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和傳承︰家族辦公室及亞洲華裔群體》

1

治理與傳承
家族辦公室及亞洲華裔群體

作者



家族辦公室蓬勃發展 東西方對比

2 © 經濟學人智庫 2021

目錄

前言

關於此研究

《治理與傳承：家族辦公室及亞洲華裔群體》

竹網

共享的樂觀態度

文化架構

現代家族的現代治理

關鍵要點

行業觀點

家族辦公室框架︰針對華裔群體需要而定制的治理架構

 關鍵要點

為家族和企業連續性而進行的治理

 關鍵要點

家族辦公室︰中國大陸和創辦因素

 關鍵要點

撐起半邊天和家族辦公室

 關鍵要點

1

3

6

7

9

11

15

18

20

21

25

26

28

29

33

34

36



© 經濟學人智庫 2021

《治理和傳承︰家族辦公室及亞洲華裔群體》

1

前言

作為銀行家和深受客戶信賴的顧問，幫助客

戶「創造財富、達致成功和豐富生活」是我

們的目標，也是我的個人理念。過去兩年，

由於疫情顛覆和混亂了我們以往對常態的認

知，我們這個角色就變得更有意義了。

雖然超高淨值家族和家族辦公室通常擁有充

足的緩衝資本，可以從疫情中恢復過來而

保持財富完整無損，但他們也並非完全不受

影響。疫情有如當頭棒喝，提醒我們的生命

脆弱不堪，我們來之不易的資產可以瞬間即

逝。我們已經觀察到許多家族加緊處理架構

性的長遠需求，例如治理和傳承計劃，以往

這些在他們心目中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稅

收等問題也已成為當務之急，因為我們的世

界正朝著更嚴格的監管制度和更高的財富稅

收方向發展，使其成為常態而非例外。然

而，事情也有積極的一面︰家族被促使重新

思考他們在社會中的角色，並更主動地回饋

社會，無論是通過支持本國的弱勢社群，還

是通過資助社會企業（雙重底線公司），以

幫助擴大他們的積極影響。

除了以上外來因素之外，內部也在發生變

化，尤其是財富近年迅速增長的亞洲。許多

亞洲家族尚未進行正式的系統制度化，為他

們的資產以及不斷演變的動態進行管理及指

引。此外，傳承或產業規劃的概念通常涉及

有關死亡和喪失能力問題的討論，在某些亞

洲文化中傳統上被視為「不吉利」和禁忌。

然而，隨著亞洲家族現在正處於將接力棒傳

給第二或第三代的轉折點，許多晚輩可能

與長輩持有不同的企業願景，並熱衷於開拓

自己的道路，而且由於家族的財富和其成員

的地理分佈不斷擴大，管理變得更加複雜。

「富不過三代」這句中國古老格言開始產生

更大的共鳴，激發許多家族希望建立專業家

族辦公室，以實施適當的治理，作為長期保

存財富和家族產業的手段。良好的長遠規劃

價值不容忽視，我們持續建議我們的客戶在

實力壯大的時候進行規劃，而不是等到危機

出現時才進行。

在此背景下，儘管發生疫情，亞洲的經濟基

礎仍然保持強勁，並為蓬勃增長作好準備，

我們因此預料該地區的家族辦公室將繼續

發展，並以華裔群體（佔全球僑民最多的

人口之一）為其主要的推動力及亞洲財富的

主要貢獻者。根據 2020 年胡潤全球富豪榜
1，2020 年全球 412 位新增億萬富翁中，中
國佔了一半以上 (63%)。截至今年年初，中
國的億萬富翁總數達到 1,058 人，使中國成
為全球第一個擁有超過 1,000 名億萬富翁的
國家。《經濟學人》2 指出，在更接近我們
的東南亞，其 3,690 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財富
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屬於海外華人所有，其中

大部分集中在新加坡。受其先進法律、創新

稅收和居留計劃等多項因素推動，加上「新

加坡品牌」的各項特點（包括強大的法律權

力、穩定的政治和經濟、優質的生活以及其

作為該地區機會燈塔的定位），新加坡已成

為家族辦公室的首選目的地。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中國家族考慮於新加坡建

立家族辦公室架構，以及現有家族辦公室希

望在財富全球化日益發展的情況下重新審視

其傳統架構和計劃，並着重於在不斷變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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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中保持靈活。過去三年，星展私人銀行

的大中華區客戶錄得雙位數增長，我們並預

料升勢將保持強勁。

因此，我們很高興為您帶來這份由星展銀

行私人銀行委託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撰寫的《治理與傳承︰
家族辦公室及亞洲華裔群體》報告，記錄這

些家族的起源、文化架構和其他一直以來影

響其發展的因素，以及他們如何在日益複雜

的世界中不斷向擁抱新的治理和傳承形式過

渡。我們希望這篇文章對您有啟發性。對於

仍然不確定如何最好地長遠規劃、保護和保

存他們財富和遺產的任何家族，這份報告可

以讓您感到安心，因為前路清晰可見，而我

們亦已準備好在這條道路上與您同行。

林森成

集團主管

星展銀行零售銀行業務及財富管理

1  胡潤報告 - 資訊 - 2021 年胡潤全球富豪榜
2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0/05/28/south-east-asian-tycoons-high-wir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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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研究

《治理與傳承︰家族辦公室及亞洲華裔群

體》是經濟學人智庫受星展私人銀行委託撰

寫的一份報告，旨在探討與亞洲華裔群體家

族及其業務和家族辦公室相關的歷史、動態

和治理影響。

此報告的分析建基於文獻回顧以及對相關研

究領域從業者和學者的直接採訪。

19 世紀初期，外來和內部因素將中國清朝推
向下坡，最終使中國失去了作為全球最大經

濟體的地位。事件引發了大規模移民，從此

塑造了歷史。從家鄉移民和分散海外的華人

已經遍及全球；從溫哥華到倫敦再到新加坡

都有大型的華人社區。他們的影響力強大，

興建了基礎設施，並創立了跨國公司，亞洲

最富裕的一些家族也興起自同樣的移民趨

勢。這種傳統和故事至今仍然繼續。為了更

好地理解複雜且相互關聯的影響，經濟學人

智庫對影響財富規劃決策以及相關家族辦公

室和家族治理架構的因素進行了研究，尤其

是亞洲的華裔群體。

該報告由  Georgia McCaffer ty 撰寫，由 
Jason Wincuinas 編輯。

我們感謝接受諮詢的所有受訪者為本研究

献出時間和提供見解（按姓氏字母順序列

出）︰

張榮傑，商念私人有限公司  ( B u s i n e s s 
Concept)  董事總經理；糖護國際私人有
限公司 (Glucoscare International) Amber 
Collections 董事；MarinEx Pharmaceuticals 
Singapore 董事總經理兼企業家族策略師

金樂琦，香港科技大學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

與創業研究中心創始主任兼資深顧問

彭倩，香港科技大學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

創業研究中心主任

Patricia Susanto，The Jakarta Consulting 
Group 首席執行官

Wang Gungwu AO CBE，澳洲國立大學名譽
教授兼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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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本報告進行補充，我們邀請了一系列

學者和從業員分享他們的觀點，以更深入了

解治理架構，並提供有關該主題的各種觀

點。這份經濟學人智庫報告附有另外三篇文

章和一份採訪問答。每位貢獻者都因其獨特

的經驗和多年的行業參與而被揀選。我們也

感謝他們的時間和見解。

按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Stacy Choong，新加坡 Withers KhattarWong 
私人客戶和稅務業務合夥人

范博宏，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教授兼 Family 
Glory Institute 創始人

高皓，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兼清華大

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綠色金融發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

Patricia Susanto，The Jakarta Consulting 
Group 首席執行官

許嫘，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

業研究中心研究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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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華裔企業家和投資者在
東南亞創辦的公司以其
人脈和成功而聞名，通常
被稱為「竹網」 (bamboo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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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家族辦公室的強大治理，香港調味

品公司李錦記可能不能成就今天數十億美元

的成功故事。於 1888 年由位於南中國的餐
館老闆李錦裳創立，3 這家家族企業跨過了
戰爭和疫情，但在 1990 年代後期因家族內
訌而幾乎倒閉。

其領導人李文達於 2021 年 7 月 27 日逝世，
擁有財富達 176 億美元4。為了決心防止家族

和企業分裂，他在 2000 年代初聘用外來顧
問，並建立了一個由綜合治理體系指引的家

族辦公室。5 現在由李氏家族第五代傳人李
惠中管理，公司產品在百多個國家銷售，並

已將業務擴展到房地產和醫療保健。在過程

之中，李錦記的故事證明了組織嚴密的治理

方法是避免中國諺語︰富不過三代(fù bù guò 
sān dài) 成真的關鍵。

儘管對家族及其企業而言，這是一個精明的

決定，但李氏家族採用的正式治理體系在當

時是獨一無二的。治理指在單一或多個家族

辦公室內採用的傳承規劃和風險管理策略，

是西方高淨值 (HNW) 家族和個人的常見做
法。然而，對於華裔家族來說，治理家族辦

公室的正式規則及規例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架

構，可能與其他強大的文化或獨特的家族價

值觀發生衝突。

儘管如此，李氏家族已證明自己是一個靈活

而適應能力強的好榜樣。隨著東南亞華裔億

萬富翁的人數增加，家族辦公室和治理體系

變得越來越普遍，因為家族希望創造傳承並

保護他們的財富。這不是愚蠢的；香港中

文大學的范博宏教授對香港、台灣、新加坡 
250 家上市家族企業市值進行了研究，發現
上市家族企業在創始人下台時的第一次權力

轉移中損失市值近 60%。6 

3  李錦記，《關於李錦記》，https://www.lkkprofessional.com/about-lee-kum-kee.php
4  彭博，「被譽為『蠔油大王』的億萬富翁李文達逝世，享年 91 歲」，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7-27/billionaire-lee-called-

the-king-of-oyster-sauce-dies-at-91
5  彭博，「價值 150 億美元蠔油家族的 1000 年傳承計劃」，2019 年 9 月 1 日，https://www.bloomberg.com/professional/blog/15-billion-oyster-

sauce-family-plots-survive-1000-years/

家族治理︰有效的家族治理包括書面協

議和/或正式架構，包括傳承計劃和風險
管理指引，以保護家族的財富、和諧和

產業。這些架構或流程旨在解決衝突、

組織目標，並概述與家族企業、慈善

機構、基金會或商業實體的任何相互關

係。治理架構不應限制家族成員，而應

為管理、增長、過渡和保護家族財富提

供明確的指引。

家族辦公室︰由單個或多個家族建立並

為其服務的私人財富管理組織，提供一

系列財富管理、稅務規劃、個人預算、

慈善捐贈或其他金融服務，通常服務高

淨值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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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網

由華裔企業家和投資者在東南亞創辦的公司

以其人脈和成功而聞名，通常被稱為「竹

網」。建基於儒家價值觀的支柱之上（包括

尊重等級制度以及和睦、關係和網絡（或關

係︰guān xì）和對時間的取向7），這些企

業通過努力工作和敏銳的商業眼光而發展起

來，（儘管在他們移居的國家常常面對各種

挑戰），許多企業現在更主導著香港和東南

亞的經濟格局。

「整個發展過程建基於華人對貿易、商業和

創業活動的直覺本能。」澳洲國立大學名譽

教授兼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賡武說。「這

儒家價值觀

孝順

傳統主義

關係

（關係guān xì）

架構

加強跨代聯繫；使跨代社會資

本轉移變得更加容易

祖先建立的關係由未來的後代

滋養

人脈擴展；更強、更持久的人

脈聯繫；將關係從一代轉移到

下一代

認知

跨代保存共享的規範和歴

史故事

更強的文化認同

關係

對服從的期望更高；決策

的隱含規則；增強信任

保存規準，例如面子的重

要性

增強信任；相互的義務

可能是最重要的推動力，讓華人在亞洲創辦

的企業從一開始就能蓬勃發展。」

王教授說，來自中國的移民潮已經有四次，

改變了東南亞的商業形態。第一個中國商

人或華商 (huá shāng) 浪潮始於 17 和 18 世
紀，當時企業家尋求與鄰國進行貿易。第二

波浪潮從 1840 年代到 1920 年代，當時中
國工人為了脫貧，紛紛前往海外尋找新的機

會。美國和英國及其殖民地奴隸制的結束也

導致勞動力短缺，當時華人建立了「工人商

人階級」，正如王教授所述，他們主要在在

北美和澳洲的金礦和鐵路找尋工作。接著，

中國向外國人敞開了之前被關閉的大門，並

6  Morten Bennedsen、范博宏、Ming Jian 和葉銀華，「家族企業地圖︰中國家族企業傳承的框架、選擇性調查和證據」，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5 年第 33 期，第 212-226 頁

7  Jia Wang、Greg G. Wang、Wendy E.A. Ruona 和 Jay W. Rojewski，「儒家價值觀及其對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的影響」，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8:3，311-326，2007 年 2 月，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678860500143285

8  Archimedes David Guerra，「儒家價值觀和家族企業︰對公司業績和資本架構的影響」，香港浸會大學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8 

圖 1. 竹網效應
儒家價值觀對三維社會建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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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育程度高的專業人士和學者派往國外，

以促進貿易和外交關係，形成持久的第三波

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標誌著王教授所謂第

四波浪潮的開始。戰爭初期，移民趨勢停頓

下來，且戰爭迫使居住在東南亞的中國公民

在留在移民國家或返回中國之間作出抉擇。

「隨著帝國的敗退，英國、法國和荷蘭都撤

退回家，新的民族國家正在建立，土著政治

領導人物現在想要建立自己的國家。」他解

釋道。

他們與華裔企業所有人就居住和商業利益的

問題開始談判的過程；據王教授說，只有 

20% 至 25% 的人返回中國。留下來的人必須
與新的政治精英建立關係，王教授將其描述

為「有關角色的重大重新談判」。

1978 年，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移民再次興
起，新一批尋求教育、貿易或金融機會的人

亦紛紛出國旅遊。

樂觀是儒家價值觀的內在組成部分，王教授認

為它在現代的成功故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華人抱持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樂觀態度。當

您樂觀時，您相信運氣和機會。這種運氣不是

命運或定數，而是您可以為自己創造的。當您

找尋它，您會保持警覺，作好準備。」

這種準備是現代家族辦公室治理的關鍵。

9  《經濟學人》，「東南亞巨頭的踩鋼線行為」，2020 年 5 月 30 日，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0/05/28/south-east-asian-
tycoons-high-wire-act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數據，《經濟學人》9 

圖 2. 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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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樂觀態度

目前海外華人人口估計從大約 4,000 萬10 至
超過 6,000 萬不等。11 然而，無論是華僑 
(huá qiáo)（即居住在國外的中國公民）還是
華人  (huá rén)（即具有中國種族血統的外國
公民），這種人口和企業的移民改變了許多

現代工業和企業的形態。東南亞擁有一些最

著名和最成功的華裔商業家族。

據《經濟學人》估計，2020 年在東南亞億
萬富翁 3,690 億美元的財富中，超過四分之
三由華人(huá rén) 掌控。12 華人只佔該地區 
6.5 億左右人口中的 5%，但主導該地區 3 萬
億美元的經濟。泰國和新加坡佔富人的比例

最大，兩國各有 20 名華人 (huá rén) 億萬富
翁。然而，這些財富分佈在整個地區，從馬

來西亞和印尼到菲律賓及其他國家。13 

在這群體中不少人都在文化上被同化了，並

採用了當地的名字。例如，泰國的 Charoen 
Pokphand Group 是該國最大的集團公司之
一，由 Chearavanont 家族擁有，於 1921 
年由來自潮東潮州的種子進口商謝易初14 創
辦。15 在馬來西亞，郭鶴年的父母為華人，
其治理的商業帝國業務覆蓋糖業貿易以至香

格里拉酒店。在印尼，瑞迪家族擁有的力寶

集團由 Mochtar Riady 創辦，16他又名李文

正，印尼國籍，父母為華人，從爪哇的一家

單車店開始其創業之路。

然而，雖然許多人的名字聽起來不像華裔，

但這些家族往往與他們祖先的家鄉保持著密

切的聯繫。謝易初四個兒子名字的第一個

字——正民、大民、中民、國民拼寫出「正

大中國」，17 而郭鶴年也公開將他的成功歸
功於他的中國血統。18 

王教授說，華裔的根源對所有華人來說都根

深蒂固；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的「家鄉」是祖

傳的村落。無論這些家族在中國以外生活了

多少代，他們仍然會將資金投放回國，並定

期到訪，以支持他們的村落。「這些大家

族的所有主要成員都曾作出探訪。他們舉辦

盛大的宴會，會見市長和其他人士，並且作

出家族捐款、興建學校，這對家族企業來

說十分重要，令他們　可以炫耀一番。」

The Jakarta Consulting Group 首席執行官 
Patricia Susanto 說。

香港科技大學陳江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

中心創始主任金樂琦對此表示贊同。

「海外華裔群體不論成功與否，總想回到自

己的家鄉。他們的家鄉永遠是他們所來自的

村落。」 他解釋說村落裏的學校或醫院全都
以來自那裏的成功商人名字命名。

文化架構

這些海外華人宗族可能有著共同的傳統和聯

繫，但他們的構成和商業興趣卻大不相同。

10  Poston、Dudley 和 Wong, Juyin，「中國華裔群體︰當前海外華人人口分佈」，2016 年，《社會》雜誌，https://www.researchgate.net/
publication/307898102_The_Chinese_diaspora_The_current_distribution_of_the_overseas_Chinese_population

11  《中國日報》，「海外華人可助建一帶一路」，2017 年 6 月 13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06/13/content_29719481.htm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卜蜂集團，https://www.cpgroupglobal.com/about/Mile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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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福布斯，《經濟學人》（2019 年數據）9 

圖 3. 華仁控股
按國家劃分的東南亞億萬富翁和華裔億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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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建立家族辦公室（如有）的獨特性質

以及所採用的治理定義可反映這一點。對於

某些辦公室，治理可以只是一個指引決策或

傳承的框架。其他辦公室如李錦記，家族治

理是一個綜合的協議和法律架構，包括家族

章程、家族基金和協調家族成員商業培訓的

家族學習中心。19 

雖然實際應用可能有所不同，但家族治理的

正式定義有數個關鍵的公認因素。廣義來

說，它可以被視為一個協議的框架，指引家

族辦公室和/或家族企業所有方面的決策，無
論是家族假期等休閒決策，還是指引投資決

策、股息率或招聘標準的協議策略（適用於

家族辦公室和/或家族企業）。金教授認為家
族治理的核心應該是一個書面的、正式的架

構，其中包含為保護某些條件而設的傳承計

劃和風險管理指引。

這些海外華人宗族可能

有著共同的傳統和聯

繫，但他們的構成和商

業興趣卻大不相同。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三『保』概念。第一

『保』是『保全家族金融財富』，這往往是所

有人所關注的，尤其這是家族辦公室本身的概

念。在亞洲很重要的第二『保』就是我們所說

的『保持家族和睦』，而我們都遇過很多不太

和睦的不幸家族。第三『保』是『保護家族價

值觀和傳承』。」金教授解釋說。

香港科技大學陳江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

中心主任彭倩教授表示，家族在考慮建立家

族辦公室時需要考慮這些目標，並據此進行

規劃。家族治理不一定需要在家族辦公室架

構內建立，大部分家族辦公室建立的目的是

管理家族財富，而不是建立治理。她說，從

這方面來看，李錦記的例子並不常見，因為

他們建立家族辦公室主要是作為家族治理的

行政工具，他們的財富由另一個單獨的家族

投資部門管理。

「這是華裔群體可以借鏡的例子。無論於家族

辦公室內部還是外來進行治理，無論治理如何

實施，建立單獨的團隊管理家族治理和家族投

資是一個明智的做法。」彭教授補充道。

儘管治理在西方被接受為典型的企業管理方

法，但在華人中並不總是被理解或歡迎。家

族企業策略師張榮傑同時也是商念私人有

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糖護國際私人有限

公司 Amber Collections 的董事和 MarinEx 
Pharmaceuticals Singapore 的董事總經
理。他說這種猶豫部分可以治理的漢字來解

釋—— zhì lǐ。張先生在自己的家族企業經歷
了挑戰之後開始幫助富裕家族進行治理。他

認為治理有五個具體方面。「資訊流通、書

15  日經亞洲，「謝國民 2︰從潮州地主到曼谷商人」，2016 年 9 月 2 日，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My-Personal-History/Dhanin-
Chearavanont/Dhanin-Chearavanont-2-From-Chaozhou-landowner-to-Bangkok-businessman2

16  日經亞洲，「力寶集團與現代印尼的故事︰李文正的故事」，2018 年 9 月 10 日，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My-Personal-History/The-
story-of-Lippo-Group-and-modern-Indonesia-Mochtar-Riady-s-story-1

17  《經濟學人》，「東南亞巨頭的踩鋼線行為」，2020 年 5 月 30 日，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0/05/28/south-east-asian-
tycoons-high-wire-act

18  《南華早報》，「華人——地球上最了不起的經濟螞蟻︰郭鶴年回憶錄」，2017 年 11 月 26 日，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
article/2121085/chinese-most-amazing-economic-ants-earth-robert-kuok-memoirs

19  凱洛管理學院，「如何激勵第五代？ 李錦記如何平衡參與和權利」，2016 年 6 月 10 日，https://hbsp.harvard.edu/product/KEL949-PD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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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策和程序、理事會、問責制和職責分配 
對我來說就是治理。」他解釋道。

例如，在「治理」的第二個字中的右上角

有一個方框，裏面有一個十字，代表稻田 
(tián)。這可以被理解為收益，或者行為的結
果，這就是張先生所說的問責。這個字的左

邊還包含一個字（王︰wáng），即國王。正
如張先生所說︰「即使在中國歷史上，國王

或皇帝也有一群人幫他做決定，所以存在一

個理事會。」

香港科技大學的金教授也認為這種對於皇帝

的引述，以及它在領導人為首要決策者的華

裔家族中的應用，也是令他們對進行治理表

示猶豫的一大因素。他說，中國家族習慣於

高度重視等級制度的經營方式，不歡迎外來

建議，並利用一套非正式的指引或概念進行

管理，而不是嚴格的規則。

「中國人偏好在非常非常非正式的基礎上做

事。而領導人還是想要掌控一切。聘用外來

管理人員來運作家族辦公室的想法本身仍然

不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概念。」金教授說。

過去，企業的一切事

情取決於信任。

然而，據王教授說，對外來建議的抗拒還有

另一個來自中國古代的法律和商業體系因

素。由於皇帝制定法律，官僚擔任法官，中

國古代沒有法律體系或正式法律可言。沒有

法律，與家族成員、優先商業夥伴和在村民

之間的業務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

「過去，企業的一切事情取決於信任。因為

沒有法律，兩個互信商人之間的就是信任。

您最能依賴的信任就在家族內部。因此，信

任程度或關係等級被理解為商業利益的部分

既定因素。」王教授說。

現代家族的現代家族治理

對於海外華人（華裔群體家族）來說，商業

關係對信任的基本需要並沒改變。然而，新

一代正在將他們所受的西方教育和不同的觀

點帶入宗族，而家族架構本身也正在經歷快

速的轉型。隨著財富增長，這一點一直是越

來越多富裕海外華人採用家族辦公室和家族

治理體系的關鍵驅動因素。

根據金教授和張先生的說法，對於經常需要

管理多代人及其後代的大型成熟家族（偶爾

還包括情婦或其他妻子），傳承成為家族治

理架構需要考慮的第一步。「特別是進入第

二代後，當家族規模擴展時，適當的治理架

構是需要的。兄弟姐妹需要制定一個架構以

幫助作出決定，否則他們就會陷入困境。」

彭教授說。

金教授和彭教授表示，接觸西方商業慣例和

教育是促使許多海外華人家族更願意接受新

建議的催化劑，幫助他們了解管理傳承的重

要性，以及家族辦公室在保護財富和傳承　

方面可以發揮的作用。過去 18 個月，新冠
肺炎還幫助他們認識到將風險管理納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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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偏好在非常非常非正

式的基礎上做事。而領導人

還是想要掌控一切。聘用外

來管理人員來運作家族辦公

室的想法本身仍然不是一個

被廣泛接受的概念。

香港科技大學陳江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

研究中心創始主任兼資深顧問金樂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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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新冠肺炎之後，

人們真的醒覺過來，並意識到外來世界可變

得瘋狂。即使您的內部業績良好，也不代表

您可以生存。」彭教授解釋說。

對於海外華人（華裔

群體家族）來說，商

業關係對信任的基本

需要並沒改變。

這些華裔群體家族現在更加意識到可能影響

他們的各類風險，包括地緣政治、健康、離

婚、氣候、投資，並開始針對每種風險採取

不同的緩解方案。「您需要各種工具，以應

對各種風險。」金教授補充道。「每個家族

辦公室都應該決定他們的優先事項，是財富

保存還是家族和產業保全，然後再考慮如何

對他們的潛在風險進行相應的管理。」

在態度變化的同時，家族架構也在發生變

化。王教授指出華裔家族的規模變小，並越

來越核心化，主要單位由夫婦及其直系子女

構成。「華人家族核心化的程度不及西方，

但中國人幾千年以來所採用的那種譜系模式

肯定已不復見。」他說，指的是 20 世紀以
前中國常見的歷史大家族。

態度的轉變讓許多新

一代富裕華裔家族重

新考慮他們的產業

張先生表示態度的轉變讓許多新一代富裕華

裔家族重新考慮他們的產業，令風險管理和

外來建議的需求變得尤為重要。他說，風險

管理和外來建議尤為重要，是因為大量接受

西方教育的年輕一代可能不再認為傳統家族

企業有吸引力，而是希望自己投資科技公司

或開發全新的科技相關業務，而不需要家族

資金。

「他們的態度和上一代的完全不同。他們只

喜歡做自己的事，不想傳承父母的事業，隨

他們的腳步走。」張先生說，並強調許多人

通過涉足科技領域取得成功。「這一代的人

不需要以金錢賺取金錢。他們需要的是想

法和創新。您有優秀的理念？ 任何理念優

秀的初創公司均可獲創業投資基金 (venture 

capital fund, VC) 提供 100 萬美元。」他補充

道。與全球許多新興財富一樣，越來越多亞

洲的財富均與科技企業有關，而非過去的傳

統商品或房地產企業。

根據私募股票市場研究公司 CB Insights 的數

據，截至 2021 年 7 月，亞太區有超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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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獨角獸企業（價值 10 億美元或以上的科

技初創企業）。只有北美聲稱其數字高於亞

太區。未來，如果這些公司背後的企業家跟

隨目前趨勢，家族辦公室的創立也可能會在

亞洲增長。

與此同時，家族辦公室的人口狀況也在不

斷演變。根據 Susanto 女士進行的研究，

女性擔當了更多的管理角色，許多海外華

人家族的家族辦公室現在都由女兒經營。

她發現女兒更善於平衡所有家族成員的投

入，無論是父親、兄弟、阿姨還是叔叔，並

讓他們中許多人承擔治理辦公室的責任。

「這不是智慧；最重要的不是能力，而是溝

通技巧和同理心。」Susanto 女士說（參見 

Patricia Susanto 的《撐起半邊天和家族辦
公室》）。

中國大陸的新興富人在中國以外尋求商業機

會和投資多元化，也正在推動家族辦公室的

發展。擁有  100 位億萬富翁的北京超越了擁
有 99 位億萬富翁的紐約，成為 2021 年全球
最多億萬富翁的城市，20 此數字預料將繼續
快速增長。2019 年，中國新增億萬富翁以三
比一的比例超越美國。21 

「全球財富都正在移向亞洲，而中國正是一

個蓬勃發展的市場。因此亞洲地區（尤其是

中國）對建立家族辦公室的需求巨大。中國

大陸新興富裕家族現在在中國大陸建立家族

辦公室，或往外選擇香港、新加坡或世界其

他地方。」彭教授說。這些家族辦公室通常

由家族自己嚴格掌控，因為大部分來自大陸

的新興富裕中國家族只有一個繼承人和強大

的文化聯繫，但漸漸地，這些家族變得越來

越複雜（成員和後代越來越多），並更加意

識到家族治理架構可以帶來的好處。

「在亞洲，在聘用外來專業管理人員管理

家族企業或財富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建立信任也許需要 10 至 20 年的時
間。」彭教授解釋說，指的是中國家族願意

信任法律架構或外來顧問。「大部分亞洲家

族辦公室仍然由家族成員自己掌控。許多人

本身特別擅長投資，不願聘用其他人。但隨

著他們日漸年長，他們會聘用其他人。那

時，隨著加入團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需要

建立一個正式和專業的運作架構。」

東南亞的華裔富裕家族也從香港的李氏家族

等其他家族那裏了解到正式實施書面家族治

理架構有助於維持家族成員之間的和睦，為

未來的後代保護家族資產，免受系統性和外

在風險的影響。然而，重要的是無論家族架

構、傳承財產或商業興趣為何，金教授和彭

教授認為這些辦公室都不應只採用任何西方

千篇一律的家族治理架構。

「華人家族重視中國傳統，重視家庭和睦，

因此他們更重視集體主義，而不是西方的個

人主義。」彭教授說。「他們可能會採用西

方的家族治理和家族憲法概念，但他們在東

西方之間也有著很好的平衡。」

20  福布斯，「北京超越紐約成為擁有最多億萬富翁的城市︰2021 年福布斯榜單」，2021 年 4 月 6 日，https://www.forbes.com/sites/
johnhyatt/2021/04/06/worlds-richest-cities-the-top-10-cities-billionaires-call-home/?sh=5f5ebace43e3

21  路透社，「中國新增億萬富翁以三比一的比例超越美國︰胡潤》，2020 年 2 月 26 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conomy-wealth-
idUSKCN20K0YB



家族辦公室蓬勃發展 東西方對比

16 © 經濟學人智庫 2021

關鍵要點

•  由華裔企業家和投資者在東南亞創辦的公司因其本地化的亞洲人脈和成功而常被稱為
「竹網」。建基於儒家價值觀的支柱之上（包括尊重等級制度以及和睦、關係和網絡

（或關係guān xì），這些企業通過努力工作、樂觀的態度和敏銳的商業眼光而發展
起來。

•   亞洲的財富來源越來越受科技驅動。

•   據估計，2019 年，海外華人家族掌控了東南亞四分之三以上的億萬富翁財富。

•   越來越多亞洲海外華裔高淨值商業家族採用家族辦公室，但家族治理機制（如傳承計
劃和風險管理策略）發展較慢有多種文化因素，包括對尋求或信任外來建議的猶豫態

度，或者不願意打破按出生順序而定的等級制度或傳承傳統。

•  有效的家族治理包括書面協議和/或正式架構，包括傳承計劃和風險管理指引，以保
護家族的財富、和諧和產業。

•  隨著亞洲財富的增長，新興的中國家族加入高淨值行列，中國家族的架構和投資目標
發生變化，採用家族治理或可保護家族企業世代相傳，同時讓所有家族成員都能參

與，將產業和財富帶進未來。

•  東方的家族治理不必嚴格遵循西方的指引，可以將更著重集體主義的做法納入其實施
之中，在東西方之間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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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新興富人在中國

以外尋求商業機會和投資多

元化，也正在推動家族辦公

室的發展。



家族辦公室蓬勃發展 東西方對比

18 © 經濟學人智庫 2021

行業觀點

本報告包含的觀點直接來自家族辦公室和家

族治理領域從業者，他們以獨特的視角為經

濟學人智庫的主要研究結果進行補充。他們

的見解（按姓氏字母順序在下面列出）可以

讓我們更深入了解亞洲家族辦公室和治理架

構的運作。

Stacy Choong 為新加坡 Withers KhattarWong 
的合夥人。她為客戶提供稅務和遺產規劃建

議，熟悉亞洲許多高淨值家族所遇到的問題

或採取的解決方案。她曾為經濟學人智庫之

前的研究向其提供有關家族辦公室的諮詢服

務，透過單獨的問答環節就治理架構的問題

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觀點。Choong 女士的採訪
見第 21 頁。

范博宏  為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會計學院及
金融學系教授。他對於亞洲新興市場企業治

理和傳承的研究常被高度引用，教授行政人

員課程，並為家族企業和分散持有公司擔任

傳承規劃顧問。他的合著著作《家族企業地

圖》經常被全球商業刊物引用。他的文章涉

及治理架構和建立家族辦公室的核心基礎。

範教授的論文見第 26 頁。

高皓  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
企業研究中心主任兼綠色金融發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在研究專員許嫘的參與之下，他的

文章提供中國大陸內部的具體觀點。高先生

還參與了經濟學人智庫早前關於家族辦公室

的研究，他為本報告撰寫的文章讓讀者可以

將中國的治理架構與整個亞洲的華裔群體

治理架構作出比較和對比。他的研究參見第 
29 頁。

Patricia Susanto 為印尼管理諮詢公司 Jakarta 
Consulting Group 的首席執行官。她出版了多
本關於管理、企業文化和家族企業的書籍，

包括《龍之網絡︰最成功中國家族企業的內

幕故事》。過去 15 年，她為印尼和新加坡
的家族企業提供諮詢服務，以改善溝通、治

理架構、所有權和為後代所作的準備。她對

東南亞華裔群體家族的觀點來自她的真實考

察。她的觀點請參閱第 34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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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框架︰針對華裔群體需要而定制的治理 
架構

Stacy Choong，新加坡 Withers KhattarWong 私人客戶和稅務業務合夥人

律師兼家族辦公室專家 Stacy Choong 是新
加坡 Withers Khattarwong 的合夥人。對於
家族辦公室治理，她表示法律上我們沒有千

篇一律的做法。Choong 女士說，即使要為
與個人家族辦公室相關的治理下定義也可能

非常複雜。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從問題開

始，而不是答案，以尋求針對特定情況的合

適方案。

在法律上，家族辦公
室治理沒有千篇一律

的做法

例如，已經建立了某種形式家族辦公室架構的

老牌海外華人家族可能正在尋求更精密和更全

面的解決方案。剛剛移居國外或正在考慮從中

國大陸進行多元化投資的中國家族可能正處於

搜集資訊和學習階段。部分家族需要一個能夠

橫跨各個家族經營領域的操控工具。其他家族

可能只在家族協調方面需要幫助。

Choong 女士認為處理家族辦公室治理不應
千篇一律。相反，家族辦公室治理應該建基

於各種決策之上，優先考慮家族的獨特情

況。正確的決策應該可以發揮制衡作用，幫

助家族實現他們的目標，而不是阻礙他們，

並且應該能夠讓領導人向下一代展示如何優

雅和開放地處理家族遇到的困境。

經濟學人智庫與 Choong 女士交談，探討建
立家族辦公室的法律目的、家族在進行治理

決策時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外來專家在為

家族決策提供清晰指引以幫助鞏固未來產業

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為清晰和簡潔起見，引

述經過編輯。

經濟學人智庫︰家族辦公室的法律目的和功

能是什麼？

Stacy Choong：家族辦公室的目的和功能是
每個家族需要商定的事情。家族辦公室可以

做很多事情，但它不必為每個家族都做所有

事情。因此，了解特定家族想要和需要什麼

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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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族 辦 公 室 可 以 做 

很多事情，但它不必

為每個家族都做所有

事情。

對於部分華人家族，尤其是財富跨越多個司

法管轄區和資產類別，並且已經有一名或多

名人員協助他們進行家族投資和治理的家

族，他們建立正式家族辦公室的取向可能會

更加慎重和集中。但當會見對這個概念不太

熟悉的客戶時，我們的部分工作就是告訴他

們家族辦公室能夠實現什麼。我們將一同從

所有選項中確定辦公室的設計目標，無論是

傳承計劃、投資管理還是其他許多功能，並

向他們解釋各個不同功能的作用。

從這裏開始，還有其他決策需要決定。他們

需要考慮家族辦公室所在地的影響，包括您

在任何選定司法管轄區是否有信任的人可履

行該職能。家族還需要考慮他們是否準備好

從一開始就運作完整的家族辦公室，或是需

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發展和實現整體目標。

經濟學人智庫︰家族辦公室治理是否一套單一

的規則，還是一個更廣泛、更靈活的概念？

Stacy Choong：這個問題會引發許多其他問

題。這是否代表治理家族辦公室本身及該家

族的家族辦公室團隊？ 這是否代表有關私人

投資基金和家族資產持有工具（可能通過一

個或多個家族信託持有）的治理以及其組織

和架構的管理？ 或者您是在談論有關家族經

營業務或家族慈善工具的治理？

當我說到家族治理時，我通常認為它不僅是

家族內每個營運實體的企業治理，而是視它

為連接家族中所有各種支柱的橋樑。這些橋

樑可能包括所有權、控制權、溝通和財富轉

移的指引原則和規則。由於預料各種支柱會

自然擴展和移動，因此這些橋樑應該像浮橋

而不是固定橋樑般運作，才不會將所有東西

鎖在一起，限制擴展，也不會受壓折斷。

此外，家族辦公室有時是一種服務工具。在

這種情況下，它的作用是了解家族的各種需

要和功能、對照資訊、預備報告、促成會

議、記錄結果，並為審查過程提供協助。

還有其他情況，家族辦公室位於金字塔的頂

端，用作控制工具，因此也配備了相應的人

員。不過，無論它是服務工作還是控制工

具，同樣地沒有一個千篇一律的解決方案。

這取決於家族的需要、他們處於什麼發展階

段，以及他們是否願意和準備好採用家族辦

公室。

經濟學人智庫︰華裔群體家族在建立家族辦

公室治理架構時面對哪些獨特挑戰？他們如

何應對？

Stacy Choong：我相信許多高淨值家族

（不論來自何方）在家族辦公室方面都面對

許多相同的挑戰。我常常聽說富裕的華人家

族不喜歡放棄控制權，但其實我所有客戶都

不喜歡放棄控制權，除非出於戰略目的。在

某程度上，他們仍然可以監控和信任引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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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順利運作。重要的是我們要向他們解釋

為什麼他們需要獨立的治理流程，因為他們

不會永遠活著。因此，他們需要信任他們建

立的體系能夠自我調節或確保體系受到適當

的制衡。

家族架構和特徵決定家族辦公室的基本組成

部分，並確定他們需要考慮的問題，而不是

他們的文化背景。如果家族的孩子和成員數

量較少，解決方案就不會太複雜。合適的顧

問也很重要。他們必須熟悉有關文化、擁有

理解細微差別的能力以及能夠提出符合客戶

背景和需要的明智解決方案。採取小步驟也

可以是向前邁進的重要方式，並向家族展示

即使小改變也能取得成果。在建立治理架構

方面繼續取得進展也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

避免原地踏步。

經濟學人智庫︰您最常遇到治理架構可以幫

助解決的家族衝突是什麼？

Stacy Choong：我遇過數百個獨特的家族挑
戰。但我認為治理規劃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當

領導人不在時，他們無法看到一切正常運作。

他們很難想像將接力棒傳給誰。更難想像您將

它傳給一個架構，一個只能滿足某些特徵而不

是實體的個體。而且我認為家族治理能否發揮

真正作用要由特徵和資格來定義，而不是由您

能看到的實體來定義。另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

掌握他們真正認為可以傳給後代的家族財富。

他們是認為這僅限於他們的金融財富和他們在

家族企業中的股權，還是包括他們家族的人力

資本和無形的家族核心價值觀和責任，讓他們

在逝世之後實現更有意義和更恰當的財富監

護、應用和增長？

我總是告訴我的客
戶，您可以奢侈地擁

有財富，並決定如何

花錢。

經濟學人智庫︰在展開建立家族辦公室的流

程之前，富裕華裔群體家族的領導人應該問

自己哪些問題？

Stacy Choong：他們需要了解家族的主要驅
動目標。他們試圖解決什麼問題？是什麼促

使他們考慮建立這樣的辦公室？ 在我們了解
主要目標後，下一階段是誠實討論資產有哪

些以及其所在地、他們想要實現什麼、他們

希望留下什麼遺產以及現時讓他們最擔心的

主要問題是什麼。他們需要對一個完整的框

架和一系列問題進行商討。所以我通常不需

要客戶問自己深入的問題。我需要他們最少

撥出兩至三小時，我會問他們問題，幫助他

們為啟動流程的正確做法定立優先次序。

經濟學人智庫︰地點或司法管轄區在建立家

族辦公室及其治理架構方面扮演什麼角色？

Stacy Choong：我認為了解您財富、領導
人、企業以及您家族成員或持份者的所在地

非常重要。不僅是他們現時的位置，還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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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y Choong：首先是參考相關的經驗。
如果您開始談論稅收制度、規定和稅法，人

們會睡著，所以要易地而處，參考其他家族

如何處理問題並取得某些成果的經驗。這會

讓他們更有能力作出決定。必須幫助他們明

白在指引之下，他們仍然可以擁有自主權，

並選擇不同的解決方案。而且這些解決方案

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隨時代演變和變化

的。因此，他們可以看到一個決定如何改善

情況，然後作出下一個決定，以再次改善情

況，並了解您可以隨時回顧和更新。

找出他們關心的問題，並以不會讓人覺得浪

費時間以理解無法破解事情的方式來解釋，

也是非常重要的。治理不僅需要適合創始

人，還需要適合有關的家族成員，讓領導

人也可以看到當他們不在時將有指引下一代

的核心原則和架構。在財富轉移的過程中，

擁有與家族中各人建立聯繫的能力是很重要

的。後代的接受和支持不會在創始人逝世後

突然發生。因此，良好的治理必須包括對此

不可測之事的教育、溝通、培訓和規劃。單

單將四位優秀的跑手放在一起不能組成最好

的接力團隊，而是需要練習。

們可能會搬到哪裏。因為這會影響所有形式

的監管框架。家族需要考慮怎樣的架構不僅

適合他們自己，也適合他們的後代。您需要

考慮您是否希望移居您喜歡地方，並接受支

付更多稅款，還是他們是否願意真的移居別

處，以節省稅款。這一切都與成本效益分析

有關。

我總是告訴我的客戶︰您可以奢侈地擁有財

富，並決定如何花錢。您可以節省較多或較

少，但有時您將不得不對自己的生活方式作

出妥協，更有效地將主要控制權委託他人，

或對您在每個司法管轄區所花的時間更加自

律。如果您決定不這樣做，並願意多付一點

稅，那麼請保持原狀，您有這樣做的特權。

各人處於他們生命中的不同階段，也會影響

地點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當前生活方式和

模式的靈活性。

經濟學人智庫︰我們的研究發現許多華裔群

體家族在作出有關治理的決策時面對的最大

障礙是信任外人幫助管理家族企業。您建議

如何克服這個問題？

關鍵要點

•  治理與目標緊密相連。家族在建立正式辦公室及其治理架構時應考慮其傳承、產業
和財務目標。

•  雖然華裔群體家族有許多相同的情況，但個別家族特徵決定家族辦公室的基本面，
而不僅是財富水平或文化或國家背景。

•  家族在規劃家族治理架構時不僅應考慮家族成員和/或財富目前的所在地，還應考
慮潛在的變化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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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族和企業連續性而進行的治理

范博宏，中大商學院教授兼 Family Glory Institute 創辦人

雖然亞洲新貴熱衷於創造和管治他們的財

富，但往往忽略家族關係和業務連續性。然

而，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即使是成功的財

富創造者也可能並不具備管治家族關係所需

的各種心態和工具。

問題不在於金融投資、稅務合規或資產保

護，這些都可以委託給獲得信任的代理，而

是教育和激勵家族成員成為家族和業務的協

作團隊。家族應該遵循預先商定的原則和規

則，通過相互和重覆的奉獻和犧牲建立和積

累他們關係的完整性。

由此產生的關係完整性是家族獨有的生產力

來源，並成為一項家族資產。任何離開家族

的成員均會不能獲得家族資產，以往為家族

資產作出的貢獻亦會一筆勾銷。這就是家族

治理培養家族關係韌性的原因和方式，這是

獨立於法律執行的。

在實踐之中，具有協作性的家族會教育和

訓練他們的成員追求自我成長、共享目

標、價值觀和愛，相互溝通、共同決策和

解決分歧。

對於小家族來說，家

族治理是種口述的傳

統，並依靠實踐而學

習得來。

對於小家族來說，家族治理是種口述的傳

統，並依靠實踐而學習得來。隨著家族規模

的擴展，需要架構化的原則和規則來協調日

益複雜的家族交流。從此，家族成員不僅要

有血緣和婚姻關係才能符合資格，還要遵守

家族協議。協議要求成員參予家族聚會，選

舉他們的代表作為家族董事會成員，並委託

董事會作出家族決策，例如家族教育、醫療

保健、緊急支援、創業、招聘、慈善事業、

衝突解決和財務管理。家族決策的執行可以

委託給內部家族辦公室或外來代理。

對於企業家族而言，家族治理為未來家族企

業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員作好準備和培養其符

合資格，意義特別重大。作為家族企業治理

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家族應備有企業所有

權架構和相關機制，規範家族人員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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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雙向交流。例如，家族可以成立控股

公司，將家族資產整合到一個屋簷下，根據

預定的股份轉讓計劃，在符合資格的家族成

員之間分配和傳送控股公司所有權股份。此

外，家族可能會遵循一個商定的程序，以選

出控股公司董事會的董事，代表家族股東作

出業務和股息決策，並任命或監督受委託的

管理人員。

治理體系中的所有組成部分都應該被定制和

協調，以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生態系統，在其

裏面，家族致力於照顧、教育成員和培養他

們符合資格，家族成員在家族和商業活動中

家族企業治理體系及其組成部分

資料來源︰范博宏教授；經濟學人智庫

相互合作，家族和企業創造家族成員共享的

價值和實用程序等等。

然而，亞洲商業家族的領導人通常是家族治

理和業務連續性的最大絆腳石。憑著自己的

直覺本能建立成功企業的男性可能會對接受

或參與架構性治理表示猶豫，不僅因為這與

他們成功的方式背道而馳，還因為缺乏自信

或阻礙他們將職責委派給下一代家族成員或

外來業務管理人員的性格。

家族辦公室要取得成功，領導人需要獲得啟發

和專家指引，才能踏上通往未來的第一步。

擁有權功能 

商業決策平台 家族控股公司 

業務單位 

家族股東 家族董事會或委員會 

家族會議 

企業管治 家族股東 

整個家族 

家族董事會
小組委員會 

家族辦公室 

1

業務單位 

3

業務單位 

2

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1 2

代表家族作出
決策並擔任股
東論壇 

受委託的內部或
第三方執行單位 



© 經濟學人智庫 2021

《治理和傳承︰家族辦公室及亞洲華裔群體》

25

關鍵要點

•   治理體系中的所有組成部分都應該被定制和協調，以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生態系
統，在其裏面，家族致力於照顧、教育和培養其成員符合資格。

•   治理架構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教育和激勵家族成員成為家族和業務的協作團隊；遵
循預定的原則和規則有助於為這些關係和財務決策建立完整性。

•   主要靠自己的商業直覺本能建立成功企業的領導人可能會對放棄控制權表示猶
豫，從而成為他們自己家族治理和/或業務連續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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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中國大陸與創辦因素

高皓，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兼綠色金融發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

許嫘 (Vicky)，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研究專員

在中國大陸，家族治理的概念在家族辦公室

實踐中仍然是一個並不十分多見的話題。對

於大部分人來說，家族辦公室的首要任務是

金融投資和資產配置。根據特定的家族企業

情況，部分家族辦公室在規劃投資活動時也

可能會考慮戰略業務目標，例如業務多元化

或產業升級需求等。

隨著家族擴展和代際增加，成員之間的關係

通常會變得廣泛和複雜。因此，對家族治理

的需要也將逐漸顯現。設計精良的家族治理

結構能為家族的長遠發展和財富傳承提供指

引和行為準則，而非僅依靠家族傳統來確定

規範。治理架構可以提供清晰的準則，在家

族發展戰略的制定、家族價值觀和文化的貫

徹以及避免家族爭端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合

理的治理結構有助於維護家族團結，避免家

族衝突導致的財富流失，從而推動家族財富

的長期增長。

傳承的緊迫性、家族企業的出售、家族成員

數量或代際的增加、家族成員之間的衝突和

婚姻問題是富裕家族可能面對的常見壓力因

素。以上壓力很可能會驅動家族採用更正式

的治理結構。

一些華人家族已經開始建立正式的機制，例

如家族委員會、家族憲章或家族會議。然

而，大部分家族因成員數量有限，尚缺乏治

理機制的實踐和驗證。

在中國，家族治理活動一般受到儒家文化的

影響。許多中國家族辦公室可能還不具備明

確的治理架構，但家族成員的行為準則會符

合文化傳統。在建立家族辦公室的過程中，

部分華人家族選擇結合西方的治理經驗與

自身的文化傳統，制定出一套符合家族獨特

需要的指導原則。家族的異質性決定了他們

的治理結構也不盡相同。關鍵是要挖掘、記

錄、整理并提煉家族成員希望遵守的傳統和

規範，形成家族治理守則，保持透明并供所

有家族成員參考使用。

儘管如此，部分華人家族（尤其是上一代）

認為只需以「責任、愛和尊重」為家族成員

的行為作出指引，而非正式的規定和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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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原因

根據我們過去對家族辦公室的研究，家族辦

公室選址的首要考慮因素是家族業務所在地

整體的社會環境，並結合家族個體因素和企

業因素。

其中，家族選擇辦公室所在地的最重要決定

因素為是人才和服務供應商的水平、市場的

開放程度以及相關投資機會的質量和/或可及
性。基於以上考慮，中國大陸仍然是中國家

族最常見的選擇。有些家族可能尋求更多元

化的發展，在中國境外設有多個辦事處。在

這種情況下，中國香港、新加坡或美國成為

設立家族辦公室的普遍選擇。

許多中國家族辦公室

可能還沒有明確的治

理架構，但家族成員

的行為準則仍然按照

這些傳統。

環境因素︰指可能影響家族辦公室選址的整

體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國家政策法

規、監管和人才等。在環境因素之中，許多

家族最看重的是服務供應商和人才的質量。

專業人才是家族辦公室成功運作的基礎，銀

行、信託等第三方服務供應商的質量也會對

家族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部分華人家族（尤其

是上一代）認為只需

以「責任、愛和尊

重」為家族成員的行

為作出指引，而非正

式的規定和約束。

移民和簽證政策也是家族考慮的重要因素。

有利的移民政策會對中國超高淨值 (UHNW) 
家族產生吸引力。便利的簽證政策可以在人

才聚集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更好的社會保障

或福利以及完善的教育系統是加分項。

投資市場的開放性和家族投資機會的可及性

也是關鍵的考量因素。除中國大陸外，家族

希望將家族辦公室設於高度開放的金融中

心，例如新加坡或香港。新加坡的優勢在於

其具備開放的投資平台，以及輻射東南亞市

場的能力。中國香港則被視為聯結中國大陸

優質資產與離岸資本的橋樑。

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穩定的政治環境也會吸引

家族。經濟體系的穩定以及標準化的銀行和

監管環境對家族甚具吸引力。穩定的經濟環

境為家族辦公室的長期穩定運作提供基礎條

件。穩健適度的監管環境能夠確保金融機構

提供標準化服務，從而有效控制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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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主要指與家族及家族成員相關的

考量因素，例如家族或成員居住地、人際關

係網絡、教育環境、傳承規劃等相關問題。

家族成員的合法居住地往往是家族選擇辦公

室地點的最重要參考因素。家族辦公室離家

族成員居住地越近，互動就越方便。這樣，

家族可以第一時間了解家族辦公室的決策和

運作情況、掌控家族辦公室的發展方向、監

控運作業績，以更好地確保家族辦公室的發

展與家族需要的統一。

稅收環境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家族辦公室的

選址。為了優化稅務安排，家族更偏好稅制

簡單、稅率低的國家或地區。除此之外，家

族往往更喜歡時區差別不大、語言或文化差

異較小的地方。

稅收環境會在很大程

度上影響家族辦公室

的選址。

家族的人脈關係也會被考量在內。家族成員

的人脈關係能夠帶來投資項目機會、業務協

同效應等，同樣也會有助於家族辦公室的發

展。  與當地政府和機構保持具建設性的個人
關係可以帶來項目和其他投資機會，以提高

社區和資本回報。

企業因素︰家族企業往往是家族財富的主要

來源和重要構成，因此企業的位置、上市地

點、未來發展方向以及其他相關因素等會在

很大程度上影響家族辦公室的選址。家族會

更偏好將家族辦公室設立在與企業所在地或

上市地點相一致的位置，從而更好地實現戰

略協同  

對於重心仍在發展企業的家族而言，中國大

陸廣闊的市場潛力是極具吸引力的。即使是

已經步入成熟期的企業，也仍然有機會享受

中國大陸的潛在發展機會。因此，將家族辦

公室設於境內或境外，還可能取決於企業的

未來業務發展計劃。對於希望分享中國發展

紅利的家族，境內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我們發現，對已經出售企業的家族而言，投

資的便利性成為他們的主要考慮因素。在這

種情況下，家族更有可能選擇有大量優質投

資目標的地區。對於仍在經營企業的家族

（特別是傳統產業的家族），家族企業的發

展是關鍵決定因素。

結論

在權衡家族辦公室位置的選擇時，每個家族

看重的因素是不盡相同的。家族的獨特性和

異質性決定了，即使在非常相似的情況下，

每個家族做出的決策也會存在很大差異。同

理，治理結構也應根據家族特征而定。最重

要的標準即是家族對指導原則的滿意度。更

為關鍵的是，家族治理準則應當是家族精神

和文化的高度凝練，通過提煉和規範化使之

成為可參考的、具備透明度的規範準則，並

推動家族的百年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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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點

•   設計精良的家族治理結構能為家族的長遠發展和財富傳承提供指引和準則，而非
僅依靠家族傳統來確定規範。

•  傳承的緊迫性、家族企業的出售、家族成員/代際數量的增加、家族成員間的衝突
或婚姻問題是中國富裕家族面對的最常見的壓力因素，設計精良的治理結構將有

助於解決、緩解以上壓力。

•  將家族辦公室設在中國大陸境內還是境外會受到家族企業所在地和/或未來發展規
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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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起半邊天和家族辦公室

Patricia Susanto，The Jakarta Consulting Group 首席執行官

許多亞洲家族激烈辯論的主題與為孩子確立教

育路徑有關。這個決定不能輕率，所有成員

（包括大家族）都經常會詳細討論其細節。

許多亞洲家族激烈辯

論的主題與為孩子確

立教育路徑有關。

「你要做個醫生；你要做個律師！」 這種陳
腔濫調仍然非常流行，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

亞洲學生在大學選擇攻讀非常「實際」主修

課程的原因。對於許多來自華人家族企業背

景的年輕女性來說，實際的路徑是商科、經

濟或金融主修課程。

此決定背後的初步想法在本質上也非常實

用。從父母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願望是讓女

兒能夠幫助打理家族業務，而不必像創始

人（通常是其父母）一樣工時很長或弄髒雙

手；而且在後勤部門工作讓女兒能夠更好地

平衡花在家庭和公司上的時間。此外，商業

或金融教育背景為女兒提供基本的商業知

識，更重要的是讓她們擁有治理家族未來財

富的洞察力和能力。

以上一切得出的結果是許多東南亞華裔群體

家族企業均由女性掌舵家族財富治理，情況

越見普及。她們被委以守護家族財富的使

命，並以確保家族財富能夠長期維持家族生

活方式為念。

儘管兒子接手家族企業的傳統依然盛行，但

並不代表誰經營企業就可擁有所有財富。雖

然兒子可能負責日常業務營運、監督業務擴

充和確立新的業務方向，但越來越多投資組

合由女兒掌控。兒子和女兒之間的角色組合

為家族和企業創造了新的動力，並發揮制衡

作用。

隨著越來越多女性掌舵家族辦公室，她們負

責生活方式的可持續性，並為後代提供新的

投資機會。由於女性往往是中國家族的黏合

劑，人們期望她們不僅考慮自己的核心家

庭，而是更多的家族分支。尤其是在整個印

尼，似乎女兒已準備好接任管家的角色，為

後代守護企業。她們被安排建立一種協作性

的領導地位，讓下一代可以共享繁榮。作為

領導人，女性更傾向於利用直覺使家族和

睦，舒緩緊張關係，以具創意的方式解決問

題及衝突，同時不僅考慮自己的核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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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置於家族的核心

時，人們期望女性可

以傳揚家族價值觀。

當被置於家族的核心時，人們期望女性可以

傳揚家族價值觀。許多海外華人家族企業所

有者仍然堅守非常傳統的中國價值觀。最常

見的例子之一是孔子及其利他主義的概念，

強調關心他人的福祉。當轉化為領導價值觀

時，這種概念變成了無私助人、不求回報的

志願行為。在家族企業的環境中，這轉化為

家族和睦的促進，並對自己和他人懷有關愛

和欣賞之心。

在許多家族中，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女性

經常扮演跨代橋樑的角色，幫助比她們年長

和年輕的人。在複雜的家族企業世界中，家

族動態可以決定家族互動以及企業管理，我

們看到女性以同樣的方式扮演著核心的角

色。現今家族辦公室關注的不僅是可持續

性，因為可持續性還包括為後代創造機會。

為他們提供幫助讓他們成功是我們在家族討

論中最常見的主題之一。有了充足的資源，

許多家族辦公室已經進入新的業務領域，並

增強他們的企業生態系統，部分（甚至有時

完全）是為了為後代提供平台。女性在這裏

發揮著關鍵作用，因為作為家族中的母親和

阿姨，她們可能被認為更容易接受新想法。

因此，作為家族辦公室的領導人，他們可以

管理與新業務相關的風險/回報。

隨著女性的角色演變成良師益友和代際翻譯

員，她們仍然肩負著建立家族價值觀的任

務。在傳統可能已經開始沒落的地方，女

性被委任為接管人或負責人，並擁有保持傳

統不朽的資源。海外華人家族的著名傳統之

一是重回祖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們的家

鄉，回到祖先的村落，並幫助建設，奉獻時

間、捐贈資源、資金或以上所有，以幫助興

建學校、醫院和其他設施。這種傳統在幾十

年前達到頂峰，但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

增長和各代相隔的距離越來越遠，這種傳統

出現開始沒落的跡象。

然而，這些聰明機智的中國家族企業仍在開

發另一種中國價值觀︰關係 (guān xì)，或兩
個人之間的個人聯繫，通過關係一個人可以

很容易因他們的社會地位或名聲得到好處。

關係 (guān xì) 也可以用來描述一個人在需要
做某事時可以調用的人脈聯繫，通過人脈，

其他聯繫人可以代表其施加影響。我們也看

到女性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由於女兒傳統上

有更多時間陪伴父親，她們正在建立更多的

非正式聯繫，以供家人使用。這些聯繫在海

外家族企業/辦公室與中國家族之間建立強大
的人脈，以增加商機。

隨著女性在中國家族企業和辦公室中的角色

不斷演變，她們作為多代人和家族成員黏合

劑和橋樑的傳統角色變得前所未有的明顯和

重要。現今的女性灌輸家族價值觀並保存傳

統，同時創造一種新的財富保存藝術，為下

一代打開機會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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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點

•   亞洲家族普遍重視「實際」的教育路徑，促使許多華裔群體學生選擇於大學攻讀有
關學科。尤其對於女性而言，這條路徑通常限定她們主修商業、經濟學或金融，也

是為了經營家族辦公室作出良好準備。

•   越來越多女性被委以守護家族財富的使命，並以確保家族財富能夠維持家族不朽為
念。

•   亞洲的華裔和其他群體家族通常希望女性在領導家族企業或辦公室時遵循傳統價值
觀，這可以被轉化為以治理方式促進家族和睦的非商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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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的意象詞彙中，（松樹 Sōngshù）是長壽的象徵。作為常綠植物，它是著名的「寒冬三友」(Three 

Friends of Winter) 之一（另外二友是常綠植物竹和梅），為打破冬季漫長的寒冷開出第一朵花。這三種植物

代表逆境中的剛毅和正直，通常一起被雕刻或繪畫成中國傳統藝術品。松樹也可以與其他圖案搭配，構成讓

人聯想到格言或諺語的畫謎。例如，牡丹松的寓意為長壽、財富和榮耀的願望。松鶴的描繪寓意對青春不老

的願望。作為長壽和堅韌的象徵，松樹的設計與治理架構報告非常匹配，寓意確保家族長存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