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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會計作為政府及投資⼈間的溝通橋樑，需要配合嚴謹的法規以確保財務資訊的準

確性，卻也使得會計⼈員的⼯作⾯臨的⾧⼯時等挑戰。以四⼤會計事務所為例，

動輒每年30%的流動率，不僅使⼈才招募不易，也會對整體經營有所影響。本研

究以詮釋性個案法，研究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嘉威），如何擬定和

四⼤會計師事務所的服務差異化策略，並以華⼈家族企業常⾒的三元式領導，給

予員⼯正式合夥和⼼理擁有感。嘉威距今成⽴已有30多年歷史，累積200多名以

上專業服務⼈員，提供台灣中⼩企業審計及⾮審計相關業務。綜合上述，嘉威即

使⾝處在⾧⼯時、流動率⾼的會計產業，依然可以保有每年低於3%的流動率，創

造每年超過新台幣3億元的獲利，同時獲得B型企業肯定，認同其作法可以兼顧經

濟發展及照顧各種利害關係⼈。本論⽂最後提出相關的理論和實務意涵。 

 

關鍵字：專業型服務機構、家⾧式三元領導、正式所有權、⼼理擁有感、B型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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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unting can be regarded as the way for government and investor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Since accountants are required to follow all the principles, 

they often face lacks the time or human resources. Take Big4 as an example, the 

turnover rate is about 30% / year, and it has an effects on its daily operations. These 

phenomena cause us to think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hat accounting firms can earn a 

reasonable profit and lower their turnover rate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takes 

JWCPA as the case compan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certified accounting B corp in Taiwan, 

not to mention that it is also the leading accounting firm in Taiwan. Founded 30 years 

ago, JW CPA now generates more than NT 300million per year, with more than 200 

employees and the turnover rate is less than 3% each year. We use the interpretative 

case study to find out how they differential their services and how they combine two 

different management styles to make differences. Right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professions delivering auditing and non-auditing services. We can say that even though 

JWCPA is part of the accounting industries, the turnover rate is less than 3%/ year, and 

generates more than 300millions every year, and being nominated as benefit 

corporation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formal ownership,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benefi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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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節、研究背景 

隨著第三級產業的出現，兼具「專業」和「服務」兩種特性的商業模式-專業型服務機也

成為了趨勢。專業型服務機構具有知識密集的特⾊，不同於販售商品，專業型服務機構所提

供的服務沒有實體。換句話說，員⼯所擁有的專業經驗對組織的重要性不⾔⽽喻。員⼯擁有

的智慧資本，有些可以透過⽂字的記載⽽傳遞給其他成員，⽽有些隱形的知識，則需要透過

團隊帶領或⼯作經驗⼀次次的累積⽽形塑。然⽽，專業型服務機構也常會有突發的增量⼯作

內容，導致員⼯⾧期加班之下，會在其他組織提出更好的福利時選擇另謀⾼就。 

 

專業型服務機構當中，會計產業屬於⾮常特殊的⽣態。會計事務所需要針對公開發⾏公

司出具的財務報表進⾏查核，以防投資⼤眾因為相關知識經驗不⾜⽽蒙受其害。政府同樣為

了提⾼財務報告的準確性，也會制定嚴格的發表時間及遵循規範，各種法規及時間限制都會

使得會計⼈員⾯臨⾧⼯時的⼯作壓⼒。隨著審計業務逐漸飽和，發展⾮審計或跨領域服務為

台灣會計事務所未來發展⽅向之⼀，所需的相關⼈才該如何培養也極為重要。 

 

不過，會計產業所需的相關⼈才卻不斷減少。根據「2018 年會計產業⽩⽪書」指出，會

計事務所常會以削價競爭、降低公費⼿段招收新客⼾，不斷壓縮成本之下，無法以較⾼的待

遇留任專業⼈才; 離職的缺⼝，⼜會讓仍任職的員⼯以加班的⽅式補⾜勞動⼒，如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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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加班的惡性循環下，⾼流動率⼀直是事務所的⼀⼤挑戰。另⼀⽅⾯，⼈才斷層也會出現

經驗傳承斷層，影響到專業服務提供的品質。 

 

會計產業⾯臨轉型之際，台灣的公司法也順應商業趨勢做了調整，增加企業經營業務之

外，需要多加考量的⾯向。台灣公司法對於全台 70 萬的企業影響深遠，尤其 2018 年 08 ⽉ 01

號發布修正後的公司法中，第⼀條由原先的「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的，依照本法組

織、登記成⽴之社團法⼈」，多增加了「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

增進公共利益之⾏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承認公司除了獲利以外，也需要注意對其他利害

關係⼈的影響。 

 

無獨有偶，發源於美國的 B 型企業，強調公司經營業務時，需要考量到股東以外的利害

關係⼈，包含員⼯、社區、環境、公司治理等。台灣也跟上這⼀波潮流，⽬前為亞洲區擁有

最多 B 型企業認證的國家，不乏⾦融業、會計業等專業型服務機構。 本研究期許可以豐富相

關的論述，提供專業型服務機構如何結合 B 型企業的價值觀，兼顧組織發展及員⼯福利之下，

降低員⼯流動率，穩定提供優質專業服務所需的⼈⼒。 

 

第⼆節、研究動機 

會計產業⾯臨⾧⼯時、⾼流動率等困境，其中⼜以產業中⿓頭的四⼤會計事務所受到極

⼤的威脅。不過，僅次於四⼤規模的嘉威，卻能在保有組織規模成⾧的同時，以每年不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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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動率打破會計產業的慣性。更特別的是，嘉威更在 2015 成為台灣第⼀家獲得 B 型企

業認證的會計師事務所，並且在 2017 年再次通過複查。 

 

專業型服務機構常以合夥作為管理⽅式，但合夥並不意味著合作。以同樣⾝為專業型服

務產業的會計產業來說，⼤型會計師事務所，諸如四⼤會計師事務所等，合夥⼈各⾃擁有負

責的業務，彼此競爭。另⼀⽅⾯，四⼤會計師事務所和員⼯處在交易型態的聘僱關係，員⼯

明⽩⼯作期間會有⾧⼯時的狀況，但可以因為因為在四⼤服務過的經驗，⽽在⼯作兩三年後

轉職到⼀般企業的財務獲得更好的待遇。同樣運⽤合夥制的嘉威，看到的卻是以家族⽂化形

塑的⽅式，讓⾼階、初階、家族和⾮家族成員間沒有區分你我，共同為嘉威的發展⽬標努

⼒。雖然合夥不⼀定代表合作，但合作之下若能讓專業⼈才留任，是否對於專業型服務組織

的規模發展是正⾯影響呢？ 

 

另外，過去商業強調利益最⼤化為企業經營的準則，不過 B 型企業強調平衡各種利害關

係⼈的理念，某種程度也讓我們反思商業⾏為除了獲利以外，是否有更重要的要素被我們忽

略了。專業服務中⼤量知識資本是透過專業⼈才所貢獻，也意味著員⼯組織發展的重要資

產。回應 B 型企業等新型態的管理思維，開始重視員⼯的重要性。 

 

因此，研究會計等專業型服務產業⾯臨的困境，不僅可以豐富相關論述外，更期望本研

究能夠改變會計產業的困境，甚⾄吸引更多企業想要成為 B 型企業⼀員，⼀起向成為對世界

好的企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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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問題與⽬的 

本研究關注如何解決專業型服務機構的困境，以及解⽅是否能有外部的認證作為證據。

Fama and Jensen（1983）認為合夥制可以有效降低代理問題，為專業型服務組織的最佳解

⽅。然⽽，合夥制在專業性服務組織，諸如會計、顧問、法律等產業⾏之有年，⼈才的⾼流

動率仍然無法被解決。不僅如此，學者也提出管理需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化背景之下，會

有不同的管理⽅式(Hofstede, 1980; Hofstede & Bond, 1988)。 

 

過去學術上較少探討的同時具有專業型服務機構與華⼈社會常⾒的家族企業兩種特性的

企業，因此，本研究希望能找尋調和家族企業與專業型服務組織管理⽅式的脈絡，並且商業

發展下也能兼顧到多重利害關係⼈。同時，本研究也希望能豐富⽬前數量不多的台灣 B 型企

業研究。故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1.專業型服務機構如何降低⼈才流失的問題？ 

2.家族企業的管理⽅式如何調和專業型服務機構的⼈才留任？ 

3.B 型企業強調的價值觀，如何和組織發展並⾏？ 

 

本研究將透過質性⽅法，以個案研究台灣唯⼀獲得 B 型企業認證的會計師事務所-嘉威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了解兼具會計專業服務的嘉威，如何透過家族企業形塑家族⽂化的⽅

式，提⾼員⼯的向⼼⼒，進⽽降低流動率作為穩定組織成⾧的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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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本研究分析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式，以及訪談組織內資淺和資深員

⼯，了解嘉威如何在組織擴張的規模中，由上到下進⾏價值觀及專業知識的傳承，並創造出

兼顧經濟發展及各種利害關係⼈的商業模式。 

 

學術理論⽅⾯，本研究可以為台灣為數甚少的 B 型企業提供個案研究的洞⾒，同時希望

對世界好的企業的執⾏⽅式，也可⽤作改善會計產業⼈才流失嚴重的問題，在會計產業⾯臨

業務巨⼤改變的過程中，穩定發展所需的相關⼈才。 

 

第四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圖 1 所⽰，本研究在於嘉威如何兼容家族企業和專業型合夥組織兩

種制度，並探究他們如何讓家族和⾮家族員⼯⿑⼒為了公司的共同⽬標打拼。本次的研究⾸

先搜集個案的次級資料，並加⼊初步訪談釐清研究背景、動機、問題和⽬的。再來，以⽂獻

探討和數次和「家族合夥⼈」、「專業合夥⼈」、「家族⼀般員⼯」和「⾮家族⼀般員⼯」

及「會計師事務所所⾧」等⾯向員⼯的訪談，針對研究問題和假設提出推論。最後，以研究

結論、限制、建議和未來發展⽅向作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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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流程 

 

 

 

次級資料 初步訪談 

家族企業與專業合夥的兼容 

研究設計 

研究動機與⽬的 

⽂獻探討 個案資料蒐集 

結論與建議 

問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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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獻探討 

第⼀節、家族企業 

⼀、定義 

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斐勒家族、摩根家族皆是全球有廣⼤影響⼒的家族企業代表，由

於家族企業涵蓋的領域甚廣，各家學派對於家族企業的定義也眾說紛紜。早期的學者例如

Donnelley（1964）對家族企業採取較寬鬆的認定⽅法，認為企業只要符合以下任何⼀指標即

可被分類為家族企業：⼀、家族關係為決定經營權繼承的重要因素; ⼆、現任或前任企業主的

妻兒擔任董事; 三、企業的制度性價值包括明⽂規章及組織傳統系由家族成員制定; 四、家族

成員的個⼈⾏為代表公司的聲譽，並直接影響到管理; 五、家族成員持有某企業股票不僅僅基

於財務考量; 六、家族成員在企業內的職位將影響他在家族中的地位; 七、家族成員受到家庭

關係的影響⽽決定⼀⽣事業。 

 

晚期的學者，則將精⼒關注在企業的所有權及經營權狀態，外加家族主義對企業營運的

影響。Poza(2004)根據以上的考量，認為家族企業有以下的樣貌：⼀、單⼀或合夥家族的兩個

或多個成員控制企業的所有權; ⼆、家族成員透過積極參與管理; 三、持續塑造企業⽂化或擔

任顧問、董事等⽅式對企業的管理產⽣策略性影響 ;三、該企業重視家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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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家族企業普遍於全世界，但伴隨著各國⽂化背景⽽有不同的發展軌跡，也使學者對

於家族企業的定義有眾多差異（溫肇東，2011），無論如何，個⼈擁有強烈對於組織的承諾常

被視為家族企業相較⼀般組織的優勢(Sharma & Irving, 2005; Vallejo, 2008)。 

 

⼆、家族企業的問題 

然⽽，強調⾎緣關係的組成，反⽽會引起外⼈不敢輕易加⼊。按照上述學者的定義，⼀

個組織若可以符合家族企業的定義，需要有⼀定⽐例的家族成員任職於家族企業當中。招募

家族成員的程序，通常並⾮透過正式的招聘管道，相對於聘⽤專業⼈員，更強調⾎緣為主的

⼈員組成。由於家族企業多半由家族成員把持權⼒，也會使外⼈擔⼼升遷不易⽽卻步。 

 

另外，「傳⼦不傳賢」為家族企業選擇接班⼈時常有的特⾊，經營權及所有權是否同時傳

承則因公司⽽異。傳承時，搭配家族控股股公司、家族憲法、閉鎖型公司、財團法⼈基⾦會、

公益信託和境外/境內信託，可以找到最適合的接班策略（資誠，2018）。 

 

相較於國外家族企業可以延綿百年，華⼈的家族企業卻常讓有「富不過三代」的印象，

其中⼜以「企業任⼈唯親」、「專制⽗權」、「家族內⾾」、「按房均分家業（產）」的繼承法則更

被視為華⼈企業難以持續延續競爭優勢的主因（Fukuyama, 2004 [1995]; Yeung, 2000; 李宗榮, 

2007 ）。 

 

三、家族企業管理⽅式：家⾧式三元領導 

 領導是否能全球⼀體適⽤仍有爭論，但全球化浪潮下，⽂化差異性的重要性也漸漸受到

重視（鄭伯壎、周麗芳、樊景⽴，2000）。許多研究也指出，管理需搭配所屬空間的⽂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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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才能發揮效果（Hofstede, 1980; Hofstede & Bond, 1988），且隨著⽂化差異，領導的本質和效

能兩者間的因果關係存有差異（Cherms, 1993; Hofstede, 1980）。 

 

Farch 和 Cheng(2000)綜合了 Silin(1976)、Redding(1990)、Westwood(1997)和鄭伯壎（1995a, 

1995b）的研究，認為源於華⼈世界數千年的儒家和法家⽂化，讓家⾧式領導由仁慈領導

（benevolent leadership）、德性領導（moral leadership）和威權領導（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所構成，兩⼈所做的研究也是針對家⾧式領導最深⼊的分析。鄭伯壎（1995b）深⼊研究台灣

企業主及⾼階主管，也證實此現象普遍存在於台灣的家族企業中，⼀般公營或民營組織也可

以觀察到此現象（鄭伯壎, 1990; Farh& Cheng、2000; Pye, 1981, 1985），海外的華⼈企業當中也

可以看到不少的例⼦（鄭伯壎、樊景⽴、周麗芳， 2006） 

 

家⾧式領導，是⼀種建構在華⼈⽂化之下的領導⽅式，雖然和⽗權特⾊相近，擁有強⼤

的權⼒與威嚴，但同時也有關懷下屬、展現個⼈⾏為準則⾵格的管理⽅式（Farh & Cheng, 2000）

在⼈治的基礎之下，顯現⽗親般的威嚴與仁慈（鄭伯壎等⼈， 2000;），為華⼈企業中常⾒的

管理⾵格，且對於⼯作滿意（鄭伯壎、謝佩鴛等⼈; Cheng et al., 2002）、部屬對主管忠誠（鄭

伯壎、⿈敏萍等⼈，2002; 鄭伯壎、謝佩鴛等⼈; Cheng et al., 2002）領導滿意、⼯作績效（Cheng 

et al., 2002）、組織公民⾏為、組織承諾有極⼤影響（鄭伯壎等⼈，2003; Cheng et al., 2014）。

鄭伯壎（2000）和樊景⽴（2000）更進⼀步將⽂化淵源和家⾧式三元領導的「威權領導」、「仁

慈領導」和「德性領導」做更詳細的說明： 

 

l 威權領導：法家思想強調⼈性本惡與⼈本⾃私，因⽽上位者須透過訴諸⽂字的法律，對

於下位者進⾏⾼壓統制即思想控制（Chan,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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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仁慈領導：儒家思想中，兩者互動有賴相互性，上位者以慈悲等照顧下位者，下位者再

以尊敬回應上位者。儒家所發展出的仁慈領導，重視下位者因為受到上位者的關愛⽽服

從上位者的指令，並⾮因為嚴刑峻法等外⼒所脅迫（鄭伯壎等⼈，2000）。 

l 德性領導：領導者以⾝作則，重視擁有權⼒者必須兼備品德與操守（鄭伯壎等⼈，

2000）。 

表 1: 家⾧式三元領導量表 

仁慈領導 個別照顧 他會關懷我私⼈的⽣活與起居 

他平常會向我噓寒問暖 

對相處較久的部屬，他會做無微不⾄的照顧 

他會根據我的個⼈需求，來滿⾜我的要求 

他對我的照顧會擴及到我的家⼈ 

他會幫我解決⽣活上的難題 

寬容體諒 當我碰到難題時，他會即時給我⿎勵 

當我⼯作表現不佳時，他會去瞭解真正的原因為何 

當我犯錯時，他會給我改過的機會 

他不會當著同仁的⾯前，給我難堪 

對我⼯作上所缺乏的能⼒，她會給予適當的教育與輔導 

德性領導 正職盡責 得罪他時，他會公報私仇（-） 

他會利⽤職位搞特權（-） 

⼯作出紕漏時，他會把責任推得⼀乾⼆淨（-） 

不佔便宜 他不會佔我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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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會因個⼈的利益區拉關係、⾛後⾨ 

無私典範 他為⼈正派，不會假公濟私 

他對我們公正無私 

他是我做⼈做事的好榜樣 

他能夠以⾝作則 

威權領導 威服 他要求我完全服從他的領導 

當我當中反對他時，會遭到冷⾔諷刺 

他⼼⽬中的模範部署，必須對他⾔聽計從 

專權 本單位⼤⼩事情都由他⾃⼰獨⽴決定 

開會時，都照他的意思做最後的決定 

隱匿 他不把訊息透露給我們知道 

他不讓我們察覺他真正的意圖 

嚴峻 在我們⾯前，他表現出威嚴的樣⼦ 

與他⼀起⼯作時，他帶給我很⼤的壓⼒ 

他採⽤嚴格的管理⽅式 

教誨 當任務無法達成時，他會斥責我們 

他強調我們的表現⼀定要超過其他單位 

他遵照原則辦事，觸犯時，我們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資料來源：家⾧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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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家族企業現況 

根據台灣董事會於 2017 年提出的分析報告，以 2016 年台灣台灣上市及上櫃總家數計 

1,624 家分析表⽰，家族企業在台灣整體總市值占了 63%，在總企業家數占了 70%，顯⽰家

族企業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台灣家族企業多於經濟起⾶年代成⽴，隨著近年創辦⼈年事已⾼，為了培養接班⼈，許

多家族企業會將家族成員置於家族企業內，從基層開始訓練。台灣約有 93%的家族企業有此

⾏為，顯⽰台灣家族企業希望第⼆代接班的期望。超過半數的台灣家族企業打算將所有權及

經營權同時傳給後代，但僅有 6%有完善的接班計畫。（資誠，2018） 

 

六、⼩結 

家族企業的特徵在於以創辦⼈或合夥⼈為中⼼，權⼒通常只賦予給家族成員，且⾮家族

成 員 很 容 易 感 受 到 家 族 和 ⾮ 家 族 成 員 間 的 隔 閡 （ Barnett & Kellermanns, 2006; Kelly, 

Athanassiou, & Crittenden, 2000; Padgett & Morris, 2005; Schulze, Lubatkin, Dino, & Buchholtz, 

2001）。⽽這樣的特性可以讓家族和⾮家族成員感受到不⼀樣的情緒（Morris, Allen, Kuratko, 

& Brannon, 2010）。這些不同的感知，則會進⼀步影響到員⼯的組織⾏為，例如員⼯認同、承

諾、信任感等（Memili & Welsh, 2013）。如何招募⾮家族企業增加其多樣性，甚⾄讓家族和⾮

家族成員對於薪資福利等制度不會有差別的感受，另外家族成員間如何維持和睦的感情，都

是家族企業需要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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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專業型服務機構 

⼀、定義 

專業型服務機構（PSF）的定義為任何組織所依賴的⼈⼒，主要為專家或者知識密集的

組織形式 （Anand, Gardner, & Morris, 2007; Teece, 2003; Winch & Schneider, 1993），相對於

過去的官僚是層層分明的組織，具有「知識密集、低資本密集和專業化的勞動⼒」，但並⾮

三個條件都符合才能成為專業型服務機構。知識密集是成為專業型服務機構最重要的要素，

代表著組織的產出多半依賴複雜的知識 （e.g., Starbuck, 1992; Winch& Schneider, 1993）。低

資本密集只組織的產出並不需要仰賴⼈⼒以外的資產，例如廠房設備，但此並⾮成為專業服

務機構的必要條件。最後，專業化的勞動⼒和知識密集相互應，代表具有知識的⼈⼒本⾝有

專業意識和⾃我要求的特質。綜合上述特性，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顧問、⼯程等皆

為專業型服務組織的代表。專業，代表著以專⾨知識為底，如此⼀來，相近於知識密集產業

或知識為主組織的定義（Anand, Gardner, & Morris, 2007; Teece, 2003; Winch & Schneider, 

1993）。20 世紀初期，因為專業帶動的⾃治和社會形象的提升對過往的官僚式組織產⽣衝擊

⽽帶動了許多研究的出現（Abbott, 1988）。近年，如何穩定專業型服務機構的⼈⼒，已經

和過往在乎的專業型組織機構如何和官僚是組織進⾏調和有相同的重要地位（Andrew, 

2010）。 

 

⼆、可能遇到的問題 

（⼀）代理問題（agency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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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型服務機構對⾮例⾏性的⾏為需要投⼊較多的監督成本和合夥的架構有關聯

（Fama & Jensoen, 1983）。代理問題會產⽣的最主要原因在於代理⼈所做的⾏爲不⼀定合乎

主理⼈的興趣。主理⼈和代理⼈本⾝出現資訊不對稱，很容易出現主理⼈不確定代理⼈是否

有⾜夠的能⼒可以勝任任務（例如：逆選擇）或者代理⼈是否會盡⾃⼰最⼤的努⼒去完成主

理⼈的要求（例如：道德⾵險）。 

 

代理問題產⽣的成本⼜分外部成本和內部成本。外部成本的起因多為經營權和所有權分

離，上市櫃公司多半會以籌組董事會進⾏監督的⽅式迴避此問題，通常外部成本在合夥組織

較少觀察到，因為合夥組織已經兼容了所有權和經營權。不過，在合夥組織當中，若組織規

模較⼤，需要拆分乘以團隊的⽅式進⾏分⼯，內部成本就會出現，且當管理的階層增加，內

部成本就有可能逐步超過外部成本的⾦額，甚⾄降低群體控制的⼒量。 

 

代理問題的解決⽅式有幾種，⾸先，將服務標準化利於主理⼈衡量代理⼈的⾏為，不過

這會和專業型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多具有模糊性相抵觸。另外，Fama and Jensen（1983）認

為代理問題最好的解決⽅案就是讓主理⼈和代理⼈的⾝份合⼀，例如合夥制就是⼀種解⽅。

不過，⼩型的專業型服務組織本⾝具有的所有權較少，只能給部分⼈享有，不利於全⾯解決

代理的問題。 

 

（⼆）成⾧規模 

相對於公司制，專業型服務機構常以合夥的⽅式運作。專業型服務機構有以下幾種形式

（Cooper, Hinings, Greenwood, & Brown, 1996）：獨資（proprietorships）、合夥（partnerships）、

民營企業（private corporations）、公營企業（public corporations）、公部⾨組織（public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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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和近年出現的管理專業（managerial professional business）。⽬前以合夥最常

⾒，公營企業最不普遍（Greenwood & Empson, 2003）。在獨資或合夥的組織形式當中，所有

權、經營權和管理權是合併的，意謂著合夥⼈同時是參與管理決策的擁有者，也會是⼀名員

⼯參與服務的產⽣過程。 

 

過去，政府規定律師、會計師提供顧客專業化服務程度較⾼的產業，不得以公司的組織

型態規避可能產⽣的業務過失責任，直到近年來，為了加強公司治理，會計師產業才逐漸取

消不得以公司型態營運的限制。根據台灣法律規定，合夥沒有法⼈⼈格，除⾮有新的合夥⼈

加⼊，否則組織會隨著合夥⼈的⽣命有限⽽受限。在經營層⾯上，合夥較沒有集權式管理的

現象產⽣，意即不需要設⽴董事或董事會，每個合夥⼈的權利均等。合夥⼈的股份若未經過

其他合夥⼈同意，不得⾃由轉讓。雖然上述將公司和合夥的特性⼀分為⼆，不過合夥性質的

組織，例如會計師事務所，仍可以設置經營者會議、委員會等⽅式，以集權化的⽅式討論未

來公司經營⽅針。為了讓合夥⼈承擔起應該的業務注意，根據民法第六⼋⼀條：「合夥財產不

⾜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對於不⾜之額，連帶負其責任。」，由此可知，合夥⼈的責任

不以出資額為限。無限合夥⾄讓職業⼈可以更加專注在⾃⼰的⼯作，也會更加取信於客⼾。 

 

三、專業型服務機構管理⽅式：合夥 

過往，專業型服務機構，諸如會計、法律、⼯程和顧問產業，多半被塑造為專業合夥的

架構（Greenwood, Hinings & Brown 1990)。這種情形之下，合夥⼈⾝兼多重⾓⾊，像是擁有

者、管理者、專業⼈⼠，和⼤型公司會將這些⾓⾊做區分有很⼤的不同(Greenwood et al. 1990)。

除此之外，基於承擔責任的前提之下，合夥⼈會對組織其他合夥⼈的責任負責（Empson and 

Chapman 2006）。會這樣設計是因為法規規範及組織設計的必要性(Empson & Chapm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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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Nordenflycht 2007)，專業型服務存有負責且⾮例⾏性的特質，無限責任可以帶來合夥⼈

利益共享、同儕監督及⾃我管理等好處(Empson & Chapman 2006; Greenwood & Empson 2003)。

這種 up-or-out 的形式常⾒於專業合夥制(Galanter & Palay 1991; Gilson & Mnookin 1989; 

Morris & Empson 1998)。專業⼈⼠得到合夥制帶來的好處促成彼此競爭的動⼒(Becker and 

Huselid 1992; Lambert, Larcher & Wielgelt 1993)，有助於帶來⾼⼯作績效及⽣產⼒(eg. Galanter 

& Palay 1991; Gilson & Mnookin 1989)。 

 

四、台灣會計師事務所之現況 

（⼀）經營型態 

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經營型態，根據民國 105 年 12 ⽉ 14 ⽇最新修正的法條來，其中

第 15 條、第 20 條、第 24 條及第 25 條分成以下四種： 

 

1.個⼈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單獨設⽴個⼈會計師事務所，不得將會使他⼈誤會此公司為合

署、聯合、法⼈會計師事務所的字樣⾄於公司名稱當中，需視業務情況投保業務責任保險，

合署辦公意謂個別承接業務，且個別承擔經營責任。 

2.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以上的會計師以合署辦公的⽅式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需具備

會計師登記資格才得以加⼊，需視業務情況投保業務責任保險，。 

3.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上的會計師以合夥的⽅式組成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並須於公司

名稱中標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字樣，且需具備會計師登記資格才得以加⼊，需視業務情況

投保業務責任保險。⽬前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分成國際級會計師事務所及傳統會計師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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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會計師事務所：三⼈以上具備會計師執業登記資格之股東使得成⽴，且需備有會計師

法第 24 條中提及的主關機關所定最低資本額以上的資本，公司名稱需標明法⼈會計師事務

所的字樣，正在接受停⽌執⾏業務處分尚未屆滿、經撤銷或廢⽌執業登記者，不可以為法⼈

會計師事務所的發起⼈。 

 

以會計師事務所為例，考量到會計師簽核的財務報表會對公眾利益產⽣重要的影響，為

了避免會計師⾃利⾏為的產⽣，法律特以合夥制相對公司制存有合夥⼈需要承擔較多責任的

義務加以規範，不過考量到稅賦處理才是律師、會計師事務所選擇以合夥的⽅式經營的主要

原因。專業型服務機構最重要的資產是⼈⼒，對於這些合夥⼈來說，若組織以公司的⽅式經

營，會如同股東對公司和個⼈雙重課稅，降低實質收⼊。另外，為了達成公司治理透明的⽬

標，若合夥組織要仿效公司組織型態的經營⽅式，需要投注更多有形與無形的精⼒修正組織

結構上，相較於原先合夥⼈彼此間只要熟識即可以達成共識的決策模式，合夥制度對這種專

業性較⾼的⾏業來說較有優勢。且合夥制度下，通常會以團隊為單位拉攏業務，個⼈的能⼒

和收⼊會有正相關的影響。 

 

（⼆）業務內容 

會計師事務所業務特質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獨⽴性、擔負社會責任、個⼈之給付履⾏、

公共利益取向與利他性、特殊信賴關係、信⽤擔保與⾼道德標和與客⼾之間存在利益衝突。 

 

會計師事務所的收⼊來源，由佔⽐⾼到低分別是簽證服務收⼊（含公開發⾏簽證、融資

簽證、所得稅簽證及其他簽證）、稅務服務收⼊、其他執⾏業務/⼯商登記/管理顧問收⼊，⽀

出則以⼈事費⽤為⼤宗，其他則包括了租⾦、修繕、交際廣告、⽂具電郵、旅費、其他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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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會計師事務所業務內容根據法律或專家學者的認知不同，具有不同定義，以下從收⼊來

源及法規規範定義會計師事務所的主要業務內容。 

根據會計師法第 39 條，會計師得執⾏下列業務： 

1.財務報告或其他財務資訊之簽證。 

2.關於會計之制度設計、管理或稅務諮詢、稽核、調查、整理、清算、鑑定、財務分析、資

產估價或財產信託等事項。 

3.充任檢查⼈、清算⼈、破產管理⼈、仲裁⼈、遺囑執⾏⼈、重整⼈、重整監督⼈或其他受

託⼈。 

4.稅務案件代理⼈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相關申報之簽證。 

5.充任⼯商登記或商標註冊及其有關事件之代理⼈。 

5.前五款業務之訴願或依⾏政訴訟法規定擔任稅務⾏政訴訟之代理⼈。 

7.持續查核、系統可靠性認證、投資績效認證等認證業務。 

8.其他與會計、審計或稅務有關之事項。 

 

（三）台灣現況及挑戰 

根據⾦管會「104 年度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調查報告，⽬前會計師事務所⾯臨的主

要問題有以下幾個：（依照權重⾼低排序）熟練優秀專業⼈員不⾜、委託⼈制度不健全/職業

環境⽋佳、專業⼈員流動性⼤、同業競爭激烈、本⼟市場不景氣、無照者橫⾏及借牌執業情

形氾濫、⼈事費增加沉重等，因應以上問題，接受調查的會計師所們表⽰，未來發展⽅向則

有以下幾點回應：提升服務品質、充實助理⼈員/擴⼤簽證業務、加強⼈員培育及研究發展性

/降低⼈員流動率、維持現狀繼續執業、充實會計師/陣容各⾏業/ 專⾧分⼯化/擴⼤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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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管理資訊化、爭取開放會計師到⼤陸執業、透過吸收合併其他會計師事務所擴⼤經營規

模達成經濟效益增強競爭⼒、成⽴管理顧問公司、增設分事務所擴充市場佔有率等。 

 

根據⾦管會「104 年度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調查報告，因應以上問題，接受調查的

會計師所們表⽰，未來發展⽅向則有以下幾點回應：提升服務品質、充實助理⼈員/擴⼤簽證

業務、加強⼈員培育及研究發展性/降低⼈員流動率、維持現狀繼續執業、充實會計師/陣容

各⾏業/ 專⾧分⼯化/擴⼤服務範圍、業務管理資訊化、爭取開放會計師到⼤陸執業、透過吸

收合併其他會計師事務所擴⼤經營規模達成經濟效益增強競爭⼒、成⽴管理顧問公司、增設

分事務所擴充市場佔有率等。 

 

五、⼩結 

⼯作經驗的不可傳遞性，都會造成專業型服務機構的管理不易。甚⾄，上述專業型服務

機構可能會產⽣的「代理問題」及「成⾧規模限制」等，合夥⼈制是專業型組織機構常⾒的

管理⽅式 (Blair & Kochan, 2000; Gilson &Mnookin, 1989; Greenwood & Empson, 2003; Winch & 

Schneider, 1993)。然⽽，若⼀個組織同時具備專業型服務機構及家族企業兩種特性，前者看能

⼒不看⼈，後者則是看⼈不看實⼒，兩種相衝突的組織形式，是否能有調和⽅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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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正式所有權與⼼理擁有感 

在知識密集的產業裡，員⼯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如何藉由正式所有權和⼼理擁有感，

讓員⼯將組織視為⼰⾝所擁有之物並升⾼動機降低流動率為⾸要課題。另外，正式所有權和

⼼理擁有感不只出現在⼀般企業裡，家族企業裡家族和⾮家族成員對於認知程度上的不同，

也會影響到員⼯⾃我認同、公平性、組織和諧等(Memili & Welsh, 2013) 。 

 

⼀、正式所有權 

（⼀）定義 

Rousseau & Shperling (2003）認為擁有權為對財產的⼀種正當性要求，其伴隨著許多不同

型式的權利，主要包含五種權利：(1)使⽤權；(2)剩餘求償權（Residual Control Rights）；(3)

利潤分享（Sharing in the Profits）；(4)資訊的取得（Sccess to Information）；(5)資產使⽤⽅式

的⽀配權（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Use of the Assets）。 

 

（⼆）作法 

1970 年美國法律通過員⼯⼊股制，⾄ 1987 年該制度已成為企業經營常⽤的⼿法之⼀

（Pierce，J.K.，Furo，C.A.，1990）。正式所有權的使⽤，將員⼯和企業視為⼀體（Oliver，1990），

並擁有以下三種權⼒：(1)有權⼒擁有某物件及其價值(2)有控制某物件的權⼒(3)有權⼒獲悉某

物件的所有資訊（Pierce，J.L.，Stephen A. Rubenfeld & Susan Morgan，1991; 侯勝宗, 2006  ）。 

 

（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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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員⼯正式所有權是否和組織績效有正相關，學者對此有不同看法。Marsh & 

McAllister(1981)、Berman（1982）認為員⼯擁有正式所有權和組織績效有正相關。同樣地，

Wagner & Rosen（1985）也發現給予員⼯正式所有權的公司，在業務拓展、⽑利、ROE、每

股淨利都會⽐沒有給予員⼯正式所有權的公司來得⾼。不過，Conte & Tannenbaum（1978）

和 Tannenbaum, Cook, & Lohmann（1984）則指出正式所有權和獲利沒有正向關係。 

 

⼆、⼼理擁有感 

（⼀）定義 

⼼理擁有感（PO, psychological ownership）的定義為個體認為某特定標的有我的（mine）

或我們的（ours）的認知（Pie et al., 2001; Mayhew, 2007; 侯勝宗，2005）。⼼理擁有感的感覺，

會出現在組織或個⼈和組織有關聯的⼯作當中（Bernhard & O’Driscoll, 2011; O’Driscoll, 

Pierce, & Coghlan, 2006）。即使員⼯沒有正式所有權（例如：認股權），⼼理擁有感依然可能存

在（Etzioni, 1991; Furby, 1991; Mayhew, Ashkanasay, Bramble, & Gardner, 2007），甚或是會受

到員⼯的職位不同⽽有變化（不論該名員⼯是否為家族成員）(Bernhard & O’Driscoll, 2011; 

Rantanen and Jussila, 2011; Zhu, Chen, Li, & Zhou, 2013)。不少研究指出，⼼理擁有感會對員⼯

產⽣諸多正⾯積極的影響，包括⼯作態度和績效等⽅⾯。（Avey, Avolio, Crossley, & Luthans, 

2009; Luthans & Peterson, 2002; Mayhew et al., 2007; Pierce, Van Dyne, & Cummings, 1992; Van 

Dyne, Cummings, & Parks, 1995; Van Dyne & Pierce, 2004）。 

 

⼼理擁有感⼜可以進⼀步區分成組織層次的組織的⼼理擁有感（Organisation-base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OBPO）和⼯作層次的⼯作的⼼理擁有感（Job-base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JBPO）(Bernhard & O’Driscoll, 2011; Mayhew et al., 2007; O’Driscoll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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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Mayhew et al. (2007)的定義，組織⼼理擁有感代表員⼯感知到⾃⼰和組織的連結程度，

通常會透過組織氣候、⾼階管理階層的態度、組織⽬標與願景、企業政策等因素影響到認知; 

⽽⼯作的⼼理擁有感則是員⼯對⽬前職位的擁有感，感覺的起源來⾃於⽬前的⼯作職位。因

此，我們可以得知，要探討員⼯和認知⾃⼰和組織所有權的關聯程度，除了從組織層次來看，

也要討論⼯作層次的影響。 

 

Pierce et al.（2001）認為產⽣⼼理擁有感有三種⽅法：（1）效能與效果需求（efficacy & 

ffectance）：當環境改變時，產⽣內⽣和外⽣的需求，因⽽對特定事物所擁有的感覺; （2）⾃

我認同的需求（self-identity）：個體將⾃⼰與⾝份做連結，作為⾃我表達的象徵; （3）擁有空

間的需求（having a place）：個體期望藉由擁有⾃⼰的空間，產⽣如同家的感覺（Ardrey，1966; 

Duncan，1981）。進⼀步⽽⾔，掌握和⽬標相關的知識讓員⼯有機會深⼊了解⽬標時，他們會

有較⾼的⼼理擁有感; 個⼈投⼊⽬標的程度則發現員⼯投⼊較多的精⼒在⽬標的達成上和有

較⾼的⼼理擁有感的正相關。當個⼈察覺到⽬標的擁有感，這會變成他們⼀部分的⾃我認同，

並且視為⾃我的延伸（Belk, 1988; Ditmar, 1992）。 

 

（三）效果 

若員⼯產⽣⼼理擁有感，預期會有「⾓⾊外⾏為」、「⼯作投⼊程度⾼」和「職位調

節」等效果產⽣（Ramos, Man, & Mustafa, 2014）。⾓⾊外⾏為（extra-role behavior）具有

「利他」的性質，Van Dyne et al. (1995) 將⾓⾊外⾏為定位為員⼯會做出對組織有利的事

情，即使該事情並不屬於份內的⼯作範圍。⼩型組織的⼯作劃分較不清楚(Dodge, Fullerton, 

& Robbins, 1994)。正因為⼩型組織中的⼯作分配並沒有制式的規定，因此在⼩型組織當中更

容易觀察到員⼯承擔多於分內⼯作的⾓⾊外⾏為(O’Driscoll et al., 2006)。進⼀步，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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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e and LePine (1998) ⼜將⾓⾊外⾏為區分成「⾓⾊外幫助⾏為」（helping extra-role 

behavior) ）和「建⾔⾓⾊外⾏為」（voice extra-role behavior）。⾓⾊外幫助⾏為意指出於

關⼼所做出的⾏為，建⾔⾓⾊外⾏為則是做出不只批評，⽽設提供建設性建議性⾔論的⾓⾊

外⾏為。當組織的群體認為對⾃⼰所屬的組織具有擁有感，便會有⾓⾊外⾏為的作為產⽣。 

 

⼯作投⼊程度被定義為「貢獻所⾧、不斷吸收新知、⽣理和⼼理具有⾼度活⼒地投⼊地

⼯作狀態」(Schaufeli, Salanova, Gonzalez-Roma, & Bakker, 2002, p. 72)。當⼀個⼈⼯作程度⾼

時，相對也會覺得⾮常有挑戰和成就感⼗⾜。對他們來說，並⾮受到外在的壓迫⽽投⼊⼯作，

⽽是⼯作本⾝就是樂趣的來源(Gorgievski, Bakker, & Schaufeli, 2010)。 

 

綜合⼼理擁有感的好處，根據管家理論，當員⼯的⽬標和組織⼀致，他們會更積極地達

成組織⽬標(Davis, Schoorman, & Donaldson, 1997)，達成員⼯職位的調節效果（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loyee status ）。 

 

三 、 ⼩ 結  

家族企業的案例當中，我們常看到家族成員擔任家族重要管理⾓⾊(Ling, Simsek, 

Lubatkin, & Veiga, 2008)消除經營權和所有權分屬不同⼈⽽產⽣的代理問題，但另⼀⽅⾯，⾮

家族成員的觀感也會受到影響(Poza, 2004; Weidenbaum, 1996)。如何使⽤正式所有權和⼼理擁

有感消除家族和⾮家族成員間的隔閡，實屬家族企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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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Ｂ型企業 

⼀、定義 

B 型企業認證由美國 B 型實驗室（B Lab）所提倡及審核。B 型實驗室為⾮營利組織，成

⽴於美國賓⼣法尼亞州，倡導讓所有企業競爭的⽬標不在於成為「世上」最好的企業，⽽是

對「世⼈」最好的企業。全球⽬前共有 2,500 家以上通過認證，遍佈 50 個以上國家，產業橫

跨超過 130 種類別（截⾄ 2018 年 12 ⽉）。 

 

要成為 B 型企業前需要先填寫企業影響⼒全⾯評估表 BIA（Business Impact Assessment, 

BIA）。⾸先須依產業類別、員⼯⼈數規模進⾏題⽬設定，衡量⾯向包含「企業內部的公司治

理」、「員⼯照顧」、「環境友善」、「社區照顧」和「客⼾影響⼒」等五個⾯向共 300 多題，分數

達 80 分以上（總分 200 分）才視為合格。填寫後安排審查及繳交相關證明⽂件，若通過審核

將由 B 型實驗室評估資格並頒發 B 型企業認證，此後每兩年需重新驗證，若沒通過將予以除

名。 

 

對許多企業⽽⾔，成為 B 型企業可以產⽣諸如「領導全球運動 」、「共益法令推⾏」「標

竿學習」、「節省成本」、「吸引優秀⼈才 」、「品牌定位區隔」、「提⾼品牌可信度」、「增加媒體

曝光率 」、「吸引投資⼈」  、「維護企業使命」、「志同道合的 B 型企業夥伴」等⼗⼤好處。 

   

⼆、台灣我 B 型企業概況 

B 型企業的理念也吹向台灣，並先後於 2016 年成⽴ B 型企業協會，以及 2018 年成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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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B 型實驗室。從 2016 年起，也每年舉辦 B 型企業亞洲年會，期許台灣成為亞洲 B 型企業

推廣的中⼼。 

 

臺灣⽬前共有 25 家企業通過 B 型企業的認證（截⾄ 2018 年 12 ⽉），第⼀家是在 2014 年

6 ⽉通過的 DOMI，其他還包括了綠藤⽣機、嘉威會計師事務所、NPO Channel、瑞德感知、

銘宇興業有限公司、茶籽堂、天下顧問、⼤愛感恩、嘉澎塑膠、光遠⼼、⾷藝餐飲、汎宸企

業、⾼柏科技、講茶、博仲法律事務所、台灣好漁、成真社企、繭裹⼦、王道銀⾏、Impact 

Hub Taipei、威⽴顧問、共⽣藻旅⾏社、台灣潛⽔、和玩轉學校。 

 

三、B 型企業與共（兼）益公司的不同 

關於 B 型企業及兼（共）益公司的差別，兩者在理念相似，最⼤的差異點則為是否具有

法律地位。B 型企業由 B ⾏實驗室進⾏認證，全球的企業皆可申請; 兼（共）益則是依照各國

對於兼（共）益公司法的法律條⽂賦予法律地位。從 2016 年起，美國帶頭通過兼（共）益公

司法，義⼤利則為美國以外第⼀個推⾏類似法案的國家，台灣的兼（共）益公司法案⽬前也

在⽴法階段。 

 

四、⼩結 

B 型企業的概念從西⽅發源，拓展到全球的過程當中，會有因各地商業⽂化不同⽽需要

調整的部分。隨著台灣也逐步將共（兼）益公司納⼊法規當中，從台灣已通過 B 型企業認證

的企業中瞭解 BIA 無法透露的情境脈絡（例如：組織管理等），值得我們作為台灣如何推廣 B

型企業的另⼀個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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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法 

本研究為了深⼊探究具備專業型服務機構及家族企業的組織，如何調和以專業為選才標

準及強調⾎緣組成的衝突管理模式，降低業界常⾒的⼈才流失問題，探詢 B 型企業認證背後

未提及的故事，也希望研究的內容，可以成為更多台灣中⼩企業選擇成為對世界好的企業的

指南，此類型的研究著作較少，建⽴在探索前提之下，因⽽採取個案研究，瞭解組織脈絡對

發展的影響。 

 

第⼀節、研究⽅法 

本研究想了解個案公司如何調節專業型服務機構及家族企業兩者分別為⼈治及法治的組

織架構，以及 B ⾏認證指標無法描述的部分，為特定情境下的分析，故採取質性研究希望找

出新洞⾒。 

 

⼀、詮釋性個案研究 

詮釋性個案研究已經為管理研究領域中的研究⽅法之⼀，但在台灣仍然是起步狀態（侯

勝宗，2012）。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透過觀察社會經驗如何被建⽴、如何使其具有

意義，以及藉由不斷地描述和驗證，從中找尋尚未被發現的啟發（侯勝宗，2012; Kincoln & 

Guba，2000）。質性研究關注現實情境中，「誰（who）對何⼈（whom）、在哪裡（where）、說

了些什麼（what）以及如何說（how）」（侯勝宗，2012; Gepahert，2001，2004）。個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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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論建構（theory building）為⼿段，彌補了過往管理研究領域中僅以理論、假設推論為⽬

標的量化研究所產⽣的侷限（Gephart, 2004）。現今，諸多商業⾏為並不存有直線性的因果關

係，此種研究⽅法更顯得重要（侯勝宗, 2012）。 

 

詮釋主義學派代表⼈物 Dyer 和 Wilkins（1991）認為，因為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和

⾏動者（actor）的不同，⼈隊的主觀認知也會有所不同的解讀⾓度。因此，詮釋性研究的著

重於研究者要從個案的情境當中，敘述⼈與⼈之間的社會⾏為，以及⾏為背後更深層的結構

（deeper structure），外加情境間的社會動態關係（social dynamics），解釋該個案中各種複雜

的可能性（侯勝宗，2012）。Golden-Biddle 和 Locke（1993）在「組織科學期刊」（Organization 

Science）發表判斷是否符合詮釋性個案研究的標準： 

 

l 真實度（authenticity）:質化研究資料的呈現⽅式必須使讀者如臨現場;  

l 可信度（plausibility）:研究者是否從質化研究資料中提出有根據的觀點; 

l 批判度（criticality）:被稱之為好的質化研究，不僅有強烈的理論⾒解，有需要有「⾒

⼈所不能⾒」（make invisible visble）的觀察⼒。 

 

前兩項（真實度、可信度）是成為好⽂章的必要條件，不過需要有新的批判觀點，才能

稱為優質的質化⽂章（侯勝宗, 2012）。不僅有說出好故事的能⼒，研究者本⾝也要具有批判

觀點（侯勝宗, 2012）。 

 

個案研究著重討論個案在特定情形下會產⽣何種特質，從中觀察其特殊性，並掌握該事

件的整體脈絡（林佩璇，2000）。可以採⽤諸如調查、觀察、訪談、實驗等⽅式得到所需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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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且深⼊了解事實、原因及解決⽅法（邱憶惠，1999）。學者 Stake（1995）表⽰研究個案

必須有明確的界線，因此無論是⼀個⼈、⼀則事情或是⼀個組織，都可以稱之為「個案」。更

進⼀步來說，林佩璇提出可以作為判斷是否能稱之為個案，需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有

明確界限; ⼆、該情境中有著某種型態，讓觀察者可以研究此型態深⼊瞭解系統的脈絡及過程

特⾊。 

 

Merriam（1988）和邱憶惠（1999）建議研究對象具有下列特質時，建議採⽤個案研究：

⼀、研究者不預期會參與事件的發⽣; ⼆、研究者想要更深⼊探究事情發⽣的過程和理; 三、

研究者期望該研究具有啟發性，可以對個案有完整、充⾜的詮釋; 四、重視該事件發⽣對於⽇

常⽣活的啟發。 

 

（⼀）個案研究特⾊ 

綜合個案研究的特⾊，可以總結為以下七項（Merriam, 1988; Yin, 1994; 林佩璇, 2000; 邱

憶惠, 1999 ）： 

1.特殊性（particularistic）:發⽣於該研究個案的情境，並不⼀定能推論到其他個案中，意指該

個案有其獨特性。 

2.整體性（holistic）:針對個案進⾏整體的研究找出脈絡。 

3.描述性（descriptive）:最後的產出需要對研究個案有多樣化及充⾜的描述。 

4.詮釋性（interpretative）:對個案賦予具有意義的詮釋，讓讀者可以產⽣共鳴。 

5.啟發性（heuristic）:提供完整的個案研究資訊，有助於得者激盪出新的觀點。 

6.歸納性（inductive）:資料依附於個案，並且從中找到事件演變的邏輯。 

7.⾃然類推性（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然類推並⾮可以將邏輯套⽤⾄其他個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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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針對原先所知的想法進⾏調整。 

 

（⼆）個案研究的資料來源 

個案研究的資料來源有以下幾種⽅式（Yin, 1994）： 

1.⽂件（documentation）:了解個案過去的情境歷史，可以透過書信、備忘錄、報章媒體、會

議記錄、簡報等。 

2.檔案紀錄（archival records）:和⽂件性質類似，但精準度更⾼。 

3.訪談（interviews）:訪談可以分為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訪談（focus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和⾮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Minichiello，Aroni，

Timewell，& Alexander，1995）。 

4.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不參與或控制個案發⽣的情境，觀察時研究者處在被

動⾓⾊（Patton, 2011）。 

5.參與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研究者同時是觀察者，也參與該事件的發⽣。 

6.⼈⼯製品（physical artifact）:蒐集⼈⼯製品也是現場觀察的⼀部分，包含藝術品、技術專利、

產品、⼯具等。 

 

第⼆節、個案選擇 

本研究選擇嘉威會計師事務所為個案有三個原因。第⼀，同樣以合夥制作為管理⽅式，

嘉威彼此合作的氛圍和四⼤會計事務所強調競爭的模式呈現強烈對⽐; 第⼆，嘉威⾝為家族

企業，合作的氛圍不僅成功消彌了家族、⾮家族成員間的隔閡，甚⾄凝聚了⾼階、初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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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凝聚⼒。本研究想了解，嘉威家族⽂化形塑的邏輯，是否可以作為調和過往合夥制多

為競爭的模式; 最後，嘉威成⽴ 30 多年來，⼀直秉持著對員⼯好的初衷，反觀西⽅近年才逐

漸從利益導向轉為實⾏ B 型企業平衡各種利害關係⼈的新型態管理模式。對於嘉威⾛在時代

前頭的作為，他們究竟做了什麼，為何申請 B 型企業，以及 B 型企業是否有無法反映的故事

都是本研究想探究的⾯向。綜觀上述理由，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的個案分析法深⼊瞭解嘉

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融合專業型服務組織和家族企業兩種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挖掘 B 型企

業認證未被訴說的情境脈絡。 

 

第三節、研究個案 

本研究選擇的個案是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成⽴於 1986 年，在創辦⼈張威珍的帶領下，

⾄今已累積了 200 多名專業⼈⼠⼀同在臺灣北區的辦公室努⼒，除了台北的總所以外，更在

桃園、台中和嘉義設有分所。 

表 2:嘉威總所與分所資料 

總所與分所 地址 

新北市總所 新北市五股區五⼯五路 28 號 (新北產業園區內) 

桃園分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路 118 號 5 樓 

中和分所 新北市中和區建⼀路 148 號 11 樓 

台中分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道四段 925 號 18 樓之 6 

嘉義分所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 316 號 10 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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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致⼒成為中⼩企業的最佳合作夥伴，提供服務內容多元，希望打

造⼀站式的服務模式，滿⾜客⼾各種經營業務上的需要。IPO 的上市上櫃輔導為嘉威的核⼼

競爭⼒業務，其他服務內容包括審計簽證服務、帳務處理服務、上市上櫃輔導服務、⼯商登

記服務、⼤陸事業服務、外商服務、經營績效改善服務、法律諮詢服務、代書服務和教育訓

練服務，嘉威設定每年 20%成⾧⽬標，以 2017 年來看，嘉威成⾧為 21％，但扣除⾃然萎縮

8%，總成⾧為 13%，營業額估計超過三億台幣。 

表 3:嘉威業務內容 

服務項⽬ 業務內容 

審計簽證服務 會計師簽證、財務／稅務報表簽證、資本額簽證、暫繳簽證、特殊查

核⽬的專案查核、財務資訊複核、會計/審計問題諮詢 

帳務處理服務 記帳及傳票整理，並歸檔成冊、單⽉ 15 ⽇前-營業稅申報、1 ⽉-各類

所得扣(免)繳申報及開⽴扣繳憑單、5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5

⽉-未分配盈餘申報、9 ⽉-所得稅預估暫繳申報、商標申請 

上市上櫃輔導服

務（IPO） 

內稽內控制度輔導、會計制度帳務整合、內 / 外部⼈員培訓、推

薦、財稅務⾵險管理、股權分散規劃、經營績效改善輔導、商標申

請、移轉訂價報告 

⼯商登記服務 公司/分公司/⾏號設⽴/變更登記、公司解散清算/法院申報及商號註

銷、公司合併分割登記、各種特許業務申請、境外公司設⽴登記、外

⼈及華僑投資申請、商標申請、遺產、贈與稅申報 

⼤陸事務服務 提供台資企業各項財務、稅務⼈員薪資、外查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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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服務 外⼈投資及公司/辦事處申請、外⼈來台⼯作證申請、海外事務所引

薦、會計及帳務處理、專業財務報表翻譯、勞健保代辦服務、稅務代

理⼈服務 

經營績效改善服

務 

全⽅位⼈才培育/教育訓練、企業診斷服務/組織⽂化塑造、策略會

議、⼯作分析/評價、績效管理/⽇常管理/⽣產管理、Smart In 系統

服務、勞務管理輔導、新產品開發流程 

法律諮詢服務 各類公司諮詢及商務交易契約之草擬及審閱、公司治理/股權規畫/投

資爭端問題處理、企業合併/分割或併購案件/資產管理與開發、勞資

爭議/仲裁/民事刑事訴訟事件/強制執⾏案件、商標申請及爭議案件

處理、法律評估審查之專家意⾒、稅務諮詢及各類型⾏政救濟案件、

⼤陸案件諮詢及協助處理、常年法律顧問、 

代書服務 不動產-建物保存登記、不動產-買賣簽約服務、不動產-設定登記、不

動產-塗銷登記、不動產-繼承/贈與登記、不動產-節稅規劃服務、不

動產-產權調查並提供說明、 

教育訓練服務 專業課程安排設計、產業公會專任講師、社會⼤學專任講師、內部教

育訓練安排、每⽉專業課程報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抱持著「協助企業啟動夢想，實踐未來，引領⼈們體驗更宏偉的

⽣活」的使命，希望在 2022 年以前成為台灣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2032 年以前成為亞太最

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並於 2015 年通過 B 型企業認證，2017 年再次通過複查。因應⼤數據等

新科技對於會計產業的衝擊，嘉威也積極思考轉型策略，希望透過企業將會計部⾨的外包予



DOI:10.6814/THE.NCCU.TIIPM.010.2019.F08

 

 33 

以嘉威，和公司培養更密切的關係。 

 

第四節、資料搜集與分析 

本研究想要了解嘉威會計師事務所如何兼容專業型服務機構和家族企業兩種組織型態，

並透過⼈⼒管理及策略性經營解決會計產業流動⾼的困境，進⽽得到 B 型企業的認證。因此

訪談嘉威會計師事務所內「家族初階成員」、「家族⾼階成員」、「⾮家族初階成員」、「⾮家族

⾼階成員」，最後在訪談所⾧確認策略由上到下是否徹底落實。本研究透過搜集初階及次級資

料取得研究所需的素材。資料搜集⽅法彙整如下： 

 

表 4：資料搜集⽅式與記錄表 

初級資料蒐集 

訪談對象 ⾝份 訪談⽇期 訪談地點 訪談⾧度 

張宏尉 接班⼈ 

B 型企業申請負責⼈ 

2017/03/27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 2 ⼩時 

A 基層員⼯ 

⾮家族成員 

2017/03/27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 2 ⼩時 

B ⾼階管理職 

家族成員 

2017/06/14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 1.5 ⼩時 

C 基層員⼯ 

家族成員 

2017/06/14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 1.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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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階管理職 

⾮家族成員 

2017/06/14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 1.5 ⼩時 

E 基層員⼯ 

⾮家族成員 

2017/06/14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 1.5 ⼩時 

張威珍 所⾧ 2018/02/11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 3 ⼩時 

次級資料蒐集 

透過官⽅網站、博碩⼠論⽂、網路媒體等⽂章作為來源，更加了解個案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搜集 

本研究透過訪談個案公司從⼀般員⼯到⾼階員⼯以及所⾧，進⾏本研究初級資料的蒐集。 

（⼀）初級資料蒐集 

本研究使⽤訪談法，藉由訪談嘉威「家族合夥⼈」、「⾮家族合夥⼈」、「家族員⼯」和「⾮

家族員⼯」四種類型成員及所⾧，獲得本研究所需之初級資料。 

（⼆）次級資料搜集 

資料來源包括嘉威官網、報章媒體報導、過去將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當作個案的論⽂

等，以別⼈所記錄的資訊，透過本研究重新歸納，並作為論⽂所需素材。 

 

⼆、資料分析階段 

詮釋性個案研究的資料分析過程，彷彿傳統的暗⽰沖洗底⽚⼀般，同時間，⽥野調查中

蒐集到的資料與證據，就是已拍攝完成待沖洗的底⽚。⼀般⽽⾔，研究者需要不斷嘗試以各

種理論，沖洗出⼀層⼜⼀層的⽥野資料，讓底⽚可以清楚顯影，還原觀察的現場。當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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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同的顯影劑（理論觀點），會解釋出不同的資料，進⽽呈現不同的解讀。⽽完整的資料

分析歷程（process analysis）意味著研究者直到理論飽和前（theorectical saturation），會不斷

藉由蒐集到的資料，不斷地修正資料蒐集的⽅向（Eisenhardt, 1989）。當多收集的資料已經無

法再對原先已蒐集的資料和理論產⽣新的貢獻時，即達到理論飽和的狀態，視之為「成熟」

（侯勝宗，2012）。⼀個理論飽和的狀態，可以分為「理論的成熟」、「資料的成熟」和「研究

主題與問題的成熟」（侯勝宗， 2012）。如何找到適合的理論⾓度，讓理論和資料可以深度對

話為研究的⼀⼤挑戰。 

 

因此，本研究資料分析過程如下，最開始先搜集相關⽂獻後擬定訪談⼤綱，訪談後整理

成逐字稿成為分析的基礎。第⼀次分析後發現嘉威並⾮因為要成為 B 型企業⽽進⾏⼤幅度的

組織調整，因⽽從中探究嘉威從創⽴以來逐步擴⼤的過程，背後如何透過調和專業型服務組

織和家族企業兩種特性⽽達成⽬的，成為後續幾次訪談的重點。建⽴在此論點之下可以解釋

此理論，最後再加⼊所⾧的訪談證明其管理模式由上到下皆有被完整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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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個案研究 

第⼀節、我國會計產業概述及困境 

⼀、會計產業規模 

提到會計產業，四⼤會計師事務所（Big 4）為此產業的代表，⽽台灣的四⼤會計師事務

所也是前述的聯盟會員所，分別是資誠、勤業眾信、安永與安侯建業。四⼤會計師事務所以

分⽀機構或聯盟會員的⽅式維持全球營運，台灣⽅⾯，四⼤會計師事務所皆於台北設置總所，

以合夥⼈聯合職業的⽅式於桃⽵、台中、台南、⾼屏等地設置分所（邱麗梅，2014）。 

 

規模⽅⾯，若按設置分所數量來看，⾦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的「106 年會計事務所服務

業調查報告」指出，2017 年底累計全台共有 1,111 家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其中 100 家設有分事

務所，設有 4 處分事務所者為 6 所，設有 5 處分事務所為 4 所; 若是以從業⼈員數量作區別，

⼩型事務所（從業⼈員未滿 20 ⼈）共 998 家，中型事務所（20~49 ⼈）共 80 家、⼤型事務所

（50~99 ⼈）共 17 家及超⼤型事務所（100 ⼈以上）共 16 家。 

 

綜合上述，會計產業雖然以⼩規模經營居多，但超⼤型事務所為主要營收貢獻來源，並

且吸納過半數的從業⼈員。依⾦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調查，全年度執⾏業務收⼊未滿 500 萬

元共 649 家，全年度執⾏業務收⼊ 500 萬⾄ 1,000 萬元共 222 家，全年度執⾏業務收⼊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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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以上 240 家，共吸收了產業約 80％的從業⼈員，並且執⾏業務收⼊ 90.6%，再更進⼀步探

討執⾏業務收⼊超過 1 億以上僅有 16 家，吸收了產業 56.3％的從業⼈員，執⾏業務收⼊⾼達

74%，綜觀產業營收看來，⼩規模事務所居多，但⼤型事務所為貢獻了產業主要的營收。 

 

⼆、會計事務所業務及營收 

會計師事務所主要業務為三⼤項，共分成審計服務（Audit and Assrance ）、稅務投資服

務（Tax and Investment）和顧問諮詢服務（Advisory）（邱麗梅，2014）： 

 

（⼀）審計服務：會計師依照⼀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證券主管機關相關法令，進⾏財務報表查

核、併購分割、國內公開發⾏、國內外上市上櫃規劃輔導、內控等服務。 

（⼆）稅務投資服務：⼯商登記、海外投資稅務、移轉計價、投資租稅、個⼈或法⼈租稅規

劃申請、租稅協定申請、租稅⾏政救濟等服務。 

（三）顧問諮詢服務：管理顧問、⾵險顧問、併購、企業重組等相關服務。 

 

值得⼀提，為了避免球員兼裁判的疑慮，審計服務必須遵守獨⽴性的過外內規範，若需

對單⼀客⼾提供審計及⾮審計服務，必須確實評估是否合宜。Francis and Stokes（1986）研究

指出，⼩型客⼾認為⼤型會計事務所提供的服務話具有差異性，反之⼤型客⼾認為⼤型會計

事務所提供的為同質服務，因此如何做出專業服務的差異化，實為保持核⼼競爭⼒的良⽅（邱

麗梅，2014）。 

 

台灣的會計師事務所主要營收來源為審計服務，但和國外主⼒為⾮審計服務的趨勢相反。

依「2018 年會計產業⽩⽪書」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年度各項收⼊總合為 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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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宗收⼊來源分別為公開發⾏簽證 58.6 億元（20.3%）、所得稅簽證申報 57.5 億元（19.9%）、

其他財務簽證 45.4 億元（15.7%）、其他稅務業務 33.4（11.6%）、其餘執⾏業務收⼊ 94.3 億元

（32.6%），上述皆為執⾏業務收⼊。執⾏業務中，若再進⼀步區分審計（例如：財務、所得稅

簽證）和⾮審計業務（例如：稅務規劃、管理顧問）佔收⼊⽐，約為 7:3，然⽽此情形和國際

趨勢略有不同，以 2017 年看來，美國前⼗⼤會計師收⼊來源審計收⼊甚⾄可以⾼達 70%，其

中稅務和管理諮詢為⼤宗，代表著我國會計師事務所於⾮審計業務的成⾧空間甚多。 

 

三、⼤型會計師事務所策略性⼈⼒資源 

專業⼈才為會計產業的重要資產，其中⼜以超⼤型事務所囊括過半的從業⼈員，以下以

四⼤會計事務所為例，介紹初階⾄⾼階⼈才的⼈⼒資源策略。 

 

（⼀）⼈才招聘 

每年以校園招募網羅各⼤專院校優秀學⽣，新⼈進⼊事務所後，會以⾏業為標準進⾏分

組，以後以組為單位進⾏任務分派。 

 

（⼆）教育訓練及薪資福利 

新⼈依照學歷給予薪資，每年些微調薪，若有會計相關證照會另有補助，⾦額視各家⽽

定。忙季加班時，視情況核報加班費。⼯作期間會有基本教育訓練，若⼯作表現傑出，可以

申請國外分所之國際轉調計畫。 

 

（三）升遷制度 

以台灣四⼤會計師事務所公開的升遷制度為例，成為合夥⼈之前的各階段職稱、年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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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內容： 

l 審計員（Level 1~2，staff）:通常待兩年，如果為碩⼠學歷有機會直接⼀升三。通常待

完⼀年後會升職為 Level2 會協助訓練新進的 Level 1。 

l 副組⾧（semi- senior）：通常為⼀年，此階段可以擔任 IC （Incharge，查辦主核），最

初從⾮公發的⼩公司做起，接案後負責查核案件的進度管理、所需⼈⼒分配、預算編列

管理、覆核底稿、和客⼾溝通等。 

l 組⾧（senior）：通常為⼀年，⼯作內容為副組⾧的加強版，包含承接客⼾性質變成上市

櫃、案件數⽬增加等。 

l 副理：年數沒有⼀定，⼯作內容為組⾧的加強版。 

l 經理：年數沒有⼀定，從副理晉升為經理需要經過合夥⼈同意，另外取得會計師證照為

基本⾨檻。 

l 協理： 年數沒有⼀定，通常會⾮常久，此時期會負責⼀整條線，底下有 1~2 名經理、

協理、副理、IC 和 staff。 

l 會計師（合夥⼈）：通常需要等資深合夥⼈退休後，再按照資歷進⾏升遷。15 年資歷升

為合夥⼈算是較為快速，少數有國外分所外派經驗、業務能⼒強的協理才有可能 10 年

左右升為合夥⼈。合夥⼈擁有財務、⼈事主導權，對於升任新合夥⼈、雇⽤員⼯皆有決

定權。此外，內部分紅及財務狀況也可參與。薪資包和職業薪資及合夥利潤分配，分潤

⽅式有⿎勵競爭按照該年度對於總業績的貢獻程度⽽定，也有維持組織和平每年依照⼀

定幅度全體統⼀調整的分法，視各所⽽定。 

 

四、產業問題 

根據「2018 年會計產業⽩⽪書」所⾔，會計為政府和企業的溝通橋樑，且對於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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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和經濟成⾧有著顯著貢獻，因此會計產業⼈才的重要性不⾔⽽喻。但就⼤環境來看，以

下幾點為會計產業⽬前的困境。第⼀，台灣產業出⾛，連帶造成會計產業業務量縮減，同業

間無不以削價競爭或壓低品質的⽅式因應; 第⼆，資本市場（例如：上市櫃、興櫃、創櫃等）

成⾧放緩，也連帶影響到會計產業的業務量; 第三，會計師取得證照⼈數創新⾼，但從業⼈數

卻下降; 第四，進⼊會計產業的⼈員，也因為⼯時過⾧等因素，造成每年極⾼的流動率。 

 

綜合上述產業及⼈⼒供需失衡之下，提供服務的侷限性及缺少專業⼈才的惡性循環已成

為會計產業的困境。近年，審計業務已⽇漸飽和，考量綠⾊經濟等議題受到國際重視且有相

關法規出現，⾮審計業務（例如：鑑識會計、企業價值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及整合性、

諮詢顧問等）為未來發展⾛向。更重要的事，專業型服務產業仰賴⼈⼒資本，未來發展新型

業務所需的⼈才也需要⾧期培養，如何穩定專業⼈員流動時為產業產業待解決問題。 

 

第⼆節、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產業⾯臨嚴重的⼈才流失，但規模僅次於四⼤的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卻能以每

年低於 3%的離職率達成年度業績成⾧ 20%的⽬標。除此之外，更是獲得 B 型企業認證證明

嘉威得以在照顧多重利害關係⼈之下，兼顧組織發展。究竟，建設在哪些前提之下，選擇做

或不做哪些事情可以達到穩定⼈才和業務成⾧的效果呢？ 

 

⼀、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成為亞太區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嘉威）成⽴於 1986 年，兼具家族企業和專業型服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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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特⾊。⽬前員⼯總數超過百⼈，為⾦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義的超⼤型事務所，除了總部以

外設有四處分所，規模可謂僅次於四⼤會計事務所。 

 

在創辦⼈張威珍的帶領下，於 2012 訂定未來⼗年及⼆⼗年發展⽅向，希望在 2022 年以

前成為台灣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2032 年以前成為亞太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最頂尖背

後想傳遞的並⾮最⼤，⽽是在提供產品勞務的多重⾯向當中都可以兼顧到各種利害關係⼈，

此想法也和 B 型企業的理念不謀⽽合。 

 

嘉威以「正⾯積極利他」的企業⽂化向「成為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的願景邁進，讓

嘉威即便處在普遍過度加班及⼈才流失嚴重的會計產業中，也能扭轉成為「錢多事少離家近」

的業界典範。嘉威更以每年維持極低的離職率之下，⾄今已累積了 200 多名專業⼈⼠⼀同在

臺灣北區的辦公室努⼒。除了新北市總所外，更在桃園、中和、台中和嘉義設有分所，⽬前

累計服務客⼾多達⼆千七⼋百家左右，營收⾼達三億新臺幣。上述的努⼒也獲得 B 型實驗室

的認可，進⽽在 2015 年成為台灣第⼀家獲得 B 型企業認證的會計師事務所，並於兩年後再次

通過 B Lab 的複查，證明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能兼顧到其他利害關係⼈。 

 

（⼆）組織結構 

新任合夥⼈為⾮家族成員⽐例提⾼，以及不需等待原先合夥⼈退位才可上任為嘉威合夥

制獨特之處。⽬前合夥⼈包含所⾧、副所⾧和執⾏⾧等共 11 位，合夥⼈當中僅有 2 位⾮家

族成員。但未來預計會加⼊的 15 名會計師當中，皆為⽬前已在公司待滿 5 年的會計師，有

10 名並不具有家族成員的性質，顯⽰嘉威已經逐漸從家族企業轉型。另⼀⽅⾯，新的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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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等原先的合夥⼈退休才得以加⼊，因此未來預計會有 26 名合夥⼈⼀同掌握嘉威的

運作。 

 

圖 2：嘉威組織圖 

 

「前⾯的幾個家族成員當然佔多數，因為我們有兩個員⼯就考上會計師就嫁給我們

家，前三個員⼯只要考上會計師最後都變成我們家的⼈…現在⼗⼀個裡⾯，不是家

族成員的有兩位，其他9個都我們家族…初期是以家族成員為主的⼀個管理權，但是

後⾯這個傳承這⼀塊，宏尉這代就不是了… 15個裡⾯⼤概有10個不是家族成員。」

(所⾧) 

 

⼆、掌握⼤型事務所不能做 中⼩型事務所做不了的利基 

⾧⼯時、升遷機會少、頻繁變更的監管要求讓會計產業⼈才流失嚴重，嘉威深知⼈員穩

定對於企業經營的重要性，策略性選擇將 IPO 做為核⼼業務，放棄需要配合諸多法規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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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的審計簽證業務。對於嘉威⽽⾔，他們僅輔導公司 IPO，上市櫃後的公司之其他業務則

礙於時間限制及更嚴謹的法規會加重事務所的業務量⽽不承接。輔導的業務對⼤型會計師事

務所（例如：四⼤會計師事務所）⽽⾔，因有違反獨⽴性的疑慮⽽不願意做，⼩型會計師事

務所則因為沒有⾜夠的⼈⼿做不來，反⽽成為嘉威的獨特競爭⼒。 

 

「客⼾IPO後完全不做，跟客⼾管理也有關係，因為你想想看，⼀個上市櫃公司，那

他們時間限制各⽅⾯來講更緊湊，你只要做上這些公司，你幾乎不可能不嚴重加班…

我們是不做審計，但是我們做輔導…⽽且IPO還是我們的專業，這塊不只是為了加班，

還有在競爭⼒的問題…因為你⼤所不能做，因為違反獨⽴性問題…⼩型事務所是沒

辦法做…事務所因為要輔道的⼈⼒要蠻多的，⼩型事務所就沒幾個⼈，所以這⼀塊

是我們很特別的地⽅…我們這⼀塊的獲利是很特別的，也是因為這塊獲利去⽀撐其

他⽅⾯，當然其他⽅⾯也有增加，這塊獲利也是可以分享給所有員⼯…」（所⾧） 

 

 IPO部⾨為嘉威重點發展業務，佔⽐為10%的營業額以上，其獲利也會帶動其他部⾨的發

展。客⼾來源多為從前配合的客⼾，或者慕名⽽來的也有，⽬前客⼾總數約為兩千七⼋百家

左右。若客⼾上市櫃後，嘉威便會將客⼾轉介給其他會計師事務所。另外，也設有客⼾淘汰

機制，只要客⼾有砍價、對員⼯無理的要求等情況產⽣，嘉威便會視為重⼤事項進⾏討論，

決定是否要淘汰該名客⼾。 

 

三、成為對員⼯好的企業之初衷 

選定同業無法切⼊的利基，嘉威初步解決了會計產業⾧⼯時的問題，談起了這樣的策略

選擇，所⾧表⽰年少的經驗對他帶領嘉威的⾵格影響甚遠。所⾧出⾝貧苦，從嘉義北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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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次的⾼考都因些微差距⽽落榜，當時經濟窮困到連妻⼦懷孕時都無法負擔漲價的⽜奶。

因為不⽢⼼⾃⼰無法照顧好親愛的家⼈，因⽽向恩主公祈願，希望能⼀舉考上⾼考，並在經

濟狀況改善的同時將剩餘的錢回饋社會。當時抽中的籤詩提及他時來運轉，但要持續做善事

才能維持美夢，這樣的巧合深深影響了所⾧往後的價值觀，也踏出了社會服務的第⼀步⼀直

到今天。 

 

⾝為嘉威的⼤家⾧，張威珍所⾧也深信對待員⼯如何對待家⼈的道理。「相看兩相愛」是

所⾧奉⾏的管理⽅針，對於員⼯要不斷提供教育訓練，讓他們的能⼒不斷提升帶來更多業績; 

另⼀⽅⾯，事務所也不吝惜給予更⾼的薪資福利感謝員⼯的付出。如果只是培養完技能的員

⼯會跳槽⽽沒有對應的專業傳承，如此⼀來，⽼闆和員⼯雙⽅都會相看兩相厭。相看兩相愛

的模式之下，成為照顧員⼯的企業是嘉威努⼒的⽅向。所⾧也將同樣的道理應⽤於拉拔同鄉

的⼦弟，由於明⽩教育對於翻⾝的直接影響，嘉威也聘⽤不少同鄉嘉義商職的學⽣，在擁有

⼀份⼯作的同時，也⿎勵他們繼續精進。 

 

「什麼叫相看兩相愛跟相看兩相厭，員⼯你來到這個地⽅，如果你不教育他，你沒

有增加他們的能⼒智慧，他以後來講就是⼀天過⼀天，⼀天過⼀天可能他時間久了，

過了⼗年，那時候他的薪⽔可能已經六萬，你怎麼才給我五萬，⽼闆反⽽就會說我

覺得你只有四萬的價值，我只是因為你做久了，我才給你五萬塊，變成兩個都厭。

⽼闆也覺得說相看兩相厭。反過來講，你把員⼯教育好讓它不斷學習或成⾧，包括

專業知識，結果我的員⼯是領⼗萬塊，別的⼈是領六萬，其實他幫我賺了⼗五萬，

我雖然多給他四萬，但他當我多賺，所以我看到他很⾼興因為他是我的⽣財⼯具，

他看到我也很⾼興因為我願意給他很多錢，相看兩相愛就是因為你教育他，讓他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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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往增⾧，這些東西就是關鍵。你要讓⼀個員⼯相看兩相厭和相看兩相愛的差別就

是在這。因為員⼯不⼀定他的薪⽔⼋萬塊就較⾼或低，⼗萬塊就是⾼或低，三萬塊

就是⾼或低，不是這樣，他的能⼒和薪⽔是⼀種相對的概念。」（所⾧） 

 

 

四、藉由合夥制穩定⾼階專業⼈才即維持組織擴張時的⼀致性 

為了讓員⼯感受到留在嘉威的好，嘉威將整體塑造成⼤家庭的氛圍，只要是嘉威⼈就是

嘉威的⼀份⼦。從 2012 年⽴訂嘉威的⼗年及⼆⼗年發展計畫後，已經從當初的⼀百多名晉升

為突破兩百⼈的組織。以會計產業需要肩負著出具對社會⼤眾具有公信⼒的報告，為了強化

會計師的責任，法規因⽽訂定合夥制，以嘉威為例，採⽤無限責任合夥，也因為承擔⾵險較

⾼，對於是否承接客⼾也會進⾏充⾜的⾵險評估。 

 

（⼀）合夥⼈篩選標準 

⼀般專業型服務機構晉升合夥⼈的標準多依「取得職業證照」、「學歷」、「業績」等對帶

來營收有直接貢獻的項⽬為準，但在嘉威是否能晉升合夥⼈有兩個⾯向，⼀是看專⾧是否能

貢獻事務所的不⾜，⼆則是是否擁有正⾯利他的⼼。過去曾有合夥⼈預備⼈選因為利他⾯向

不⾜⽽無法升遷，嘉威會提供明確指導協助改善，調整後第⼆年才順利升遷。 

 

「有⼀次要升⼀個合夥⼈，他就是「利他」還沒做到，所以就被其他合夥⼈擋下

來，擋下來之後就跟他說他的「利他」不⾜。他有兩個兄弟在這邊，他是我⼤哥的

⼩孩現在也在 IPO 部⾨，我說你對你的弟弟，你⾃⼰有會計師執照，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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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好，你的弟弟還在考會計師，你就必須⽤⾃⼰的⼒量去幫助他們，但我們還

看不到你這件事。所以利他這塊是不及格。」（所⾧） 

 

（⼆）實質合夥 

隨著組織規模擴⼤，嘉威以實質合夥掌握新北市總所和四個分所（桃園、中和、台中、

嘉義）。實質合夥意味著薪資、聘⽤新⼈等各種事項的管轄權，分所僅配合總所執⾏，並不具

有決策權，有效降低組織規模擴⼤過程中總所和分所⾏為不⼀致的⽅式。在此種管理模式下，

即使嘉威的組織⽇益擴⼤，其他分所和嘉威總所得企業⽂化還是維持約 80~90%相似程度。 

 

「我們跟外⾯的事務所不⼀樣，我們是實質合夥，由總所這邊權⼒管轄，不會說分

所就⾃⼰管，通通直接，包括薪⽔、員⼯的任⽤，都是總所統⼀。企業⽂化⼤概還

是有差不多80~90%相像，其實他們裡⾯的主管通通要回來經營者會議。」（所⾧） 

 

（三） 尊重組織倫理 11 位合夥⼈共同管理各部⾨ 

回應嘉威前述提到希望提供客⼾⼀站式的服務，平常會有主要窗⼝負責客⼾問題，但客

⼾有其他業務需要時，嘉威也會派遣合適的會計師前往拜訪。在⼀站式服務的設定之下，為

了讓合夥會計師跨部⾨合作時⽅便找尋適合的⼈⼒，11 個合夥⼈都可以對任何部⾨進⾏管涉，

組織內的成員依循「尊重組織倫理」，當對⽅的職級⽐⾃⼰⾼，就必須接受對⽅的管控，彼此

則以職位互相稱呼（例如：協理、經理、組⾧等）。 

 

「合夥⼈就可以管任何的，不是說他只能管某某⽽已…哪個會計師屬於績效輔導管

理，哪個會計師屬於IPO管理，也是會這樣，但基本上他要跳組管理是可以的…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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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區分，所謂尊重組織倫理是說他的職級⽐你⼤，你就可以被他管…稱呼就有就有

協理啦、經理啊、組⾧啊…透過組織倫理形成⼀種共識。」（所⾧） 

 

（四）經營者會議 

事務所的經營主要由三位合夥⼈掌管，分別是所⾧、副所⾧和執⾏⾧汪會計師。三位主

要經營者搭配合夥⼈等共⼗⼀位（截⾄ 2018 年 2 ⽉）形成經營者會議，⼀同決議未來發展⽅

向。 

 

（五）管理者讓利給員⼯的分潤機制 

雖然書⾯上分潤給員⼯的上限為 55%，但營收近年扣除 15%的費⽤後，30%由合夥⼈獲

得，不過，合夥⼈會讓利給員⼯，因此近年員⼯實質得到為 60~65%，合夥⼈獲利降低⾄ 20%。

和公司制會預先將繳稅⾦額扣除在分潤，合夥制則是由合夥⼈得到的部分再繳稅。 

 

「我們還有⼀個總total的分配，⽐如說今天增加多少業務，那就可以55％分到員⼯…

那55％歸到員⼯如果他們的獎⾦只歸了50%，那還有5%的空間，那我們要怎麼加進

去，我們還是都會給…但是這幾年因為利潤並沒有那麼好，所以⼤概合夥⼈分到

20%...讓利給員⼯。」（所⾧） 

 

（六）股權及最終裁決權 

⼀開始為所⾧和副所⾧ 7:3，隨著執⾏⾧加⼊後成為所⾧、副所⾧、執⾏⾧為 6:3:1，近年

則調整成事務所的資產由所⾧、副所⾧和執⾏⾧以 5:3:2 的⽐例分別持有。即便主要合夥⼈為

所⾧、副所⾧和執⾏⾧，但真正出資的只有所⾧，也無形讓所⾧擁有許多事情的最終裁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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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和副所⾧或執⾏⾧意⾒相左時會充分溝通，不過所⾧有最後的裁量權。以發獎⾦來說，組

⾧可以決定分給組員多少，決定後交由合夥⼈再次確認合理性，如果有任何調整，⼀定會知

會組⾧並⾼知修正的原因，所以組⾧、合夥⼈都有⼀定的決定權。 

 

「我這個房⼦適當時候買的時候，原是是我七他三，但後來執⾏⾧加進來希望也有

⼀份，所以後來就給他。以前的⽐例都是七⽐三，都是這樣，後來就變六⽐三⽐⼀，

我退到五⽐三⽐⼆這樣，慢慢地讓他們加進來，我減少…主要合夥⼈還是我們三個，

出資合夥⼈可以這樣講，那他們兩個其實還沒有出資。我們這制度⽐較偏向集權制。

無形之中他們就會尊重我的意⾒，但其實我們在形成意⾒的時候我會聽⼤家意⾒，

聽⼤家意⾒之後我再去做裁決。」（所⾧） 

 

五、常⾒於華⼈企業的家⾧式三元領導 

嘉威⾝為家族企業，常⾒於華⼈企業的家⾧式三元領導也出現在組織中。⼀般⽂獻較少

提及的德性領導，不僅成為員⼯可以⾧期追隨所⾧腳步努⼒的原因，其中強調的對個別價值

的尊重，和 B 型企業倡導的概念不謀⽽合。 

 

（⼀）家⾧式三元領導 

1.仁慈領導 

嘉威裡，所有新進員⼯剛加⼊的前三個⽉最⼤，所有⼈都有教導新⼈的責任，希望藉由

這樣的良性循環，讓該名新⼈未來帶領下⼀批新⼈時，也能抱持相同態度; 嘉威也不斷強調每

名員⼯都是嘉威的⼀份⼦，彼此相親相愛，舉凡婚喪喜慶都會有⾼階領導者出席或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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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就是我們有個同仁其實他得癌症，可是我們所⾧和所⾧夫⼈

他們的對待，他那時候還很資淺，他就會跟他講說專⼼去養病，只要你沒有做治療

的時間就來上班……所⾧跟我們分享說，因為⽣病的⼈個⼈在家會很孤單，⽽且會

胡思亂想……他就會說來這邊⾄少做⼀點事，或朋友同事在旁邊，就會分散……我

其實從頭到尾我看到的是⼀個⽣命被照顧的，所以我覺得就很感動，所以我就會很

認同……」（E，資淺⾮家族成員） 

 

「有⼀次有⼀個很⼤的案⼦我失敗了，可是他們只有跟我檢討說，因為我要去負責

評估這家公司可不可以投資，可是我的能⼒不⾜，導致公司⼈員去投資導致虧錢，

他可能會告訴我以後要住意什麼，就是有時候會提點我，或者⽐較⽤開玩笑的⽅式

在⼤家⾯前說沒辦法啦就是會輸錢，他們就是不會在錯誤上⼀直戳你……」（D，資

深⾮家族成員） 

 

2.威權領導 

因為嘉威強調相親相愛，即便所⾧扮演嚴肅的⾓⾊，除了專權保留任何事物最終裁決權

以外，針對威權領導較常出現的其他⾯向（例如：微幅、隱匿、嚴峻、教誨）較少在組織中觀

察到。 

 

3.德性領導 

德性領導強調領導者以⾝作則，塑造出讓部屬想追隨著形象。包含正直盡責、無私典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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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所⾧都還沒有停下來，為什麼你可以停下來，他也會⼀直 push ⼤家前進……」

（E，資淺⾮家族員⼯） 

 

「其實我覺得所⾧的影想很⼤，他在我們家族裡⾯其實他的格局，我們真的覺得明

顯⽐我們可以看到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第⼀個很佩服他的格局，他看到的東西

遠⾒都⽐我們遠，他也很熱⼼在服務裡⾯，就不會像你看到的很多⾧輩，看到⼀點

點的⼩事情就在那邊有的沒的爭吵。」（Ｃ，資淺家族成員） 

 

根據所⾧的認知，因為嘉威並沒有股東的存在，重要性排序分別是合夥⼈、員⼯（合夥

⼈以外之員⼯）、客⼾、社區環境。合夥⼈為第⼀線領導⼈，和所⾧密切合作負責將價值觀由

上到下完整傳遞，因此置於第⼀。員⼯置於客⼾前，因為假設員⼯沒有受過紮實的訓練⽽導

致客⼾流動，對事務所⽽⾔是負⾯影響，因此加強員⼯訓練的重要性僅次於合夥⼈。合夥⼈

和員⼯皆屬於廣義的員⼯定義，綜合上述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所⾧將員⼯放在價值排序的第

⼀位，並實踐把員⼯當家⼈的意涵。 

 

「像我覺得就是我們所⾧和副所⾧還有⽼闆娘施⼩姐，他們這樣⼦⼦的⼀個部分會

慢慢影響到其他會計師，再去影響底下的組⾧，他們再去影響他們的組員，⼀層⼀

層下去。說真的我們⼀定要先做給⼤家看，那我們有做到，那同仁也會跟著做，就

會這樣相互影響...」（Ｂ，資深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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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個就是我會覺得因為他失去過，所以他更懂得珍惜，所以更願意把機會給下

⾯的年輕⼈，願意分享招募弱勢的⼈或團體，那我覺得或許這些才會是我們所⾧或

副所⾧⾧之類的會計師和別⼈本質上真正的不同。」（Ｅ，資淺⾮家族成員） 

 

所⾧、副所⾧及執⾏⾧三⼈⼀同帶領嘉威前進。另外，所⾧夫⼈扮演嘉威⼤家庭中的慈

母，根據嘉威員⼯描述，所⾧如同嚴⽗，會不斷提醒他們如何做會更好; 副所⾧像是慈母，會

成為員⼯最⼤的⽀持，不斷⿎勵他們多多嘗試。除了上述三⼈外，所⾧夫⼈對於⼤家庭氣氛

的塑造也扮演幕後功⾂。⽼闆娘是台灣中⼩企業中常⾒的⾓⾊，表⾯是管帳，私底下則是扮

演⽼闆和員⼯間的溝通強樑。所⾧夫⼈常關⼼各員⼯的狀況，常常第⼀⼿掌握員⼯的需要，

進⽽在適當的時機送上關懷。 

 

六、以正式所有權和⼼理擁有感提⾼組織向⼼⼒ 

嘉威從家族企業起家，家族成員分佈在⾼階到⼀般員⼯。嘉威秉持著每個員⼯如同家⼈，

舉凡婚喪喜慶等，皆有所⾧和所⾧夫⼈到場，甚⾄嘉威內部有完整的醫療體系和緊急救助⾦，

當員⼯不幸遇到事故時，都會由所⾧和所⾧夫⼈協助加速醫療處理速度和品質。 

 

「我會發現他很關⼼，關⼼你的成⾧，我覺得他不只關⼼我，還很關⼼我的家⼈，

其實這塊我很在乎。其實是我說我很在乎不只我，連同家⼈他也是。」（Ｄ，資深

⾮家族成員） 

 

（⼀）正式所有權 

嘉威在新進員⼯加⼊時，會明確告知晉升 



DOI:10.6814/THE.NCCU.TIIPM.010.2019.F08

 

 52 

管道，降低⾮家族成員擔⼼因為沒有背景⽽無法升遷的疑慮。⼯作分組通常六到七⼈⼀

組，各組的基本組成為組⾧，底下為⼤副，⼤副為未來組⾧的預備⼈選，每當嘉威開發新的

業務需要成⽴新的組時，原本的組⾧會由經營者會議指派⾄新組，原本的⼤副就可以變成組

⾧。僅有內部升遷，不會有空降等問題產⽣。每年度會以組為單位評定績效。 

 

「像相⽐⼤所來說，⼤所的⼈數真的太多，因為我覺得當然實際上每個⼈好惡都不

同，其實⾄少嘉威這地⽅，他會給你⼀個有動機，可能會有機會往上⾛的地⽅。雖

然我們有都知道嘉威是個家族會計師事務所，可是我覺得其實因為有⼀個好的制度

或好的系統在，才會有那麼多同事願意留下繼續在這邊努⼒，否則如果⼤家只想說

只是家族企業，那我進來也是沒有什麼機會的話，那我相信就不會有那個多⼈願意

進來，當然回過頭來講，他們其實從資深會計師他們都很知道這個部分，所以我覺

得他們有⼀套的⽅式會去評估每個⼈，他們可能會覺得說專業當然很重要，可是他

們覺得系統的維持不會只靠幾個⼈，所以他們會說服和需要⼈的特質才是最重要的。」

（Ｅ，資淺⾮家族成員） 

 

另外，家族企業具有所有權和經營權合⼀的特性，以最⾼決議單位-經營者會議為例，嘉

威的 11 位合夥⼈（截⾄ 2018 年 2 ⽉）當中僅有兩位⾮家族成員（含⾎緣或婚姻關係的家族

成員）。但以張威珍所⾧兒⼦張宏尉為主的第⼆代的 15 位準合夥⼈中，有 10 名並不具有家族

成員的性質。預備合夥⼈成為正式合夥⼈後，原先的合夥⼈不需要退位，未來預計會有 26 名

合夥⼈。 

 

（⼆）系統制度成就全體⼀致的⼼理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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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嘉威⽽⾔，系統的定義是由上到下⼤家都接收到⼀致的價值觀或專業知識，不論所⾧、

副所⾧、執⾏⾧、合夥⼈或⼀般員⼯，⼤家的想法都相同。共有 8 個系統領導⼈（3 位協理和

5 位合夥⼈），領導⼈會藉由專業傳承，⼀階⼀階地像拓展到組織內的所有成員。對於專業型

服務機構⽽⾔，專業的累積有時候仰賴經驗的傳承，嘉威的系統制度不僅讓理念可以於組織

內完整實現，更能消除⼀般家族企業中家族和⾮家族成員資訊不⼀致的缺點。 

 

「你會發現嘉威有⼀個很好玩的，所⾧的想法是這樣，副所⾧的想法也是這樣，你

去跟底下的員⼯談，你們要談⼀些東西，他們的想法也跟我的想法很接近，這叫做

系統。我們要去改變這系統，每⽇五做、⼗⼤修煉，你要改變它，還是要經過整個

會議，才有辦法去改變。」(所⾧) 

 

「雖然我們有都知道嘉威是個家族會計師事務所，可是我覺得其實因為有⼀個好的

制度或好的系統在，才會有那麼多同事願意留下繼續在這邊努⼒，否則如果⼤家只

想說只是家族企業，那我進來也是沒有什麼機會的話，那我相信就不會有那個多⼈

⼈願意進來...」(Ｅ，資淺⾮家族成員) 

 

「如果他沒有覺得你不是他們家族的⼈，那你為什麼要認為他們是他們家族的⼈，

因為他並沒有因為⾃⼰是家族的就覺得⾃⼰好像特別不⼀樣，那我覺得如果他們⾃

⼰也是⼀直也是很願意努⼒⼯作從頭開始，為什麼我們還要把他貼標籤。」（Ｄ，

資深⾮家族成員） 

 

七、策略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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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威對於留才有⼀套獨⾨⼼法，嘉威從⼀開始便招募和其企業⽂化相似的⼈才，再透過

教育訓練等進⼀步形塑價值觀。 

 

（⼀）⼈才招募：僅⽤新⼈ 

嘉威⼈才招募有兩種，⼀種是正規管道，另⼀種則是事務所員⼯的親戚。前者⼜以產學

合作居多，因此 90%的新⼈⼤多是和台北商業⼤學、台中科技⼤學、雲科⼤、致理等學校配

合先實習後轉正。少部分則因為 IPO 部⾨需要較有⼯作經驗的⼈才所以算是例外，不過⽬前

也朝向從頭培養新⼈的規劃邁進。⾯試有數關，先有幸項檢測，若有紅燈及不錄⽤。之後還

有組⾧、所⾧等⾯試。透過多⾓度和⼯作以外的對談，瞭解求職者是否具備嘉威正⾯積極利

他的價值觀。 

 

「我們九成都是實習⽣轉正職，我們幾乎都沒有在外⾯⼯作經驗…我們配合的學校

⼤概只有臺北商業⼤學，台中科技⼤學，雲科⼤，還有致理，⼤概就這幾個學校。」

（所⾧） 

 

（⼆）⼈⼒培養 

新進三個⽉的員⼯會受到組織內所有⼈的照顧，希望從⼀開始就良性教育新⼈，讓新⼈

較資深後，可以⽤相同的模式對待新進員⼯。嘉威期望透過舊員⼯服務舊客⼾，舊客⼾再推

薦新客⼾加⼊。業務量成⾧後，聘⽤的⼈數也會增加，⼜可以培養有相同理念的員⼯。 

 

「未來其實對我們來講，那個⼈是也在成⾧。⼀個事務所你只要繼續推這樣的東

西，規模⾃然就會⾧⼤，你不⽤去擔⼼，你的員⼯不會離職。你去想想看，⼀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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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去接了⼀個新的客⼾，我就把它稱為新新，這邊是新新，這邊是新舊，這邊

是舊新，這邊是舊舊。舊的員⼯碰到舊客⼾很熟悉，新的員⼯碰到新客⼾的效益不

到⼀半，新新舊舊舊舊新新...效率⾃然會提⾼，他的 trouble ⾃然就會少。你看看

客⼾的滿意度⾃然就好，客⼾滿意度好他就會幫你介紹新客⼾...⾧⼤是必然的。」

（所⾧） 

 

表 5：服務效益⽐較 

 新客⼾ 舊客⼾ 

新員⼯ 低 低 

舊員⼯ 中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教育訓練⼜有內訓和外訓，以下做詳細說明：  

1. 外訓 

以團隊為單位進⾏，這類課程和專業知識無關，較偏向信念的培養。 

(1)圓桌計畫：圓桌計畫由圓桌教育基⾦會提供，以「⼈如何使⽤」為主軸，進⾏四階的學習

歷程。從第⼀逐步打開覺察⼒，學習改變的⼒量、效率影響⼒、成功致富和如何將所學應⽤

在⽣活中，實現⼈與⼈相處之間可以更有愛與關懷的理想社會。嘉威每位副組⾧以上或專員，

必須上⼀階課程、組⾧級以上⼆階、經協理三階、合夥⼈須上四階。 

(2)⾶鷹計畫：⾶鷹計畫讓組織明⽩如何進⾏⽬標設定以及凝聚團隊向⼼⼒，副組⾧級以上⼈

員須受此訓，⽬前已三梯次完成訓練 

(3)TOP 計畫：嘉威⾼階⼈員亦須完成此⼀系統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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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訓 

內訓以個⼈為單位，將專業知識和嘉威價值觀傳承給每位員⼯。 

(1)  A+ 訓練：每兩個⽉外聘嘉威之師到所演講，由副組⾧級以上⼈員參加。 

(2)專業訓練 

l 新進⼈員三∼五天新訓及每周 3 ⼩時專業訓練，為期三個⽉ 

l 其他⼈員則每⽉約有三⼩時專業訓練課程 

l 組內訓練、座位安排盡量讓新⽣能坐在組⾧或副組⾧旁， 隨時可⽅便詢問，做中學。 

(3) 菁英計畫：每周三⼩時，第⼀周企業⽂化，第⼆周演講訓練合併 A+，第三周每⽇五做、

五⼤紀律、⼗⼤修練，第四周專業傳承。 

l 每⽇五做：獲取知識 30 分鐘、⾝⼼靈健康、嘉威志⼯、主動關⼼、檢視省思 

l 五⼤紀律：不談負⾯、尊重組織倫理、兩性關係正常、財務要清楚、守法 

l ⼗⼤修煉：守約、格局、積極、專業、創新、正值、熱忱、包容、感恩、分享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會因為⼀個課程⼀個轉折，把你的某⼀個開關打開了...」(Ｄ，

資深⾮家族成員) 

 

除此之外，嘉威也會定期和員⼯討論⽣涯規劃，將事務所未來發展⽅向和員⼯⽬標連結，

因此從上到下，所⾧的⽬標、經營成的⽬標、組⾧的⽬標到個⼈的⽬標都是往同個⽅向前進。

員⼯的任何⽬標只要是嘉威資源可以幫上忙的，都會積極協助員⼯做媒合，因為多⼀項服務

對嘉威來說，不僅是多⼀項服務，也是讓員⼯可以發揮專⾧。所⾧和經營階層會討論出⼤⽅

向，具體⽬標則交由組⾧訂定。舉例來說，中⼩企業會有財務⾧暫時的需求，嘉威會將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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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的員⼯外派⾄客⼾公司進⾏磨練; 遇到員⼯個⼈⽬標和組織⽬標衝突的個案，嘉威也會

協助轉直⾄適合的公司。 

 

「因為是團隊⼀起設⽬標，因為你⼀個⼈設⽬標就會覺得好啦就這樣，像我們每年

不是都有新希望，做不到就算了，明年再訂⼀樣的⽬標，因為沒有檢討，沒有⼈去，

我會覺得說也沒有⼒道，沒有誘因，就是我會覺得其實⼤家⼀起來，那個時候我就

會覺得⼤家⼀起設⽬標⼀起達到，⼤⽬標在這邊，你就會變成這個⼤⽬標，展開你

⾃⼰的⼩⽬標，你就會發現你的⼩⽬標其實，其實你是跟他是沒有衝突的。」（Ｄ，

資深⾮家族成員） 

 

（三）留才：錢多事少離家近 

透過教育訓練讓員⼯成⾧為專業型服務機構的管理⽅式，但對於培養後的⼈才如何做到

不流失，嘉威以「錢多事少離家近」作為輔助。 

 

1.錢多:新鮮⼈起薪 3 萬 2 千元，薪⽔⽐同業多 15~30%甚⾄更⾼，更能以降低員⼯想要跳槽到

其他更⾼薪的同業; 

2.事少:盡量不加班，即使加班也不超過晚上九點; 預先聘⽤充⾜的⼈⼒也是讓每⼈負擔量降

低的原因; 和客⼾協調將但旺季的⼯作平均分配，達到 5 ⽉初可以完成 90%的稅簽的成就;  ⾼

度系統化監控員⼯進度，會關切進度較緩慢員⼯，或是分配⼈⼒進⾏協助;  

3.離家近: 體恤員⼯的⾟勞，在離家近的⽅⾯，事務所提供公司附近便宜的員⼯宿舍; 優先錄

取嘉義⼈和清寒學⽣，希望能藉此縮短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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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多事少離家近這些事情，是吸引⾮家族成員繼續留在嘉威很重要的⼀個留才的

原因。另外，麼樣去培養他們，要讓他們有未來，第⼆要讓他們願意為嘉威努⼒...你

還會學到作⼈處事的東西。...32 年了沒有⼀個會計師離開嘉威⾃⼰開，沒有事務所

有這項紀錄的啦。我們有⼀百多個記帳⼠資格的員⼯，沒有⼀個出去開記帳⼠事務

所。」（所⾧） 

 

綜合上述努⼒，嘉威成功解決會計產業流動率⾼的問題，嘉威會計師事務所的離職率低

於 3％，和⼤型事務所每年動輒 30%的離職率相較來說低了許多。除此之外，從嘉威成⽴以來

沒有會計師離開嘉威⾃⽴會計師事務所或承接記帳業務就可以看出端倪。 

 

⼋、未來發展 

嘉威選擇以⼤型和⼩型事務所無法切⼊的「輔導企業上市櫃」為核⼼業務，並策略性放

棄上市櫃企業的審計業務避免員⼯過度加班。著眼在 2022 年以前成為台灣最頂尖的會計師事

務所，2032 年以前成為亞太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嘉威也體認到⼤數據等新科技對於會計

產業的衝擊，積極思考轉型策略，⼀⽅⾯希望透過企業將會計部⾨的外包予以嘉威，和公司

培養更密切的關係; 另⼀⽅⾯，也希望運⽤⾝為第⼀家通過 B 型企業的優勢，發展和本業相

關的 SROI 或 CSR 顧問服務。無論未來的發展為何，嘉威始終秉持著正⾯積極利他的精神，

努⼒在商業⾏為中兼顧到各種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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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申請 B 型企業認證 

B 型認證為衡量企業是否兼顧各種利害關係⼈，包含股東、員⼯、環境、社區等，⼀家企

業若能獲得 B 型企業的殊榮，相信組織發展的同時，也照顧到了其他⾯向。 

 

⼀、B 型企業認證成績及具體事蹟 

嘉威會計師事務所屬於 BIA 中的專業服務及 local 公司。2015 年 9 ⽉申請通過 B 型企業

認證，兩年後再次檢核。綜觀得分報告，嘉威在「員⼯」的得分最⾼，「環境」的得分最低。 

 

表 6：第⼀屆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 B 型認證得分 

類別 嘉威得分 同業平均 

環境 7 7 

員⼯ 33 18 

客⼾ 10 N/A 

社區 39 17 

公司治理 11 6 

總得分 100 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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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第⼆屆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 B 型認證得分 

類別 嘉威得分 同業平均 

環境 8 7 

員⼯ 35 18 

客⼾ 4 N/A 

社區 30 17 

公司治理 8 6 

總得分 85 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申請 B 型企業認證初衷 

嘉威成⽴ 30 多年以來不斷以正⾯積極利他的精神對待員⼯，並⾮為了申請 B 型企業認

證⽽⼤幅調整企業⽂化。2015 年選擇申請 B 型企業認證，無⾮是希望嘉威對員⼯好的努⼒可

以⽤第三⽅客觀的標準進⾏衡量。談起接觸 B 型企業的過程，主導嘉威申請 B 型企業認證的

張宏尉會計師提到，⾝為第⼆代，當初剛回到嘉威會計師事務所時為了更了解台灣的公司，

⽽購⼊了中華徵信所出版的中⼩企業介紹，且誤打誤撞參加中華徵信所舉辦的演講。聽演講

時覺得⽂化上和 B 型企業強調的⽂化和嘉威會計師事務所本⾝在做的事情差不多，⽽決定投

⼊申請的⾏列。從張會計師的說明我們也可以看到， 對於嘉威⽽⾔，當初因為嘉威和 B 型企

業概念不謀⽽合⽽申請，取得的認證不僅反應嘉威背後的價值觀，也是⼀種證據證明嘉威的

確有兼顧到多重⾯向並朝成為最好的公司⽬標邁進。 

 

三、B 型企業認證無法反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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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B 型企業所採⽤ BIA 衡量標準來⾃西⽅。從第⼆屆評⽐掉分中，張宏尉會計師也

分享認證本⾝無法反映的事。第⼀，B 型企業認證以公司為主，然⽽嘉威屬於合夥制，不同

管理模式下，若將公司的邏輯套⽤在合夥制，會覺得合夥⼈做出的決定反⽽偏向個⼈想法⽽

⾮出於公司利益。反⾯來說，若嘉威以公司制的形式運轉，就無法保有如今所⾧有最終絕對

裁決權的運作⽅式。第⼆，認證當中將嘉威歸類為公司，捐款只能夠過公司成⽴的基⾦會為

之並捐給慈善機構才能計⼊得分。但嘉威為合夥制，從以前就有以張威珍⽗親名義捐錢給公

⽴中⼩學，不過直接捐款給公⽴學校並不符合 BIA 認定的慈善機構，因此視為無此⾏為。針

對此情形，嘉威也已成⽴基⾦會，未來將先捐款⾄基⾦會。 

 

「BIA 就是⼀系列的問題⽽⽽已，不是⼀個論⽂或是⼀本故事書，他就是⼀些題⽬

⽬和⼀些標準，例如你的薪資⼤約跟別⼈⽐起來怎麼樣，流動率⽐起來怎麼樣，他

對我們來說也是很好把在做的事情，當作量化的指標，但這些指標無法知道背後的

故事是怎樣。所以他沒有辦法代表我們的⽂化，但可以讓⼤家覺得說我們在員⼯這

⽅⾯...」（張宏尉） 

 

第四節、⼩結 

合夥制是常⾒於專業型服務機構的管理模式，但合夥並不意味著合作。四⼤會計師事務

所為了業務成⾧，削價競爭、⼈⼒不⾜等成本⾼考量之下，讓員⼯疲於「⾧⼯時」⽽造成的

⾼流動率，反觀同樣⾝為會計產業領導品牌的嘉威，卻能在獨特的策略選擇下，配合家族⽂

化形塑的向⼼⼒凝聚各階層員⼯，達成組織和營收擴張的⽬標。關於嘉威和四⼤各種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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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如以下： 

表 8：嘉威、四⼤⽐較表 

 嘉威 四⼤ 

組織規模 200 多⼈ （台灣⽅⾯） 

1,500~3,800 ⼈ 

是否為家族企業 是 否 

流動率 3%/年 20~30%/年 

業務選擇 僅輔導客⼾成為上市櫃公

司，客⼾成為上市櫃公司後

即不承接審計業務 

提供上市櫃公司審計服務 

合夥⼈數 11 位 

（未來新增 15 位） 

80~150 ⼈ 

⼈才招聘 僅聘⽤新⼈ 新⼈、有經驗⼈⼠皆聘⽤ 

加班情況 不常加班 常加班 

合夥⼈篩選標準 正⾯積極利他 業務能⼒ 

分組⽅式 任何合夥⼈皆有管控嘉威內

部任何成員的權⼒ 

合夥⼈僅能管控⾃⼰負責的

線底下的成員 

是否獲得 B 型企業認證 是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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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發展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詮釋性個案研究，探究嘉威為何即便⾝在流動率⾼的會計產業之下，如何

藉由正式所有權和⼼理擁有感達到穩定⼈⼒並持續發展業務的可能性。以下將提將發現拆分

為理論與實務意涵進⾏討論。 

 

第⼀節、理論意涵 

⼀、 家族企業 

 

嘉威為家族企業型的專業型服務機構，常⾒於華⼈家族企業的家⾧式三元領導

（Fukuyama, 2004 [1995]; Yeung, 2000; 李宗榮, 2007 ）也可以在嘉威組織中發現。即便有經營

者會議決定組織發展⽅向，針對少數沒有共識的事項，所⾧具有最終裁決權。本研究發現，

家⾧式三元領導中的「仁慈領導」、「威權領導」和「德性領導」（鄭伯壎，樊景⽴ 2000），在

嘉威⼤家庭的氛圍之下，所⾧和副所⾧分別扮演者嚴⽗和慈母的⾓⾊，將員⼯視為家庭成員

的⼀部分之下悉⼼照料; 也因為所⾧本⾝的成⾧經歷及⼈格特質，使得員⼯會將所⾧視為精

神領袖，向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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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般家族企業常有的「擔⼼升遷問題⽽難以招募⾮家族成員」、「家族和⾮家族成員

間的隔閡」、「家族內⾾」等（Fukuyama, 2004 [1995]; Yeung, 2000; 李宗榮, 2007 ），嘉威利⽤

產學合作招募新⼈，並於新⼈到職時告知明確升遷管道; 未來預計接棒的 15 未接棒⼈當中，

已經⾼達 10 ⼈並⾮家族成員; ⽽嘉威成功利⽤家族企業⽂化形塑的⽅式，讓組織形成嘉威⼤

家庭的氛圍，使家族和⾮家族成員間沒有隔閡;合夥制⽽產⽣的經營者會議，負責決議組織未

來發展，⼀同為組織的未來努⼒。  

 

另外，家⾧式三元領導相關⽂獻中較少探討到頭家娘的⾓⾊，卻也是嘉威得以形塑出

嘉威⼤氣氛的關鍵⼈物。學者⾼承恕（1999）提到，以企業經營的⾓度⽽⾔，或許是因為頭家

娘從公司成⽴初期就加⼊，也有可能是基於對她的信任，佔了⾼⽐例的頭家娘在企業的⾓⾊

定位為財務管理負責⼈。舉凡最低層次的「⼤家不想做的事情」到最⾼層次的「掌握財務管

理」都是頭家娘可能勝任的範圍。不過有趣的是，雖然頭家娘在企業扮演舉⾜輕重的⾓⾊，

卻不⾒得會有對應的⽀薪。頭家和頭家娘常扮演互補的⾓⾊，頭家娘具有母親特質，可以因

為親切成為員⼯想要分享內⼼事的對象，也因為⾧時間於內部觀察到許多細節，頭家娘也會

是⽼闆和員⼯之間的溝通橋樑。但上述的特⾊並⾮受到每個⼈歡迎，所以頭家娘如何平衡對

內掌握的權⼒及不⼲涉過多都是需要練習的部分。伴隨著組織⽇益茁壯，企業通常會給予頭

家娘合適的職稱，但不少頭家娘仍習慣接受「某太太」、「某⼩姐」、「⽼闆娘」等稱呼。 

 

⼆、 專業型服務機構 

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專業型服務機構，以專業的會計⼈⼒，提供全台 3000 多名

企業⼀站式的服務。以合夥制降低代理問題，達到每年超過新台幣 3 億元的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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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如何穩定專業型服務機構的⼈⼒，已經和過往在乎的專業型組織機構如何和官僚

是組織進⾏調和有相同的重要地位（Andrew, 2010）。由於知識累積需要⼀定的時間，專業型

服務機構多半會喜歡聘⽤具有相關經驗的⼈員，卻也常在培養員⼯能⼒的同時，讓員⼯會因

為其他組織開出較優渥的條件⽽選擇跳槽。因此嘉威反其道⽽⾏，僅聘⽤新⼈並形塑出嘉威

價值觀，凝聚專業⼈員間的向⼼⼒降低流動率，並以系統傳承專業知識，使組織在⼀步步擴

⼤的過程當中，保有最初的凝聚⼒以及達到專業知識傳承的⽬標。此外，所有會計師皆可管

理嘉威內的員⼯。會計產業常因承接上市櫃公司的審計案件⽽過度加班，嘉威選擇性專注於

提供⾮成為上市櫃公司的諮詢服務，免除過度加班的業務。綜合上述，嘉威的向⼼⼒創造出

每年僅 3%的流動率。 

 

三、 正式所有權/⼼理擁有感 

正式所有權的使⽤，將員⼯和企業視為⼀體（Oliver，1990），即使員⼯沒有正式所有權

（例如：認股權），⼼理擁有感依然可能存在（Etzioni, 1991; Furby, 1991; Mayhew, Ashkanasay, 

Bramble, & Gardner,2007）。嘉威同時具有正式所有權和⼼理擁有感，且無論是否擁有正式所

有權，皆會有⼼理擁有感。正式所有權⽅⾯，合夥制使 15 位合夥認得以議決公司未來發展⽅

向，並且享有優先分配利潤的權利; 對於沒有正式所有權的員⼯⽽⾔，嘉威形塑出的⼤家庭⽂

化，使得每個⼈的職涯發展⽬標可以和組織發展⽬標做連結，並且願意在組織規模擴⼤的過

程當中，積極投⼊⼯作，並且撥出時間協助組織內的其他成員。 

 

四、 B 型企業 

B 型企業認證由美國 B 型實驗室（B Lab）所提倡及審核。倡導讓所有企業競爭的⽬標

不在於成為「世上」最好的企業，⽽是對「世⼈」最好的企業。嘉威將員⼯視為價值排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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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位，不僅降低員⼯流動率，更是獲得 B 型企業認證的肯定。然⽽，B 型企業認證採⽤的

BIA 認證標準，對於實際情況的描述仍有⼀段落差。舉例來說，BIA 對企業的認定只有公司

制⼀種，但嘉威⾝為合夥制，對於盈餘分配的做法和公司⾄有些許差異，也會到得分表現上。

另外，西⽅強調任何⾏為皆須⽤數字表達成效，這點較少出現在東⽅的管理思維當中。未來，

發源⾃美國的 BIA 認證如何調整，讓更多亞洲企業可以適應，實屬⼀⼤挑戰。 

 

第⼆節、實務意涵 

⼀、 針對專業型服務機構及會計產業 

專業型服務機構為知識密集產業，諸如會計產業、律師、顧問等皆為專業型服務機構

的代表，⼈為其組織發展的重要資本。不過，突發性業務暴增及知識傳承不易，都會增加專

業⼈⼠流動的機率。 

 

「那我覺得你應該也知道在四⼤的⽣活作息⽐較不正常，那因為我⾃⼰和⽼婆有⼩

孩，我會覺得太少時間陪⼩孩，⽽且回家都蠻晚的，那其實我當到經理，快升協理

了，我預期未來也不太會改變，那我也去跟我以前勤業的 partner 談過。那因為其

實現在四⼤的環境也不⼀樣了，那不是你願意就可以升上⼤所的合夥⼈，因為以⽬

前來看，⼤所⼀年⼤概只升三到五個合夥會計師，那其實機會太少，回過頭來說，

你無法在那無法晉升到合夥會計師，那這樣的⽣活就會持續到你退休。我覺得家庭

是第⼀個考量的地⽅，第⼆個就是我後來覺得說在這地⽅⼯作上如果沒有辦法再往

下⼀步⾛，那其實很重要，當然或許⼀開始在那邊⼤所的待遇可能會⽐我們嘉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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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可是如果以發展性和未來的期望值來說，或許勤業就不會是我最後的選擇所

以我後來選擇來到嘉威」（Ｅ，資淺⾮家族成員） 

 

專業型服務型產業中，會計產業扮演政府和社會⼤眾溝通的橋樑，為了配合政府法規

及報告出具時間的緊迫性，常有過度加班的現象產⽣。此外，採⽤合夥制降低代理問題，卻

也因為近年會計產業的審計業務量趨於飽滿⽽沒有提供過多的升遷選項。綜觀「⾧⼯時」和

「升遷不易」，都已經降低畢業⽣選擇投⼊會計的動機，同時也提⾼了組織內的流動率。當會

計師事務所已經⾯臨削價競爭的差異化，策略選擇以及相關⼈⼒配置的重要性就顯得不⾔⽽

喻。 

 

⼆、 針對嘉威 

針對嘉威的⽬標「2022 年以前成為台灣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及 2032 年以前成為亞

太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本研究有以下建議。依「2018 年會計產業⽩⽪書」的統計數據來

看，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主⼒為審計業務，卻和國外趨勢相反，顯⽰我國會計產業仍有⼗⾜

的空間可以發展⾮審計業務。相關的⾮審計業務包含近年興起的鑑識會計、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等，嘉威⾝為全台第⼀家獲得 B 型企業認證的會計師事務所，可以提供 SROI 等相關⾮審

計業務，作為和其他同業的差異化策略。 

 

建⽴將員⼯視為家⼈且⽤⼈唯才的價值前提之下，嘉威選擇性以輔導企業成為上市櫃

公司，且於成功上市櫃後將業務交由其他事務所承接。正因為如此，嘉威即使⾝在流動率極

⾼的會計產業之下，也能穩定⼈⼒向成為最頂尖的會計師事務所⽬標邁進，並達成每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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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率。 

 

三、 針對想申請 B 型企業認證的組織 

B 型企業的概念近年逐漸在台灣受到重視，通過 B 型企業認證的家數也不斷上升中。不

過，每兩年⼀次的覆核中，不少企業因為預算或者企業體質等關係⽽被取消資格。對於往後

想要申請成為 B 型企業的組織來說，⼀定要先想清楚申請 B 型企業的起⼼動念為何。若當動

機只是為了⾏銷考量，往往會因為預算、審查條件嚴格⽽選擇放棄。期望世界上有更多企業

響應成為「對世界好的企業」，⼀起改變現有商業模式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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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第⼀節、研究結論與貢獻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質性個案研究，擬定假設後，再藉由訪談個案公司的「⾼階家族成員」、

「初階家族成員」、「⾼階⾮家族成員」和「初階⾮家族成員」，最後以所⾧的分享作為佐

證，針對研究問題得出以下結論： 

（⼀）專業型服務機構如何降低⼈才流失的問題？ 

專業型服務組織採⽤的合夥制可以降低代理問題，卻無法讓優秀的⼈才彼此合作，除此

之外，當其他組織提供更好的薪資福利時，往往會造成專業⼈才跳槽的可能性。換句話說，

如何讓員⼯認同組織並且相互合作，是留任專業⼈才的⼀⼤考驗。 

（⼆）家族企業的管理⽅式如何調和專業型服務機構的⼈才留任？ 

其次，本研究個案也印證使員⼯具有⼼理擁有感可以降低流動率，更進⼀步發現常⾒於

華⼈社會的家⾧式三元領導，其中的仁慈和德性領導若能再配合家族企業形塑組織⽂化時採

⽤的系統⽅式進⾏價值觀傳承，此套⽅法同時也可以應⽤在專業型服務機構的專業知識傳承

上。 

（三）家族企業的管理⽅式如何調和專業型服務機構的⼈才留任？ 

最重要的是，對於專業型服務機構⽽⾔，⼈是企業經營最重要的資產。專業型服務機構

常會有突發性的業務量暴增，卻只能以常態性⼈⼒應付，往往使員⼯不堪負荷⽽有離職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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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本研究認為建⽴在成為對世界好的企業前提之下，嘉威選擇專注於輔導企業成為上市櫃

公司⽽捨棄會造成⾧時間加班的審計業務，得以降低流動率，也進⼀步獲得 B 型企業認證，

證明嘉威得以兼顧商業發展和照顧各種利害關係⼈，也成功創造出組織和員⼯⽣活間的雙

贏。 

 

⼆、研究貢獻 

本研究有以下貢獻。⾸先，本研究為台灣 B 型企業研究領域提供實務個案研究，以及

提供對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或會計產業有興趣的⼈多⼀份實務觀點。此外，B 型企業⾸先

發源於美國，通過認證所使⽤的 BIA 尚未中⽂化，不僅如此，題⽬偏向西⽅觀點的組成，也

會和東⽅企業經營理念有些不同。本研究藉由觀察台灣通過 B 型企業的個案-嘉威，透過質性

訪談探究認證背後無法反映的事項，期許能作為認證於東⽅推廣時的助⼒，以及推動台灣更

多的企業可以響應成為 B 型企業。 

 

其次，研究個案結合了家族企業和專業型服務機構兩種特性的組織，也是⽬前台灣較

少的研究類型。本研究也很榮幸有機會訪談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張威珍，從他過往的

⼈⽣經歷中，奠定事務所整體營運想朝對世界好的⽬標邁進的起⼼動念。期望嘉威的策略及

⼈⼒資源管理⽅式，可以拋磚引⽟解決會計產業⼯時過⾧、⼈才流失嚴重等問題，做為改善

⼤環境困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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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研究限制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訪談和次級資料為主，主要來⾃個案公司的「⾼階家族成員」、「初

階家族成員」、「⾼階⾮家族成員」、「初階⾮家族成員」和所⾧，個案⽬前為兩百多⼈的規模，

7 ⼈的訪談內容並無法完整代表組織的經營⾯向。受限於取得資料的充⾜程度，及訪談時間的

⾧度，較無法呈現策略對於組織整理從最初到⽬前的影響。另外，礙於研究個案的客⼾等資

訊較為機密無法取得，無法對 B 型企業所強調的多重利害關係⼈進⾏多⾯向的分析。雖然盡

⼒於平衡報導組織成效，會在不同觀點的提供上稍嫌不⾜。最後，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證明

其策略的可⾏性，但Ｂ型企業等認證指標本⾝需要量化才能⽐較，故本研究缺少相關的量化

數據再次證明推論屬實。除此之外，若能增加類似性質個案的研究數量，相信都會對於掌握

B 型企業認證背後沒有透露的故事有更充分的把握。 

 

⼆、後續研究建議 

（⼀）追蹤研究個案後續 

嘉威於 2012 年訂⽴了 2022 年及 2032 年的發展⽬標，本研究結束時間距離此兩個⽬標

時間點尚有⼀段距離，組織擴張的規模當中，研究個案是否能持續依現有的⽅法維持競爭優

勢及⼈員穩定，⼜或是發展出新的模式因應變化，都是未來研究值得關注的⾯向。 

 

（⼆）研究⽅向建議 

近年來，越來越多企業想要成為對世界好的企業，礙於 B 型企業⾄今仍未全⾯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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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快速普及，若能找尋國內外類似性質的個案，可以更深⼊探討了解差異，作為企業如何

擁抱 B 型企業價值觀的參考，也補⾜本研究僅以嘉威單⼀個案作為研究對象。 

 

此外，本研究試圖以質化⽅式找出 B 型企業認證指標無法呈現的情境脈絡，未來若能再

以發放問卷給嘉威整體員⼯的話，可以達成質化和量化相互補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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