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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啟鴻推動綠色經濟打造永續台灣
吳明敏談農業生技創新與全球布局
黃永仁結合志同道合夥伴打造玉山
紐約大律師解析國際法遵最新趨勢
與時俱進的菁業獎入圍名單大揭曉

為促進台灣農業升級與轉型，成為科技化、年輕化、高競爭力且所得穩定的產業，

農業生技產業為發展重點方向。其中資金扮演重要角色，金融體系資源如何發揮，

支援農業生技在創新及改變的過程中各項資金需求，將是至為重要的關鍵。

定價：新台幣220元 特價：新台幣180元

本雜誌總收入半數將捐助「資深金融人才社會回饋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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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札

EPS是社會大眾耳熟能

詳的概念，代表一個

經濟體在一個年度或季度的獲

利狀況，是典型的損益表思維；

這個概念當然有其重要性，然而

過度重視或盲目追求卻經常會

暗藏禍端。反觀資產負債表所

代表的，則是努力成果長期積

累的綜合表現，其中資產或負

債相關概念涉及嚴謹複雜的評

價作業，是追求永續經營的經濟

體更應該關心的核心課題，可是

卻難以簡化成像 EPS這樣淺顯
易懂的數據指標，以至於雖然更

加重要卻往往為人所忽略。當整

個社會經濟體系缺乏資產負債

表重視品質與潛在風險的嚴謹

思考，短期損益表思維充斥的代

價可能會極其慘重，個人如此，

企業亦復如是，產業或國家其實

又何嘗不然，值得識者警惕！

談到長期價值的經營或創造，

生活周遭其實就有很多很好的例

子可以借鏡，宜蘭經驗堪稱就是

長期價值創造最經典的案例之一。

曾經，宜蘭人常以家鄉的發展落

後及自己的鄉音未改而略顯得靦

腆；如今，宜蘭的好山好水好人

文，不只吸引許許多多的人移入

置產，雪隧每逢假期車子大排長

龍的景象更成司空見慣。宜蘭，

由偏鄉蛻變成移居與旅遊休閒天

堂，毫無疑問，價值源於陳定南、

游錫堃、劉守成以至林聰賢歷任縣

長，對家鄉建設的長期堅持與傳

承。談到建設，難免就要面對短

期利益與長期價值、少數人利益

與多數人福利的抉擇，如果不是

歷任縣長與宜蘭人長期堅持，堅

定拒絕許多可能導致前面的努力

功虧一簣的短期利益誘惑，如今

的宜蘭價值不可能如此凸顯，宜

蘭鄉親不可能普遍以家鄉為榮！

回歸銀行產業其實亦可以看

到長期價值創造的經典案例。

1989年，《銀行法》修訂開啟

了民間申請設立銀行的大門。在

眾多申請籌設的新銀行當中，玉

山銀行是沒有知名財團支持或政

黨作為後盾的一個特例，因此當

時很多人質疑這家銀行究竟能有

多大的發展空間；可是 25年不

到的時間，玉山銀行不只已經

發展成金控，不僅在國內素有

銀行業模範生的美譽，在海外布

局上更獲得相當亮麗的成績，

今（2016）年 3月更在緬甸政

府委託國際貨幣基金（IMF）專

家組成的評審團嚴格篩選中脫穎

而出，成為第一家取得緬甸門票

的本國銀行。檢視玉山銀行的發

展路徑可以發現，這家銀行打從

一出生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從優

質的服務品質出發、深耕普羅大

眾與中小企業，到引進跨領域的

新進人才、營造創新生態環境，

以致積極發展數位金融等，其中

沒有任何一條路可以輕鬆速成，

而且過程中還捨個人獎金誘因的

同業常見做法，堅持以兼容績效

考核精神的團體獎金驅動團隊合

作，當這些不走捷徑、不抄短

路、不走後門與不迷信個人獎金

誘因機制的堅持成為玉山獨特的

企業文化，呈現在國人面前的玉

山就會有不一樣的特質。

除了玉山銀行之外，重視長期

價值創造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踐的

好銀行其實還有很多，像國泰世華

銀行在綠能金融的用心，相信不僅

在國內是開風氣之先，隨著海外布

局深耕東南亞，有朝一日更可望

成為另一種的台灣之光；同樣，

合作金庫以公股民營屬性，率先發

展逆向型房貸的銀髮金融商品，

相信對台灣人口快速老化的問題

一定可以產生很大的助益。近來

國內外金融產業適逢多事之秋，

不只銀行業者應該多加借鏡警惕，

金融主管機關與公股銀行管理機

構也應該從中獲得啟示！

銀行經營短期績效之外
更應重視長期價值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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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2007年爆發的

美國次級

房貸風暴，以及隨後於 2008
年蔓延擴大的全球金融海嘯，

雖然幸賴各國共同推出強力的

寬鬆貨幣與財政政策，使得危

機在 2010年迅獲紓解，但
是自從進入後金融海嘯時代以

來，全球經濟普遍陷入低迷不

振之困境。

曾任美國財長與哈佛大學

校長的國際知名經濟學者

Lawrence Summers，在約 3年
前即已指出全球因需求不足，

陷入「長期性成長停滯」的危

機。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於 2014 年 10
月更進一步提出全球經濟將進

入新平庸（New Mediocre）
時代之說法。

全球將進入新平庸時代

拉加德根據 IMF所提出如圖

1所示的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指出全球經濟成長率在 2015
年之後將呈現近乎躺平狀態，

不僅低於可達成的潛在成長率，

也低於過去的平均水準。她分

析主要導因在於：2008年金
融危機以來，全球失去了驅動

成長引擎之動能；而且全球對

未來成長的欠缺信心與悲觀預

期，使得投資與消費意願普遍

低落，進而使需求疲軟、低成

長的預期成真，此更強化了對

前景的欠缺信心，導致低信心、

低需求與低成長的惡性循環。

經濟成長的動能，長期取決

於供給面，短期則主要受制於

需求面。詳言之，長期經濟

成長所仰仗者，主要是供給面

生產能量之擴張、生產技術之

進步，以及制度與結構之改革

等；而短期經濟景氣則與消費、

投資及出口需求之強弱高度相

關。全球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困

境，就是在供給面與需求面同

成長動能漸失
全球經濟面臨困境

許嘉棟
現職：台灣金融研訓院榮譽顧問、東吳大學講

座教授、臺灣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
經歷：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中研院經濟研

究所所長、央行副總裁、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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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喪失了成長的動能。

供給面欠缺成長動能

全球經濟成長之歷史清楚顯

示：幾項大幅提升生產力的重

大發明所啟動之工業革命，是

驅動全球長期經濟成長之引

擎。其中包括由蒸汽機啟動的

第一次工業革命（稱為機器時

代或蒸汽時代）、電力帶動的

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器或電力

時代），以及由電腦與資訊科

技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電

腦革命、信息時代）。這三次

工業革命皆屬「破壞性創新」，

雖曾對不少舊產業及工作機會

帶來衝擊，但都大幅提升了整

體經濟的總生產力，引發諸多

資本形成，進而創造了許多新

產業與就業機會；故對過去近

200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產生了
重大的驅動作用。

近幾年由德國的「工業 4.0」
所衍生啟動的所謂第四次工業

革命，著重於數位化資訊的整

合應用，以及人工智慧、機器

人與生物科技等的發展。這一

次的工業革命迄今尚未顯現引

人注目、可能大幅提升全球生

產力的重大創新發明，但部分

發展例如人工智慧與機器人，

已引起是否將產生「科技取代

工作機會」（以及進一步惡化

（圖 1）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率走勢及預測

資料來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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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配）的疑慮。不少專家

也持續警告金融從業人員：方

興未艾的金融科技發展，可能

將使大量現有金融業工作機會

消失。

以上所述為近期的科技研發

與創新，尚乏足以令人振奮、

大幅提升生產力的革命性改

變，且可能不利於就業。在另

一方面，全球近幾年又面臨嚴

重產能過剩的困擾。中國大陸

自從 1990年代大步走向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採取「建設投

資導向」的晉陞機制；為了因

應金融海嘯對景氣之衝擊，於

2009年且提出高達人民幣 4
兆元的建設支出方案；再加上

中國政府大力扶持國營企業與

高新產業之發展，這幾項因素

共同締造了許多產業在中國大

陸以及全球產能過剩的嚴重問

題。任何產業一旦被大陸大力

發展，都形成供給過剩的災難，

包括鋼鐵、煤炭、水泥、造船、

太陽能等。

陷入資產負債表式之衰退

在需求方面，則有幾項主要

因素共同導致全球需求力道的

疲弱。其中最重要者是：金融

危機後的去槓桿化，引發「資

產負債表式之衰退」。

在金融危機前，歐美等先

進國家的企業與家庭大幅舉

債從事投資（含股票及房

（圖 2）日本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借款占GDP比率

本圖引自：Richard Koo, ”Surviving in the Intellectually Bankrupt Monetary Policy Environment”,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Augu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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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投資）；金融風暴使這

些投資者蒙受重大的財務或

財富損失。為了彌補虧損、

改善財務狀況、重建財富，

企業與家庭多積極去槓桿化

（De-leveraging），減少投資、
消費與融資借款。金融機構為

了彌補金融風暴帶來之損失、

改善其資產負債結構，亦縮減

對外放款。此二方面的調整，

共同導致需求之下降，進而使

整個經濟陷入旅日知名經濟學

者辜朝明所謂的「資產負債表

式之衰退」（Balance-sheet
recession）。
辜朝明所提出的「資產負債

表式之衰退」，對日本何以自

1990年代起陷入「失落的 20
年」，有極具說服力的解釋。

圖 2顯示日本的非金融企業
部門的借款占GDP比率，在

1990年之前與之後有極為重大
的變化。此外，該比率在金融

海嘯後再次出現負數。

圖 3也清楚顯示，美國的民
間部門（尤其是家庭部門），

自2007年次貸風暴爆發之後，
由於去槓桿化之作用，剩餘儲

蓄（financial surplus）占GDP
比率有大幅度的提升。

需求萎縮的其他導因

除了去槓桿化之衝擊，導致

需求萎縮的主要成因，還有以

下幾點：

1.政府財政支出趨於保守。
接續在全球金融海嘯後爆發的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德國

對穩健財政之堅持，使得各國

政府的財政支出走向保守。

2.大陸經濟成長減速與「去
產能」，降低全球需求動能。

中國大陸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

獻 率， 在 2009 至 2011 年
期間超過 50％，2015年仍
達 30％；對各種國際原物料
需求之占比，亦居高不下。近

幾年大陸成長減速，邁入「新

常態」，嚴重影響國際景氣以

及原物料需求與價格。此外，

自 2016年啟動的「供給側改
革」，將「去產能」列為重要

政策方向之一，亦抑制了中國

的投資需求。

3.人口老化與所得分配惡
化。許多國家的人口趨於老

化，民眾基於養老之需要，

乃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又

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化
與金融全球化等因素，帶來所

得分配嚴重不均之副作用。由

於通常高所得者的邊際消費傾

向，比低所得者為低，故所得

分配惡化也有降低整體消費的

作用。

面對此一產能過剩、欠缺重

大技術突破，且又需求萎縮的

經濟困境，全球應該如何因

應？有無脫困可能？如何脫

困？限於篇幅，容下次為文繼

續討論。

（圖 3）美國各部門的剩餘儲蓄占GDP比率

本圖引自：Richard Koo, ”Surviving in the Intellectually Bankrupt Monetary Policy Environment”,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Augu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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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財經法界開始一項寧

靜的再造企業法制工程，

擬突破以往總是小幅修補的格

局，全盤翻修《公司法》。這

艱鉅的任務肩負小英總統推動

重大財經改革的決心，但如成

功，當然有助於提升台灣企業

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分享一些

心得供推動者參考。

先從引進有限合夥（limited
partnerships，簡稱 LP）談起，
因為《有限合夥法》去年才生

效，是最新出爐的企業法。而

且 LP攸關創投產業：台灣的經
濟成長與轉型都已趨緩，有賴

擔任民間投資火車頭的創投業

者，加一把洪荒之力，多募基

金、多做投資。LP制創投基金
的特色詳見表。

有限合夥雙重課稅的問題

但迄今企業界都在觀望。何

以又徒法不足以自行？關鍵是：

雙重課稅！欠缺直接歸戶的配

套措施（國外稱之為 tax pass-
through，即「穿透」），有意
者當然卻步；台灣的 LP也就獨
步全球：移植來台與產地原味

就是大不相同！

稅務機關的立場很簡單：只

要是營利法人，就要依《所得

稅法》課稅。但這份堅持實宜

斟酌，原因如下：

首先，我國稅制一向不能只

檢視《所得稅法》，1960年
制訂的《獎勵投資條例》亦為

實質稅法之一環，1984年財
政部部長徐立德引進創投基金

新制時，為謀迅速推動，借用

國人慣用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型

態，但特別增訂第16之1條，
規定創投公司因出售股票獲利

而分配盈餘，不予課稅。這個

特殊設計等同歸戶，有效避免

雙重課稅，土法煉鋼頗為實

惠！

再者，如法人皆須課稅，則

再造企業法制：
從引進有限合夥談起

現職：中華開發金控公司資深副總經理、中華
開發創投公司董事長

經歷：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總經理、行政院經建
會亞太營運中心主任、理律法律事務所
合夥人、東吳大學法研所暨臺灣大學國
企所兼任教授

劉紹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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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末李前總統登輝任內所

推動「兩稅合一」（全面消除

雙重課稅）的理念即非妥當。

反之，傳統的合夥事業並非法

人，卻仍是《所得稅法》上的

營利事業，足證課稅與否和是

不是法人，其實無關。由此亦

可見：課稅也要講究政策邏

輯！

第三，直接歸戶絕非租稅獎

勵！歸根究柢，有限合夥無非

一紙「投資協議」，僅為便於

行使權利能力允予法人地位，

就對約定課稅，既不符公平正

義，對投資行為課稅也不合

理。

第四，雙重課稅的後遺症無

窮，譬如使台灣的 LP自外於國
際，不利國際接軌及募資。

第五，稅務機關的苦衷無非

是怕少收稅，但目前實無稅基

可被侵蝕，因為沒什麼人申

請。LP只不過是「被動的投
資管道」（passive investment

國際慣例 全球通行（只有我國係採股份有限公司制）

採用原因
行政院經建會於 2003年有鑒於推動創投基金或私募基金，及
促進創新及產業升級，宜回歸國際通行之有限合夥制，故開始
研議並進行委託研究

目前實務
有限合夥法實施後，政府已開始積極宣導，創投業者亦積極研
究此一新制

法人人格 具備權利能力

籌資風險
以有限合夥契約妥予規範分次注資（on call），有限合夥人多
為機構投資人，反悔承諾之風險甚低

管理機制
與目前創投公司委外經營制不同，一般合夥人依法享有經營權
責，比較符合管理權分治及專業管理之旨

可操作性 簡便機制致可操作性高，故通行於全球

國際引資 較接近國外制度，無需太多說明，便於國際引資

出資規範 按請求注資（on call）之約定，較具彈性

內部報酬率
（IRR）

因採請求注資之方式，且可於存續期間重複利用資金，IRR可
能較高

推案時效 因內部作業較公司制便利，比較可掌握投資時效

投資保護 依《民法》與《有限合夥法》，且有限合夥人可予諮詢

租稅措施
目前依「兩稅合一減半」等機制，仍有雙重課稅；而國外則「穿
透」歸戶於投資人，並無雙重課稅

機密性 無董事會或監察人，更易保護商業機密

（表）有限合夥制創投基金特色

資料來源：劉紹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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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與一般營運事業體
（active business）截然不同，
既不營運，不必擔心所有營運

中的公司會轉為有限合夥而規

避課稅。

第六，以往對類似之信託基

金，一直認為不必課稅，而可

直接歸戶，故對 LP不應厚彼薄
此。

法制再造必須對症下藥

「全盤」改革知易行難，好

比行車中做一個 180度大轉
彎，必須兼顧注意安全與效率。

台灣發展創投伊始，從權借道

公司型態，迄回歸有限合夥正

途，一晃已逾30餘年；《有限

合夥法》從草擬到立法，也早

逾13年，上述課稅爭議顯示改
革尚未成功，這尚且只是企業

法制的小幅修正，都已曠日廢

時。

有限合夥的課稅問題也顯示：

企業法制是環環相扣的整體機

制，不只是一些法條，甚至不

只是一部法典而已。主事者如

果要「全盤」再造企業法制，

就必須借重上述經驗，深入了

解影響企業運作的整套生態系

（ecosystem），而不僅只咀嚼
法條，或抄襲國外，否則可能

縱然形似亦未必神似，落實更

是免談。

法界皆知 19世紀初法國制
訂的拿破崙法典十分先進，如

企業法制影響企業整體運作甚鉅，制訂者應深入了解整套企業運作生態系，方能讓再造法制對症下
藥。

達
志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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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受壓而貿然跟進，恐流於

因襲。所幸法學大師薩維尼主

張先搞懂歷史與習慣，所以德

國民法典雖然遲了數十年才制

訂，但沒有適應不良症。

再造企業法制的關鍵未必是

翻修《公司法》，而是對症

下藥。在上世紀末主持經建會

「公司法全盤修正」首度委託

研究，因此學到兩個教訓：第

一，如無主政者卯力支持，則

事不可為；第二，全身動手術

不如針對重大器官下刀，之後

起草、推動《金融控股公司

法》、《企業併購法》，乃至

於《有限合夥法》，因此皆略

有所成。

台灣公司法典板塊糾結

台灣的公司法制一向以防弊

為出發點，如要落實興利，勢

須檢討出所有病灶，才能全盤

根除。結構方面，主要病灶是

公司法典居然有證券交易的規

範；證交法又有涉及本屬公司

法的規定，板塊糾結，必須再

予梳理，而非僅翻修公司法

典，這才是「全盤」的解決方

案。

公司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

它反受台式資本登記的奴役！

公司登記並非普世制度，在我

國實務上其實極易滋生爭議，

近有 Sogo案之殷鑑。
先進國家不必登記實收資

本，估值就可單純化，也不必

依賴「技術股」。創辦人或重

要員工依每次估值引資，持股

就可免於稀釋，以維衝刺的誘

因，這是國外公司法制促成新

創事業的優越之處。

所以，全盤翻修者宜注意：

僅推動無面額股份不是萬靈

丹，關鍵在於廢止資本登記。

如無須資本登記，其他公司登

記事務更無必要，但去化公

司登記制度，其衝擊恐不低於

以 ETC淘汰高速公路的人工收
費！

「產業政策法典化」怪象

我國公司法制充斥「產業政

策法典化」的傾向，即公司法

制（不只是法「典」）漫佈一

般外國公司法上所沒有的價值

觀及意識型態，而以類似政策

的手法嵌入《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上市櫃法令，甚

至企業稅法等相關規定，諸如：

為確保「公平」，或保護「弱

勢勞工」，我國《公司法》對

上市公司的現有股東及員工有

優先認股權，以致引進策略投

資人或併購窒礙難行。

又如，對公開發行公司的員

工認股選擇權，訂有許多強制

規定，而《稅法》又幾乎是逼

認股者先繳所得稅，也是舉世

特例。

同理，我國公司法制潛藏許

多金融管制的規定，如不樂見

投資公司、轉投資比例限制（業

已昇華為對大陸投資限制）、

公司資金運用限制、公司營業

範圍（名為負面表列，但因條

碼化實為正面表列）。在權威

的公司登記制度之下，公司章

程的內容與特別股發行條件僵

硬，雖是私人契約，政府不准

就沒轍。

10餘年前互聯網與行動通訊
開始盛行，我曾申請解釋何謂

「會議」，結果《公司法》修

正並引進「視訊會議」，但迄

今對國外行之多年的電話會議

或書面同意都不予承認！

再造企業法制急不來，卻也

不必急，因為從 2008年開放
外商（台商）以境外公司申請

第一上市（櫃）以來，雖僅釜

底抽薪，以上諸多實務問題已

略紓解。身為《公司法》的老

教書匠，我極樂見有意義的大

翻修，但推動有限合夥新制 10
餘年來且戰且走的做法，十分

艱辛，不值仿效。

難得這次全盤再造企業法制

渥蒙總統的支持，必須落實相

關準備，企盼草案也有總統級

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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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天下

德
意 志 銀 行（Deutsche
Bank）1870年成立於德

國柏林，是德國第一大的銀行和

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機構之一，

總部設在萊茵河畔的法蘭克福，

截至 2015年底，德銀資產規
模已達 1.69兆歐元。雖然德意
志銀行股份公司的名字是採用該

國國家的名稱，但它是一家私

人擁有的股份公司，其股份在

德國所有交易所進行買賣，並

在巴黎、維也納、日內瓦、巴斯

萊、阿姆斯特丹、倫敦、盧森

堡、安特衛普和布魯塞爾等地

掛牌上市。

然而，最近它遭受了很多

負面的新聞。例如，2008年
爆發之倫敦銀行同業拆款利

率（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操縱弊案，在

2015年 10月 29日，被美
國懲罰 25億美元。
在 2005∼ 2007年，德意
志銀行發行並承銷的住房抵押

貸款支持證券（RMBS）和相

關的證券化活動有不良銷售行

為，這些投機生意很大程度上

給消費者造成了巨大損失，引

起民事索賠問題。在 2016年

9月，美國司法部要求德意志
銀行支付 140億美元
緊接著，在 2016年 10月

1日，義大利米蘭檢察官起訴

6名德意志銀行現任及前任經
理，以及野村 2名前任高管和
義大利西雅那銀行 5名員工，
罪名是於 2008年涉嫌與該國
第三大西雅那銀行共謀偽造這

家義大利銀行的帳戶，透過交

易來隱藏衍生性商品的損失。

在2016年6月29日，IMF
發布〈金融系統穩定性評估〉

報告中表示，在全球系統重要

性銀行中，德銀「似乎是系統

性風險的最大淨貢獻者」。從

統計資料來看，德銀衍生性金

融商品曝險部位高達 75兆歐
元，是德國國民生產總值GDP
的 20倍，更可能是歐盟的 5
倍。

德意志銀行事件：
德國嚴謹守法的傳統文化何在？

現職：實踐大學財務金融系所講座教授、花旗
銀行（台灣）獨董

學歷：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博士
經歷：臺灣大學財金系專任教授、總統府財經

諮詢小組委員、天津南開大學及廈門大
學長江學者、臺灣銀行與臺灣金控獨董

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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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法銀行。美

國司法部根據那些

銀行的「罪行」大

小，發出了超巨額

罰單：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罰款 26億美元、
高 盛（Goldman
Sachs） 罰 款 51
億美元、花旗集團

（Citigroup Inc.）
罰款 70億美元、
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 Chase）

罰款130億美元、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罰款

167億美元⋯⋯。
幾年中，美國政府總收到

1,100億美元罰款。幾百家中
小型銀行就此倒閉，罰款本身

就像是清潔人類身體壞的膽固

醇，殺死了殭屍銀行，讓美國

金融界走向健康，這讓美國銀

行業瘦身，美國不需要這麼多

銀行。

美國政府也查到了德意志銀

行，發現許多投機金融項目的

背後都有德意志銀行的影子，

也可謂德意志銀行也承作極端

風險項目，其損傷的影響和危

害比起美國本土的銀行可說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德意志銀行

也自知有一天它將被刊登和揭

國際信評機構標準普爾

（S&P）於今年 7月，將德銀
評等展望降至「負向」，認為

該行的管理階層在執行重群組

原則上面臨挑戰；同月，德銀

美國分行未通過美國聯準會

（Fed）的壓力測試，但勉強通

過歐盟的壓力測試。美國金融

界都看不下去，說它是「世界

上最危險的銀行」。

雖然德意志銀行一直試圖向

投資者和客戶保證，可以抵禦

法律訴訟而承受的財政壓力。

德銀表示：「我們會出庭辯護，

目前沒有其他評論。」但是我

們還是要問：「德意志銀行怎

麼了？那個兢兢業業嚴謹守法

的德國公司何去了？」

百年老店出了什麼問題？

德國是採用「綜合銀行制度」

（Universal Banking System），

即德國的銀行可以同時經營金融

相關事業（如經營投資銀行業

務），也可經營非金融相關事業

（如持股實體產業）。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長年
來美國銀行業承作太多高風險

項目，唯利是圖所積累釀成。

為了挽救金融危機，以及由此

引發的經濟危機，美國付出了

高成本。所以 2008年金融危
機後，美國政府調查並且懲罰

德意志銀行負面新聞不斷、遭處罰，已影響人們對該銀行的信心與信任。

︽Sm
art

智
富
︾
月
刊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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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勢力想擠垮德意志銀行，借

這次機會散布謠言，造成不明

真相的人以為德意志銀行危機

重重。這裡要告訴大家，德意

志銀行的流動資金達到前所未

有的雄厚，現有 2,150億歐
元。走掉了10家對沖基金，我
們還有200多家，還有 2,000
萬客戶。但真實的故事又是如

何呢？

從商業銀行轉型投資銀
行，是喜？是憂？

為什麼巨額罰款會發生在德

意志銀行呢？德意志銀行從一

個立足德國本土的商業銀行

（commercial bank），發展成
躋身於國際金融界五強的投資

銀行（investment bank），是

露發布，它估計罰款在 20∼

30億美元，所以留存了 55億
歐元準備支付罰款。沒想到，

2016年公布卻是 140億美
元，大大超出預算。消息傳出，

德國社會及國際社會譁然，該

行執行長 John Cryan表示，
美國的罰款太高，德意志銀行

不可能接受。因為 2016年
第 2季度德意志銀行營業收
入 74億歐元，若德銀遭美國
司法部罰款，符合外界預期合

理的裁罰金額落在 54億美元
左右時，罰款占 2016年第 2
季度的營業收入比率為 65% 
（2016 年 6 月匯率 EUR/USD 
0.8905/1，等同於 83 億美

元）。如果不降低，德意志銀

行準備與美國政府上法庭。他

親自與美國司法部交涉，還算

幸運，幾天後據媒體報導（見

錢躍君，德意志銀行：一個銀

行帝國的震塌，2016 年 10
月 15 日），美國司法部同意

將罰款降到 54億美元。
金融業靠的就是人們對該銀

行的信心，給人信心的銀行是

穩健中有積極，不會只想到利

潤，德意志銀行的被處罰，造

成人們對該銀行失去信心，德

意志銀行在美國交易的證券立

即被人拋出 410萬股，德意志
銀行的股票暴跌，價格下跌 7% 
（詳見圖），許多客戶暗暗轉

向其他銀行，10家對沖基金撤
離德意志銀行⋯⋯，人們這麼

嘲笑：「皇帝已經裸體。」坊

間傳說，德意志銀行沒有 140
億美元來支付罰款，流動資金

緊缺，正希望德國政府伸出援

手，否則將面臨破產，儘管

這些傳說被德意志銀行和政府

否定。但無論如何，德意志銀

行的資本占總資產的比率太低

（3.5%），96%的營業額都
是靠貸款。如果遇到金融風波，

銀行就拿不出錢來應對。以致

美國專家會說：「德意志銀行

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銀行。」

不太願意出風頭的德意志銀

行執行長 John Cryan為了安定
人心，只能頻頻上節目，暗指

有陰謀論。他給銀行全體員工

的內部信函中表示：現在有個

（圖）德意志銀行 2014∼ 2016年每月最後收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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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鉅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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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了 5%。但當時的銀行執行
長 Rolf-E. Breuer卻充滿信心的
說：「國際上還沒有一家非美

國的銀行，像德意志銀行那樣

在美國本土擁有這樣的規模。

這是第一次一個歐洲的綜合性

銀行集中自己的財力和管道，

以自己特有的能力和經驗，以

這樣的規模，立足於美國。」

德意志銀行經過 10 年激
戰，從一個德國本土的商業

銀行，轉型成世界級的金融

巨鱷，達到 9,000億歐元的
年交易額，2015年已成為世
界第三大投資銀行，也是世界

最大的外匯交易銀行，德意志

銀行的衍生產品倉位元是德國

GDP的 20倍，擁有歐洲最
大的衍生工具倉位元。2000
年的贏利，50%來自投資銀
行部分；2007年的贏利中，

70%來自於投資銀行。德意志
銀行驕傲的說它成功轉型為投

資銀行。

銀行賺錢了，但風險也增大

了，更重要的是企業文化也發

生了深刻變化。與傳統德國人

的嚴謹作風相比，現在的銀行

經理們有更大的冒險精神，這

好似是好事，其實不然。德意

志銀行以小搏大，狀似成功，

但如果遇到風波，如法律糾紛

和罰款，銀行流動資金就會出

現窘境。

喜？是憂？

1870年是一個急劇變化的
年度。這一年，黃金對白銀的

價格開始從 1:16到 1:17，
甚至更多，然後開始傷害全球

的經濟成長。創辦於 1870年
的德意志銀行從一開始就充滿

全球戰略，成立 2年後就在上
海、橫濱、倫敦等成立分行，

並在世界各國投資鐵路等大型

項目。1914年被《法蘭克福
報》稱為世界第一大銀行，只

可惜德國在一次大戰、二次大

戰被擊敗，使德意志銀行走出

國際的道路被停止。

直到 1989年，當時的銀
行 執 行 長、59 歲 的 Alfred 
Herrhausen是位很有社會責任
感的銀行家，他一方面提出德

意志銀行要減免貧困國家的債

務；另一方面，他不滿意德意

志銀行依舊局限在儲蓄、貸款

的傳統商業銀行模式，頂著銀

行保守派的壓力，要將德意志

銀行加強或轉向投資銀行，從

事大規模的國際企業買賣、證

券交易。

要進入國際金融市場，首先

要引入傳統德國所缺乏的英

國金融文化。1989年 11月

27日他宣布，德意志銀行將
以 27億馬克併購英國的 150
年老店、投資銀行摩根建富

（Morgan Grenfell）。但德意

志銀行進入英國金融市場初年

並不順利，那完全是另一種金

融文化，簡單的說是金融投機

文化。摩根建富在從事交易時

的冒險性，與嚴謹守法的傳統

德國文化格格不入，無法被德

國總部接受，甚至許多德國銀

行家都聽不懂英國銀行家的金

融語言。

經過 5年熱身，德意志銀行
開始進軍世界金融中心美國紐

約。在當時的紐約，德意志銀

行大廈雄偉高大，可惜在 911
恐怖事件中主體部分嚴重被

毀，無法再用。1995年德意
志銀行以超高薪挖來美國美林

銀行（Merrill Lynch）的明星

級銀行家 Edson Mitchell，說
其一人的年薪就超過所有 12
位德意志銀行總部理事（包括

執行長）的總和。最驚人的

是，Mitchell的就任同時帶來

50位金融專家，其中包括印度
人 Anshu Jain，後來他變成德
意志銀行執行長、也是導致這

次德意志銀行危機的主角（見

錢躍君，德意志銀行：一個銀

行 帝 國 的 震 塌，2016 年 10
月 15 日）。

1999年德意志銀行又以高
價 98億美元買下百年老店、
美國第八大投資銀行信孚銀行

（Bankers Trust）。因為高價購
買，導致德意志銀行的股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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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承作了太多高風險計畫
案？

德國經濟部長嘉布瑞爾

（Sigmar Gabriel）抨擊德意
志銀行處理問題的方式，並且

說，德銀「不負責任的」經理

人使數以千計的人陷於失去工

作的危險。但是德銀執行長

John Cryan卻譴責投機者讓陷

（表 1）德意志銀行簡易財務報表（2016Q1∼ 2016Q2）

（表 2）德意志銀行簡易財務報表（2007∼ 2015）

註： 據德意志銀行公布淨利和總資產，計算其資產報酬率。 根據德意志銀行公布財報股東權益總額和資產總額，計算其股東權益占資產總額比率。

資料來源：Deutsche Bank AG Quarterly Reports （2016Q2）

年度
資產
報酬率

(%) 

稅後平均
股東權益
報酬率 (%)

股東權益
占資產總
額比率 (%) 

資本
適足率

(%)

逾期
放款率

(%)

營業收入
( 百萬歐元 )

淨利
( 百萬歐元 )

總股東
權益

( 百萬歐元 )

總資產
( 百萬歐元 )

2016Q1 0.01 1.40 3.54 15.40 NA 8,068 236 61,592 1,740,569

2016Q2 0.00 0.10 3.43 15.70 NA 7,386 20 61,865 1,803,290

年度
資產
報酬率

(%) 

稅後平均
股東權益
報酬率 (%)

股東權益
占資產總
額比率 (%) 

資本
適足率

(%)

逾期
放款率

(%)

營業收入
( 百萬歐元 )

淨利
( 百萬歐元 )

總股東
權益

( 百萬歐元 )

總資產
( 百萬歐元 )

2007 0.34 17.9 1.97 11.6 NA 30,745 6,510 37,893 1,925,003

2008 -0.18 -11.1 1.39 12.2 NA 13,613 -3,896 30,703 2,202,423

2009 0.33 14.6 2.44 13.9 3.4 27,952 4,958 36,647 1,500,664

2010 0.12 5.5 2.56 14.1 2.06 28,567 2,330 48,843 1,905,630

2011 0.20 8.2 2.47 14.5 1.63 33,228 4,326 53,390 2,164,103

2012 0.02 0.5 2.67 17.1 1.67 33,736 316 54,003 2,022,275

2013 0.04 1.2 3.40 18.5 3.11 31,915 681 54,719 1,611,400

2014 0.1 2.7 4.00 17.2 2.69 31,949 1,691 68,351 1,708,703

2015 -0.38 -9.8 3.85 16.2 2.41 33,525 -6,772 62,678 1,629,130
註： 根據德意志銀行公布淨利和總資產，計算其資產報酬率。 根據德意志銀行公布財報股東權益總額和資產總額，計算其股東權益占資產總額比率。 德意志銀行 2007
年採用 Basel I 的資本要求，從 2008年開始納入 Basel II的資本要求、從 2011年開始納入 Basel 2.5的資本要求，Total capital ratio = Total capital (TC=T1+T2) / 
Total risk-weighted assets。 僅逾期放款率，是來自 The Banker Database。 德意志銀行公布 2013年報 ROA。 德意志銀行公布 2014年報 ROA。 德意志
銀行公布 2015年報 ROA。

資料來源：Deutsche Bank AG Annual Reports （2007-2015）; The Banker Database

於困境的德銀股價跌到創紀錄

低點，嘉布瑞爾告訴記者：「我

不知道該為德銀哭還是笑，它

將投機變成一種商業模式，現

在又自稱是投機的受害者。」

他說：「德銀的困境可追溯至

其經理階層過去所犯的錯誤。

現在的情況是數以千計的人將

失去工作，他們要為不負責任

的經理人過去所執行的瘋狂舉

動承擔責任。」

讓我們來看其財務比率（詳

見備註 1），在表1和表2中，
在表面上，德意志銀行逾期放

款率下降。2014年和 2015
年逾放比率在 3%以下，分
別為 2.69%與 2.41%，相比

2009年逾放比率 3.4%，其授
信品質亦較佳。但讓我們來看

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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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華爾街》這部電影中，

道 格 拉 斯 扮 演 的 Gordon
Gekko說：「貪婪是有益的
（Greedy is good）。」而那

些相信貪婪有益的人應該會發

現，電影場景是發生在股票市

場，也是一個直接金融的市場。

德意志銀行給了我們一個深刻

的教訓，在銀行產業，貪婪絕

非有益，這論述也適合台灣的

銀行。我們的研究發現的是：

一般公司治理的原則大都不適

用於銀行業。銀行的治理更應

該注重的是利害關係人的價

值：這包含了股東、存款戶及

監管單位，而不是只有股東，

因為銀行超過 95%的資金是
來自存款戶等利害關係人，而

非股東，而銀行治理的設計與

規範迫在眉睫。

1.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在 2014年和 2015
年分別為 0.1%和 –0.38% 。

2.稅後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在 2014年和 2014年分別為

2.7 %和 -9.8%。

2015年德意志銀行出現超
低資產報酬率和股東權益報酬

率。

此外，我們特別對兩個重要

的比率是感興趣的：資本適足比

率（合格自有資本／風險性加權

資產）和在巴塞爾協議 III協議
中新增的槓桿比率（簡化版本

為股東權益／總資產）。兩者都

用來衡量資本的適足性。因此，

它們應該朝著同一個方向。

2013年德意志銀行資本適
足率約為 18.5%， 2016年

15.70%，因為資本適足率遠
遠大於 8%，這表明它有足夠
的資本。然而，讓我們看槓桿

比率，我們用簡化的股東權益

占資產總額比率表示（詳見備

註 2），由 2007年的 1.97%
到 2015年的 3.85%，這比
率少於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建議的 5%，這表示每 100元
的資產，只有不到平均 3美元
是來自股東資本，表明它資本

不足。比較二者出現詭異的現

象：資本適足比率和槓桿比率

都代表資本，但

用資本適足率為標準：德意

志銀行資本是足夠。

用槓桿比率為標準：德意志

銀行資本是不足夠。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的研究

表明，因為它是一家銀行可以

採用巴塞爾的 IRB方法（可採

用內部風險模型的銀行），它

有權相當程度可操控風險性加

權資產，造成高總資產、但低

風險性加權資產的不一致。因

此，它的高資本適足率誤導大

眾認為它是一家安全銀行，其

實不然。由於槓桿比率無法被

操控，槓桿比率的結果較為可

信，它的低槓桿比率才是它真

正的本質：它是一家高槓桿銀

行，也就是說它是一家承做高

風險項目的銀行，所以美國金

融界說它是「世界上最危險的

銀行」。

貪婪使它不再是我們所認識

嚴謹守法的傳統德國文化。

備註 1：
蒐集正確的財務比率並不容易。我們發現，在一些投資銀行的報告
中，有一些不正確的財務比率報導。例如，比率應從德意志銀行股份
公司（Deutsche Bank AG，簡稱德銀）蒐集，它是一家跨國銀行，
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資銀行；但假如比率從

Deutsche Bank, SAE（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蒐集就會產生錯誤。

Deutsche Bank, SAE 是一家被 Deutsche Bank AG持有 99.8%股
權的子公司；Deutsche Bank, SAE是專門向零售和企業提供銀行產品
和服務，以及保險業務等。

備註 2：
槓桿率的定義經歷了歷史上的幾個變化，我們不在此詳述。此處，我們
使用 1988年的 FDIC定義，因為我們不考慮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off-balance sheet exp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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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天下

自
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
以來，大型金融機構即飽

受各國政府及監理機關對其強

化監理的影響，導致監理成本

上升，營運績效也大不如前。

舉例來說，2013年巴塞爾銀行
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為確保「全球具系統
重要性銀行」（G-SIBs）維持
一定「資本緩衝」以增強金融

危機因應能力，建議全球該

等級約 30家銀行增提「損失
完全吸收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TLAC）
資本，預計至2019年時這些銀
行必須建立相當於股債風險加

權資產（RWA）16％以上的緩
衝資本。此外，近年來一些大

銀行被美國政府罰款罰到怕，

最近德意志銀行被罰 140億美
元的天價，更凸顯大型金融機

構目前所面臨的困境。

相對而言，非金融機構似乎

仍以壯大規模為趨勢，尤其現

在電子資通訊技術進展神速，

形成經濟學上所謂的規模報酬

遞增現象，讓一些公司演變成

具全球重要影響力的企業。最

近《經濟學人》雜誌就以此為

題，探討這種現象對全球經濟

的影響。該雜誌認為，一般

人以為科技帶來「破壞性的創

新」，但沒有意識到對現有經

濟體系影響較大的，並不是這

些破壞，反而是新技術所培養

出來的企業逐漸變成大型怪

物，並藉由併購活動，壟斷整

個產業，回過頭妨礙其他企業

的生存及產業公平競爭環境。

巨獸企業阻礙新創萌芽？

以美國為例，前 100大企業
對美國GDP的貢獻程度，由

1994年的33％上升至2013年
的 46％，前 5大銀行產業占
整體銀行資產比重，也由2000
年的25％上升至目前約45％。
同時，像臉書、谷歌等大型科

大不再是美！
大型企業對經濟成長影響

現職：全國農業金庫總經理、台灣亞太產業分
析專業協進會理事長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經濟
系博士候選人、臺灣大學經濟學學士

經歷：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花旗銀行副總裁
兼首席經濟學家、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
研究員

鄭貞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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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公平租稅及競爭環

境，OECD國家已經著手制
定共通準則，以降低企業透

過租稅天堂的避稅活動。同

時，各國政府也積極更新反托

拉斯法，對於大企業併購新

創企業要更謹慎其對公平競

爭的影響，以及防止科技公

司運用其平台優勢而限制消

費者的選擇，同時消費者也

應有權利將其個資由一個雲

端轉到另一個雲端而不被公司

綁架。

最後，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

體，經濟成長也以中小企業為

主要引擎。在 2016年全球市
值百大企業當中，台灣僅有一

家企業台積電上榜，以市值

1,300億美元排名第48名。若
以今年 9月底市值為準，將台
積電、鴻海、中華電信、大立

光、台達電、台灣大、聯發科、

日月光、廣達、華碩、和碩、

研 華、 宏 碁、 宏 達 電、PC
home等 15家 ICT公司的市值
加總起來，仍只有蘋果公司的

一半市值。因此近年來只有台

灣企業被國外大型企業併購，

卻很少有台灣企業到海外併購

別國企業。長此以往，台灣經

濟受到這些國際大型企業的影

響將愈來愈大，政府宜及早制

定對策，以維持本國企業的競

爭生存空間。

技公司，藉由其產品服務如免

費搜尋引擎及地圖等，提供歐

美民眾約略價值 2,800億美元
的免費服務。但因為這些巨型

怪獸，產業競爭環境變成寡占

局面，新的企業難以與之抗衡，

或被其併購，以至於美國目前

新創企業家數為自 1970年代
以來最低，新興創業者最終夢

想不再是建立自己的企業王

國，而只想將公司賣給這些大

怪獸。

除了影響一國境內經濟活動

外，這些怪獸也藉由跨境資金

移轉而產生一些對經濟較不具

生產力的活動。舉例來講，全

球外人直接投資（FDI）的資
金移動約有 30％是流入所謂
的「免稅天堂」。藉由「移轉

定價」等伎倆，這些大型怪獸

可以將實際生產活動與繳納租

稅分離，因此像美國的沙賓法

案（Sarbanes-Oxley Act）及
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對其並無太大拘束力，
反而對比較小型的企業較有效

果。藉由僱用專業法律顧問及

遊說人士，這些大型怪獸往往

可以有效規避稅賦，對一般正

常繳稅的個人而言，形成極不

公平的對比。如果說這些企業

對創造工作機會有所貢獻也就

罷了，但數字會說話，1990
年代底特律三大汽車廠市值為

360億美元，僱用了 120萬
員工；但 2014年矽谷前三
大企業市值超過 1兆美元，員
工數卻只有 13.7萬人。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將會

產生貧富差距擴大及其他反商

情緒，造成對經濟更大傷害，

例如移民問題導致英國公投決

定脫歐、以及美國川普贏得

共和黨提名就是明顯的例子。

但如果下錯重藥，也有可能產

生另外一種負面衝擊，例如歐

盟執委會最近要求蘋果公司

補繳 130億歐元稅款給愛爾
蘭政府，便有可能矯枉過正，

引起美國政府的不滿與報復。

恐造成國家經濟脆弱性

再者，如果一國經濟過度仰

賴大型怪獸，也有可能產生脆

弱性。眾所周知，韓國經濟與

財閥關係密切，過去幾年因為

三星手機、現代汽車、LG家
電成為全球知名品牌，韓國

經濟也因而受惠。但今年由於

韓進海運破產、三星宣布停止

銷售 Note 7，以及韓國政府
為了防止官商勾結而制定最嚴

苛的反貪腐法案，讓韓國經濟

今年表現不如預期，而必須仰

賴政府祭出財政刺激方案，才

能勉強維持今年約 2.7％的成
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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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為促進台灣農業升級與轉型，

成為科技化、年輕化、高競爭力且所得穩定的產業，

農業生技產業為發展重點方向。

其中資金扮演重要角色，金融體系資源如何發揮，

支援農業生技在創新及改變的過程中各項資金需求，

將是至為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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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財
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董事長吳明敏是知

名的農業經濟學者，長期心繫台灣農業發

展，關心農漁民生計，在擔任第六屆立委期間，

積極催生《農業金融法》、嚴格把關農業施政，

為台灣農業盡心奔走。

面對經貿自由化挑戰，為強化對我國農民、農

民團體和農企業的扶育及提升競爭力、推動研發

成果的跨領域整合及商品化、事業化、產業化及

國際化，有成立當責組織的必要性。

依據行政院「2010前瞻農業產業科技策略會
議之結論、策略與行動方案」與 2011年《農業
基本法》草案第 14條第 2項所揭示「設置農業
科技研究院，推動農業科技創新研發與產業化發

展」之政策方向，歷經 4年籌備，農業科技研究
院（下稱農科院）於2014年1月1日正式成立。
吳董事長到職視事後，農科院特別研提「青農

創新創業旗艦型計畫」，希望配合國家發展台三

線的施政縣市為優先輔導對象，提供青年農民發

展舞台。

此外，配合「新南向政策」，吳董事長要讓農

業成為新南向政策的「第一支箭」，藉由他在世

採訪、撰文：張蕙嬿

專訪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董事長吳明敏

引領台灣農業創新
啟動農業科技全球化布局
台灣農業技術，在國際間素來享有盛譽，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成立於 2014年，
是年輕充滿創意的法人團體。除了致力推動農業技術商品化、事業化、產業化、國際化，
特別強調對青年農民團體的關懷，以及為新南向施政厚植基礎。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董事長吳明敏心繫台灣農業發展，長期為台灣
農業盡心奔走。

農
業
科
技
研
究
院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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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台灣商會綿密之人脈及影響力，積極媒合

台商對農業科技的需求、推動在地深耕和鮭魚返

鄉雙向發展。

＞＞擘劃農業科技產業全方位搭載平台

吳董事長認為，農科院不僅提供農企業服務，

也應該納入農民團體及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團

體和新南向台商，將農科院定位為農業科技產業

全方位搭載平台，期能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

農業科技產業全方位搭載平台，涵蓋農業科技

產業的推動平台、跨領域跨產業的橋接引擎、產

業加速推動器、全球產業化與境外實施中心及農

業支援智庫等 5大核心。其意涵在於推動成立農
業新創事業，擴大農業科技產業規模與產值，加

速我國農業科技研發技術的商品化、事業化、產

業化及國際化。

＞＞串聯產業價值鏈發展亮點產業

農科院轄下設有動物科技研究所、植物科技研

究所、水產科技研究所（下稱動物所、植物所、

水產所），並因應任務需求，於動物所設有功能

性編組之動物功效評估中心與動物疫苗開發中

心。又為提升技轉綜效，相繼成立動物用疫苗、

飼料添加物、植物用微生物農業資材、觀賞水族、

伴侶動物與植物種苗等 6個產學研聯盟，超過

330個單位參與，透過產官學研凝聚共識，帶動
產業鏈結。

1.動物科技研究所：動物所的前身是台灣養豬
科學研究所，1970年在聯合國與世界糧農組織
協助下設立，從事亞熱帶地區豬隻的育種、繁殖、

疾病防治等相關研究，以提升東南亞地區的養豬

科技水準。我國退出聯合國後，經費改由農政主

管機關支持，2001年更名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
所，2014年併入農科院。
因此，農科院的動物所已具超過 40年的研發
能量，目前的研究領域有三：第一，「動物防檢

疫」，配合農委會執行動物疫病防治、邊境檢疫

與肉品衛生工作，防範動物疫病入侵或擴散，是

我國重要的防疫單位；第二，「畜產業輔導」，

尤其是養豬產業，自飼料營養配方、生產醫學管

理、產銷履歷驗證、人道運輸屠宰等，服務與輔

導整條產業鏈，是我國唯一可全方位輔導產業的

機構；第三，「生物醫學」，提供生醫產業生物

安全測試與中大型動物功效驗證服務，已成我國

生醫產業服務界不可或缺的環節。

併入農科院後，動物所也承擔農業試驗研究單

位之研發成果商品化、事業化、產業化及國際化

任務，主要有如建立動物疫苗、飼料添加物之關

鍵技術平台與服務、開發具國際競爭力產品並縮

短商品化時程。

以動物疫苗為例，串聯上、中、下游產業價值

鏈，使我國動物疫苗外銷營業額在 2015年達新
台幣 1億 1,763萬元，相較 2013年農科院成
立前之 6,605萬元，提升 78％，成為台灣動物
用疫苗產業成長動力的重要推手。

2.植物科技研究所：植物所 2014年 10月開
始運作，著重提供生物農藥、生物肥料上市登記

相關資訊，促進產業發展及海外市場拓展。植物

所也提供植物用微生物農業資材產業鏈多項技術

諮詢服務，建立田間藥效試驗及毒理試驗服務平

台，執行農藥殘留檢測及產銷履歷驗證，從農產

品源頭確保食品安全。

2015年4月成立「植物用微生物農業資材產學
研聯盟」，強化活絡產業界與學研界交流與溝通，

推動媒合廠商出資產學合作計畫、促成學研界菌

株技轉、推廣資材應用，增加種苗產值、引導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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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投資研發與量產。

3.水產科技研究所：水產所 2014年 10月
開始運作，基於維護水產資源永續與水產科技產

業化，聚焦於「水產生物、種苗繁養殖技術平台」

及「高經濟水產品關鍵技術及應用平台」的建

立。

「水產生物、種苗繁養殖技術平台」包括蝦類、

台灣鯛及水產品、冷水性水產種苗繁養殖、海水

觀賞水族生物繁養殖與台灣溪流蝦種繁養殖及復

育等；「高經濟水產品關鍵技術及應用平台」則

包括藻類加值應用建立、水產資材健康管理、產

品、製劑安全檢測檢驗等，並運用觀賞魚與水產

種苗產學研聯盟平台之整合，協助水產科技與資

材之加值與產業化。

此外，農科院另外設有產業發展及農業政策兩

大中心。

1.產業發展中心：以整合性團隊提供跨領域
服務，協助農業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自研發階

段開始，即導入智財布局策略及產業市場調研，

釐清目標市場，後續輔以產學研合作與量產技術

導入，確保開發成本與商品競爭

力，最終應用新事業發展、育成

輔導、資金媒合及國際行銷等策

略。

產業分析方面，執行關鍵農業

科技產業智財布局與策略規劃，

著眼重點產業市場分析，藉由蒐

集目標市場資料、業者訪談、出

國訪查及市場調研等，提供農企

業市場進入及產品國際化之參

考。

育成輔導方面，與國際育成組

織 InBIA、AABI等連結，協助育
成廠商國際化布局，已促成國際

疫苗公司 PGT集團來台設立太平基因公司，申請
進駐農科院育成中心；另外，育成輔導之瑞寶基

因公司之豬藍耳病次單位疫苗 PRRSFREE®，已銷
售俄羅斯、菲律賓等國，並已向越、泰、馬及韓

等國送件申請許可證。

新事業促成方面，全面盤點農業試驗改良場

所、大學院校及民間公司之技術與核心能量，透

過技術組合與商業模式之建構，進行價值創造，

目前已有農藥殘留快速檢驗技術套組、清境東眼

山茶葉營運模式建立、高效禽畜糞處理暨肥料調

製技術套組、液態有機質肥料菌種與生產調製技

術暨事業化套組等，年底前預定促成 6個成功案
例，引入投資金額 9億元。
國際市場行銷方面，以台灣館塑造整體專業形

象，帶領廠商參加北美生技展、泰國 VIV Asia、
中國上海亞洲寵物展、泰國曼谷農業機械展、

日本千葉縣農業資材展、越南國際畜牧設備、飼

料、獸藥展等，協助簽定代理商或於當地設點拓

展。

2.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成立於 2015年 4月，

在董事長吳明敏多方努力下，農科院與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促進更多交
流與合作。

農
業
科
技
研
究
院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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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業部門之政策諮詢智庫，近期向董事會提

案，將設立產業經濟組、鄉村環境組、統計資訊

組。

產業經濟組，針對農林漁牧與休閒農業等產

業，研析政策規劃及輔導策略，探討農產品行銷

策略與發展模式，以及研析農民福利與農業金融

保險政策；鄉村環境組，著重食農教育推廣、鄉

村人力輔導、鄉村發展、生態環境調適，以及綠

色經濟與永續農業政策；資訊統計組，是以政策

性農業統計與資訊之調查、整合與研究分析服務

為重點。

＞＞落實新南向：設置產業學院協助青
農進軍海外市場

在吳明敏董事長多方努力下，農科院已經依次

和泰國、越南、大洋洲、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台

灣商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年底之前也預訂和菲律

賓、緬甸、亞洲、汶萊、寮國、柬埔寨和印尼等

完成合作備忘錄的簽署。

備忘錄的合作項目，主要是市場調研、技術合

作、育成輔導、新事業發展、國際合作、產業輔

導與服務、人才培訓等項目。吳董事長表示，農

科院目前正積極執行台商對我國農業科技需求調

查，預訂年底前完成；也希望於最短時間內和新

南向各國的農業科技研究機構完成合作備忘錄的

簽署，為未來新南向施政的厚植基礎。

農科院已成立台商專屬服務窗口，未來農科院

將與台商合辦研討會、安排參訪、推動設置產業

學院，於國內外辦理教育訓練，為台商培養人

才；媒合農業學校畢業生和青年農民至海外創

（就）業；籌組專家管理團隊，提供整場模組輸

出服務。

吳明敏董事長念茲在茲的是，增加台灣農業科

技的應用範疇、提升市場價值，以及建構農企業、

青農、台商、友邦國家和我國均得以多贏的制度。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代理副

所長）

動物用疫苗
飼料添加物
生物農藥／肥料
檢測檢驗技術

（圖）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藍圖

交
易
國

際
化

創
意
國際化

優質農產
食在安心

傳統產業
轉型升級

新興產業
扶植起飛

植物新品種與種苗
菇蕈類
石斑魚養殖模場
農業機械

觀賞魚與周邊產品
伴侶動物食品與藥品

資料來源：農業科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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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紀初，植物育種者即利用各種技術來
擴增新品種，如化學及輻射誘變、雜交、

組織培養等技術。1980年代，現代生物技術的
發展與應用促成一波植物育種的創新，分子標記

輔助選種（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MAS）被
廣泛用於定位及選擇具有重要商業價值的農業性

狀；基因工程技術擴大育種者可利用的基因庫。

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cation, GM）
於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商業化種植，目前
全球的種植面積已超過 1億 8,000萬公頃。在
過去 20年間，多種新研發的技術開啟另一波植
物育種的創新。新興植物育種技術讓育種者可以

在植物之基因體內進行基因的定點刪除、定點突

變或植入，或是僅僅作為加速育種之工具，最終

育成的植物體內不會留存任何轉殖 DNA片段。
新興育種生物技術於近幾年開始快速發

展， 如 鋅 指 核 酸 酶（zinc finger nuclease,
ZFN）、TALENs（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 詳 見 圖 1） 及 CRISPR
（clus tered regular ly - in terspaced shor t
palindromic repeats，詳見圖 2）系統、寡

核苷酸定點突變（oligonucleotide-directed
mutagenesis, ODM）、 依 賴 RNA 的 DNA
甲基化（RNA-dependent DNA methylation,

撰文：孫智麗

農業生技焦點》

新興植物育種趨勢
提高農業科技效益
在過去的 20年間，多種新研發的技術開啟另一波植物育種的創新。
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採用對於育種技術是非常大的助力，
在科技發展效益方面可以加速育種過程及降低成本。

（圖 1）農業生技新興育種技術＿
基因編輯 TALENs

資料來源：Extremetech

（圖 2）農業生技新興育種技術＿
基因編輯 CRISPR Cas9

資料來源：M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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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DM）、反向育種（reverse breeding）、農
桿菌滲入法（agro-infiltration sensu stricto, agro-
inoculation, agro-infection, floral dip）、同源基
因轉殖（cisgenesis/ intragenesis）、嫁接（基
改砧木）（grafting on GM rootsrock）及合成基
因體學（synthetic genomics）等，專家們認為此
類新發展的生物技術可對基因進行精確編輯，較

同功能技術更為快速且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對

物種本身的基因進行編輯和調控，屬於透過「非

人為轉入外源基因」的方式來改良。

＞＞新興植物育種技術：基因編輯

依據各種新興技術於育種應用上之差異，可依

其目標特性初步分為 3類，分為「輔助育種」、
「新品種育成」及「栽培技術」，其中輔助育種

又再分為「突變」及「篩選」。ZFN及ODM藉
由誘發細胞自我修復產生突變，故歸類於輔助育

種之突變，RdDM則藉由 RNA誘發基因啟動子
被甲基化，亦被歸類於突變中。反向育種藉由優

良異型合子植株篩選得到同型合子的母本，以利

未來穩定生產優良的子代；而農桿菌滲入法可初

步篩選具有抗性的品系，以縮短傳統篩選品系之

時間，故將以上2種技術歸類為輔助育種篩選技

術。至於同源基因轉殖為利用同種相容的基因轉

移，使植株性狀加強或產生新特性，故將其歸類

為新品種育成技術。此外，嫁接為傳統栽培技術，

現今可將經濟價值較高的品系嫁接到可抗病的基

改砧木，以利增加產量，因此歸類為栽培技術（詳

見表 1）。
除了上述 7種技術外，其他植物育種技術
如雙單倍體育種（dihaploid breeding）、加
倍單倍體育種（double haploid breeding）、
胚拯救（embryo rescue）、基因輔助育種
（genomic assisted breeding）、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多倍體誘導（polyploidy
induction）、誘發突變（mutagenesis）和細胞／
原生質體融合（cell／ protoplast fusion），大部
分的技術皆使用 20年以上。
新興植物育種技術才剛起步，除了基改砧木已

研究 20年外，其餘皆只有 10年左右，這些技
術在近幾年成長的速度非常迅速。歐盟所發表的

研究數量占全球第一，而美國第二，皆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目前主要研究成果以耐殺草劑及

抗病蟲害的性狀為主，雖然已有於作物上的實驗

結果（如嫁接於基改砧木），但仍有些技術（如

ZFN）只使用在模式植物上。
新興植物育種技術專利數量近 10年仍在增加

（表 1）新興育種植物技術分類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目標 技術

輔助育種

誘變
鋅指核酸酶（ZFN）、TALENs、CRISPR、寡核苷酸定點突變（ODM）、依賴 RNA的
DNA甲基化（RdDM）

篩選
反向育種（reverse breeding）、農桿菌滲入法（agro-infiltration sensu stricto, agro-
inoculation）

新品種育成 同源基因轉殖（cisgenesis/ intragenesis）

栽培技術 嫁接（基改砧木）（grafting on GM rootsrock）



台灣銀行家 2016.11月號34

封面故事

當中，絕大多數的申請來自美國，主要為美國私

人公司（占 65％），其次為歐盟（占 26％），
這樣的結果與學術發表的結果相反。而美國在

部分技術中擁有較多的專利，如嫁接、ODM及

ZFN；除此之外，每一家公司所擁有的專利種類
在 7項技術中只有 1種或最多 2種。

＞＞「非基改」新興育種技術具優勢

運用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產品，其經濟效益可

參考基改作物及傳統育種作物進行比較。傳統

育種技術花費較低、且品種上市申請花費也較

低，而基改技術花費較高、且申請的花費及時間

都較高，只能用在特殊計畫或傳統育種尚無法

克服困難時使用。新興植物育種技術依技術的不

同，其花費從低（如農桿菌滲入法）到高（如

cisgenesis）都有，而申請的費用及時間依照其是
否被判定為基改作物相關。

基改作物的安全評估非常廣泛，其評估根據包

含基改作物及非基改的相似度、分子特性、毒性

及過敏性研究、環境衝擊評估及未預期之結果

等，所需提供的評估資料持續增加。基本上大多

數國家，其特定評估資料需求、時程不確定性或

過長等，對於開發業者來說都是極大的負擔。

在商品化花費上，基改品種推廣至市場約花費

7,000萬至 9,000萬歐元，其中 1,000萬至

1,500萬為申請包裝費用，申請許可所花的時間

至少 2至 3年，若一品種要進入歐盟市場，除了
品種許可外，亦須申請栽種許可，上市時間更久。

另一方面，若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作物被歸類

為非基改作物，其作物只須通過品種登記，其費

用約為 1萬歐元，若是在歐盟以外的區域販售則
不需要進口申請，若在歐盟區域販售，其品種申

請需花費 2至 3年的時間，與基改作物相比較，
每早一年推出作物至市場銷售，預估可以增加70
萬至 7,000萬歐元的收入。
除了相關申請費用外，一個作物的法規成本

與其新穎性有相當的關係，OECD 2009年的
報告列出生技產品的法規成本，基改作物商品

化的法規成本約為 30萬至 1,000萬歐元，而被
分類為非基改的標記輔助篩選（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MAS）的作物產品預估只需 7,000歐
元，雖然MAS與基改技術相比為較近期的技術，
但其利用已比基改技術為多（詳見表 2）。

＞＞法規影響新品種開發速度

目前新興植物育種技術仍有許多限制，專家表

示法規情況、消費者接受度、使用者的不確定性、

管控的不確定性、潛在的管理規定、可能的花費、

登記程序及使用此技術是否會被歸類基改作物等

問題都是其限制。企業也高度重視新興植物育種

控管的不確定性，這些技術用在育種前期約須花

費 15年時間，因此立法方向若無法預期，育種

（表 2）非基改與基改作物之開發經費成本比較

資料來源：JRC（2011），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品種登記 法規成本 包裝 預估經費

基改作物 N/A 30～ 1,000萬 1,000～ 1,500萬 7000～ 9,000萬

非基改作物 10,000 7,000 N/A N/A

單位：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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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很難決定是否要使用以上方法來研發產品。

其中法規為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發展的關鍵影響

要素。對於小規模、多品系、有特殊性狀之作物

及小規模的企業而言，法規成本是非常大的負

擔，若新興植物育種技術被歸類為非基改技術，

則可以提供企業更多的選擇，以取代高花費的基

改技術。由於各國間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管理差

異，會造成科技產業化之競爭劣勢，更可能進而

導致知識及技術的外流。

在傳統植物新品種育成上，首先需要創造新的

基因變異，經過多年種植後篩選，再經過測試及

評估，新品種才得以繁殖及釋出，時間則依照作

物及特性的差異一般為 15年（有些果樹需 50
年），而新興育種技術優勢在於其可大幅縮短創

造新基因變異及篩選所需花費的時間。現今新品

種的育成可透過雜交、化學或物理突變、原生質

體融合、基改及新興育種技術，如 cisgnesis、

ZFN、ODM或 RdDM創造基因的變異；而篩選
則可以藉由分子標記、農桿菌滲入法或細胞培養

的技術，最後得到新品種。

有鑑於傳統育種只能經由基因庫中物種的已知

變異基因或相容性品種尋找可用基因，新興育

種技術可以從更多的基因庫選擇，有些技術可

以改變特定的基因體序列，與傳統育種的化學或

物理突變及基改無法確定基因放入位置相異，

如ODM、ZFN-1及 ZFN-2皆可造成特定的基
因體位置突變。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使用加速了

育種的速度，如 cisgenesis與傳統育種皆運用同
種相容的基因庫做雜交，但卻可以省去許多回交

的步驟，而農桿菌滲入法則提供了更準確的基因

特性篩選。大部分新興育種技術在植物中所表現

的基因大多只有短暫表現或是穩定表現在中間植

物，因此商品化的作物通常不帶有外來的基因。

整體而言，歐美已有企業導入新興植物育種技

術的運用，ODM、cisgenesis／ intragenesis和
農桿菌滲入法為最常用技術，利用此方法的作物

已達商業發展第一至三期；而 ZFN、RdDM、基
改砧木嫁接與反向育種雖為較少使用之技術，但

主要應用在研究上。而若新興植物育種技術可被

歸類為非基改技術，例如 TALENs、CRIPSR，開發
出的新品種則可快速（預計約2～3年）商業化。

＞＞業者突破技術推出產品

2014年 11月底，台灣植物保護劑廠商龍燈
公司與聖地牙哥 Cibus Global公司，於美國
推出第一個利用基因編輯技術 RTDS（the rapid
trait development system）開發油菜籽品種 SU
Canola（耐硫醯脲類高效除草劑），RTDS屬
於ODM技術，SU Canola為Cibus首個商品化
的種子產品，2015年在美國已種植約4,000公
頃，並預計在2017年於加拿大上市，2018年取
得中國上市許可，另外，龍燈針對該產品開發出

2項除草劑，並搭配其種子於美國販售。
新興植物育種技術的採用對於育種技術是非常

大的助力，除了可廣泛應用於植物育種外，也比

傳統育種技術有較多的技術優勢，在經濟效益方

面，新興育種技術可以加速育種過程及降低成

本。新興植物育種技術可否快速導入新品種開發

中，除了需再強化技術效能外，法規成本乃為發

展主要關鍵。法規成本高低取決於是否被歸類為

基改作物，若認定為基改作物則花費可能將高出

千倍。由此可見，若該技術認定為最終產物可能

於自然界發生、且於最終產物中無法測得外來基

因之「非基改」新興育種技術，將可強化此類技

術在農業上的運用、發展和推廣，提升作物育種

效能。（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

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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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科學應用生物科技和醫藥與預防醫學同

樣的重要；特別在地球人口已經超過 70億
的今天，聯合國預估在未來 40年人口數還要增
加 30％突破 91億人口數，首要之務當然是糧食
的供給議題。

在負擔沉重的地球上還要再增加 30％人口，
加上動物性蛋白質像乳品、蛋和各類肉品的需求

速度大於人口成長，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 2050
年穀物糧食需求要從目前 20億公噸成長 70％到

34億公噸，才能滿足人類，對現今農業科技再
加上氣候變遷、地球暖化帶來常態性極端氣候，

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糧食戰爭已經是現

在進行式。

其中將糧食供應定位成國防安全並具體實踐的

是以色列。3,500年前摩西引領著希伯來人出埃
及，渡海前往流著牛奶與蜜露的迦南地，當年的

荒蕪是現代以色列人在短短 50年用精緻的生物
科技打造出來。

筆者多年投入農業科技整合，也因此特地前往

以色列數次，除了洽商農業國際合作案，同時參

訪他們在農業生技與水資源的應用；以色列年平

均降雨量不到 200公釐，在台灣近年豪雨 1、2
天降雨量就超過以色列一年總量，以色列農業產

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從 50年代的 60
％降為目前的 1.8％，和台灣很類似，但是，以
色列農產品自給率高達 95％，還大量出口，進
出口相抵，淨出口值將近 2億美元。
接下來筆者將親身在以色列農業科技訪問的部

撰文：張覺前

國外發展經驗 1》

以色列農業比照國防安全
讓泥端產業上雲端
以色列是一個在沙漠中、缺水又缺耕地的國家，
卻能發展為農產品出口發達國家，且國際合作專案的 1/3是農業專案，
這與該國把農業列在國防安全的位階有關，因而創造出高效生技農業。

以色列是沙漠國家，卻能成為品質穩定及安全新鮮的農產品出口發達國
家。

A
lexey Stiop/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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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訊息和大家分享。

＞＞以水資源循環利用技術改良農業

以色列水資源從民生到農業的循環利用，全球

無人能出其右，農業科技精算到不同品種、不同

年齡的植物每日所需水分以「滴」為單位灌溉，

不只是水分需求，同時整合植物生長營養生理；植

物育種上耐旱、抗病、高產；在採收後的耐儲存

與運輸技術以及深加工。以色列的葉菜、茄科、香

蕉、椰棗等大量外銷歐洲，特別是地中海國家。棉

花單產世界第一，也改良種植了全球最好的埃及

棉；目前歐洲番茄品種 40％來自以色列。
不單是農業栽培使用滴灌技術，進到以色列從

城市綠化、公路行道植栽也都能見到密布的滴灌

技術應用，以色列這項技術目前大量輸出到全

球，也特別在沙漠化整治上。

在畜產方面，以色列以荷蘭品種乳牛為例，目

前國家每頭平均年產奶超過 12,000公斤，這在
全球都屬領先地位，相同的品種在日本約 8,500
公斤，台灣才 5,600公斤；以色列甚至還向荷
蘭乳牛王國出口冷凍胚胎。這不單只是品種改

良，以色列在乳業科技整合上，每頭牛都配戴了

數位腳環，整合了 RFID、陀螺儀和計步器，對個
別乳牛做實時（Real Time）監測和大數據分析

管理。

＞＞整合科技，創造高效生技農業

同樣的，在格蘭高地的溪流鱒魚電腦程式化養

殖；約旦河谷死海沙漠的紅尼羅河鯽魚（Israel of
Nile Tilapia）高密度循環水養殖；紅海海岸平原

的地中海白玉石斑魚室內流速循環水養殖等，都

是將動物生長生理、水體人工環境、數位資通訊、

大數據分析、雲端專家系統整合，都看到了以色

列「科技整合型應用創新」的活力與實力。

一個在沙漠中、缺水又缺耕地的國家發展成為

品質穩定及安全新鮮的農產品出口發達國家，在

以色列國際合作專案的 1/3是農業專案，主要是
以色列把農業列在國防安全的位階管理和發展，

創造了以色列的高效生技農業，從以色列農業發

展的歷程中，值得我們深刻的體會。

他山之石介紹了以色列，其實，台灣農業在品

種選育、田間栽培技術、生長生殖生理等方面也

居全球領先地位。台灣農業科技基礎深厚，加上

有豐沛的 ICT技術能力與基礎設施，ICT在精緻
農業有非常廣泛的應用，比如以色列便與 IBM聯
合成功開發沙漠高端雲農業運算架構，來支持農

產供需。

ICT在農業的應用，例如攸關食品安全的「農
業生產履歷」，乃是為了確保農產品從農場到餐

桌（FROM FARM TO TABLE）的品質與安全，

ICT導入生產履歷的技術，可追溯完整生產、採
收、加工到儲運銷售的過程，還可搭配二維條碼

進行網路查證。

再者像是家畜配戴 RFID晶片（筆者的農場即

是），結合智能化農場管理軟體進行個體化管理；

實施各項預防免疫計畫、追蹤其生長過程、育種

配種計畫、疾病及生物安全防疫措施等。

另外，在農業精細化多點式管理系統架構上透

過遠距監控及診斷，利用遠距視訊可以迅速蒐集

不同地點的訊息及搭配視訊進行專家系統會議，

也都運用了雲平台及雲運算技術大幅加速了演算

效率。

農業科技是「泥端」實體應用的生命科學與精

緻農業科技。巧手青秧插滿田，低頭喜見水中天，

農業「耘運算」將會是另一片天。（本文作者為

全穩農牧科技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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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蘭是全球第二大農業出口國，僅次於美國。

根據荷蘭Wageningen University統計，

2015年荷蘭農產品的出口額為 824億歐元，較

2014年的807億歐元成長2.1％，農產品出口額
占總出口額18.8％，可謂荷蘭的重要產業，種類
以鮮花與植物、肉類、乳製品、蛋、蔬菜為主。

＞＞研發能量強，創新農糧及園藝技術

然而，荷蘭的國土面積僅4萬1,528平方公里，
且多半位於海平面以下，人口亦僅1,699萬人，
但農糧和園藝產業於世界享譽盛名，例如：荷蘭

是全球第一大花卉出口國，占全球 52％，2015
年出口額達80億歐元；荷蘭在蔬菜水果、肉品、
乳製品及蛋類等農產品都名列全球前 5大出口
國，2015年的出口額分別為111億歐元、77億
歐元、72億歐元，即使2015年因俄國抵制荷蘭
的農產品進口，一度讓荷農相當憂心，然在有效

的新市場開拓策略之下，出口額仍持續成長，在

雞蛋出口方面，成為歐盟唯一獲准進入美國市場

的國家，也首度銷往印尼和巴拿馬市場。

荷蘭農業的國際優異表現其來有自，在農糧和

園藝等領域展現創新能力，採取資本密集、技術

密集的集約式生產模式，整合各項科技，打造出

不受天候條件影響的溫室型農業，也促使荷蘭的

種植、監控和加工技術成為服務貿易的輸出項

目。

以農園藝種苗業為例，由於不斷努力更新產

品，荷蘭農園藝種苗業在營業額、貿易與創新等

方面均穩居全球領導地位，近 4成全球農園藝種
苗貿易來自荷蘭；馬鈴薯種苗有近6成來自荷蘭；
荷蘭裝飾用植栽種苗在歐洲此類貿易中占將近 4
成。該領域中多家國際領導生產者均因荷蘭擁有

優異的農業與食品業實力，而選擇荷蘭為基地，

所投資的研發費用約占營業額 15%，此研發投資
比率高居所有產業之冠。

在政策方面，除強化生產者的專業知識，例如

專家協助提供永續畜產實務解決方案，以及秉持

動物福利理念開發智慧方法，更促其重視農場管

理和經營，在產業鏈採行專業分工，亦即在組織、

知識、分銷、服務、促銷和品種等流程分工合作，

例如荷蘭溫室產業擁有先進的物流網絡，促使荷

撰文：林淑惠

國外發展經驗 2》

荷蘭溫室農業帶頭
小國躍升農產出口大國
荷蘭在農糧和園藝等領域充分展現創新能力，
整合各項科技，打造出不受天候條件影響的溫室型農業，
也促使荷蘭的種植、監控和加工技術成為服務貿易的輸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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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採收的蔬菜能在 24小時內送達美國。

＞＞政策扶持，生技園區發揮群聚效應

面對氣候變遷、人口老化、食品安全、能源永

續利用等問題，荷蘭政府將生物科技、農業花卉、

化學工業，列為國家重大發展項目，不但在政策

上強力扶持，吸引國際合作，鼓勵產、學界共同

研發，更挹注巨額經費成立專案研發單位、設立

生技園區，致整體產業蓬勃發展。

市調公司MARKETLINE統計，預估到2019年，
荷蘭的生技產品營業額將達 4億 4,100萬美元，
年均成長率約 4.7％。在所有生物科技的相關產
品中，以健康醫療項目的產品為最大宗，占整體

產業75.3％；其次是農業與食品類產品，占11.4
％；再者為生技服務產業，占8.4％；環保生技（3
％）以及科技、化學（1.9％）。
荷蘭有多處生物科技產業聚落，全國各地以

學術研究機構為核心，再群聚生技公司而形成

生技產業聚落。Wageningen University是荷

蘭乃至歐洲農業領域最佳的研究型大學，在農

業，以及環境科學與生態學方面的研究機構中居

世界第一；產業聚落則有阿姆斯特丹生技聚落

（Amsterdam BioMed Cluster）、瓦赫寧根食品
生技中心（Wageningen Food Valley）、萊登生
技園區（Leiden Bio Science Park）、烏特勒支
科學園（Utrecht Science Park），研發實力強，
在生技專利居全球前 10名。

＞＞重視有機農業，搭上全球成長商機

近年來，全球重視有機農業，看準商機的荷蘭

農夫早已注意到該趨勢，有機農作的農地增加，

2015年荷蘭的有機農地共5萬7,000公頃，經
認證（SKAL）的有機農則有1,600家。荷蘭民眾
普遍支持受認證的環保、有機產品，包括標有「更

好的生活」（Beter Leven）標章的畜牧產品、講
求有機（EKO/Biologisch）的各項產品，荷蘭超
市自有品牌也持續朝向有機、強調環境永續發展

的方向努力。

荷蘭的有機農產品年出口額約 10億歐元，國
內消費也有 11億歐元的營業額，約占荷蘭零售
業營業額 4％，有機產業協會 Bionext預測，到
了 2020年，荷蘭有機農產品的營業額將加倍至
逾 22億歐元。
對於基因改造植物或食品原料方面，多數荷蘭

人持負面看法。政府依循歐盟法規，要求標示基

改食品或原料，但目前消費市場上並未販售基改

農產品。雖然Wageningen University也在進行
對抗馬鈴薯晚疫病（Potato Late Blight）的基因改
造，但預期需數年後，成品才會進入消費市場，

也因此，荷蘭植物育種公司較關注於新育種技術

（New Breeding Technologies, NBTs）。（本
文作者為外貿協會數據中心組長）�

（圖）荷蘭農產品全球之最

第1大花卉出口國
第1大蔬菜出口國
第2大農產品出口國
第3大乳製品出口國
第4大肉類出口國
第4大油脂出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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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第一次以台灣農產品為產品的企業——

台霖生技將在台灣上市櫃，他們靠著結合

生物科技與蘭花栽培技術，成為首屈一指的蝴蝶

蘭外銷領導品牌。這間公司現在想做的，更想讓

蝴蝶蘭引導台灣成為國際花卉王國，媲美荷蘭鬱

金香天堂，強化台灣花卉市場的國際形象。

根據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去年台灣蝴

蝶蘭苗以及花卉出口總值，已經達到1.3億美元，
占比不小，其中台霖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4億元，
占台灣蝴蝶蘭出口總值 9.42%。

＞＞將成為國內首家上櫃農產品企業

台霖生技董事長劉祐甫接受《台灣銀行家》雜

誌專訪指出，台灣與荷蘭並列為國際蝴蝶蘭兩大

出口國，其中台霖每年所出口的蝴蝶蘭，占國內

蝴蝶蘭出口比重接近1成，台霖也已經準備上櫃，
未來若成功上櫃，將會是國內第一家掛牌的農產

品企業。

台灣培育蝴蝶蘭技術純熟，過去銷售歐洲、日

本等多國，現在荷蘭急起直追，分食台灣歐盟市

場，並在歐盟申請專利，台灣業者要在歐洲生產

蝴蝶蘭，甚至可能要支付權利金，導致台灣蝴蝶

蘭市場面臨龐大競爭壓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已經注意到蝴蝶蘭

這項新興高產值產業，傳出將與台灣南部業者洽

談合作，搬出人民幣億元以上資金尋求技術轉移

與合作，未來台灣蝴蝶蘭栽培技術、甚至種源都

可能慢慢被中國大陸吸收，蝴蝶蘭的紅色供應鏈

戰爭將可能在未來不久後開打。劉祐甫因而疾

呼，希望蔡英文政府要重視這項問題，重新投入

國家隊資金，扶植這個也是台灣經濟命脈之一的

花卉產業。

＞＞貢獻台灣蝴蝶蘭一成出口總值

「蘭花具有高度經濟價值，將成為 21世紀花
卉消費主流，」劉祐甫表示，蝴蝶蘭種類多、花

樣多、花期又長，加上產值高，種植不需要太大

面積，不像其他民生物資需要好幾千公頃土地。

台霖生技花費幾十年研究栽培，成功成為國內最

具規模、有獲利的蘭花養殖場。

採訪、撰文：楊晴

農業生技尖兵 1》台霖生技

深耕蝴蝶蘭一條龍技術
邁向上櫃之路
台灣花卉產業中以蘭花為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高附加價值作物，
台霖生技的一條龍技術讓其蘭花事業成效卓越。面對荷蘭、中國大陸競爭，
董事長劉祐甫疾呼政府投入國家隊資金，扶植也是台灣經濟命脈的花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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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產業中的蘭花，是台灣過去最具國際競爭

力的高附加價值作物，30多年來，伴隨技術進
步，台灣因此發展出以外銷為導向的蘭花種苗產

業，成為供應全球最大的蘭花種苗輸出國。

簡單說，過去蝴蝶蘭因栽培技術獨特市場售價

高，一株可賣數十萬、百萬元，但受到科技進步

影響，分生技術成熟，業者可大量生產，在地理、

品種、技術以及量化生產優勢等利多條件下，蘭

花成為台灣最具外銷能力的農業旗艦產業。

劉祐甫舉例，世界有三大蘭展，包括日本、荷

蘭以及台灣，凸顯台灣蘭花在國際市場的重要

性，其中台霖的蝴蝶蘭產業，就搭配生物科技技

術，發展出類似工業化特徵，包含蘭苗品種改良、

繁殖以及外銷過程中的品質維護，擁有自動環控

溫室接近33,000坪以及200名以上員工，擁有
量產關鍵技術，可按照生產計畫，達到預定生產

數量，又位於陽光普照的南台灣，一條龍技術讓

台霖的蘭花產業成效卓越，外銷市場遍及日本、

美國，主要供應成熟苗株與切花。

＞＞放眼土耳其、中東、東協新市場

未來台霖希望除了維持日本以及美國客戶訂

單，還能開發土耳其、中東、東協以及中南美洲

市場，塑造國際品牌。

「只是要打造台灣蘭花企業國際競爭力，除了

要靠企業本身努力，也亟需政府幫忙，」劉祐甫

指出，蘭花具有高度經濟價值，將成為 21世紀
花卉消費主流，中國大陸看到了這現象，正在傾

政府之力扶植國內花卉產業，台灣政府該出動國

家隊，鞏固台灣蝴蝶蘭、甚至花卉王國形象。

劉祐甫期盼，蔡英文政府該出動「國家隊」，

撥出適當預算幫助台灣花卉產業發展，並栽培人

才、打造國際種源中心，以最大的推力，幫助台

灣蝴蝶蘭企業可以走上國際與荷蘭等國家競爭。

劉祐甫指出，之所以希望政府能協助幫助成立

國家級種源發展中心，在於「種源」就是花卉的

命脈，希望能傾國家隊之力量，將台灣花卉種源

留在本土土地。

他指出，「荷蘭為什麼能在短短十幾年

間搶食國際蝴蝶蘭市場，就在於成功取得

種源。」且還是來自台灣的種源，台灣業

餘蝴蝶蘭專家不少，歐洲業者注意到，砸

大錢取得種源，甚至還在歐盟取得專利，

導致明明是台灣的花卉，卻在國外深耕，

甚至為其他國家帶來經濟產值。

其次，也希望政府部會資源能夠整合，

透過農委會、國貿局等不同部會合作，擴

大台灣蘭花企業的規模，並可打造地方型

蘭花園區轉型成國家級整合服務園區，以

及強化農業專業人才養成，打造智慧型農

業，讓台灣小農也能發展成企業專業經理

人，一同協助發展台灣蘭花市場。
蘭花是台灣頗具國際競爭力的高附加價值作物，台霖生技花費幾十年研究栽培，成
功成為國內最具規模、有獲利的蘭花養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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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隨著人們生活逐漸多元而豐富，養寵

物變成一種增加生活樂趣與增進家庭成員

互動的風潮，人們對待心愛的寵物，逐漸將其視

為家庭成員或伴侶寵物，因應而生的寵物相關服

務與商品日益增加，但另一個問題則是，寵物也

會面臨病痛與醫療上需要飼主照顧的各種情況，

同樣受到飼主的關心。

根據臺灣大學獸醫系統計，「腫瘤」是犬貓十

大死因之首，年逾 10歲的高齡犬更半數死於癌
症，目前全球首先推出寵物專用的抗癌藥是美國

輝瑞藥廠（Pfizer）的「Palladia」，為能夠有效
改善寵物犬腫瘤的藥劑，但在這個少數競爭而高

門檻的市場中，台灣藥廠也有優異表現，「臺灣

動藥」創辦人、現任董事長陳建宏在 2012年
創立亞洲第一家專門研發寵物抗癌新藥的公司，

目前研發成功的寵物癌症藥物產品，已經迎頭趕

上。

＞＞研發寵物抗癌藥、動物用疫苗

一般飼主大多對愛犬視如己出，相當在乎毛孩

子的健康，但多數飼主通常聞癌色變，因此在臺

灣動藥公司的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飼主都相當

關心愛犬罹患腫瘤的問題，但癌症藥物市場卻苦

無動物專用的抗癌用藥，獸醫除了開刀化療亦缺

少可運用的治療途徑，動物癌症醫療目前存在一

定的困境，對飼主來說，毛孩子的生命價值等同

人類，多半期盼有好的醫療方式，來延長毛孩子

的生命。

陳建宏表示，現代人對於寵物的醫療品質，已

經和對人醫一樣重視，研發團隊都是以全心投入

寵物藥的開發為優先。面對寵物抗癌藥的前景，

陳建宏指出，臺灣動藥在各方面的發展步伐絲毫

不能馬虎，從產業研發、市場需求、政府法規的

依循等方面，都需要層層妥善規劃，在臺灣動藥

謹慎且有效率的研發製造下，經過多年的研究，

寵物專用抗癌新藥「抗癌能 ®Antican®」在台灣解

盲成功，預計最快在 2016年第 4季可以通過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藥證審核，在台灣正式上市，未

來有望朝全亞洲發展。

臺灣動藥的研發歷程近 20年，從無到有的研
發過程中，經過不斷實驗及自我技術提升，「抗

整理：編輯部

農業生技尖兵 2》臺灣動藥

以寵物抗癌藥物技術
進軍經濟動物市場
亞洲是未來全球經濟動物主要消費區域，
臺灣動藥希望可以瞄準亞洲市場，投入資源，開發動物用產品，
不只可以提高飼養水平，也保障消費者可以吃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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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能 ®Antican®」不僅獲得我國政府的重視，早在

2013年，臺灣動藥已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共 4年
的臨床試驗費用減免。

＞＞看好經濟動物外銷潛力

身為台灣動物藥技術領先者的臺灣動藥，經營

團隊已經將未來發展目標擴大，設定要成為「亞

洲大動藥廠」。其中在藥廠及醫療端，將動物分

為經濟動物及伴侶動物，經濟動物指的是牛、豬、

雞等動物，伴侶動物則是指一般飼養的寵物，臺

灣動藥公司不僅希望成為寵物抗癌藥的領先藥

廠，更要將亞洲的經濟動物市場也納入營運的發

展範圍。

目前台灣動物市場中，經濟動物占了將近6成，
國內動物用疫苗產業多為因應國內市場所需，外

銷比率很低，亞洲是未來全球經濟動物主要消費

區域，臺灣動藥希望可以瞄

準亞洲市場，投入資源開發

動物用疫苗，不只可以提高

飼養水平，也保障消費者可

以吃得安心。

臺灣動藥公司為了朝向目

標邁進，近期已經擬定未來

5年計畫，涵蓋 3大策略：

1、前進亞洲；2、自主研
發、製造至銷售發展一條龍

產業；3、提升品牌競爭力。
臺灣動藥希望透過產品的獨

特性與競爭力，逐漸建立品

牌優勢與市場占有率，能夠

達成公司成立的最初宗旨，

也就是為更多的飼主服務、

照顧好每位飼主的毛孩子。

＞＞計畫 IPO以擴大規模前進國際

臺灣動藥公司在握有高度競爭力的癌症藥產品

之後，一旦通過政府藥證審核與正式銷售，隨之

而來可預期的就是因市場銷量反應良好，藥廠規

模有其擴大需要，該公司目前也積極而審慎的進

行 IPO計畫，經營團隊都抱持專業領先、穩健發
展的信念，面對廣大市場的期待。陳建宏表示，

「抗癌能 ®Antican®」未來將著眼全球市場，短期

內可能創造巨大獲利，並且有穩定、極佳的高成

長率。

外界也預估，臺灣動藥公司的發展，不但是國

內新生技產業的ㄧ顆新星，也極有可能吸引許多

國際級大藥廠的合作意願，這種正向發展，有助

於讓台灣生技產業更上一層樓，展現我國生技業

進入到國際市場的領先群。

開發動物用疫苗不僅能提高飼養水平，亦可保障消費者吃得安心，臺灣動藥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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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無農不立，農業為生物科技之母，就京

冠生技而言，生物科技是生命與生命的

碰撞，細胞與細胞的對話。這就是京冠生技的

DNA，也造就了其獨特的生物碰撞、生物激化
理論與屬於京冠專有專業。「無廢與再生」是京

冠不斷追求的理念，利用循環經濟的3R+1R概念
（Reduce、Reuse、Recycle + Renewable），期
待以農業副產物打造另一波新穎產品的價值與新

產業，顛覆末端產業鏈新的價值觀。京冠自許成

為藍色革命的推手，如浪潮般引領農業生技邁向

綠色、環保、科技化的智慧農業（詳見圖 1）。

＞＞從廢棄綠豆殼找出禽畜抗病成分

京冠將製作冬粉後為廢棄物的綠豆殼，以中國

老祖宗的綠豆篁智慧運用，透過科學化的方法找

到特殊有效成分「綠酚麴」，以獨特的柵欄技術

透過各式的生物檢驗，解析出各原料的有效成分

後，藉由漩渦效應（Vortex Ring Effect，VR）動
態吸拉，包含生物技術、商務模式等思維與實際

手法，逐步聚焦於有成效的產品與應用此成分。

「綠酚麴」根據實驗結果主要訴求在於抗發炎、

護肝、解毒等，並達到定性、定量之確效。同時學

術研究及田間實驗證明，在急性肝炎、慢性肝炎、

B型肝炎，都有深度之驗證。「古為今用」的京冠
將傳統素材帶入科技應用新紀元，將此成分運用在

動物飼料添加劑的產品，提升家禽家畜的生產與經

濟效益，並調節免疫及過度發炎，更新的研究發

現，針對病原（病毒、細菌、黴菌）的抑制達到顯

著的功效及預防醫學的最大張力，進而減少農友

整理：編輯部

農業生技尖兵 3》京冠生技

投入循環經濟
創造農副產品新價值
京冠生技透過科學化的方法找到「綠酚麴」，
運用在動物飼料添加劑的產品，提升家禽家畜的生產與經濟效益，
減少農友對抗生素的依賴及經濟損失。

資料來源：京冠生技

（圖 1）循環經濟商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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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未來亦將與國際合作，設立農

業生技產業研究中心及智慧城市圈。

今年 8月京冠與國內知名企業以「阿
猴城農業循環生技聯盟」之名，成立循

環經濟發展為主軸聯盟，以異業結盟方

式積極推動研發、生產、行銷等平台之

互動與連結，強化各方對農業副產物及

廢棄物資源之間互惠、利用及交流，進

而透過各種生物技術將廢料資源再生，將共同創

造年產值新台幣數億元以上商機。

＞＞成功攻進國外市場，登錄創櫃板

京冠近年已進入收割期，其新型態跨領域研發

團隊與行銷策略的強化，使其在雨後春筍般的生

技產業中特別引人注目。過去該生物科技榮獲國

內外許多獎項，包括台灣優良產品金牌獎、國家

生技大獎、科技農業菁創獎、生醫生農獎等。

近年來則被政府遴選代表台灣參加 2015泰國
國際集約化畜牧展、2016舊金山北美生技展、

2016上海亞洲寵物展覽會、2016越南國際家
禽、畜牧、肉類加工設備暨飼料獸藥展，京冠不

只是在國內市場，更在去年及今年陸續成功攻占

了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市場。受到相關單位的

鼓勵與協助，除在第一波創櫃板登錄，同時也將

在近期努力朝向公開市場邁進，期許為股東及台

灣農業生技創造最大利益與耀眼未來。

世界無農不立，以智慧農業為綱本，以生物科

技為手法，用酵（孝）道給予生命溫度。京冠從

農業生技出發，放眼更多元的生技事業，發展人

體保健、植物新藥、妝品、動物保健、寵物用產

品，以台灣為起點，西向中國，南向東協，實現

轉型京冠生物科技集團為目標，以循環經濟的概

念，開創新一波的藍海經濟價值。

對抗生素的依賴及經濟損失。

另外在人體保健部分，近年來延伸到糖尿病傷

口修護之植物新藥運用，並完成多數動物試驗，

而且均超乎預期之效果。京冠以領先業界之「固

態發酵」為核心概念（詳見圖 2），利用專利特
殊藥用菌種進行生物激化，使發酵不再局限特定

條件中。迄今，已開發出多樣農業副產物相關產

品，如穀物類、茶渣、豆渣、檸檬渣產品等，極

具市場發展潛力。未來除了原有產品將進行多角

化功能性衍伸，新產品也將會隨著研發團隊的創

新、創意而陸續推出，並走向國際市場。以智慧

農業為本，將大地的資源與老祖宗的智慧來創造

新價值、新產業，實現無廢與再生的理想，透過

生物科技手法，實現挖掘大地寶藏之夢想家。

＞＞組循環經濟農業生技聯盟拓商機

2016年初京冠專利技術再下一城。與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進行「具產業化潛力之台灣本土分

離麴菌株及專利授權」簽約，讓藥用真菌庫再添

生力軍，同時將運用食品所專利技術及菌株，加

上自身擁有的專利，在綠豆發酵及應用上獲得更

完整的專利保護與布局，也為其發展保健食品、

粧品及植物新藥開發奠定利基。其間也與國內外

農業及食品大廠結盟，組合成循環經濟農業生技

聯盟，利用農業副產物，創造出令人驚豔之產品。

資料來源：京冠生技

（圖 2）「固態發酵」概念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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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原始森林中的紅寶石牛樟樹是世界珍貴

的寶物。易宏生技為促進台灣牛樟芝的產

業發展，除了與林業試驗研究所合作技轉牛樟實

生（種子）苗經營培育技術外，亦投入大量資源

於台灣各地區進行牛樟樹造林合作，從選種、育

苗、造林、培菌，到牛樟芝產品化形成一條龍生

產體系，將老天爺賜給台灣的寶藏牛樟芝得以發

揚。

＞＞結合科技管理，首創牛樟生產履歷

為推動台灣精緻化農業、科技化管理，易宏生

技董事長蘇睿騏創新導入 RFID（無線射頻辨識技
術），從牛樟自萌芽到成樹完整記錄牛樟生產履

歷，即時上傳植栽數據至雲端，分析、整合為有

效資訊，無論身處何時何地，結合科技化管理系

統，有效掌握及追蹤樹木生長情況，為牛樟樹栽

種創下先例。目前在三峽、大湖、雲林以及台東

持續牛樟樹造林，已達 80,000棵的規模，在三
峽、外雙溪已完成牛樟採種園建置；2017年起
更大規模在台東太麻里的金針山做為原生牛樟樹

種質園實驗基地，尋求最天然最適合的牛樟樹生

長環境，篩選出最適合培育牛樟樹的種源，展開

長遠深耕台灣牛樟樹復育工程，期盼塑造出台東

金針山觀光林場，成為台灣原生牛樟樹自然景觀

觀光園區，預計 2020年造林面積達 200公頃

20萬棵；2030年造林面積達500公頃50萬棵。
為使大眾對台灣絕無僅有的寶物牛樟與牛樟芝

有更廣泛的認識，易宏生技首開業界先例，建構

雲端牛樟知識平台「台灣牛樟影像博物館」，集

結台灣牛樟權威達人、學者、專家與產業先進的

各方資源，將牛樟生態面、應用面、產業面等不

同面向的專業知識，透過高品質影片，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細述關於「牛樟樹」及「牛樟芝」的神

祕面貌，將台灣最美麗的寶物呈現在大眾眼前，

進而為台灣牛樟躋身國際級產業盡一份心力，奠

定堅實基礎。

＞＞長期致力發展保健養生研究計畫

易宏生技致力於發展台灣原生椴木牛樟芝在保

健養生功效上不遺餘力，除了長期與國內外權威

整理：編輯部

農業生技尖兵 4》易宏生技

創新牛樟芝經營
發揚台灣中草藥優勢
易宏生技一路積極投入與推動牛樟的復育及培育原生椴木牛樟芝，
力拚原生椴木牛樟芝成為台灣的正官庄為目標，
揚名國際，啟動台灣新農綠色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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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年節即將推出的高品質牛樟芝子實體原片精裝

禮盒能一舉搶攻台、陸、港、星、馬高端消費市

場，期盼為台灣特有國寶牛樟芝開創華人保健市

場嶄新的一頁。

易宏生技一路積極投入與推動牛樟的復育及培

育原生椴木牛樟芝，持續開發符合現代人養生的

原生種草本植物保健產品，有鑑於面對全球自由

貿易的競爭以及養生保健日趨重視的趨勢下，台

灣農業技術在國際間享有盛名，關鍵係如何將農

產品提升至高品質、高價值、高營收的獲利模式，

期盼新政府能積極整合產官學資源、培養農業科

技人才計畫、加速克服台灣中草藥及農產品在各

國經貿進口法規限制與協助企業在國際間行銷通

路和運輸的暢通等，如此才能將農業科技產業擴

大產值、提升價值，逐步發展台灣成為農業科技

創新研發基地。

而易宏仍將用心扎根台灣這塊土地，持續發展

復育牛樟及各種特色原生種植物為使命，力拚原

生椴木牛樟芝成為台灣的正官庄為目標，揚名國

際，啟動台灣新農綠色商機。

學者投入研究與合作，其所掌

握的牛樟芝菌種皆通過在美國

GenBank菌種完成基因登錄；
實驗成分中所含牛樟芝天然化

合物安卓幸（Antrocin）及其
衍生物之癌症活性研究，在動

物實驗顯示在肺癌、乳癌以及

大腸癌具有抑制腫瘤生長及轉

移的結果。未來將持續針對安

卓幸（及衍生物）在癌症之生

物機制（癌細胞的分子機制）

進行相關研究計畫。

易宏牛樟，以原生椴木培

育嚴選 2至 7年生的牛樟芝
子實體產品，富含有效三萜類化合物、多醣體等

成分，全系列產品皆嚴格要求自主檢驗、每批產

品原物料皆經過國際驗證單位 SGS檢驗通過，
並以國內首家以高標準採用子實體成分之產品送

測，率先依據衛生福利部食藥署 90天餵食安全
性試驗相關規定，完成椴木牛樟芝子實體配方的

備查核准，提供消費者牛樟芝原料品質及食用安

全上的保證。未來也將持續推動完成大陸官方核

准將牛樟芝以中藥材名義合法輸入大陸地區。

＞＞旗下保健、美妝品打進國外通路

易宏生技創新開發具有台灣特色的原生椴木牛

樟芝及原生種農業產品，積極打造旗下易宏牛

樟、易宏草本、魔肌美人等品牌所屬的保健品、

美妝手作皂用品在中大型超商通路與醫藥保健連

鎖通路銷售，繼 2015年第 4季成功打通香港市
場，開發符合商業人士宴會交際的易宏牛樟宿醒

隨身系列，於港澳的 7-Eleven、萬寧、華潤堂以
及台灣全家、屈臣氏順利完成萬點鋪設，預計針

易宏生技從選種、育苗、造林、培菌、到牛樟芝產品化，形成一條龍生產體系。

易
宏
生
技
提
供



台灣銀行家 2016.11月號48

封面故事

為
促進農業升級與轉型，

農業生技產業為農業

發展重點方向。農業發展的

關鍵要素包括人力、技術及

資金，為引導資金挹注農

業，提供農漁業者所需營農

資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金融局依《農業金融法》

之規定，輔導農業金融機構

經營，並規劃及推動政策性

農業專案貸款（下稱專案農

貸），提供農業發展及農業

生技產業所需之低利貸款資

金，促進農業多元加值發

展。

《農業金融法》自 2004
年 1月 30日施行，農、漁會信用部改隸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一元化管理，農業金

融局亦配合於同日成立，負責農業金融機構之監

理及推動專案農貸，以建構完整及健全之農業金

融體系為施政目標，俾利提供農業金融服務，促

進農業及農漁村經濟發展。

農業金融機構採二級制架構，上層為全國農業

金庫，下層為農漁會信用部。主管機關亦採二級

制架構，在中央為農委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另有「農業信

撰文：許維文

金融資源篇 1》

政策性專案農貸
優惠配套力挺農生技
農業生技產業發展及企業化經營，將引領臺灣農業朝向多元及創新發展，
農委會將持續推動農業生技相關專案農貸，配合農業政策及產業發展需求，
協助提供農業產業創新發展所需資金。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金融局局長許維文認為，農業生技產業發展及企業化經營模式，將引領臺灣農業朝
向多元及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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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證基金」為擔保不足之農漁業者提供信用保

證。

＞＞逾百萬農漁業者受益專案農貸

依據《農業金融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應規劃及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其貸款之資格、期限、利率及委託辦理應遵行等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故農委會

特訂定「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農

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以及專案農貸貸款

要點等規定。明定各貸款項目之貸款政策目的、

資金用途、貸款對象資格條件、利率、額度及期

限等。

截至 2016年 7月，計開辦 18種專案農貸，
貸款利率介於無息至2.79％（多數為1.29％），
支應農、林、漁、牧產業發展及農漁民家計週轉

資金需求，約 103萬名（戶）農漁業者受益，
累計貸款金額 5,408億元，其中包含發展農業
生技產業所需之資金需求。

專案農貸之貸款風險係由貸款經辦機構承擔，

為提升農業金融機構承作意願，農委會農業金融

局依《農業金融法》第6條第3項規定，參考農、
漁會信用部一般農業貸款平均利率等，訂定專案

農貸利息差額補貼基準，由農業發展基金及農業

天然災害救助基金逐年編列預算，補貼專案農貸

截至 2016年 7月，已開辦 18種專案農貸支應農、林、漁、牧產業發展及農漁民家計週轉資金需求，約 103萬名（戶）農漁業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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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機構作業成本及風險等。

＞＞農業生技產業兩項貸款管道

農業生技產業相關農漁業者可依其從事之產業

項目、資金用途及借款人（企業）資格條件，依

各該貸款要點規定，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專

案農貸，獲得資金融通。茲就「農業科技園區進

駐業者優惠貸款」及「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

營及研發創新貸款」介紹如下：

一、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專案農貸輔導農業生技業者實績

實例 1：芳美蘭園

周伯倚先生，曾於芳馨貿易公司擔任財務經理，

2004年返回嘉義協助其父親從事蘭花栽培及代
工，承襲父母 30多年的蘭花育種經驗，原在阿
里山公路旁有一座高山催花基地（約 430坪）
及臺南蘭花生技園區兩座蘭花溫室（約 1,590
坪），2010年該公司兩間溫室已達滿載，當時
因接獲韓國一間花卉公司代工契約，周伯倚透過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協助下，於

2010年11月擴大營運規模興建第三間溫室（約
1,500坪），營收逐年成長。該公司產品主要以
自有小苗培育至中苗或大苗出售，主要銷售對象

除蘭花生技園區同業外，主要有美國、歐洲及韓

國等海外市場。

實例 2：喬本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於 2010年 5月 20日設立，經農委會審議通過
進駐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作為主要生產基地，

並規劃在園區 1萬坪建廠基地上，建置生技新藥
cGMP標準廠房、無塵室及研發分析中心，包含
超臨界萃取廠及牛樟芝椴木培植 CAS認證廠房
等，建廠工程款估約 1.76億元，因所費甚鉅，
乃由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轉介向農業金庫申請

融資貸款，並經農委會農業金融局同意後，即邀

請高雄市農會等 10家農會籌組聯合授信案，經
核貸1.2億元，並按廠房工程興建進度陸續撥款，
隨著生技新藥廠於2012年3月完工使用，研發、
設計、生產及銷售等各項業務得以擴充，營運漸

上軌道並穩定成長。

農委會為發展農業科技，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

聚，鼓勵業者進駐農業科技園區投資，於 2005
年底開辦「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目前以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彰化縣國家花卉

園區及臺南市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之進駐業者

為貸款對象，協助其取得農業經營發展所需資金

融通，貸款利率 1.29％，貸款額度最高 8,000
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1,000萬元，
有特殊情形，另得報請農委會專案同意提高貸款

額度。截至2016年7月累計貸放382戶業者，
貸款累計金額達 31.5億元（詳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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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

為協助農民組織及農企業提高生產技術與產品

品質或服務之附加價值，強化競爭力，促進農業

產業升級，農委會於 2014年 10月 28日開辦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

（下稱農企業貸款），將貸款對象由個別農漁民

擴大至農企業，支應業者從事農、林、漁、牧業

生產、農產運銷、外銷集貨供應及研究發展等所

需之低利貸款資金，貸款利率 1.68％，最高貸
款額度為5,000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
為 1,000萬元，但與農民、農民團體或農業產
銷班有契作關係者，週轉金最高為2,000萬元，
期透過農企業競爭力的提升，打造「全民農業競

爭力」，翻轉臺灣農業經營體質。截至 2016年

7月累計貸放 123戶農企業，貸款累計金額達

10.4億元（詳見圖 2）。
本貸款之申貸對象主要為產銷經營計畫經農委

會審查符合農業政策者，另曾獲農委會補助或獲

農業創新等有關獎項者，其產銷經營計畫無須報

經農委會審查核定，得逕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

請。

有申貸意願的農企業可就近向農（漁）會信用

部或全國農業金庫提出申請，另屏東農業生物科

技園區之進駐業者，並可向臺灣銀行設於屏東農

業生物技術園區之分行申貸「農業科技園區進駐

業者優惠貸款」。至於業者所關心貸款擔保問題，

若借款人沒有信用不良紀錄，但擔保能力不足

時，得由貸款經辦機構送請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提

供保證，協助順利取得所需資金。

＞＞結合各農業金融部門力量挺農業

農業與民眾生活健康及生態環境，息息相關，

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農業生技產業發展及

企業化經營模式，將引領臺灣農業朝向多元及創

新發展，農委會將持續推動農業生技相關專案農

貸，配合農業政策及產業發展需求，檢討相關規

定，適時調整貸款項目及內容，並結合農漁會、

全國農業金庫及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等農業金融部

門的力量，支持農業永續發展，協助提供農業產

業創新發展所需資金。（本文作者為行政院農委

會農業金融局局長）

（圖 1）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
款歷年貸放情形

註：資料統計至 2016年 7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業金融局

20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累計貸款金額（億元）

累計貸放件（戶）數

（圖 2）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
研發創新貸款歷年貸放情形

註：資料統計至 2016年 7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業金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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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永續農業發展過程中，「金融」和「科技」

扮演著促進農業創新的重要角色，臺灣農

業發展技術累積雄厚的自主技術基礎，隨著生物

科技成為引領潮流的明星產業，政府持續積極推

動農業生物技術發展，透過農業金融專業服務，

支持農漁產業發展，進而帶動產業創新轉型，也

打造出臺灣農業金磚。

＞＞農業轉型與農業金融需求

科技趨勢發展已從第一波的醫藥生技進入第二

波的農業生技領域，生技產業將繼電子資訊產業

成為 21世紀全球明星產業，農業生技對於解決
全球糧食危機、保護自然環境、提升醫療效用、

提升食品安全等將有深遠影響。臺灣擁有據以立

國的成熟農漁產業，以及以堅實的高科技技術為

基礎的農業生技發展優勢，惟農業生技無法獨立

存在，它是以農林漁牧為核心，擴及至農企業、

農政機關、農業金融及農漁民組織等，並建構出

一個跨足資材供應、專利技術、人才培訓、資訊

服務及周邊產業的農業生技體系。

要在地狹人稠的臺灣形成有競爭力的農漁產

業，就必須運用現代化生物科技提高農漁業的附

加價值，而農業生技必須要有金融的滋潤才能發

展，農漁業要自傳統步入創新，轉型生物科技、

撰文：陳朝輝

金融資源篇 2》

農業金融
農業生技發展關鍵推動力
臺灣農業生技極具國際潛力，農委會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計畫，
全國農業金庫已成立國外部發展外匯業務，發揮農業專業銀行的功能，
讓農漁產業及農漁民順利達成產品行銷全球之目的。

全國農業金庫董事長陳朝輝表示，完整的農業金融體系與組織能扶植農
業生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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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企業化經營，需要農業金融的支持。相對一

般工商服務業而言，農業係相對弱勢之產業，因

其與工業的標準化產品製造或商業的經手銷售等

有很大的差異性。農漁產品產製的過程中，受到

自然環境的限制，具有諸多不確定性，對於市場

的應變能力亦較不足；故傳統的商業銀行較難對

農漁業提供適宜之資金融通，爰此，完整的農業

金融體系與組織才能發揮農業金融應有的功能，

以扶植農業生技產業發展。

＞＞臺灣農業金融體系建立

臺灣農漁會成立已逾百年，在政府的輔導下，

成為臺灣地區組織最龐大、資源最豐富的農民團

體，長期以來對臺灣農業發展、農村建設、教育

推廣、供銷服務等，貢獻卓著。農會的多元功能

中，農會信用部一向擔任農業金融運作的重要角

色，在農村推動農貸，對農民提供小額融資。但

在面臨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挑戰下，為健

全農業金融體系，政府於2002年11月30日召
開「全國農業金融會議」，達成「充實農業信用

保證基金及農、漁會與信用部由農委會一元化管

理」、「設立全國農業金庫為農、漁會信用部業

務的上層銀行」、「貫徹金融監理一元化」、「制

定農業金融法」及「提升農業經濟的競爭力」等

五項共識；故於2003年7月23日制定《農業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持續擴大推動低利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涵括農、林、漁、牧各面向，鼓勵有志發展農業之農漁民及農漁企業，並建立其取得融資之
重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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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法》，並於2004年1月30日起施行。隨著法
制的確立，架構出以農漁會信用部及全國農業金

庫為主體之農業金融體系，此一體系運作機制以

合作精神及整體最大利益為原則，並以永續經營

及發揮專業為目標。

新的臺灣農業金融體系由農業金融局貫徹金融

監理一元化，並以全國農業金庫為中心，建立縱

面的農業金融輔導體系，並與農漁會信用部共同

推動、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搭配農業信用

保證機構保證，使臺灣農業金融體系更臻完備並

達成農業金融專業功能。此外，全國農業金庫與

農漁會信用部更透過共同辦理聯合授信、代收業

務與資訊共用整合等，使臺灣農業金融成為自主

獨立的金融系統。

＞＞推動專案農貸，強化競爭力

農業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

後盾，它有安定社會的功能，面對國際化之激烈

競爭與挑戰，臺灣農漁業亟需調整產業結構，提

升經營效能，加上資訊業的蓬勃，到生物科技引

導經濟發展，政府近年致力於推動農業結構調

整、促進農業之企業化經營與科技創新、輔導臺

灣農業國際化，並活化農業資源利用，以確保農

業之永續發展。

農業轉型為科技尖端產業，特別需要農業金融

體系的支持，尤其是政府專案農貸的搭配，為照

顧農民生活及協助農林漁牧產業發展，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持續擴大推動低利政策性農業專案貸

款，以協助農漁民及農漁企業順利籌措經營所需

資金。農委會目前核定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項

目包括輔導漁業經營貸款、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青年從農創業

貸款、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

款等 18項，涵括農、林、漁、牧各面向，鼓勵
有志發展農業之農漁民及農漁企業，並建立其取

得融資之重要管道。

農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包括人力、技術及資金，

政府推出一系列專案農貸來引導資金挹注農業，

提供農漁業者經營農業所需的資金；而面對臺灣

的農業升級，並走向知識化、科技化，專案農貸

也因應整體環境變化及產業發展需求與時俱進，

為協助農民組織及農企業提升技術能力或從事研

究發展，期以企業規模經濟帶動農業升級；農委

會推出「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

貸款」，貸款適用對象包括曾獲農委會科技農企

業菁創獎得獎之公司、曾進駐農委會創新育成中

心或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曾

獲農委會出具係屬農業科技或新創事業具市場性

意見書等，協助農業從初級生產提升為「新產業

鏈農業」，加速農業創新轉型。截至 2015年底
整體專案農貸累計貸放件數已突破 24萬件，累
計貸放金額更超過 1,200億元（詳見圖）。一般

農業投資及農地抵押較不易自商業銀行體系取得

（圖）近4年專案農貸累計貸放件數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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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以低利提供農民組織

及農企業經營農業科技或新創事業之資金，減輕

其財務負擔，並可透過全國農業金庫或全台各農

漁會提出申請，讓綿密農業金融體系通路與專案

農貸緊密結合，暢通農業科技發展籌資管道。

＞＞扶持農業生技經濟，
農業金融協助創造產業續航力

在全球農業生技發展熱潮下，政府亦積極從各

面向推動配套措施來落實催化農業之轉型，包括

於 2014年 1月 1日成立農業科技產業化當責
機構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為農民、農民團

體及農企業提供農業技術、商品化及產業化服

務，加速發展農業新創事業及國際化，並發展農

業科技園區，「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102家
廠商進駐，投資金額達 94億元，帶動年產值約

49億元。另臺南市「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可生產蘭花面積為 96公頃，已有 80家業者進
駐，營業額累計達 105.36億元；全國農業金庫
定期有負責之輔導人員在「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

區」及「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駐點服務，提

供專業貸款諮詢，搭配農委會專案農貸中之「農

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對園區進駐廠

商提供興建或購置廠房、設施、設備、溫室、材

料及其附屬設施之資本支出及相關經營所需週轉

金。另為協助農業轉型升級，全國農業金庫所推

出之「農業紮根貸款」，針對從事農林漁牧之業

者提供低利貸款，本項貸款亦可透過農漁會信用

部辦理，以協助相關業者取得營運及週轉資金，

藉此協助農企業農業經營、新農民創業等。

臺灣農業生技技術相當優異，極具國際市場拓

展之潛力，加上農委會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

籌計畫，聚焦 10項重點科技產業，積極布局農
業科技國際市場，全國農業金庫於 2015年底成
立國外部發展外匯業務，正可發揮農業專業銀行

的功能，藉專業的農漁業金流及授信經驗，及與

農漁會間的長期合作關係，提供農漁業更貼切規

劃，讓農漁產業及農漁民順利達成產品行銷全球

之目的。

全國農業金庫連續 6年獲中華信評公司 twAAA
之最高評等，整合全國 311農漁會信用部共

1,177個營業據點，提供專業金融服務，為臺灣
農業科技發展後盾，讓臺灣的農漁業升級，並走

向商品化、事業化、國際化，達成「打造農業科

技產業成為臺灣創新產業，帶動農企業與農民合

作開創全民農業」。

            （本文作者為全國農業金庫董事長）

農業轉型為科技尖端產業，特別需要農業金融體系的支持，協助創造產
業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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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全、穩定、充裕的「金融」體系，是支撐

國家競爭力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支援產業

創新經濟發展，是金融體系無可避免的任務。

臺灣優質農業技術具有國際競爭力，但近年競

爭國家的產業發展快速，各國農業政策又愈趨保

護主義，反觀國內的小農產業型態，欠缺進軍國

際市場的企業化規模，加上國內可耕地小，糧食

自給率不足，氣候變遷導致農業生長環境不穩，

動輒造成巨大農業災損。此外，人口及產業結構

改變，農村人口老化、人力不足，農業生產過程

中，藥物及化學肥料使用過當，食品安全問題層

出不窮。面對全球市場競爭、社會環境變遷、經

濟成長趨緩及產業結構亟需盡速升級轉型等各種

挑戰，臺灣農漁產業必須走在「創新與改變」的

路上。

政府推動農業生技發展政策，訂定發展現代農

業生技、智慧農業生產、再生循環資材應用等各

項政策目標，藉由農業生技，改變農產質量及產

業結構，用以提升臺灣農業的競爭力，讓農業成

為科技化、年輕化、高競爭力，且所得穩定的產

業。在創新及改變的過程中，從設施（備）購置、

更新、技術創新、研發試驗、產品安全檢驗、品

牌建立、新經營管理模式到拓展銷售通路、布局

全球行銷等各個環節，均需投入大量資金，作為

撰文：宮文萍

金融資源篇 3》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為農漁民升級牽成資金
農業生技能改變農產質量及產業結構，其中資金扮演重要角色，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農漁民及農企業取得所需資金，
共同推動政府政策，提升臺灣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農信保基金董事長宮文萍認為，如何善用「金融」體系資源支援農業發
展資金需求，是成敗關鍵。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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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發展的動能。如何善用「金融」體系資源，

支援農業發展各項資金需求，是成敗的重要關鍵

因素。

＞＞配合政策支援農業經營發展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的任務，一方面為協助擔保

能力不足的農漁民及農企業，增強其授信能力，

順利取得所需資金，改善農業經營，提高收益；

另一方面也為金融機構分擔融資風險，促使金融

機構積極推展農業貸款，結合金融機構的融資服

務及農信保基金的信用保證服務，共同推動政府

政策，提升臺灣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農信保基金擔任融資保證的中介角色，最重要

的是配合政策支援農業的經營發展，以政府頒定

的各項低利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為基準，農信保

基金配合訂定各項信用保證要點據以推動，並針

對特定農漁產業或青年農民需求，訂定優惠保證

專案措施，同時配合金融機構的一般農業貸款提

供信用保證，協助農漁民及農漁企業順利取得資

金，發展事業獲得最大利潤。

此外，農信保基金也即時提供緊急災害或紓

困的資金保證需求，例如：風災、寒害、震災

等天然災害及禽流感疫情、農產品產銷失衡的

紓困等。截至 2016 年 7 月底，農信保基金
累計協助 57 萬餘戶，取得融資超過 4,241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除協助農漁民及農企業順利取得所需資金，也為金融機構分擔融資風險，共同推動政府政策，提升台灣農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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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

＞＞在第一線與金融機構溝通貸款

目前與農信保基金合作的金融機構，包括遍及

全國的農漁會信用部共 310家，以及全國農業
金庫、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華南銀

行、彰化銀行、第一銀行、臺灣企銀、京城商銀、

永豐銀行、新光銀行等銀行的各地分行。同時設

立展業輔導部門，訪宣並輔導金融機構，在第一

線與貸款經辦單位溝通，隨時將新的措施宣導說

明，也參與技術交易展、農業好點子等展覽推廣

宣導活動，有需求的農友可以向當地或常往來的

農漁會信用部或銀行，申請將農業貸款送由農信

保基金提供保證。

＞＞協助農業生技園區業者融資

農信保基金在協助農業生技產業發展上，配合

政策作了不少努力。臺灣為全球認定農業技術前

項的國家之一，政府為發展農業科技，營造農業

科技產業群聚，促進農業產業轉型升級政策，設

置臺南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屏東農業生物科

技園區、彰化國家花卉園區等，為鼓勵農業生技

業者進駐園區投資，並訂定「農業科技園區進駐

業者優惠貸款要點」，但因園區土地係屬承租，

無法提供為貸款擔保，農信保基金隨即提供信用

保證服務，提供進駐業者興建或購置廠房、設施、

農信保基金也提供緊急災害或紓困的資金保證需求，例如：風災、寒害、震災等天然災害及禽流感疫情、農產品產銷失衡的紓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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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溫室、材料及附屬設施之資本

支出及相關經營所需週轉金貸款的信

用保證，協助無法提供擔保的業者順

利獲得進駐園區投資所需農業資金。

截至 2016年 6月底，屏東農業生
物科技園區進駐業者，有 26家經農
信保保證取得融資達 8.8億元；臺南
臺灣蘭花科技園區進駐業者，有 42
家經農信保保證取得融資達 14.4億
元；彰化國家花卉園區有 3家進駐業
者經農信保保證取得融資達 2億元。
在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瀚頂生

技有限公司超過 5,000坪的溫室空
間，是臺灣最大的魚菜共生溫室養殖場。溫室裡

的大魚場，有龍膽石斑、東星斑和鰻魚，溫室菜

園則有季節蔬菜和藻類，養殖區、蔬菜區和海藻

區產生的廢料，也透過水處理系統直接收集到廢

料槽，作為園區內的天然肥料，瀚頂以超過 2億
元打造科技溫室，不足的資金就是透過農信保基

金保證，順利取得政策性低利農業貸款所興建。

＞＞扮演農漁民轉型升級堅強後盾

為提升農漁民研發能力及國際行銷能力，並透

過規模經濟，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及國際競爭

力，政府積極輔導農漁民轉型企業化經營，投入

創新、研發與行銷，增進臺灣農漁發展的利基，

例如政府列為農業生物發展的重點產業蘭花、養

殖業（石斑魚、觀賞魚等）及菇蕈類，是臺灣極

具競爭力的農漁產品，且蘭花、觀賞魚屢次獲得

國際競賽大獎，截至今年 7月底，農信保基金
協助蘭花、養殖業及菇蕈類業者取得融資分別為

49億元、110億元及 16億元，資金用途從育
種育苗、購置魚種苗、資材設備、興建溫室、整

修塭堤、研發試驗，到開拓市場、擴大經營規模

等營運週轉資金，涵蓋全面性之拓展經營。

曾榮獲農委會 2012年科技農企業菁創獎的力
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就是由農漁民轉型為企業

化經營案例，力佳綠能積極研發低耗能設備，利

用綠能養殖，結合太陽能節能減碳，兼顧生態環

境保育，該公司的努力經營獲漁業署頒發 2012
年度優質石斑魚苗生產場獎章。該公司在 2009
年八八風災時漁塭被水淹沒，漁塭裡頭的魚一尾

不剩，藉由農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的協助，讓

該公司在無力提供擔保的情形下，順利取得復建

復養的資金，後來更協助該公司取得購置節能減

碳相關設備資金，以強化經營能力。

臺灣農漁產業正走在「創新與改變」的路上，

藉由農業生技強化農產質量及產業結構，提升臺

灣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如何善用「金融」體系資

源，支援農業生技發展各項資金需求，是至為重

要的關鍵；農信保基金將持續秉持「農林漁牧、

保證服務」的精神，與金融機構充分合作，作為

農漁業轉型升級及永續發展的堅實後盾。（本文

作者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 ) 

農信保基金擔任融資保證的中介角色，最重要的是配合政策支援農業的經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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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農業的發展具有相當潛力，農業產品除

了提供民生消費外，已跨界應用至其他非

農業領域，並進而衍生出新興的農業生技產業。

目前農業生技之應用以雙軌方式同時發展，一方

面結合傳統育種、防疫、養殖、肥料及農藥等，

提升傳統農業的品質；另一方面利用新興生物技

術促進農業與醫藥、食品及環保等結合，開拓新

的應用領域。因此，在專業技術與應用科技之高

度需求之下，農業生技產業較一般傳統農業需要

更多的資金，以投入專利智財布局、全球市場開

發、國際品牌建立、國外通路布建等過程，讓辛

苦研發的產品、技術，除了能立足臺灣，也能放

眼全球。

＞＞扶植農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

稱櫃買中心）為響應政府扶植農業生技產業進入

資本市場之政策，自 2008年起即積極拜訪農
企業者並鼓勵其進入資本市場，也發現部分農企

業雖然不符合一般獲利能力及設立年限之上櫃條

件，但是其產品或技術已開發成功，且具未來市

場性。

為協助農企業者利用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經

營規模，櫃買中心委託農委會對擬申請股票上櫃

之農企業，核發是否係屬農業科技事業暨產品或

技術開發成功且具市場性之評估意見，以利農企

業以科技事業身分向櫃買中心申請上櫃，俾不受

獲利能力及設立年限之限制，可順利透過資本市

場取得營運所需資金以提升企業競爭力，並達到

吸引優秀人才、提高知名度，以厚植實力並擴大

營運規模之目標，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7家農企
業登錄興櫃，並有 2家農企業成功上櫃。
此外，櫃買中心為增加農業科技類公司於市場

中之辨識度，櫃檯買賣股票市場掛牌產業已新增

「農業科技業」類別。依櫃買中心「上櫃公司產

業類別劃分暨調整要點」之內容，發行公司初次

申請或上櫃公司申請調整為農業科技業，需取得

農委會等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可，始得據以劃分為

農業科技業。

有關新增「農業科技業」掛牌類別之「產業類

別劃分暨調整要點」修正條文，櫃買中心已於

撰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金融資源篇 4》

農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打造國際賽戰力
隨著以公司型態營運的農企業日益增多，藉由登錄創櫃板，
進而公開發行、興櫃以及上櫃等途徑進入資本市場，
除資金挹注，對於品牌發展、競爭力提升及延攬人才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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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5日對市場公告，並於同年9月5
日正式實施。

＞＞創櫃板對農企業者之助益

除了前述推動農企業上（興）櫃以協助其進入

資本市場外，櫃買中心近年更向下扎根，積極扶

植我國微型及小型創新、創意企業（如農企業）

之發展，另為解決其在現有機制下籌資不易且無

法短期內快速成長之困境，櫃買中心於 2014年
建置創櫃板平台，除提供具有創新創意之微型與

小型企業，不具交易功能之「股權籌資」功能外，

並建構「公設聯合輔導機制」，主動了解受輔導

企業在營運及制度上須協助之具體內容，結合政

府與相關單位之輔導資源，提供其會計、內控、

行銷及法制作業等客製化之全方位輔導，健全其

企業體質及內部制度，進而在成長茁壯後朝公開

發行之路邁進，並達到促進各縣市地方經濟繁榮

發展及增加人民就業機會的目標。

創櫃板不僅使農企業者之籌資管道更加多元，

其籌資規模尤其符合農企業等微型企業之需求，

有助微型農企業融資，以投入早期創新研發。另

外，申請登錄創櫃板之公司免辦理公開發行，籌

資成本較低，且透過創櫃板之「公設聯合輔導機

制」，農企業將可逐步建立內部控制、會計及財

務規劃相關制度，並落實公司治理，為未來正式

進入資本市場提早做準備。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6家農企業登錄創櫃板，

5家農企業成為輔導中公司，顯見創櫃板扶植農
企業已有初步成效，農企業者透過創櫃板進入資

本市場，有助促進公司內部健全管理、吸引優秀

人才、拓展行銷通路，進而增加企業經營績效及

永續發展。

農業發展是國家的根本，在產業方面追求卓越

進步，各界已有目共睹，而隨著農業組織的發展，

許多以公司型態營運的農企業也日益增多，對於

整體市場的發展有正向的效益。農企業藉由登錄

創櫃板，進而公開發行、興櫃以及上櫃等途徑進

入資本市場，除可獲得資金挹注以擴大營業規模

外，同時對於企業的品牌發展與競爭力之提升及

延攬優秀人才均有助益，期待未來有更多優質且

具潛力的農企業新星進入資本市場，並善用資本

市場之資源將臺灣農業生技之優勢發揚光大。

（圖 1）農企業進入資本市場之必要性

（圖 2）發行公司申請登錄興櫃前或興
櫃期間，欲調整為農業科技業
流程

整理：櫃買中心

最短約 1個月

申請公司

申請登錄為
農業科技業

櫃買中心

函詢農委會
意見

便利籌措中長期資金
增加公司知名度、吸引
優秀人才

促進公司內部健全管
理，增加農企業經營
績效

通知申請公司
是否核准分類
為農業科技業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農業科技
產業認定

回覆意見

整理：櫃買中心

來函並檢附
農業科技業
類別申請表

利於公司股票價值之發
現，並提高股票流通性，
以利透過股權移轉進行
聯盟及併購等策略



台台灣灣銀銀行行家家 22001166..1111月月號號6262

特別企劃

台灣邁向
綠色經濟成長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綠色經濟發展已是必然趨勢，

而新政府亦以 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為目標，
積極挺向綠色經濟之路，

此將影響國內經濟體系與財務金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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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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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楊晴

循
環經濟是將廢棄物轉換成再生資源之零浪

費思維，尤其中南部以農、漁為本的縣

市，更被列為啟動循環經濟的首善之地。而根

據法規，再生能源屬於乾淨能源，包含太陽能、

風力、非抽蓄式水利設施等都被定義為綠能設

施，近期已經被允許在不影響農業經營前提下，

於農業設施屋頂或是農地上設置。

農委會主委曹啟鴻於接受《台灣銀行家》雜誌

專訪時表示：「導入綠能、再生資源、循環經濟，

都是為了改善農業體質，希望民眾可以給政府機

會。」台灣如果未來要走精緻農業，此類設施並

不能避免，對於農民而言，希望能保護農地，但

他則期盼協助農民與農業都雙雙進步，一起邁向

雙贏。

曾任屏東縣縣長的曹啟鴻，就開始著手利用莫

拉克災區以及地層下陷的農地，建設太陽能面板

來養水種電，推動的太陽光電成效卓越，堪稱是

台灣綠電之重要推手，並積極主張農電共享雙

贏，此項經歷亦可望助台灣農業啟動綠能轉型。

他舉例，畜牧業如果能將沼氣發電做好，打造

良好環境，原本耗水、汙染的養豬業成為循環經

專訪農委會主委談打造台灣永續環境

濟主角之一，未來台灣就是綠能國家。事實上，

在屏東擔任 8年縣長期間，便已開始推動養豬場
沼氣發電，目前屏東設有沼氣回收之養豬場，不

但擁有乾淨的環境，也可以回收沼氣再轉換成再

生能源。

為了鼓勵沼氣發電，曹啟鴻也力爭躉售電價從

現行 3.9元提高至每度 5.0087元，希望讓相關
業者、包括農民投入沼氣發電意願大幅提高。

此外，他也提出多項綠電措施，例如不利耕種、

汙染、鹽化、嚴重地層下陷等農地，設置高架、

浮動透光之非營農型光電設施，並投入試驗研究

改良土壤，讓土地恢復農用為目標；針對優良農

地申設營農型光電設施案件，未來將視設備技術

發展與農業栽植技術研發狀況而逐步檢討。以下

是專訪精彩內容摘要。

鼓勵沼氣發電讓養豬農民三贏

《台灣銀行家》雜誌問（以下簡稱問）：您擔

任屏東縣縣長時即積極催生綠電發展，如今成效

顯著，而自出任農委會主委以來，亦主張推動農

曹啟鴻的綠色經濟主張
農電共享、循環經濟
發展綠電為新政府之重要政策，亦是達成全民非核家園期盼之關鍵，
而綠色能源、再生資源、循環經濟等更是全球熱潮，
台灣也不應該缺席，共同推動台灣環境永續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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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有效維護永續環境。

不過，過去養豬農民對於沼氣發電機的操作、

維護較為生疏，加上沼氣發電躉購費率不具誘

因，難吸引養豬農民以及相關業者投入。我已經

親自出席 2017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
會的分組會議，向審定委員及各界進行說明。明

年起，有厭氧消化設備的沼氣發電之躉購費率將

可望提高至每度 5.0087元，根據了解，相關業
者，包括農民投入的意願已因此大幅提高。

綠電措施能幫助土地恢復農用

問：您曾提出多項綠能政策與做法，包括設置

高架、浮動透光之非營農型光電設施、改良土壤

電共享雙贏，可否請您詳談其中的理念與想法？

曹啟鴻答（以下簡稱答）：我在擔任屏東縣縣

長期間，所推動的沼氣發電，讓養豬農達到改善

環境品質、減少處理支出，以及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可謂三贏。

沼氣發電之所以重要，在於過去農業社會中，

畜牧業、尤其是養豬業產生的糞尿，原本可做為

糞肥回歸農地使用，但在畜牧業規模化、企業化

之下，大量的糞肥因超過環境涵容能力，加上民

眾環保意識抬頭，對環境品質要求提高，過往被

當成施肥之寶的糞肥變成汙染物，養豬業還必須

耗費金錢、時間與空間處理。

但如果以循環經濟角度來看，將養豬產生的糞

尿等廢棄物變成再生能源，就能成功降低成本，

農委會主委曹啟鴻認為，推動綠色經濟可讓台灣環境與產業皆邁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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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農用以及申設營農型光電設施等，能否請您

深入分享其規劃？

答：台灣沿海地區有許多地方因為長期忽略環

境永續、偏重耗水產業發展等社經結構因素，再

加上自然驅力，地層嚴重下陷、土壤鹽化，農地

其實已經不利種植生產。

過去，屏東在沿海地層下陷區引進綠能的「養

水種電」計畫，讓農民有替代性收入，改變原有

的土地利用方式，減少耗水，在高架光電板下，

有的光電廠商進行農業栽培，今年連香蕉都種出

來了，有的光電廠商與縣府合作，將這些光電板

下方空間變成滯洪池。直到現在，光電企業也都

還在精進技術，例如提高整區透光、經營效益等。

在這些經驗基礎上，對於經濟部的太陽能光電

產業計畫，我們鎖定的土地第一優先是泡在水裡

不易耕種的土地、受汙染的土地等，但未來仍然

希望所謂的太陽光電可以採取整體國土規劃施

行，而非蜂窩式，因

為零散就沒有特色，

希望民眾能給予支

持。現在農委會與地

方政府合作，讓這些

沿海地層下陷不利農

營區可以有重新再活

化利用的機會，也請

農試所等研究單位發

展綠能農業，之後再

視各地建置狀況及光

電發電技術，逐步檢

討效益。

另外，受汙染的農

地如果透過綠電設

施，可望透過植物

吸附法移除土壤重

金屬，應該有助於整治工作順行，此外，同時採

取高架、維持一定比例的透光率以及設置雨水收

儲灌溉設備等做法，希望將土地恢復成可耕作目

標，兼顧維護國人食品安全。

而我們與企業、社區在 2010年曾一起研發出
「浮動光電」，雖然經過政策轉折，但今年終於

正式在台灣亮相登場，經過測試實績證實，浮動

光電反而發電效益更高、還能降低水體優氧化，

農委會已經開放讓漁民與光電業者合作，發展魚

電共生。

農業設施結合光電綠能漸成趨勢

問：推動綠電、帶動綠色經濟不僅是新政府的

目標，眾多地方縣市積極推動，請問您對於發展

地方綠電產業有何看法與期待？

答：綠能發電是政府 5加 2新興產業之重要一

農委會主委曹啟鴻表示，農委會已修訂發布相關辦法推廣再生能源，以配合國家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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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農金部門協助農電合一發展

問：資金為推動綠色經濟重要的一環，農委會

轄下有農金局、農業金庫、農漁會信用部，可否

請您談談未來有何整合運用規劃？

答：農業發展關鍵要素包括人力、技術及資金，

為引導資金挹注農業，提供農漁業者所需營農資

金，農委會長期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支應

農林漁牧產業發展及農漁民家計週轉資金需求，

約 20萬名農漁業者受益，截至今年 9月底貸款
餘額約 802億元。
而如果需要借款的農漁業者有擔保能力不足的

情形，也會由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以提高信用

保證。

農委會也在今年 10月 7日修正「農業節能減
碳貸款要點」規定，將沼氣、太陽能等發電設備

都納為貸款支應範圍，依對象及用途，提供的貸

款利率為 1.04％至 1.68％不等，最高貸款額
度原則為 3,000萬元，投資額度較高者可以專
案申請提高額度，希望協助農電合一發展農漁業

者，可以取得他們所需要的金融支援。

未來農委會依舊會配合農業政策

以及產業發展需求，適時調整政策

性農業專案貸款規定，並且會結合

農漁會、農業金庫以及農業信用保

證基金等農業金融部門力量，持續

支持農業永續發展。

展望未來，我希望能輔導更多養豬

戶投入沼氣發電、農地種電與太陽能

面板建設，並推動節能減碳措施，以

創新科技思維，結合綠能，運用高效

節能節水減碳農業設施，提升循環再

利用率，減少廢棄物排放及環境汙染，

擴大農漁牧產業之經濟效益。

環，農委會順應國際潮流，也積極推動節能減碳

措施，希望將科技結合綠能，運用高效節能節水

減碳農業設施，提升循環再利用率，成功達到減

少廢棄物排放、環境汙染、擴大農漁牧產業經濟

效益的三大目的。

其實現在農業設施結合光電綠能的案例不少，

例如芳源畜牧場董事長吳祥斌就利用綠能建置現

代化光照環控水簾式種鵝舍，成功節能減碳，提

升循環再利用，搭配電腦記錄鵝隻生產資料，將

養鵝產業帶入現代化管理模式。

此外，漢寶農畜產企業也運用沼氣發電，成為

彰化縣內第一座沼氣發電系統的示範模場，成功

培養出健康的豬隻恭敬民生，也讓畜產廢棄物轉

化為綠能，讓畜牧、環保、能源成功三贏。

針對沼氣發電推廣，未來希望與雲林縣、屏東

縣、彰化縣、台南市、嘉義縣以及高雄市等養豬

主要產區縣市政府合作，共同輔導與推動養豬場

沼氣發電，目標是希望在 2020年時，沼氣發
電設施養豬場的養豬隻頭數可達到 250萬頭，
現階段主要養豬場縣市的總共飼養豬隻數量約為

472萬頭。

農業設施結合光電綠能可達減少廢棄物排放、環境汙染、擴大農漁牧產業經濟效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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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胡湘湘

中
鋼公司董事長翁朝棟日前以「中鋼發展

綠能現況與挑戰」為題發表專題演說，

闡述中鋼力行「五綠策略」，即綠色製程、綠

色產品、綠色生活、綠色夥伴及綠色事業。為

追求永續發展，積極推動節能、創能、儲能及

區域能資源整合。同時，呼應蔡英文總統 520

就職演說：「要讓台灣走入循環經濟時代，把

廢棄物轉換成再生資源。」中鋼將持續推動循

環經濟，朝節能減碳、源頭減廢、資源化價值

之提升研發及落實應用而努力，追求企業永續

發展。以下為他口述、記者整理之精彩演講內

容紀要。

中鋼為何會進入綠能產業？主要是中鋼為鋼鐵

原料的供應者，也是系統整合服務的供應者，才

會進入綠能產業。事實上，在中鋼的願景裡，就

是「追求成長、持續節能環保及價值創新，成為

值得信賴的全球卓越鋼鐵企業」，在此願景之下，

中鋼努力實現環保節能，也獲得外界肯定，包括

曾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DJSI）成分股，提供給
投資人最佳投資參考；同時，也獲得世界鋼鐵協

會（worldsteel）認可，頒發「氣候行動星級會員

中鋼董事長翁朝棟談跨足綠能產業願景

認證」，以表揚對世界鋼鐵業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的貢獻。

成立中鋼光能公司，跨足綠能產業

中鋼公司在綠能產業的發展策略是，先發展技

術相對成熟的太陽光電產業，後發展離岸風電。

在太陽光電方面，經過 5年的努力，政府大力推
動綠能產業，我們認為時機已然成熟，經中鋼董

事會通過，於 2016年 9月 30日成立中鋼光能
公司，資本額新台幣 18億元，由中鋼集團共同
投資新台幣 43.6億元，利用中鋼集團廠房屋頂
約 80公頃面積發展太陽光電，預估 3年內可達

80MW，年發電量達 1.02億度，若持續有穩定
電費的收入，預估 2年內即能獲利。
中鋼在 5年前就開始利用工廠廠房屋頂、中正
堂屋頂設置太陽能面板，共計 1.02MW，系統
運轉良好，累計發電量已達 285萬度。
太陽能是中鋼率先進入的綠能產業，中鋼選擇

從太陽光電切入，主要係因太陽光電技術成熟，

投資快速、規模不拘，隨著規模擴大，可有效降

移植太陽光電及風電技術
布局東協商機
綠能發展是中鋼推動多年的政策，太陽光電及風電都是未來發展重點，
更規劃搶攻離岸風電千億商機，也將配合新南向政策移植綠能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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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聯盟發展技術，力
推離岸風電

綠能發展是中鋼推動多年

的政策，風電事業更是中鋼

近年來綠能發展策略的一大

延伸。風力發電號稱有三

高，即「投入資金高、技術

門檻高及工程風險高」，不

像太陽光電，技術很成熟，

所以，發展策略是「以市場

換取技術」來推動台灣的風

電產業。

台灣到底需要電，還是需

要風電產業？這點要先釐

清。如果需要電的話，離岸

風電風險高，未完成完整規

劃前，不宜貿然投入，但現

在政府需要推動的是風電產業，風電產業與鋼鐵

業相關的上下游產業息息相關，必須要以聯盟方

式推動。

中鋼領軍與包括永冠、東元、大同等 15家績
優零組件製造商於 9月 13日召開成立「Wind-
Team離岸風電零組件國產化產業聯盟」，另一
個聯盟是台船領軍的「Marine-Team離岸風電海
事工程聯盟」，以藉此整合國內產業發展資源與

推動能量。期盼藉由Wind-Team聯盟的啟始推
動，能與聯盟廠商攜手共同完成國內能量盤點、

技術缺口鑑別等，在政府科專等資源的挹注下，

參與示範風機的標案，達成建立風機系統國產化

供應鏈的任務及使命。

風機零組件聯盟的進展，和潛在的風機系統商

及供應商進行產業在地化的布局，第一輪執行的

進度已達 50％，也就是用詢價單取得國內廠商

低成本。

不過，最近的莫蘭迪與梅姬颱風在南部造成很

大災害，我們發現很多的學校屋頂太陽能面板被

吹毀，在天然風災頻傳的台灣，我們需要研發更

適合台灣環境的抗震、耐寒的模組及支撐架，積

極調整與改善施工工法。未來也將爭取外圍太陽

光電建置的業務承攬，跨足到集團外，擴大規模

才有助於降低建置成本。

太陽光電除了屋頂型還有地面型，最近屏東出

現光電農棚，即太陽光電結合溫室、再結合精緻

農業發展，儘管颱風來襲也沒有受到影響，這點

可以讓我們思考，農業引進太陽光電及精緻農

業，不僅能增加農民收入，政府也不必每逢颱風

過後必定要作災後損失補助，如果將經費移到前

端來做示範性的光電農棚，效益可能會更大，可

同時提升農產品的產量與品質。

中鋼董事長翁朝棟認為，台灣不僅要全力發展太陽光電及風電等綠能產業，更應移植相關成功經驗，
領先布局東南亞綠能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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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及報價，與國外風機系統商進行洽商，

對於具價格競爭力的廠商，規劃採購及供應。第

二輪也已啟動相關規劃，並制定行動方案，由國

外的風機系統商提供長期發展計畫，給參與投資

零組件設備的廠商，要求國外系統商提供規格給

國內廠商，確認要開發的零組件。而中鋼與風機

系統商及國內的合作廠商三方共同為技術建立爭

取科專補助，加速產品的研發。風機零組件國產

化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價格的合理性及市場的批

量多寡。

目前階段性的任務完成與國內廠商的調研、報

價及技術能量的確認，對於未來發展深具信心。

4階段實現風機零組件在地化目標

根據行政院經濟部規劃離岸風電的目標分為兩

階段，第一階段為：2020年達到風場520MW，
將引進國外風機系統及海事工程技術能量；第二

階段為：2025年建置 3GW為目標，並實現產

業在地化。中鋼運用工程的整合能力及產業群聚

效益，來建構關鍵的產業聯盟。

「Wind-Team離岸風電零組件國產化產業聯
盟」的最終目的是希望國產化達一定比例及價格

的合理性，在地化開發項目共分為4個執行階段，

各有不同的廠商參與（詳見表）。

加入聯盟的廠商必須從能量盤點、鑑別技術

缺口、補缺口行動方案，到技術研發、技術引

進，再到建立國產化供應鏈體系，希望加入聯

盟的廠商就「以市場換取技術的方式」推動台

灣風電產業之策略形成共識，以便齊心攜手參

與政府規劃之 2020年近千億元的離岸風場開
發案。

此外，中鋼承作台電南區海氣象觀測塔已於

2016年初竣工，材料近9成由中鋼自產，為中鋼
風電事業發展委員會自 2014 年底成立以來第一
個海事工程實績，顯示中鋼集團已具備離岸風電

用鋼供料能力，未來更可提供千架風機計畫之需

求。

至於成立離岸風電海事工程聯盟的目的，主要

為離岸風場海上施工的技術門檻遠較陸上風場為

高，相較於歐洲已累積 20、30年的離岸風場海
上施工經驗，國內海事工程業者僅有碼頭及港灣

等近岸工程經驗，而風場一般屬較深水域，施工

時所面臨到的海潮變化與波浪環境條件將更為嚴

峻，所需要的施工船規格與施工技術能力更高。

在國內海事工程業者普遍缺乏離岸風場施工能量

之情況下，中鋼在進行初步規劃及考量台船公司

乃國內船舶工業龍頭，推舉台船公司邀集國內主

（表）推動風機零組件在地化之藍圖

資料來源：中鋼公司 整理：胡湘湘

階段 第 1階段 第 2階段 第 3階段 第 4階段

在地化
開發項目

塔架及基礎塔內附屬設
備螺栓扣件

輪殼外罩及機艙座變壓
器
塔內電纜及電控配件

建立組裝線維修基地
變流器主軸

齒輪箱
發電機
葉片

參與廠商
中鋼、中機、中鋼構、
恆耀、春雨

永冠、源潤豐、
先進複材、華城、
亞力、士林、大亞、
華新

中機、台達電、
南隆、三英

台朔重工、上和、
東元、大同、
先進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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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園區）之理念，中鋼自

1993年起，積極推展以
「中鋼」為核心之臨海工

業區能源整合計畫，以達

最大能源綜效。現階段臨

海工業區能源鏈結的廠商

包括李長榮化工、中石

化、中油大林廠等14家。
展望未來，配合政府政

策，規劃擴大能源整合範

圍，將南區資源回收廠規

劃中的「新材料循環園

區」等一併納入。

區域能源整合利基包

括：1、經濟誘因，低於
自行生產成本；2、提升供應可靠度及穩定度；3、
具工安及環保效益，也就是無工安及環保議題；

4、附屬效益，包括人員精簡、騰出土地再利用
等。

然而，在推動區域能源整合推動時，也面臨以

下的挑戰，包括：1、客戶參與之意願（經濟誘因、
品質要求、供應穩定度與可靠度、配管等新增工

程費用）；2、通路布設障礙之排除（蒸汽採地
下涵洞之設計、增設跨越公用道路及 60米工業
大排之管架橋、支付借道費用等）。

中鋼在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等綠能產業的發

展，將移植中鋼推動經驗，布局東南亞綠能產業

商機，支持並貫徹政府「新南向政策」。包括越

南、泰國等東協國家陽光充足，對於太陽光電產

業抱持相當大的興趣，也希望中鋼協助規劃，基

於區域能源整合的原則與精神，在東南亞的布局

先從中鋼本身做起，再擴及產業內的企業與包括

石化等不同產業，以聯盟方式配合新南向政策的

推展。

要之海事工程業者與法人團體籌組「離岸風電海

事工程聯盟」，初期先與國外具豐富經驗之廠家

合作，共同參與國內風場之海事施工，期望能藉

由參與實際執行的過程從中學習，逐步提升自有

海事工程技術能力。

離岸風場建設完成後的營運階段，一般以 20
年為週期，在此期間內的維修與保養工作惟有運

用國內船舶與技術能量，才能提升維護效率，同

時降低營運成本。中鋼集團將參與海事工程聯

盟，以風場營運維護工程整合與資訊系統建置管

理能力為長期發展目標。

發揮區域整合精神，拓展新南向政策

除了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發展外，中鋼也積極

推動區域能源整合。由於高雄臨海工業區內鋼

鐵、石化工廠林立，以單一工廠或產業而言，很

難將能源作最有效率的組合，有賴不同產業在一

定經濟範圍內做整合，建立 ECO Park（生態工

中鋼中正堂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積極配合再生能源的推展。

中
鋼
公
司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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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胡湘湘

綠
色家園一向是新政府的政策主張，在全面

執政之後，新政府推動再生能源的動作轉

趨積極，而包括彰化、雲林及屏東縣市政府，

在風力、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工作推動上不遺

餘力。經濟部政務次長沈榮津指出，政府規劃

2025年再生能源達 20％，不僅要解決電力不
足，還要引進新技術、帶動投資及就業。根據經

濟部能源局統計，再生能源預計創造 1兆 7,400
億元產值，創造 10萬個就業機會，排碳量也可
降低 20％。
日前由媒體召集聯合舉辦「2016能源願景高
峰論壇——綠色能源新紀元」，邀請國際專家及

台灣能源政策重要官員、地方政府首長及企業家、

學者，透過演講、座談方式交流，共同討論發展

綠色能源的具體實踐方式，凝聚訂定短中長期願

景共識，期能讓台灣早日達成綠色家園之目標。

產值驚人，2025年可達 1.74兆

經濟部政務次長沈榮津指出，台灣能源有 98
％依賴進口，新政府上台後進行能源轉型工作，

實現非核家園目標

希望 2025年達非核家園目標，將再生能源發電
比率提高到 20％，符合技術可行並具經濟效益
的為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其中，太陽光電 2年
內要達成 1,520MW，相當於台中火力發電廠

3部機組的發電量，2025年總裝置容量要達到

20,000MW。
此外，風力發電目標要在 2025年達到

3,000MW，離岸風電將與國際大廠，如德國西
門子公司等技術合作，帶動新投資、新就業。

經濟部能源局局長林全能補充指出，台灣化石

能源占90％，進口能源受國際價格影響甚深，台
灣天然資源豐富，若能提高能源自主性，對能源

安全性有所幫助，也可降低對進口能源之依賴。

再生能源的評估原則為技術成熟、成本降低、增

加供電及帶動產業，希望達成強化能源安全、創

新綠色經濟、促進環境永續等 3個目標。
預估2025年再生能源要占總電量比重20％，
發電量 27,423MW，降低進口依賴，2025年
創造新台幣 1兆 7,400億元綠能產業產值，
到 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50％，大概較

2005年再減 20％。

中央地方協力
落實綠能低碳行動方案
新政府上任之後，全力推動再生能源政策，
政府的目標是在 2025年時將再生能源比重由 8％提高至 20％。
此一艱鉅任務，必須仰賴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才能實現綠色家園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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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再生能源政策，已使得德國電力可自給自

足。

所謂的「能源安全」是不能斷電，能源仰賴進

口存在著供應不穩定、或許是海運出問題、或產

地生產中斷的問題。而核能電廠一旦發生問題，

一定要停爐，將會產生嚴重缺電的情況，備載安

全機制複雜，成本更高，能源轉型可以大大提升

能源安全。

德國再生能源占 30％，發電成本為零，自然
有許多人會來投資。而德國再生能源政策提升能

源效率產業，共提供了 37萬個工作機會，其中
有高達 15萬個是新創工作機會。再生能源受惠
最大的地區是鄉村，可說是「再工業化」，效率

愈來愈高、附加價值及利潤愈來愈多，創造就業

機會。2050年德國再生能源將達百分之百，地
方自給自足，自行發電供汽車、電動車之用，政

借鏡德國，不補貼電力自給自足

德國再生能源比重已超過 30％，其再生能源
政策成為全球典範，德國柏林生態研究所創辦人

孔安德（R.Andreas Kraemer）分享經驗指出，
德國自 1896年車諾比核災事件之後，部分地
區受到核汙染，對於核電的災難感同身受，自

1990年開始推廣能源轉型概念，在福島事件之
後，全面採行廢核政策。德國政府制定再生能源

政策後，法規嚴格，不斷檢視轉型進度，孔安德

也建議台灣，將目標訂定後，要定期檢視，隨著

技術的演進隨時檢討，才能達到非核家園目標。

他也提到，1990年代初期，德國太陽光電產
業剛發展，1度電超過 1美元，現階段低到可外
銷賺錢，不須政府補貼，甚至因為轉型太快、設

備折舊迅速，政府採取降溫措施。但整體而言，

中央與地方積極攜手合作，盼共譜 2025年綠色家園願景。

達
志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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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課不到稅，人民有更高的經濟自主性。

地方力推，吸引外國來台投資風場

在台灣全力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下，地方政府

成為第一線的支持者，包括彰化、雲林及屏東都

大力推動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其中，有全台最

佳氣場的彰化縣縣長魏明谷指出，台灣有 36個
優質風場，彰化就占60％，未來將興建800座風
力機組在彰化外海，將可供應852萬家戶56％的
供電量。包括台電、荷蘭及德國均有在彰化投資

離岸風場的計畫，期許台灣海峽能成為「東方沙

烏地阿拉伯」。

被戲稱為全台最「風」「光」的地方——雲林，

沿海風場好，有西南氣流及東北季風，同時，平

均日照可達3.51個小時，1年可發電1,300度。
雲林縣縣長李進勇指出，雲林是「風頭水尾」，

地層下陷，造成灌溉渠道末端沒有水，農地生產

能力低。太陽能發電需要土地，雲林光是黃金廊

道、台西離島工業區、難以耕作的旱地就高達

3,700多公頃，是適合進行大規模專業化的太陽
能光電專區。

他強調，台灣的再生能源比重要在 2025年達
到20％，是非常大的挑戰，地方政府已經跑在前
面，但中央不理會，讓地方一頭熱。但 520新政
府上台之後，能源政策轉折，相關單位態度轉為

積極，給地方相當大的鼓勵，建議採行專區化的

大規模建置，同時，中央應訂定輔導及獎勵辦法，

給予實質財務上的獎勵，才能順利達陣。

集中資源，以大規模發展太陽能

台灣唯一設置單一窗口的屏東縣縣長潘孟安表

示，屏東縣早在 2009年莫拉克風災重創之後，

就思考惡地重建要如何整合，恰巧《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通過，屏東積極發展綠能產業，包括將

廢棄魚塭養水種電、全台第一座水上浮動發電，

此次颱風安然度過，在農電共生、漁電共生的示

範場域，都頗具成效。

另外，屏東有落山風、有黑潮通過，恆春半島

的落山風是很好的風場，落山風，可以研發新的

風能，但躉購費率還需要再談。至於川流式發電

及試運轉黑潮發電，深達 300米深的黑潮發電，
具有商轉價值。

屏東建置單一窗口是區域特色，對於綠能發展

產業有幫助，在執行綠能政策過程中遇到的困

難，潘孟安盼中央政府發展再生能源政策切莫流

於口號，饋線區域型電網，包括經濟部及台電都

應重新思考方式，現階段政府購電一國兩制，台

北發電若增加裝置容量，則提高 15％補助，反
觀日照量充足的中南部卻不補助。此外，民間電

廠搶地，造成養水種電的地價從 4,000元漲到 4
萬元，對發展再生能源造成不利影響，他也呼籲

李進勇的看法，太陽光電要做的是專業園區的概

念，才能集中資源，達成政策目標。

李進勇更進一步指出，能源開發靠地方政府無

法成就大事，過去單打獨鬥顯然績效不彰，必須

達到專業化、規模化，要地方政府積極推動需要

獎勵等誘因。另關於饋線的問題，資訊要公開、

透明。

此外，發展太陽光電專區，基礎建設十分重要，

涉及龐大資金的投入。現階段經濟部電網設施基

礎建設交給民間投資，但是決策過程讓地方政府

措手不及。李進勇坦言，除非基礎建設不需要地

方政府協助、支持，若要持續推動綠能發電，資

訊要充分透明、充分溝通，中央與地方有一致立

場才能推動，同時，大規模併網容量的申請，要

有配套，才不致遭到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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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鴻達

今
年 9月 4日在杭州召開的G20高峰會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致詞中大談永

續發展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會後許多國際媒體

也認為「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是其致
詞內容的主要亮點之一。習近平在此重要場合宣

揚此概念並非突發奇想，而是經過長時間籌備的

國家發展戰略。

資金是經濟活動的血液，金融是支持經濟產業

的動能。因此當我們希望經濟往綠色經濟與永續

發展轉型時，我們的金融政策也應跟著調整。如

何運用公私部門的資源進行綠色投資，並運用政

府政策來克服綠色金融的障礙，以加速全球經濟

的轉型，是當務之急。

因為大型基礎建設以及工業投資都會對人們與

環境帶來影響，若無法完全避免，至少也要盡可

能降低，或是提出補償方案。由於減少汙染、碳

排放、廢棄物或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與生物多樣性

等，都需要長期與穩定的投資。過去一些人希望

公部門的預算，能扮演綠色投資的角色，但規模

更大的民間部門則更為重要。因此，如何讓政府

的金融政策來動員民間資金，當作綠色投資的觸

綠色金融發展關鍵

媒，同時調整相關法規來降低綠色投資的障礙，

才能發揮最大的綜效。

綠色金融 3大類型

綠色金融大致上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以及

綠色投資機構 3大類：

1.綠色信貸：銀行在進行放貸等業務時，必須
考量客戶所涉及的環境因素。對於環境友善的投

資貸款給予較優惠條件，反之對環境有負面影響

的投資，則限制其貸款。根據赤道原則，銀行應

該拒絕提供貸款給不符社會與環境標準的企業。

積極調整信貸結構，有效防範環境與社會風險。

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所頒布的「綠色

信貸指引」可供參考，該指引第三條指出：銀行

業金融機構應當從戰略高度推進綠色信貸，加大

對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支持，防範

環境和社會風險，提升自身的環境和社會表現，

並以此優化信貸結構，提高服務水平，促進發展

方式轉變。除加大綠色信貸的發放力度，並明確

貸款人的盡職免責要求和環境保護法律責任。

金融政策當觸媒
引動民間綠色投資
在G20的推動下，綠色金融發展受到全球各國矚目，
並已成為公認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的重要工具，
金融機構應積極參與綠色經濟轉型，掌握此一綠色金融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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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汙染者所應繳交的整治費用，優於一切債權

及抵押權。也就是說銀行若貸款給某家有汙染土

地行為的公司，其求償順序是在整治費用的後

面，銀行極可能求償無門。此外受汙染整治的土

地，不得辦理處分之登記，若在進行拍賣程序者，

必須停止其程序。

此外，為了有效抑制碳排放成長，愈來愈多的

國家採納「碳定價（Carbon Pricing）」的政策，
也就是說企業的排碳不再是無償，而必須依其排

放量負擔成本。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國際大公司

非常注重「碳風險」這個議題，因為一旦政府採

納碳定價，勢必影響企業的財報。因此金融業對

於能源或碳排放密集產業的放款，應該要特別謹

慎，以降低自身的經營風險。

過去一般都認為中國是經濟掛帥，在環境保護

上是比較落後的，但從「十八大」後他們不斷強

調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以及低碳發展，並把它提

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近年來他們陸續完成相關

典章制度，雖然各界都認為其實務與制度有不小

的差距。或許這些都是中國為吸引下一波全球資

金來帶動其經濟轉型，但不可諱言的這些「企劃

內容」都扣緊世界主流的思想，值得彼此相互勉

勵與學習。（本文作者為環保署簡任秘書）�

2.綠色債券：為了提供資金用於有益於環境保
護的投資計畫，像是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等

機構會發行所謂的綠色債券。有些國家為了鼓勵

投資綠色債券，給予所得稅減免。例如 2013年
美國麻州發行用於環境保護設施的公債所得免

稅，又如 2004年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用於發展新
能源的公債所得免稅。

除了提供租稅誘因外，各國也可利用金融監理

手段，要求發債機構必須揭露其環境責任的相關

資訊。包括這些資金支應的投資項目，對環境有

何衝擊，該機構又做了哪些努力來降低衝擊，讓

投資者清楚其投資可能面臨的環境風險。

3.綠色資本市場相關制度建設：編製綠色股
票指數、鼓勵設立綠色指數型基金等相關投資產

品，滿足社會上愈來愈多具綠色意識的投資者；

建立上市公司環保資訊強制性披露機制，並在環

境高風險領域建立環境汙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

建立綠色評級體系以及公益性的環境成本核算和

影響評估體系。

台灣應加速推動綠色金融

目前國內各界對綠色金融可說是相當陌生，不

管是積極面讓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入綠色經濟，或

是消極面讓金融業避開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經營風

險，各界對此的認識都有待加強。

例如2014年初金管會要求國內銀行公會研商，
在銀行業的授信相關準則規範中納入「赤道原

則」。之後銀行公會也增訂授信準則，讓銀行辦

理專案融資審核時，考量貸款者是否善盡環境保

護之責任，並做為是否放款之依據。但這 2年來
所獲得之迴響並不熱烈，也反映出國內金融業對

環境風險與責任的低估。

事實上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規定，

綠色經濟須仰賴金融政策來加速其發展，綠色金融將成為未來主流趨勢。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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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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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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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傳承 與時俱進
彰顯新時代菁業獎精神

「第 8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入圍名單揭曉

台
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進

入第 8屆，隨著金融市
場因應環境的變遷不斷向前推

進，菁業獎的意義也被賦予新

的詮釋，台灣金融研訓院在今

年菁業獎籌辦上，不論是頒獎

項目、頒獎方式，以及評選陣

容與機制，都做了全方位的大

幅調整，不僅讓外界有了全新

的感受，參賽金融業者及參賽

件數，也創下歷屆新高紀錄。

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洪茂

蔚認為，菁業獎堪為金融業最

佳典範的代表獎項，更努力以

推動金融業的進步、創新為最

高目標。他提到菁業獎的創立，

旨在樹立金融同業楷模，促進

金融界彼此觀摩學習，進一步

激勵金融業進步與創新。今年

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指導之下，台灣

金融研訓院擴大邀請金融單位

周邊機構參與，包括金管會金

融研究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銀行公會、財金資訊公司、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聯合信用卡

處理中心等單位共同主辦（詳

見表 1）。

調整獎項契合市場脈動

本屆菁業獎選拔活動自4月
起跑後，共吸引39家金融機

構、90件項目參選，規模之
大、競爭之激烈打破歷年紀錄，

經過層層評選後最後有35件
案件入圍（詳見表 2），得獎
名單將於11月1日公布，並
於12月 7日舉行頒獎典禮。
在第 7屆菁業獎中，包括
消金、企金、財富管理、中小

企金皆涵蓋於「最佳業務創新

獎」，但今年則採取更細的分

工，各自獨立成為新的獎項，

因而在評選上也更為細緻、客

觀，不致產生因業務屬性落差

而難以評比，同時透過同性質

業務的競選，亦更能彰顯參賽

銀行在該領域的創新特色；此

外，因應互聯網、行動通訊、

物聯網、大數據的崛起，上屆

的最佳電子金融獎調整為「最

佳數位金融獎」；另最佳國際

發展獎，亦更名為「最佳海外

有「金融界奧斯卡獎」之稱的「第 8屆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即將揭曉。本屆更以兼顧傳承、
與時俱進之使命，大幅調整獎評內容，彰顯新時代下的菁業獎精神，再掀金融界話題。

採訪、撰文：劉書甯、王奕

台
灣
金
融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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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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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洪茂蔚表示，菁
業獎以推動金融業進步、創新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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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獎」。

從本屆菁業獎入圍案件中，

也反映金融業對創新人才的渴

求，洪茂蔚強調，台灣金融

研訓院積極開辦創新課程與認

證，提供數位風控、數位行銷、

大數據等相關課程，甚至開創

金融數位力知識檢定測驗；另

外也推出了台版「金融創新指

標 FII」，觀察台灣金融創新發
展的現況，期許與金融業共同

成長。他更鼓勵：「人才培育

要大家一起來，產業才會有源

源不絕的創新研發能力。」

「要兼顧傳承，也要與時俱

進、重新出發。」是台灣金融

研訓院院長黃博怡對第 8屆菁
業獎的詮釋。本屆特別針對當

前銀行業務的發展軸心，找出

重要的構面，做為設計獎項時

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連同評選

項目也大為修改，以期能更彰

顯新時代下的菁業獎精神。

改變評選方式力求公平

黃博怡對此舉例，像是在評

選中小企業的授信，此次菁業

獎將從過去偏重於「存量」，

調整為同樣重視「成長量」，

以避免對於中小企業授信努力

擴張的中小型銀行，最後卻因

為受限於銀行本身的規模，而

失去與大銀行公平競爭的基礎。

除了給予規模不同的銀行公

平競爭的基礎之外，台灣金融

研訓院在此次菁業獎的獎項及評

選上，也給予「先來、後到」的

銀行盡量公平競爭的機會，使得

雖然較晚涉足相關業務，但夠

努力的銀行，也有機會得獎。

而給獎方式，今年最大的不

同在於取消「佳作」，得獎者

改為「優等」與「特優」獎；

倘若所有的參賽者總分無法達

到基本的門檻，當年度該獎的

獎項亦有「從缺」的可能，

這也展現新時代的菁業獎對於

「品質」的堅持。

黃博怡語重心長的指出，近

幾年來，他觀察到市場上有很

多專門針對金融業評比的獎

項，除了台灣金融研訓院所主

辦的菁業獎之外，還包括了其

他單位或媒體所舉辦的選拔，

但相較之下，雖然菁業獎已受

到金融界高度重視，他仍認為

未來不論是在市場行銷，或是

對外的品牌形象塑造上，菁業

獎的價值仍有持續加值的空間。

指導單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共同主辦單位

金管會金融研究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協辦單位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贊助單位
( 依筆劃排序 )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財團法人台北外匯市場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臺灣期貨交易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臺灣證券交易所

媒體共同合辦單位 商周集團

（表 1）本屆菁業獎擴大邀請金融周邊機構共同主辦

整理：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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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 8屆菁業獎獎項與入圍機構

整理：編輯部

獎項名稱 業務名稱 提案機構

最佳企業金融獎
在地化全球保管服務 花旗銀行

綠色金融與責任授信 國泰世華銀行

最佳消費金融獎

《消費金融線上申辦服務新體驗》 台北富邦銀行

合庫以房養老「幸福滿袋貸款」 合作金庫銀行

雲端開戶·百元致富 永豐銀行

「We Serve全方位金融服務」 渣打銀行

最佳財富管理獎
心清如玉義重如山、最受信賴的財富管理銀行 玉山銀行

360度顧問諮詢 花旗銀行

最佳中小企業金融獎
專業團隊企業成功的靠山 玉山銀行

「富利旺」貸款暨融資輔導 臺灣中小企銀

最佳海外發展獎 全球布局在地深耕、邁向亞洲區域型銀行 第一銀行

最佳人力發展獎

玉山卓越學院領導梯隊培育計畫 玉山銀行

人力資源發展實務與創新 花旗銀行

當千里馬遇上伯樂―星展銀行以「高潛力人才發展計畫」打造數位時代的國際金融人
才及領袖

星展銀行

最佳數位金融獎

數據淘金術―全方位智慧金融平台 玉山銀行

傳統 +創新的數位金融新生活 永豐銀行

華南銀行數位金融平台 華南銀行

最佳風險管理獎

「守護客戶部位如同銀行自身部位」~財富管理與私人銀行業務風險管理機制之全方
位推展

中國信託銀行

信貸模型工廠― Bank3.0 、風險管理創新應用 玉山銀行

兼顧信用卡量與質之風險管理最適化 國泰世華銀行

最佳社會責任獎

「負責任的企業，創造利害關係人永續共好價值」 中國信託銀行

愛在這裡，我們一起向前行 玉山金控

「在地關懷、成就每份感動」―綠色金融、第一品牌 第一金控

朝永續經營前進！富邦金控「ESG願景工程」創造社會的共好 富邦金控

「關懷員工、友善土地、回饋社會」滙豐（台灣）商業銀行的永續經營承諾 滙豐銀行

最佳信託金融獎

「社會救助款項信託」、落實社會救助實現安養承諾、降低信託門檻推廣普惠信託 高雄銀行

建構公益性質信託服務、發揮安定社會功能 國泰世華銀行

發揮信託機制，再創社會公益里程碑 臺灣銀行

最佳票券金融獎
面面俱到的票券金融公司―中華票券 中華票券

票券四十載、再創兆豐年 兆豐票券

最佳合作金融獎
深耕創新提升合作金融核心價值～花蓮二信點亮後山 100年 花蓮二信

服務源自於客戶的需求 淡水一信

最佳農業金融獎
微笑服務有新農幸福農業在新港 新港鄉農會

會員願意、顧客滿意、友會樂意、員工同意 蘆洲區農會

最佳外商銀行金融獎 瑞士銀行台北分行―瑞銀智慧財富管理服務
瑞士銀行
台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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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媒體評審提高公信力

此外，有鑑於金融業占全國

經濟產值相當高的比重，因此

希望得獎金融業者能得到更高

規格的精神獎勵，現已力邀總

統蔡英文親臨頒獎典禮給予整

體金融業鼓勵，也讓頒獎規格

能刷新史上最高紀錄。

首先，在空間調整上，過去

幾屆來，菁業獎都在台灣金融

研訓院的 2樓大廳、階梯演
講廳舉行，此次將移師總統舉

辦就職國宴的萬豪酒店舉行。

之所以將改變菁業獎頒獎典禮

的地點，箇中原因也充滿了

「人性化」的考量。黃博怡分

析，由於出席菁業獎儀式的受

獎者，都是由董事長、總經理

代表出席居多，其中有不少超

過 60歲的長者，甚至超過 70
歲，以往研訓院 2樓的階梯演
講廳，大半是用來舉辦研討會

或授課之用，倘若舉行頒獎典

禮，要長者在樓梯間進出會很

不方便。

而在時間的調整上，黃博怡

指出，過往穿插在各獎項之間

的，由各金融業者提供的啦啦

隊表演，今年也將取消，讓授

獎儀式以更精簡、更有效率的

進行，除了過去所穿插的表演，

使得這個頒獎儀式因而拖延3、

4個小時，太過冗長之外，啦
啦隊表演其實與菁業獎項所要

彰顯的精神，並不相符，也是

決定取消表演的原因。

而在評選機制方面，除了原

先的 4組評審再細分、擴充為

5組之外，更採取了「雙召集

人」的方式，邀請財金資訊公

司、聯合信用卡中心、聯徵中

心之董事長、總經理，一起加

入評審陣容。再者，為了讓評

選的結果，在外界能更有公信

力，此次菁業獎的評審陣容，

也進一步擴大到延攬知名媒

體的主筆、總編輯、主編一起

作為評審團成員，讓整個評選

過程、結果更為公開、公正、

客觀。

評審觀察

今年共同參與主辦菁業獎，

並且擔任評審委員會評審主

席的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趙揚

清，從「第 1屆菁業獎」起
就參與評審工作，其中，她認

為本次邀請媒體一起加入評審

的陣容：「等同除學者、專家

外，由另一個領域共同檢視參

選金融業者所呈現的成果。」

因此，相信評選結果更具說服

力。

趙揚清在過去 7屆主要評審
「社會責任」與「人力發展」

獎項，而本屆參與新增數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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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趙揚清：

金融創新服務推陳出新，帶動中小型機構參賽提高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博怡認為，菁
業獎要兼顧傳承也要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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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信用卡中心董事長劉燈

城提到，聯合信用卡中心向

來與國銀在信用卡業務合作

密切，也是國銀推展消金業

務的重要後台機構，此次共

襄盛舉贊助菁業獎活動的舉

辦，也是基於認為這個活動

主要以銀行為評比對象，比

起由銀行出經費贊助，由平

常幫助銀行作為後台服務的

機構來贊助，應該更為恰當

公平，因此決定挺身贊助此

次的活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劉燈城

聯合信用卡中心董事長劉燈城：

金融單位周邊機構參與主辦贊助，維持公平性

融獎項，她特別指出，近年來

面對數位科技浪潮的來臨與挑

戰，金融機構必須與時俱進，

靈活運用金融科技，不斷創新

並提升金融服務；而財金公司

在金融科技創新的領域，一向

扮演「跨行金融資訊系統」共

用平台的重要角色，更是金融

機構的「後勤」支援者。因此，

所有金融機構不僅是財金公

司的股東，而且是主要客戶與

合作夥伴。同時，也感謝台灣

金融研訓院邀請前任總經理林

孟津參與「消費金融」、「財

富管理」與「信託金融」的評

審。

另外，趙揚清也發現，過去

只有大型金融機構參加菁業

獎，但現今因金融機構除重視

金融科技發展外，並競相推出

創新服務，進而帶動中小型金

融機構也開始積極參與菁業

獎；加上，台灣金融研訓院也

非常契合整個金融市場的脈

動，配合設計更細緻的獎項分

類，讓地方金融、外商銀行等

不同領域的金融業者均有機會

參加，以彰顯其各自的強項，

這是本屆菁業獎不同以往的地

方。

目前80萬的金融從業人員，
雖僅占全國總就業人口的5％，
但對GDP產值貢獻超過 6％，
加上數位科技時代的來臨，金

融服務已不再是「銀行獨占」，

異業競合勢所難免，如何培育

人才，以及應用數位金融創新

服務，即是全體金融機構應積

極面對的課題；另因金融機構

掌管社會大眾資產超過 80兆
元，約為GDP的 5倍左右，
在主管機關的要求，及整個社

會氛圍、世界趨勢的影響之下，

金融機構更應重視「取之於社

會、回饋予社會」責任，不僅

僅捐款多少，而是應用創新金

融服務，照顧小眾、弱勢族群，

甚至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也

成為評選的重要指標。今年「社

會責任」、「人力發展」及「數

位金融」獎項，分別有18件、

10件與 9件報名參選，3個
獎項合計 37件，占參選總件
數 90件的 41％。
就本屆菁業獎的評審，趙揚

清認為金融機構書面報告固

然重要，但在臨場面對評審

的詢答，更是影響評分，例

如，有些金融機構書面報告

的包裝，雖不如競爭者的精

美，但能深入淺出、切中要

點的回答，同樣有機會獲得肯

定，此外，參選團隊的表現，

也能展現該金融機構團隊合

作的力量，以及參選作品的精

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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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為共同主辦單位的金

融聯徵中心董事長胡富雄及

總經理張國銘亦分別出任菁

業獎選拔委員及評審委員，

金融聯徵中心會員機構 431
家，涵蓋所有本國銀行、票券

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農

漁會及部分外國銀行在台分

行，金融聯徵中心所建置完

整、正確的信用資料庫，提供

會員機構徵審業務中分析及

決策的最佳工具，俾利會員確

實掌握客戶整體信用風險，強

化風險控管機制。並提供壓力

測試違約率參數等相關服務，

協助會員完成監理審查申報

作業，長久以來一直是金融

機構最佳的後勤支援夥伴。

胡富雄認為，菁業獎就好比

一個「大家庭」，近幾年來，

成員逐漸擴大，從最初的本

國銀行，到後來陸續新增「最

佳合作金融獎」、「最佳農

業金融獎」，讓信合社、農

漁會信用部等新成員陸續加

入，使得這些機構不致因為

與一般國銀相較之下規模太

小，而失去被肯定的機會。

而今年獎項上最大的不同，

在於增加了「最佳外商銀行

金融獎」，這也是菁業獎由

本國金融機構，正式跨足到

在台的外商銀行。

胡富雄高度認同今年的菁業

獎加入了最佳外商銀行金融

獎，對此他進一步指出，在台

灣金融市場的發展上，外商銀

行的加入，以及其業務推展帶

給國銀的示範效果，其實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亦可說外銀

的加入，對於台灣金融市場的

成長也有所貢獻。

而金融聯徵中心幾年前就

注意到這一塊，因此每年 12
月所舉辦的「金安獎」，為

表彰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對於

查詢安控機制的重視與配合，

特別將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在

會員機構類別中獨立分組並

且頒予獎項。顯示外銀在運

用金融聯徵中心的資料到業

務面向，非常遵守資訊安全

的分際。

此外，外銀在當下國銀最重

視的「法遵問題」，乃至於實

踐 CSR，幫助國內弱勢族群
上，亦有不少地方值得國銀借

鏡，因此，特別新增獎項，讓

外商銀行的在台分行，也能參

與菁業獎的評選，並在同為外

商銀行的參賽者中，選出最好

的外商銀行，相信以後對於外

商銀行在台灣市場的發展，將

有更多的正向引導作用。

金融聯徵中心董事長胡富雄：

新增外商銀行獎項，將帶給國銀業務推展示範效果

與聯合信用卡總經理林棟樑，

此次分別出任選拔委員及評審

委員，曾任財政部次長的劉燈

城，不僅在次長任內，就主掌

公股銀行的管理，在離開財部

之後，更先後出任合庫金、臺

灣金、華南金及旗下銀行的董

事長，兼具監管，與多家公股

行庫業務經營的實務經驗；而

林棟樑先前即是金管會主任秘

書，對於各家業務在推動業務

創新、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等面

向，都有長年深入的觀察，亦

為此次菁業獎重量級的評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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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志同道合夥伴
打造銀行家的銀行

玉山金控黃永仁董事長

素
有金融界奧斯卡金像獎，

由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的

「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

於 2016年邁入第 8屆，在前

7屆的得獎名單中，玉山金控
及玉山銀行總共榮獲 10項獎
座，不僅稱冠全體金融業，更

遙遙領先。而玉山金控董事長，

也是玉山銀行創辦人黃永仁，

於第 7屆榮獲菁業獎首次頒發
的個人獎「特殊貢獻獎」，表

彰黃永仁以專業、服務、責任

為念，秉持熱心關懷、無私傳

承的精神，帶領經營團隊以誠

信正直創造顧客服務價值並善

盡社會責任，致力於提升台灣

金融業之競爭力。

黃永仁將一生奉獻給台灣金

融業，是一位金融理論、實務

與管理經驗兼備的傑出銀行家，

也是一位充滿理想與熱情的實

踐主義者，更是一位胸懷國際、

擁有宏觀視野的卓越領導人。

一向低調的他，卻在創立玉山

銀行 24年的歲月裡，寫下一頁
頁令人驚嘆的歷史紀錄。

出身公股銀行，原本可一直過

著穩定的生活，黃永仁卻選擇了

一條艱難的道路，決心打造他

夢想中的，能夠躍上國際舞台、

有競爭力的銀行。如今，玉山銀

行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在國際舞

台上均大放異彩，而且還為台

灣的銀行業樹立創新領航、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典範。

此次，黃永仁接受《台灣銀

行家》雜誌的專訪，讓讀者得

以一探他當年走出來開創玉山

銀行、乃至於之後引領玉山銀

行發展的理念，以及玉山銀行

如何成功的深耕台灣、布局亞

洲的精彩歷程。

結合志同道合的夥伴
打造銀行家的銀行

黃永仁感性的說，他從銀行的

基層出身，對於銀行有著深刻的

感情，一直希望台灣金融業能夠

站上國際金融舞台發光發熱，他

認為日本能、美國能，台灣也能

夠擁有一家國際級的銀行。於

是，當服務是玉山人的DNA，
源自於一顆溫暖的心。1992年
台灣開放新銀行設立，時任華

南銀行副總經理的黃永仁，為了

實踐心中對於銀行的理念，毅然

決然出來創辦玉山銀行，待過

合庫、一銀、華銀，深得人心的

他，結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建立優質的企業文化，並非一蹴可幾。
本文專訪玉山金控董事長暨玉山銀行創辦人黃永仁，
如何以創新與傳承的經營理念，帶領玉山企圖力拚金融業新典範。

採訪、撰文：劉書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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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打造一家銀行家的銀行，因

此，創立以「玉山」為名的銀

行。談到取名，黃永仁直截了

當下了精闢的注解：「以玉山

為名，我們的決心就寫在名字

上。玉山是台灣最高的山，我

們要成為最好的銀行！」

黃永仁指出，早年台灣的金

融市場是賣方市場，那是一個

只注重擔保品的年代，銀行幾

乎不用特別去做業務，就可以

有不錯的獲利。然

而這對於黃永仁而

言，並不是他心目

中的銀行樣貌，他

認為銀行是「領

先社會發展的創

新事業」、「滿足

顧客需求的服務事

業」、「追求經營

效益的公共事業」

與「經營風險管理

的信用事業」，金

融業就像樹根，

是小至民眾日常

生活、大至經濟

發展，對國家影響

深遠的百年事業。

於是黃永仁許下承

諾，在台灣經營一

家具有國際水準的

銀行，矢志成為「金

融業的模範生、服

務業的標竿」。

談到玉山銀行的經營，黃永

仁說，銀行一定要有「差異

化」，才能超越價格競爭的紅

海。玉山銀行要怎麼樣走一條

不一樣的路？關鍵就在於「創

新」。如同曾應玉山邀約來台

演講的策略大師蓋瑞‧哈默爾

說：「創新，是創造長期價值

的唯一有效策略。」黃永仁認

為透過創新才可以跳脫傳統的

框架，為顧客與企業創造更大

的價值。

因此，不論是首創銀行業大

廳接待員與顧客服務師、發行

亞洲第一張結合公益的世界卡、

打造台灣首家與大陸及歐美最

大支付業者連結的跨境金流平

台、推出台灣首家結合兩大國

際發卡組織的HCE（Host Card 
Emulation，簡稱HCE）手機信
用卡，還是成為台灣唯一榮獲

三座國家品質獎的企業、台灣

首家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簡稱

DJSI）成分股的金融業等，玉山
持續以創新與服務，改變了台

灣金融業與服務業。

銀行要致力創造價值
用心守護顧客資產

黃永仁心中十分清楚，銀行家

和企業家是不一樣的，企業家只

要有 3成的成功機率，就該勇
敢嘗試，開創一番事業。但是，

銀行家不然，銀行所擁有的資源

皆來自社會大眾，若發生風險及

危機，受傷害的不只是員工、顧

客及股東，還會影響整體社會的

運作。因此，銀行要永續經營，

銀行家經營銀行一定要穩健不

能躁進，否則就像開車沒有剎車

一樣危險。黃永仁強調，重視

公司治理、法令遵循、風險管

理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將畢生奉獻給金融業的黃永仁，認為人才培育與傳承才能營造
台灣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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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Social Responsibility， 簡 稱

CSR），就是銀行最重要應該要
堅守的責任。

基於這樣的信念，黃永仁認

為銀行一定要用心守護顧客的

資產，一定要為社會創造更大

的價值。他進一步說明，成為

獲利最佳的企業並非玉山所要

追求的目標，玉山是要成為「綜

合績效最好，也最被尊敬的企

業」，綜合績效包含有形及無

形的指標，有形的指標包含獲

利、每股盈餘、股東權益報酬

率等財務指標，無形的指標則

包含企業社會責任等上述銀行

應堅守的責任。黃永仁堅定地

說，銀行家的信念已經變成我

的信仰，威脅利誘都不會改變

的才是信仰。

玉山邁入第三個 10年，黃
永仁擬定三大策略主軸：綜合

績效大躍進、成為亞洲有特色

的銀行以及成為金融創新的領

航者。綜合績效大躍進就是深

耕台灣、各項重要業務進入市

場前 3名、前 5名，國際級
的銀行都是先在母國深耕發展

後，才能在國外有良好的表

現。成為亞洲有特色的銀行就

是布局亞洲、提供跨境整合金

融服務與掌握亞洲經濟崛起的

商機，玉山目前在海外 7國
有 23個據點，主要在亞洲地
區，海外據點包含中國子行、

柬埔寨子行、香港分行、新加

坡分行、越南同奈分行、緬甸

仰光分行、澳洲雪梨分行、美

國洛杉磯分行以及越南河內代

表人辦事處。成為金融創新的

領航者就是要成為科技的領軍

者，當前是一個改變的時代，

資訊科技、顧客需求及法令規

範都在改變，必須跳出傳統的

思維，以創新來迎向新時代的

挑戰。

談到布局亞洲，玉山銀行在

柬埔寨子行、中國子行、越南

同奈分行、澳洲雪梨分行，或

是於今年10月剛開業的緬甸仰
光分行，不論是申請時程、開

業速度、整合效率或是首家獲

第七屆菁業獎，黃永仁榮
獲首座「特殊貢獻獎」，
玉山榮獲「最佳社會責任
獎」等獎項。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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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核准等，都屢次創下台資銀

行在亞洲設立據點的紀錄，譬

如玉山是首家成功在緬甸設立

分行的國銀。能夠獲得當地監

理機關的認同，除了是高度肯

定玉山一直以來的良好績效與

服務品質外，也在於玉山願意

在技術及人才方面輸出，協助

當地中小企業及經濟的發展。

黃永仁表示，台灣金融業在金

融技術、應用科技、風險管理

及顧客服務等面向都有很好的

優勢，因此，只要國銀願意朝

這個方向努力走出去，都有發

展的機會。

人才決定國家競爭力
傳承、交棒、接棒

黃永仁說人才決定一個國家

的競爭力，世界一流的企業一

定有一流的人才。在24年來，
他最為致力投入的，就是培育

人才，不只是提升專業，更重

要的是凝聚經營理念與企業文

化。在他的努力之下，玉山

人展現出令人稱羨的團隊向心

力，在各項業務上都可以看到

大家緊密的合作無間，透過學

長姊制度，每位玉山人都有學

長姊擔任金融專業學習上的指

導老師，也是生活上共同分享

與成長的兄弟姊妹。黃永仁堅

定的訴說，玉山人就是玉山的

主人，只要在玉山用心努力，

都可以用自己的雙手決定自己

的未來。

經營玉山多年下來，最讓黃

永仁感到高興的，就是傳承的

價值。黃永仁舉玉山的中級

幹部為例，由於中級幹部就是

在營造玉山未來的希望工程，

許多國際知名的管理大師都說

過，企業的績效的鑰匙就掌握

在中級幹部的手上，所以他說：

「這些中級幹部，就是我們的

希望工程師！」透過不斷的培

育與傳承，如今，玉山的希望

工程師已經撐起了玉山的半邊

天。但是黃永仁的期許更高，

他期待希望工程師不只要點亮

自己、點亮玉山，有一天還要

能夠照亮台灣，讓玉山人成為

世界一等的公民，玉山成為世

界一等的企業公民。

對於培育人才的理念與做

法，黃永仁充滿熱情地總結說

道，就是「傳承、交棒、接棒」。

要給年輕人一個希望的舞台，

要營造台灣未來的希望，透過

用心培育人才，讓我們的新世

代比我們更好，讓一代比一代

更棒。誠如黃永仁所說，金融

業是他畢生的志業，也是他信

仰的實踐。他舉同樣曾應玉山

邀約來台演講的行銷學之父菲

利浦‧科特勒所言：「品牌就

是王牌，沒有品牌就沒有行

銷！」他不僅成功建立起玉山

銀行的品牌價值，更用心培育

金融業未來的領導梯隊，黃永

仁為他畢生的志業不斷奮鬥，

也將不斷寫下令人驚嘆的歷史

紀錄。

服務是玉山人的 DNA，源自於一顆溫暖的心。

︽Sm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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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理

在
國內銀行開始體檢海外

分行之際，台灣金融研

訓院特舉辦「美國法遵趨勢與

外資銀行因應實務演講會」，

邀請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紐約

辦公室合夥人蘇騏（Mitchell
Silk）來台分享。他提到，紐約

州金融服務署（DFS）將制定
更完整的反恐反洗錢（BSA／

AML）規定，預計在明年 1月

1日生效，此法規會更明確規
定技術、監管等要求細節，比

聯邦法規版本更嚴格，違反相

關要求的金融機構不僅有面臨

資深合格官調查報告制度，以及

建立觀察名單過濾制度等。

 為何美國會如此要求法遵？這與

近年來國際洗錢犯罪氾濫有關；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事

處預估，全球每年在國際上流通

的洗錢金額從 8,000 億美元，到

2兆美元不等，占全球GDP的2％

至 5％，這些錢透過金融機構流

通，資助國際恐攻、逃稅、犯罪

等，對國際社會維持和平造成很

大傷害。

美國銀行保密法的規範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遭重罰，

其中一項就是涉及違反美國

的《 銀 行 保 密 法 》（Bank
Secrecy Act，簡稱 BSA），此
法正是當地所有銀行，須建立

程式化反洗錢彙報與簿記要求

的法令基礎，其監管要求分 3
領域，即現金購買相關得保留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日前遭紐約州金融服務署重罰 1.8億美元，
不僅創下台灣金融史上最高罰款，國內金融業開始省思如何跟上國際法遵腳步。

國際法遵趨嚴考驗金融業
美國紐約州明年將實行反恐反洗錢新規定

採訪、撰文：彭柏鶴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紐約辦公室合夥人蘇騏再三提醒，銀行必
須落實定期審查、評估客戶風險等，以確保金融風險無虞。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提
供

更多罰金的風險，

嚴重者甚至會暫停

執照。

近幾個月來紐約州

政府更嚴格要求當地

國外銀行的法遵事

務，假設台灣的銀行

想申請紐約分行執

照，若任何一個細節

未達標準，就得退

回、改善，才有機會

拿到執照；而新版本

的反恐及反洗錢規

定，其核心要求包

括：建立交易監控系

統、年度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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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強化級客戶盡職調查程序

（EDD）。

國際大型銀行也遭裁罰

倫巴第銀行是設在瓦努阿圖

的離岸銀行，透過美國運通銀

行國際（AEBI）作為中轉帳戶，
並在邁阿密開設銀行服務，以

服務中美洲客戶為主，倫巴第

銀行以少量現金的存款方式，

將非法資金存在 AEBI帳戶，

2年內超過 100次的存款，分
批存入 20多萬美元，可疑現
金在倫巴第銀行與其他資金混

合，簡單來說，黑白資金混合

變成灰色，倫巴第的客戶再以

AEBI帳戶開支票、提現金，並
用它來購買商品。

最後東窗事發，AEBI因為
倫巴第銀行及其他客戶的合規

管控失責，被美國政府處以

6,500萬美元的罰金；而近年
遭到美國重罰最矚目的案例，

則是德國商業銀行因違反反洗

錢法規，蓄意向伊朗、蘇丹為

主的制裁目標提供金融服務，

而遭美國重罰 14.5億美元的
罰款。

面對國際金融法遵制度愈來

愈趨縝密的趨勢，台灣如何跟

上國際步伐，將考驗著監理單

位的執法，以及金融機構的法

遵落實。

紀錄外，萬一 3年後發現有問
題，才能抽絲剝繭找出問題；

就連每日現金交易超過 1萬美
元都必須提交報告；以及對於

可能的洗錢、逃稅或其他可疑

犯罪行為等，都得匯報給主管

機關。

而《銀行保密法》的核心規

範包括 5大領域，依序是內部
管理保證持續合規、獨立測試

作為內部與外部審計的重要環

節、任命專員負責合規事項、

持續培訓員工以及客戶辨別系

統等。

在 BSA內部控制規定方面，
必須建立風險評級制度，來辨

別客戶的高、低風險，並根據

不同風險級別，來進行客戶

盡職調查的程序。蘇騏舉例說

明，一家民營紡織廠營運了 50
年，與銀行培養了長久信任關

係，也被銀行列為低風險的好

客戶，有一天創辦人要退休了、

由最小兒子繼承，但兒子覺得

太辛苦，想做別的，進而向銀

行融資，這時銀行就必須提問，

確保放款的風險無虞。

而經營美國海外分行也是如

此，只是更嚴格要求內控實質

性的分層，並依情節的嚴重性

而分層管理，假設海外紐約分

行襄理發現可疑事件，應上報

紐約分行經理，若經理認為可

疑事件夠扎實，則應將內容報

給董事會。

須定期審查評估客戶風險

在日常反洗錢的預防措施

上，銀行不僅要建置客戶識別

系統，以書面形式確保每個客

戶的真實身分，蘇騏表示，最

大的挑戰是知道公司真正法人

是誰、資金來源為何；假設分

行員工無法核實客戶身分，或

者懷疑帳戶可能用於洗錢，行

員應該進入身分識別程序，若

追問客戶所得到的答案，都無

法滿足、解決銀行疑惑，分行

主管有權拒絕客戶開設帳戶；

而相關的交易紀錄或客戶身分

訊息在帳戶關閉後，銀行必須

保存 5年。
從兆豐銀行的和解令中，應

該學到一個教訓，即是銀行必

須定期審查、評估客戶風險，

以及確保資料訊息是最新、最

完整的；另外，銀行必須對持

有 25％以上股權，或 10％以
上有控制力的個人，進行身分

調查，並依據調查結果，將客

戶區分為低、中風險等級，還

要定期審核評估客戶風險是否

增加。

另外，高階政治人物、軍方

人士以及其家屬，多半是銀

行眼中的高風險客戶，按照

愛國者法案規定，銀行必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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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焦點

4股勢力形塑泰國新政局
泰王辭世政治影響》

首
相巴拉育在泰國國王蒲美

蓬駕崩後宣布，按照泰國

王位繼承法，王儲哇集拉隆功

將繼位成為新的國王。雖然哇

集拉隆功要求待哀悼期結束之

後再登基，然由王儲繼位應該

已經確定。

為什麼說應該已經確定？因

為在這之前大家對誰會繼位曾

有諸多揣測，循著這些揣測可

以看出泰國政局的詭譎，也可

推出將來可能的發展。

繼任人選引發各方角力

原先人們第一個問號是：泰

國軍方會不會真心支持哇集拉

隆功。哇集拉隆功的形象不好

倒還是其次，重要的是他跟前

首相塔信非常好。一旦哇集拉

隆功登基，會不會立刻特赦塔

信，讓他回國？苟如此泰國的

政局將會有很大的變化。這是

軍方關切的。塔信代表的是在

泰國北方，因經濟發展所興起

的新興中產階級，他們要求更

公平的分享政治與經濟資源，

這讓傳統的政治勢力、富人、

軍人、王室感到威脅，這才有

王室默許下的兩次政變，一次

推翻塔信，一次推翻塔信的妹

妹盈拉，希望完全摧毀新興勢

力，也就是紅衫軍的基礎。王

室中默許的應就是大公主詩琳

通。所以一開始，有人猜測軍

方應該支持的是詩琳通。

可是這種猜想太過簡單。因

為現任首相巴拉育是第二軍團

出身，第二軍團是王后的護衛。

王后施麗吉雖然中風，但是中

風前曾不只一次表示希望哇集

拉隆功即位。巴拉育既是王后

護衛，自然忠心遵守王后的意

願。另一是盈拉下台後，紅衫

軍非常收斂，一般的說法是塔

信跟巴拉育是有一些默契，約

束紅衫軍，要他們支持軍政府。

所以軍方也不是百分之百鐵了

心反塔信。

何況泰國軍方裡面也有不少

同情紅衫軍的人，被稱為西瓜

兵（外罩綠軍服，內心實為紅

色），所以軍方內部的意見未

必齊一。且就巴拉育來講，維

持國家的穩定與繁榮是第一要

務，如果硬是阻擋哇集拉隆功

繼位，法理上需費力自圓不說，

也可能令塔信撕毀默契，造成

紅衫軍再上街頭。屆時泰國將

又出現新的不安，這並非其所

願見。

倒是攝政的樞密院主席普瑞

姆恐有不同意見。普瑞姆是軍

人出身、前首相，但更是極端

的保皇黨人士。他認為哇集拉

隆功的形象玷辱王室，讓其登

基將會傷及王室，以及伴隨王

室而生的一整個王室菁英與富

人網絡的利益。根據法律，如

廣受泰國人愛戴的國王蒲美蓬於 10月 13日駕崩。在位長達 70年的泰王，
象徵泰國政治的重要支柱。如今支柱崩殂，泰國政局將增加許多不確定變數。

撰文：劉必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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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老王未任命王儲，或王儲人

選引起爭議，樞密院是有權力

閃過王儲，直接向國會提出攝

政人選的。而他們想提的自然

是公主詩琳通。所以在新王出

線之前，各種角力一定也會激

烈進行。

還有一種分析是，哇集拉隆

功的身體並不好，如果登基後

不久就生病不能視事，因為他

的太子尚小，這時還是可能由

公主詩琳通攝政，這或許是軍

方一些人希望的最兩全其美的

方式，而且不能說全無可能。

但不管誰繼位成為泰王，有一

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泰

國王室的聲望與影響力將大不

如前。

王室式微將有助民主發展

王室影響力衰退，泰國政局

將失去像國王蒲美蓬一樣可以

調解政治僵局的角色。泰國政

局的 4股勢力：菁英官僚（不
見得對王室言聽計從）、司法

（經常是效忠王室而未必效忠

憲法）、軍方（打著尊王旗號

追求自己利益）、以及王室自

己，將在分合角力之間，形塑

泰國政治新的樣貌。

王室式微，也讓泰國的民主

化有了新的契機。過去泰國王

室中，哇集拉隆功支持塔信，

公主默許政變，這讓軍方可以

借力使力，老王也願意在政變

之後，為新的政治勢力背書。

今老王駕崩，新主

登基，但新王的影

響力與政治權力基

礎卻相對脆弱。舊

政客與軍方在面對

新興勢力挑戰時，

很難再從王室中找

到奧援，甚至新國

王本身也需要從北

方的新興中產階級

尋求支持，以鞏固

統治的正當性，這

就為泰國的政治變

遷開了一扇大門。

這時只要塔信能夠

保持低調，其所代

表的新興中產階級重回政治舞

台中央，並非不可能。泰國的

政治勢力勢必又將大洗牌，這

是比較長程的變化，而且會相

當深遠。

近期的變化方面，國喪期間

團結為要，所以泰國政局也不會

有太大的變化。外交政策方面，

也看不出會有太大變化。而只要

王位繼承問題在表面上不亂（水

面下鴨子划水般的角力當然會很

熱鬧），根據新憲法所推動的選

舉，應該還是會如期舉行。至於

塔信本人會不會在新王登基後獲

得特赦回國，甚至恢復一些財

產，那就看各個政治勢力談判妥

協的結果了。（本文作者為東

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泰國國王蒲美蓬辭世，許多民眾自發性服喪，見證泰國人民團結與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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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焦點

投資泰國謹慎觀望為宜
泰王辭世經濟影響》

泰
國國王蒲美蓬去世，導致

泰國政局出現變數。蒲

美蓬國王自從 1946年登基到

2016年過世，統治泰國長達70
年，歷經35任首相、50屆內閣、

17次軍事政變，不但在民間享
有極高聲望，也一直以公正的

「最終仲裁者」，化解泰國政

爭造成的僵局和苦難。對民眾

來說，蒲美蓬國王就是團結泰

國無可取代的政治象徵。

問題是，作為指定繼承人的

長子哇集拉隆功的聲譽很差，

負面新聞不斷，不但生活奢華

糜爛，還幾次未婚生子，甚至

還在 2014年流出一段他和半
裸王儲妃在泳池邊為愛犬開慶

生派對的視頻，導致王室形象

重創，引起傳統菁英的極大反

感。

1974年泰國修憲之後，已
經允許女兒繼承王位，哇集拉

隆功妹妹詩琳通公主的能力和

聲望，都明顯高過哥哥，也在

1979年封為王儲。由於兄妹兩
人形象落差太大，加上王室擁

有將近 300億美元資產，傳統
菁英和軍方勢力很可能介入接

班爭奪，導致政局陷入動盪。

為了避免引發政爭，泰國王

室宣布，將先由 96歲樞密院主
席普瑞姆出任攝政王，暫緩王

子接班，先是傳出接班將在蒲

美蓬葬禮火化過後，然後又傳

出接班可能要等 1年以後，都
顯示反對王子接班的傳統菁英

勢力龐大。但在另一方面，首

相卻表示新國王可在11月中旬
登基，又凸顯傳統菁英已經出

現內部分歧。

「紅黃之爭」再起隱憂

更複雜的是，隨著 2001年
上任的總理塔信成為草根代言

人，泰國政治已經逐漸激化成

支持塔信草根派的紅衫軍，與

代表保皇派和傳統菁英的黃衫

軍之爭。

塔信透過經濟資源重新分配，

廣獲農民和都市貧民的穩定支

持，保皇派和傳統菁英選不贏

塔信派，動輒訴諸彈劾或抗議

進行制衡，塔信終於在 2006
年被迫流亡，但仍然透過代理

人不斷贏得大選，泰國政局從

此陷入反覆的惡性循環：先是

塔信派勝選上台，然後黃衫軍

抗議，然後軍隊介入，然後塔

信派被迫辭職，然後國王批准

反塔信的新總理，然後塔信派

再透過選舉上台。

蒲美蓬更傾向傳統菁英，對

塔信並無好感，最近10年始終
對黃衫軍反制塔信派保持緘默。

同樣被傳統菁英排斥的王子哇

集拉隆功，因此與傳統菁英的

最大對手塔信愈走愈近，不少

傳統菁英認為，王子一旦接班，

泰國王室政局動盪，市場陷入不確定氛圍，更牽動泰國後市經濟發展，
而新政府日前亦強調加速新南向政策，以穩固台泰雙邊經貿交流。

撰文：郭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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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讓流亡海外的塔信返國，

已有部分紅衫軍幹部把哇集拉

隆功重塑為對抗保皇派和傳統

菁英的「民主王子」，目前已

有不少傳統菁英有意操控詩琳

通公主繼任王位，藉此根絕塔

信返國的可能性。接班鬥爭一

旦連結到紅黃之爭，必將導致

形勢更加難解。

美國《大西洋月刊》副主編

Kathy Gilsinan因此表示，泰
國已經不可能複製類似蒲美蓬

那樣穩固的國王地位，除非新

任國王、傳統菁英、塔信派

迅速達成三方平衡，形成某

種共治局面，否則未來政局恐

將陷入長期不穩定。尤其是缺

少蒲美蓬如此聲望崇隆的公正

仲裁者，未來一旦再度爆發紅

黃之爭，乃至引發軍方政變，

如何化解對峙僵局，勢將倍增

困難。

即使哇集拉隆功能夠順利接

班，也必須調整領導形象，才

能重建新國王的民間聲望，如

果有心讓塔信重返國內，也必

須爭取傳統菁英和軍方妥協。

此外，針對更受各界肯定的詩

琳通公主，哇集拉隆功如何安

排適當政治身分，以便爭取更

多民心，也將是重大挑戰。

股匯市、旅遊業恐受影響

面對泰國政局可能陷入長期

不穩定，政治風險必將隨之提

高，不但外來投資可能暫先觀

望，金融市場也會遭到壓抑。

以 2014年 1月紅衫軍與黃衫
軍之爭為例，儘管泰國央行在

2013年 11月 27日宣布降息

0.25％，試圖營造貨幣寬鬆局
面，但自從政局不穩開始，泰

國交易所 SET 50指數及泰銖明
顯走弱，從12月初起連續5週
走低，泰股本益比也從過去 2
年的 15倍降到 13倍，顯然遭
到短期政治變數的衝擊。

此外，高居泰國將近 10％收
入的旅遊業，也同樣因為政局

動盪遭到波及。2014年1月22
日，泰國政府不得不宣布曼谷

和周遭地區進入緊急狀態，至

少有 45個國家對曼谷升高旅遊
警戒。以當年 1至 2月台灣旅
客前往泰國為例，就比去年同

期銳減24.69％。據估計，緊急
狀態導致泰國旅遊業損失高達

200多億泰銖，經濟成長率也因
此下調1％，可看出政局混亂對
泰國經濟的重大傷害。

基於前車之鑒，這次泰王接

班可能引發的長期不確定，恐

怕也將導致一定程度的經濟損

失。在泰國政局撥雲見日之前，

台灣對泰國投資恐怕也要謹慎

觀望。尤其是如果新國王遲遲

無法登基，哇集拉隆功與詩琳

通兩位王儲的接班之爭持續擴

大，塔信派與傳統菁英的矛盾

再次引爆，必將進一步惡化政

治混亂，導致泰國經濟陷入新

的混沌期。

   （本文作者為立法委員）泰國進入長達一年的國喪期，未來經濟發展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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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金
融 科 技（FinTech） 的
發展以燎原之勢席捲全

球，台灣金融研訓院特針對我

國金融服務業之創新發展進

行研究，編製「金融創新指

數」（Financial Innovation 
Index，FII），以反映國內金
融創新環境之趨勢演進，評估

金融業之金融創新發展現況與

未來。

「金融創新指數」包括投入

面、產出面與金融創新問卷等

3大子項，其內細分若干次級
指標（詳圖）。

每季公布整體及各家表現

「金融創新指數」係統計上述

3大子項，再將分數標準化後加
權平均，並以2016年第2季為
基期（指數訂為 100）計算而
得。此一數值意義在反映我國整

體金融業創新程度與發展趨勢，

持續追蹤此一數值並分析次級

指標，將可觀察我國金融服務

業創新程度之消長與趨勢之變

化。另針對個別銀行機構編製

「銀行機構創新指數」，以前2
大子項計算各銀行機構之創新指

數，其意義在反映各家銀行之

創新業務綜合表現。

編製結果顯示，2016 年
第 3 季指數為 102.24，表
示我國銀行業之創新表現優於

2016年第 2季（基期）。從
分項指標來看，其中投入面以

「研究與發展」分項進步最多，

產出面則以「行動金融」創新

之提升幅度最大。另外，「銀

行機構創新指數」位居前 20％
之銀行，則包括中信、台北富

邦、台新、永豐、玉山、國泰

世華與第一銀（依筆畫排序）。

目前我國金融創新主要集中

在行動金融，較側重於銀行業，

參考〈WEF FinTech 2015〉及
〈KPMG FinTech 100強〉報
告可知，非銀行業、保險業或

群眾籌資平台也是發展重點。

台灣市場規模雖不大，可參考

以色列、新加坡在金融科技發

展，積極以政策扶持並引入國

內外創投資金，提供我國業者

及政府機關借鏡。（本文作者

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

專案研究員、副研究員）

台灣金融創新指數首公布
第一個定期追蹤國內金融業創新表現的指標

撰文：鍾銘泰、張凱君

（圖）金融創新指數 3大指標

資料來源：台灣金融研訓院

金融創新指數

採計國內外機構發布之重要指標

制
度
環
境

研
究
與
發
展

市
場
成
熟
度

人
力
資
源
員
工
訓
練

基
礎
網
路
設
施

國
際
化
程
度

行
動
金
融

大
數
據

區
塊
鏈

雲
端
服
務

生
物
辨
識

其
他
金
融
業
務
創
新

產出面指數

運用新聞文字探勘技術 高階主管觀點

金融創新問卷

投入面指數



台灣銀行家 2016.11月號96

市場新訊

金
融科技（FinTech）興起
以來，台灣金融從業人

員紛紛投入資訊科技培訓，以

掌握潮流所需，反而忽略金融

從業人員應有的 CFA與 FRM
專業知識培訓。這種捨本逐末

的短視做法，可以從最近的一

些金融案例看出端倪，例如兆

豐銀行紐約分行因為法遵問題

遭重罰、一銀 ATM遭盜領、

第一金證券遭駭客勒索、雅虎

用戶資料遭駭客竊盜。只要金

融監理單位與金融機構仍不加

強培訓從業人員應有的 CFA
與 FRM專業知識，這些案例
仍會層出不窮。

自從 1963年CFA證照第一
屆考試以來，三級考試的過關

率都有逐年下跌的趨勢，而隨

著考生晉級至較高級的考試，

過關率也較高，也就是第二

級考試的過關率高過第一級考

試，第三級考試的過關率高過

第二級考試。

經整理可看出CFA國際金融
證照考試有以下趨勢：

1.跨領域更多樣性的考生族
群愈來愈多。CFA證照考試本
來是為了測驗基金管理專業人

士與賣方股票分析師專業能力

而設置。如今考生卻來自相關、

但不同的各行各業，例如會計、

投資銀行，或甚至不相關的行

業，例如 IT、法律或行政事務

人士，投資理財已成為現代人

必備知識。

2.歐亞地區考生人數成長飛
快。至於GARP協會從 1997
年首次授證 FRM證照以來，
考試報名人數快速成長，從

2001年到 2010年的年複合
成長率超過 25％。根據 2012
年2月GARP協會的統計資料，
共有來自全世界 129個國家、
超過 125,000名報考人數。
目前最多 FRM持證人的國家
依序為英國、瑞士、新加坡及香

港。在全世界97個考場中，歐
亞地區考生人數成長飛快，尤

其是中國大陸。

走過金融風暴，迎接金融科

技興起，網路資訊安全更進一

步使得 FRM持證人供不應求。
全世界已有超過 28,000名

FRM持證人執業，足證 FRM
已成為全球公認金融風險管理

人的最高指標證照。（本文作

者為福茂鑑價總經理）

CFA與 FRM堪為金融界最嚴格之國際金融證照，面對網路資安事件頻仍，
抑或是如何遵循國際金融監理法制等，皆是近年考試調整重點。

對岸金融人搶考國際證照
國際金融證照考試趨勢

撰文：李宜豐

結合 CFA與 FRM官方版本、Schweser
教 材、CFA Mock Exams、CFA Topic
Tests、CFA Samples、FRM Handbook
及 FRM Practice Exams等整理，並輔以
作者教學心得編著而成，專為華人量身打

造之CFA與 FRM國際金融證照考試輔助
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