用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3 － 發生在機構價值鏈上下游的間接排放。

關鍵術 
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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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家庭對此類方法感興趣的一種解釋是，它們
反映了傳統的家庭原則。 Leena Dandekar 解釋
說，她希望透過Raintree家族辦公室的投資活動
來維護其家族姓氏名聲的正面內涵，而該姓氏與
印度流行的文具品牌有關。 

她表示：「我們的家族企業以其高度的誠信和產
品質素而聞名。我們想為自己創造未來，同時又
不忘記我們的根。」今天，這個家族積極參與印度
農村的保護工作，以支援平衡的生態系統，讓人
類和自然能夠共同繁榮。

在英國，Jonathon Bond 表示，Grosvenor 家族
到2025年在其整個價值鏈中實現淨零排放的雄
心，包括其無法控制的排放（即範疇1、2和3），都
符合家族傳統和態度。 

他表示：「這個家族的信念是應該樹立榜樣，解決
當今的需求，同時對後代的需求負責。這不是一
件小事，但我們致力於實現這個目標，因為它反
映了家族的理念以及現任公爵的擔憂。作為如此
多高聲望財產的管理人，他們知道自己有義務鼓
勵他人。」

為未來做好準備

在可持續投資方面，下一代的影響力非常明顯。
年輕的家族成員經常堅持環境應該是家族辦公
室的首要任務。因此，我們看到越來越多新的投
資解決方案。

North-East Family Office 遺產總監Mette Ekeroth 
表示：「ESG 還不夠激進。」該辦公室為成立Pandora 
珠寶品牌的幾代家族提供協助。她提到：「下一代
的熱情是主題投資、社會影響債券等創新工具，以
及具有指定慈善目標之社會企業的高風險投資。」 

我們的研究表明，年長的家族成員在很大程度上
支持下一代的抱負。 Leena Dandekar 舉例提到，

她理解自己的子女為何會有如此強烈的感受。她
說：「因為氣候變化是他們真正的恐懼。我兒子這
一代人預計能活到九十五歲。他從不尋常的天氣
模式了解到我們不能把地球視為理所當然。他想
種十億棵樹。」 

Arvind Tiku 是Juniper Green 太陽能平台等可再
生能源的主要投資者。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轉向可
持續投資，全拜子女所賜。他表示：「我的子女都二
十多歲了，但他們沒有駕駛執照。因為他們有更環
保的選擇。正是下一代協助我們轉向可持續投資。
當他們還在讀書時，便敦促我啟動低年級體育館
的太陽能電池板安裝計劃。」

然而，在其他家族中，幾代人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
他們願意應對氣候變化和社會不公等挑戰，但在
這些方面的貢獻不如向學校或藝廊捐款般明顯。
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冠名興建秘魯山村的醫院
大樓，比在當地提供乾淨的飲用水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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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na Dandekar  

Raintree Family Office

“我兒子這一代人預計能活到九
十五歲。他從不尋常的天氣模
式了解到我們不能把地球視為
理所當然。他想種十億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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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的決策

支援可持續投資策略的論點突出了它們的長期實
際優勢。 IshK Tolaram Foundation 董事會和投資
委員會成員、Tolaram家族成員Raj Vaswani 表示，
他的家族投資於環境事業，這也具有商業意義，尤
其是在支援綠色氨等替代燃料方面。 

他表示：「在環境問題上採取被動的成本，將遠遠
超過我們在支援可持續發展方面採取幾個小步驟
的成本。除了正面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之外，我們認
為其長期的潛在回報非凡。」

在美國，Liesel Pritzker Simmons的家族辦公室
Blue Haven Initiative 聚焦於影響力投資，她認為
企業擁有健全的環境原則是領袖勝任的象徵。她
解釋道：「如果你認真地問自己要用錢做什麼，影
響力投資是不二之選。」 

Blue Haven 的聯合創辦人 Ian Simmons 補充說，
他們對公益事業的投資最終可能被認為是保守
的。他表示：「我們透過獲取更多投資資料來降低
風險。」

機會多於時間

當可持續投資可以實現的目標如此之多時，可能
很難知道該把重點放在哪裡。  

為了支援曹氏家族的雄心壯志，曹氏家族辦公室
行政總裁Bryan Goh強調了提前就更大目標達成
共識的重要性。他表示：「支援具體目標並確保能
帶來符合ESG標準的結果，至少從清晰度方面而
言是一種更好的方法。」

其他家族專注於在其他家族無法做到的地方有所
作為。 Ceniarth 是由 Diane Isenberg 成立的家族
辦公室，專注於對弱勢社區進行影響優先投資，致
力尋找可能難以從其他投資者手中獲得資金的項
目，並確保與其所達到的影響力目標保持一致。

投資主管 Sandra Halilovic 表示：「早期，我們涉足
能源獲取領域，但退出了太陽能家庭系統領域，因
為它從商業風投基金獲得了大量資金，而我們認
為它沒有達到我們的影響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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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ilovic 女士解釋說，Ceniarth 提供讓益資本，並
因行業和地區而異。她表示：「如果我們投資有利
於非洲農村小農的公司，我們的讓步是這個商業
模式可能較新，因此與商業投資者通常接受的相
比，我們承擔的風險更大。對於美國的CDFI，讓益
主要體現在回報。回報通常是低到中的個位數，但
風險相對較低。」

在 丹 麥，天 使 投 資 人 兼 循 環 經 濟 專 家 D i t t e 
Lysgaard Vind專注於承擔比其他投資者所願意接
受之風險更大的項目。她表示：「發展一個加速轉
型的投資組合意味著要問如果我不投資會發生什
麼。如果機構投資者可以參與，我作為天使投資者
的額外性將受到限制。」

衡量影響

可持續投資的核心挑戰之一便是衡量結果。投資
者發現，評估框架嚴重依賴質化數據，並且容易受
到自我報告偏差的影響。就排放量而言，指標明顯
滯後。

我們採訪的一些家族辦公室已經制訂了自己的方
法。 Ceniarth透過一套影響評估流程，包括監控被
投資方和委託調查等，來判斷對這些有需要社區
的益處。 Halilovic女士指出：「我們不斷完善對投
資影響的了解，但是很難完美地整合整個投資組
合的影響數據，從而做到綜觀全局。」

Liesel Pritzker Simmons表示，她對一些「非常
複雜影響框架」持懷疑態度。相反，Blue Haven 
Initiative 專注於幾個關鍵問題：項目的目標是什
麼？有哪些證據？有哪些關鍵的里程碑？

她說：「我們寧願與管理團隊進行坦誠的對話，也
不願跟從一紙空文的框架。有些人只會提供無意
義的資訊，一點用都沒有。如果一個框架的用途只

是用來向人們展示我們有一份關於10,000美元投
資的90頁報告，那麼這並不是很好的資源分配。」

對於曹氏家族辦公室而言，成功最終是根據更大
的目標來衡量的。Bryan Goh表示：「我們使用各種
行業標準，但這只是評估的開始，而非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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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 越 多 家 族 辦 公 室 選 擇 進 駐 新 加
坡。在過去幾年間，數百個新的單
一家族辦公室在獅城如雨後春筍般

湧現，其中包括Sergey Brin1和舒萍2的家族辦公
室，他們分別是Google和海底撈的聯合創辦人。   

新加坡家族辦公室數量的增長反映了全球化的長
期趨勢。隨著富裕的亞洲人建立家族辦公室以促
進跨代財富轉移，西方家族日益希望在亞洲地區
建立第二個分支機構，以尋求私募股權、創業投資
和直接投資的新機會。顧問公司BCG最近一項研
究估計，從現在起到2026年，新加坡的跨境財富增
長可能高達10%3。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經濟發展局(EDB)透過
雙方攜手合作的家族辦公室發展團隊(FODT)，在
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FODT專注於三
個關鍵領域，即：改善經營環境、發展服務供應商
的能力、以及透過大家感興趣的事務（包括ESG、
慈善事業和企業融資）來建立家族辦公室社區。 

在新經濟的背景下，地緣政治的不確定因素與蓬
勃發展的科技環境，將驅使新加坡變得越來越受
歡迎。

亂中求穩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新加坡對來自歐洲和亞
洲的家族深具吸引力。

North-East Family Office 的Mette Ekeroth 指出：
「對西方家族辦公室來說，新加坡在地緣政治上

於中美之間保持平衡，這一點非常重要。」

在這種環境下，新加坡以其穩健的監管制度脫穎
而出，並擁有友好的商業環境。多年來一直在獅城
工作的Arvind Tiku表示：「人們認識到新加坡是一
個非常可靠的司法管轄區。監管機構也明白，監管
不應該阻礙商業發展，而應該為公平和負責任的
投資創造環境。」

MAS 發展及國際集團助理董事總經理Gillian Tan 

表示：「家族辦公室決定立足新加坡，是因為新加

坡穩健的法治、穩定和有競爭力的商業環境、財富

管理專業人士和專業服務的便利性，以及亞洲地

區投資機會的廣度和深度。」

 1.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55914177

 2. https://www.scmp.com/business/article/3065092/haidilao-hotpot-queen-opens-singapore-family-office-manage-us77-billion

 3.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2/standing-still-not-an-option

聚焦
新加坡



©Copyright 2022 20

新經濟，新世代

“
Gillian Tan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展及
國際集團助理董事總經理

許多家族辦公室熱衷於
透過將資本引導到有意
義的活動中，將其財富
作為一種向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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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與文化

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聽到了關於新加坡人
才基礎的不同觀點。受訪者指出，由於其幅地相對
較小，傳統上一直缺乏關鍵技能，但也指出FODT 
在這方面的措施取得成功。  

MAS和銀行與金融學院為家族辦公室的行政人員
製作了「技能地圖」，涵蓋諮詢、入門或管理級別資
訊。這兩個組織還推出了一系列具體的培訓計劃，
並建立了共同資助計劃，以資助認可課程的培訓
費用。  

財富管理學院(WMI)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
馬錫創立，是領先的財富和資產管理教育中心。作
為一間以實踐為基礎的學院，WMI結合嚴謹的學
術理論與當前行業的最佳實踐方式，以確保課程
能帶來聚焦亞洲的全球觀點。 

WMI設有100多個認證課程。其家族辦公室顧問計
劃證書專為行業人士而設，旨在支持新一代超高
淨值家庭在資產和遺產管理方面尋求更專業化的
需求。

引領創新

家族辦公室認識到數碼科技是新經濟的主要動
力，因此積極探索投資初創企業的機會，而這些初
創企業將通過元宇宙、人工智能和web3重塑整個
行業。新加坡常被稱為「亞洲矽谷」，因此是他們將
計劃付諸實踐的好地方。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高級副總裁及部門主管Dino 
Tan解釋說：「新加坡是東南亞風險投資的主要目
的地，企業可以善用我們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
統，以把握本地及其他地區的增長機會。」 

時至今日，新加坡已有超過55,000間初創公司4。
此外，在2021年的頭9個月，新加坡的科技初創企
業合共籌集了112億美元，是2020年數字55億美
元的兩倍多5。   

 4. https://www.edb.gov.sg/en/our-industries/innovation.html

 5.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arage/switch-2021/singapore-based-startups-raise-s112b-in-9m-2021-more-than-double-the-whol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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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價值的重要性

MAS的Gillian Tan 解釋了在新加坡設立家族辦公
室的好處和價值。她表示：「除了家族辦公室直接
聘請的顧問和投資專業人士外，他們還創造了間
接就業機會。此外，許多家族辦公室熱衷於透過將
資本引導到可持續投資、慈善事業以及支援當地
和區域企業家精神等有意義的活動中，將其財富
作為一種向善的力量。」

由於新加坡希望在應對不斷變化的宏觀經濟環境
之餘保持吸引力，因此精心管理的經濟政策至關
重要。  

曹氏家族辦公室的Bryan Goh表示：「全球面對通
脹問題，新加坡也不能倖免。新加坡也面臨著獨有
的問題，例如土地面積有限、能源和糧食安全的挑
戰，以及在全球緊張局勢中應對外交的壓力。」   

但是如今，由於新加坡的信譽和法治、在地緣政治
危機中的穩定性以及蓬勃發展的創業文化，新加
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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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Foster  
行政總裁 
TY Danjuma Family Office

我發揮著孵化下一代
企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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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經濟中，家族辦公室別無選擇，只
能保持靈活。一位受訪者表示，未來
七年將特別具有挑戰性。他指出：「過

去10年甚或20年一直相安無事。當金融危機後情
況變得不穩定時，要做到基本的事情相對容易。未
來我們將面臨更艱難的時期。」

基於謹慎考慮，我們認為家族辦公室應繼續審視
並加強為客戶提供的支援。最後，我們列出了目前
的優先事項以供參考。

靈活處事

TY Danjuma Family Office 的Simon Foster 相信，
要作出改變才能應對不斷變化的外部條件。   

他指出：「我們機構要做到快速、靈活和多變。我們
現在的結構與12年前完全不同；12年後，又會不
一樣。」

豐富人才基礎

家族辦公室需要協助解決關鍵的跨代糾紛，同時
在可持續發展與科技等新領域提供諮詢。新技能
將必不可少。  

未來家族辦公室 
的優先要務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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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venor 的Jonathon Bond 表示：「家族需要能
夠解決所有問題的顧問，例如培訓下一代、慈善事
業、稅收和外判投資組合。」  

教育下一代

與下一代合作通常需要協助他們了解自己的抱負
如何與家族傳統共存，尤其是在建立自己的企業
時。

Simon Foster 表示：「我發揮著孵化下一代企業的
作用。如果家族成員希望創業，我們將透過盡職調
查來提供協助，並協助他們撰寫及介紹商業計劃，
通過完善的信用委員會流程。」

鼓勵謹慎上網

今時今日的富裕家族受到各方緊密關注，尤其
是在經濟不平等議題上發表負面評論之後。因

此，Manish Tibrewal 敦促家族辦公室花更多時間
管理家族的聲譽，尤其是網上的聲譽。

他說：「年輕一代非常熟悉數碼科技，但他們可能
會發布一些引起誤解的內容。家族的工作人員需
要教育整個家族，如何在網上和現實的公共空間
中表達自我。」

敦促對可持續投資保持耐心

可持續投資者經常談論從小處著手，然後透過反
覆試驗來摸索出運作方式。野心固然重要，但沒有
人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世界。  

Ditte Lysgaard Vind 表示：「我們需要對自己的目
標抱有雄心壯志，但要注意不要只顧著追求完美
而忽略眼前的美好。」儘管今時今日，投資者不太
可能找到完美的投資解決方案，但有些解決方案
正在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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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家族重新聚焦願景

在新經濟中營運帶來了陌生的挑戰。為了在這樣
的環境中蓬勃發展，賽德商學院的Andrew White 
鼓勵領導者抽時間重新調整策略。家族辦公室可
以促進此類活動。

他說：「我的建議是嘗試脫離現狀，譬如一起靜修。
靜修是讓自己暴露在不受限制的聲音中。哪裡有
復甦的跡象？我們的願景是什麼？我們希望對世
界帶來什麼影響？」

上述建議未能盡錄。總而言之，我們向家族
辦公室傳遞的訊息是，希望他們對未來保持
開放的態度，並準備迅速應對新出現的機遇
和挑戰。為此，關鍵是讓下一代及早參與討
論，並支援在過去累積之強大基礎上發展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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