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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鄰近之亞洲國家，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市場的投資金額與
件數雖仍然偏低，惟在部分被投資企業繳出不錯的營運成績以及各界對
於私募股權基金的運作有較多認識後，企業界及主管機關對於私募股權
基金的態度逐漸轉趨開放。

不少享譽國際的私募股權基金，鎖定台灣具有優勢、估值偏低或有轉型
需求之企業進行探詢，2018年榮化的私有化案，即為近期最具代表性的
案例之一。而部分企業透過私募股權基金的協助，進行產業整併及業務
調整後，營運內容更為多元化及國際化。另外，我們亦觀察到一些企業
開始採取私募股權基金的思維進行投資及併購，期許能進一步擴張事業
版圖。

政策面上，在主管機關開放國內投信成立私募股權基金的一年後，已有
業者取得政府之核准，將積極投資台灣產業。而政府本身也藉由成立產
業轉型基金，參與企業的股權投資，並成立了輔導團，協助更多企業進
行升級及轉型。

在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的支持下，本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拜會包含私募股權基金之專家、企業界的有
經驗人士以及相關主管機關，透過與上述專業人士之訪談，希望能提供
企業界不同面向之觀點。

感謝參與訪談的各界專業人士分享其觀察及實務經驗，台灣併購與私募
股權協會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期待
藉由此白皮書的推出，使企業更了解私募股權基金可提供之協助，讓企
業善用私募基金資源，創造私募股權基金及台灣企業雙贏之局面。

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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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球私募股權基金
發展趨勢及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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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募資金額持續創歷史新高

2017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募資市場持續前一年度的榮景，募
集金額達4,530億美元，此金額超過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紀錄，
創下歷史新高。

過去幾年間，私募股權基金普遍享有不錯的投資收益，使參與投
資的有限合夥人得以獲配穩定的報酬，也因此促使龐大的資金流
入私募股權基金的資產領域。

根據Preqin報告之訪談結果，至2017年年底，高達53%的有限
合夥人表示有計畫進一步增加在私募股權基金的資產配置。

私募股權基金可支配資金達1.7兆美元

伴隨著過去幾年的高額募資，全球私募股權基金剩餘可支配資金
〈Dry Powder〉亦於2017年年底再次突破紀錄，總金額高達
1.7兆美元。

其中，成長型基金〈 Growth Capital 〉、併購基金〈 Buyout
Fund 〉等各類型基金的可支配資金均較前一年度成長。

2017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之活動及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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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全球私募基金募資額〈2007-2017〉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2018 Preqin Global Private Equity & Venture Capit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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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競爭激烈

在可支配資金水位偏高及優質投資項目相對稀缺的狀況下，私募
股權基金對於優質投資項目的競逐加劇，致使優質項目的估值容
易偏高，造成私募股權基金業界人士的投資壓力。

除了同業間的競爭，在部分項目上，私募股權基金亦須面臨來自
企業界的競標。越來越多的企業透過併購達到成長的目標，加上
企業較低廉的資金成本，及策略價值與合作綜效的彰顯，使企業
經常比私募股權基金更具出價優勢。

投資概況分析

2017年，受全球政經情勢及估值偏高等因素影響下，全球私募
股權基金投資金額及件數較前兩年度些微下滑，惟仍處於金融海
嘯復甦後的相對高點。

在剩餘可支配資金創下歷史新高的同時，未來幾年私募股權基金
勢必會更積極在市場上尋求優質的投資項目，去化資金。

惟如何在高估值的環境下，發掘具有成長潛力的項目，成為了私
募股權基金管理者需投注更多資源鑽研之課題。

2017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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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全球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概況〈20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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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仍為私募股權基金的重點
產業

2017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在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的投資總額
高達986億美元，位居各產業之冠。

其中，一些行業龍頭之指標性投資案，帶動產業整體的投資金額。
如東芝將其半導體事業部以179億美元出售予貝恩資本組成的投
資團隊即為最好的例子，亦顯示私募股權基金對於在市場擁有關

鍵性地位的龍頭企業之偏好 。

民生消費產業亦不乏大案子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民生消費產業的投資總額為857億美元，
佔投資總額之18%。在消費者偏好及習慣不斷轉變的今日，民生
消費業者經常需透過投資及出售，調整公司的策略及方向，而私
募股權基金正常常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例如，聯合利華出售旗下黃油及塗抹業務予KKR，即是其重塑公
司及未來品牌組合的關鍵一步。

另外，中國一代鞋王百麗女鞋，偕同中國大陸高瓴資本及鼎暉投
資等投資人，在香港實行金額高達531億港元之私有化，公司並
擬在下市後，帶入私募股權基金的資源，進行業務之轉型，面對
電子商務平台的挑戰。

2017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偏好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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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17私募股權基金交易額〈根據產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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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beginning of a new M&A season, Delo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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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的賣方市場

在高估值、高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私募股權基金具有較高的機會
成功出場。2017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不論是1,063件出場案
件數以及出場交易總值的3,660億美元，均超過2016年的水準。

而根據AVCJ資料，亞太地區出場交易總金額達1,150億美元，增
長18%；出場案件710件，增長40%。

總體來看，現金充足的策略收購者對私募股權基金的退場貢獻最
大，而2017年IPO出場的案件數也較前一年度成長了30%。

長期價值的增長

根據2018 Bain & Company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私募股權基金近年來越來越重視投資標的中長期價值之增長。

目前私募股權基金持有的公司組合中，平均持有期間為5年，而
在金融海嘯前，平均持有期間低於4年。顯示許多私募股權基金，
願意持有更長時間調整投資標的之營運狀況，在其價值增長後，
進一步考慮出脫持股。

2017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之出場活動及觀察

表一：2017 全球私募股權基金指標性出場案例

目標公司 出場私募基金 併購公司 產業
出場交易規模
(十億美元)

類型

LTS Group
Pamlico Capital,

Berkshire Partners
Crown 
Castle

通訊設備 7.1 Buyout

West 
Corporation

Thomas H. Lee 
Partners,

Quadrangle Group
Apollo 通訊服務 5.0

PE 
Buyout

VWR 
International

Avista Capital,
Madison Dearborn 

Partners
Avantor 生命科學 6.3 Buyout

Ista
Luxemburg

CVC 長江基建 電機設備 4.3 Buyout

USI Holdings Onex Corp.
CDPQ &

KKR
保險經紀 4.3

PE 
Buyout

AdvancePierre
Foods

Oaktree
Tyson 
Foods

食品服務 4.1 Buyout

Signode 
Industrial 

Group
Carlyle

Crown 
Holdings

容器與包裝 3.9 Buyout

資料來源：Preqin、Bloomberg、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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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基金看中亞太地區的潛力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亞太地區的活動無論是募資、投資及
出場都交出極佳的成績。

除了亞洲地區整體的經濟成長潛力外，不少私募股權基金觀察到，
越來越多亞洲地區的老闆願意敞開心胸、放棄控制權，與私募股
權基金進行策略合作，拓展其全球業務或提升經營績效，也因此
吸引了不少國際領先的私募投資機構爭相於亞洲市場尋找投資機
會。

2017-2018年間，國際私募股權基金如凱雷集團、黑石集團、
KKR及中國本地的中信資本，均成功募集鉅額基金，瞄準亞洲併
購及成長的市場。

KKR於2017年6月成功募集的亞洲三號收購基金，集資金額高達
93億美元，為亞洲地區集資金額最大之私募股權基金。根據KKR
亞太地區私募股權基金的負責人表示，隨著亞太地區主要市場消
費和城市化趨勢不斷上升、日本地區非核心業務出售以及跨境交
易之機會持續增加，亞太地區可能將會有更為多樣化的投資機會
產生。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亞太地區之活動及觀察

表二：2017-2018 亞太地區指標性大型私募股權基金之募集

募集完成 募集基金
募資規模
(USD)

類型

2018年 Carlyle Asia Partners V Fund 6.5 billion Buyout

2018年 Affinity Asia Pacific Fund V 6.0 billion Multi-strategy

2018年 Blackstone Capital Partners Asia 2.3 billion Buyout

2017年 KKR Asia Fund III 9.3 billion Buyout

2017年 CITIC Capital China Partners III 2.0 billion Multi-strategy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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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區

中國地區係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的重點區域，約佔亞洲地
區投資總額之一半。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中國市場實現了730億美元的
全年交易額，較2016年增長了100億美元。同時，平均
投資規模也再創歷史新高，達1.28億美元。

互聯網及科技行業依然最受私募基金投資者青睞。而網
購市場的快速成長，帶動物流服務業的需求，也促使許
多私募股權基金增加物流服務業的投資。

在退場活動方面，2017年之退場案件較2016年增加
86%，退場件數共393件，總金額約480億美金。

熱絡之投資活動及出場活動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亞太地區的投資及出場活動皆很熱絡。大型的投資項目以及廣闊的投資領域，吸引國際級大型投資機構的目光。
加上投資活動在許多亞太地區國家均達近年高點，使整體交易總額創下歷史新高。

而一系列高獲利的退場活動也使得私募股權基金之管理人得以累積或改善基金的獲利能力，尤其在歷史表現相對低迷的印度市場，私募股權
基金亦有很好的表現。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亞太地區主要國家之活動及觀察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

由於新加坡持續為國際上受私募基金關注的經濟體，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
在東協的投資金額達到200億美元，亦創下歷史新高。此一交易金額，較
2016年增長了182%。

私募基金在東協的投資以網際網路、科技、軟體及醫療照護投資占比最高，
其中向投資標的之原私募股權基金股東收購的二次收購案件頻繁，私募股權
基金之退場件數達31件，總交易金額約160億美金。

總體而言，東協市場受投資者看好，加上退場環境樂觀，使私募股權基金不
斷在此區域找尋新的投資標的，開發新的交易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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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亞太地區主要國家之活動及觀察 (續)

日本

2017年為私募股權基金自2007年以來，在日本市場投資交易規模
最大的一年，交易金額總計約250億美金，較去年增加269%。
退場表現亦顯得出色，交易件數65件，總金額達130億美金。

許多日本企業坐擁關鍵的技術，加上企業主逐漸開放讓私募基金進
入投資，讓全球的私募股權基金對日本的市場產生高度的興趣，投
資則多半集中在資訊科技產業。2017年更有如東芝記憶體出售的
大型案件，吸引Bain Capital、KKR、Silver Lake等國際一流的
基金競標。

南韓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南韓的投資金額為130億美金，較前一年度成長32%。
南韓企業為全球IT產業中半導體晶片和OLED螢幕重要的製造商和供應鏈組成部分，
此一關鍵性地位受到許多私募股權基金的喜愛。而南韓的消費通路及能源產業亦吸
引不少私募股權基金的目光。

近幾年來，許多二次收購案例出現，讓私募股權基金維持不錯的出場動能，2017年
總體出場金額110億美金，亦是近年最佳。

印度地區

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印度投資總額達200億美元，主要是
部分大型交易案將投資交易總金額拉高。交易金額相較前一
年增加了51%。相較於其他國家，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於印度
市場的互聯網與資訊科技產業規模較小。2017年在許多國際
一線時尚品牌進入當地市場並開始擴大經營規模的情況下，
私募股權基金隨之投入8億美元至印度零售商的房地產，預期
未來印度零售商將會帶起當地的房地產業。

2017年，印度市場退場交易額達到180億美金，比2016年
增加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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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
近期在台灣之活動及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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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交易金額將於2018年大幅成長

相較於2009年前的榮景，2017年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投資的案
件數及金額仍然偏低。

惟隨著公部門及私部門對於私募股權基金的了解增加，加上台灣
不少擁有特殊產業定位且估值相對合理之隱形冠軍，吸引私募股
權基金紛紛來台灣挖寶。

2018年7月剛宣告的KKR私有化李長榮化工一案，交易金額高達
新台幣478億，為九年來台灣最大之私募併購案，加上年初宣告
的老牌醫材廠百略私有化一案，如皆順利完成，2018年私募股
權基金在台灣交易金額將達19億美金，突破2009年之交易總額。

偏愛業界之首、獲利穩定的非特許產業

觀察私募股權基金近期在台灣之投資活動，已從早期的金融、電
信業，轉往生技、臨床醫學、食品、工業電腦或工業等非特許的
台灣之光產業。這些被投資的企業多具備獨特技術、可提供差異
化產品/服務之競爭優勢、獲利穩定且具備私募股權基金看重的
未來發展性。

其中，KKR也表示，未來他們將會視集團的國際資源，鎖定醫藥
化學、醫材、科技、鋼鐵和金融服務等目標產業之龍頭企業進行
投資，並注入資金協助整併全球同業。

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之投資概況及分析

資料來源：Thomson One, Bloomberg, 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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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投資金額及件數〈200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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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8年前8個月之投資金額及件數亦包含Bloomberg資料庫中已宣告但尚未完成之案件，
如KKR投資李長榮化工、Permira投資全興水產及Morgan Stanley投資百略醫學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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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案件樣態多元

私募股權基金近期在台灣的投資樣態十分多元。併購案如
NexusPoint取得台灣漢堡王，乃是期望藉由私募股權基金引進
國際思維及人才，大力拓點展店並提升平均客戶消費單價。百略
及李長榮化工的私有化案件，係希望透過下市重整資源，持續壯
大公司的產業地位，提升公司中長期的價值。

少數股權投資如歐力士亞洲資本投資龍巖，乃是看好公司獨特的
營運模式，期望藉由參股享受未來企業的成長機會。而睿能創意
〈Gogoro〉向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創立
的永續能源發展基金、法國能源巨擘ENGIE集團，及日本住友商
事等四家重量級投資及能源公司取得高達三億美元的融資，則是
為了前進日本及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備足銀彈。

另外，也有不少私募股權基金協助企業進行產業整併之案例，如
東博資本與佳士達共同取得友通股權，或是振樺引進新加坡淡馬
錫等資金併購瑞傳，均顯見私募基金在台灣的投資樣態日益多元。

指標型案件或將影響後續投資案件

李長榮化工私有化這類型之指標型案件，對於不少同樣有轉型需
求的台灣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未來這些案件的走向，預計
將會是私募股權基金觀察之重點，可能影響後續在台灣的投資案
件。

近期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之投資案例及觀察

表三：2017-2018 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地區指標性投資案例

投資年份 投資基金 投資企業 產業
交易金額
(美金百萬)

案件
進程

2018年 KKR 李長榮化工 工業 1,595 宣告

2018年 Permira 全興水產 民生消費 N/A 宣告

2018年 達勝集團 安益 科技媒體電信 N/A 完成

2018年 NexusPoint 台灣漢堡王 民生消費 11 完成

2018年 Morgan Stanley 百略 生技醫療 311 宣告

2017年 美國TPG 佳生 生技醫療 N/A 完成

2017年 新加坡淡馬錫 振樺 科技媒體電信 152 完成

2017年 東博資本 友通 科技媒體電信 52 完成

2017年 新加坡淡馬錫等 睿能創意 科技媒體電信 300註 完成

2017年 日本軟銀等 沛星互動科技 科技媒體電信 33 完成

2017年 歐力士亞洲資本 龍巖 民生消費 104 完成

註：交易金額3億美元係為包含淡馬錫四家投資人之投資總額。

資料來源：Bloomberg、公開資訊觀測站、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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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私募股權基金出清投資

近幾年由於部分基金的投資年限已屆，國際私募股權基金多積極
出清在金融海嘯前於台灣的投資案件。

以凱雷為例，在2015年將大眾銀行出售給元大金控、轉售大富媒
體剩餘股權予蔡家；2017年也將東森電視出售給茂德國際，凱雷
在台灣的投資部位全數出清。

然而，亦有一些私募股權基金在出清投資時，在取得政府審批上
遇到重重障礙，像是韓國知名私募股權基金安博凱，即因反媒體
壟斷事件、黨政軍條款遲遲無法賣出有線電視中嘉的股權。值得
觀察的是，安博凱日前再度出售中嘉網路，該案買家之一，是具
有私募股權基金經驗之投資人，目前此案正由NCC審理中。

除了中嘉案外，金融海嘯前國際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投資的指標
性大案中，隆力集團投資的安泰銀行目前亦尚未出場。在基金投
資年限已屆的情況下，未來隆力集團勢必會持續積極尋求潛在買
家。

近期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之出場案例及觀察

本土私募股權基金邁入收割期

2013年起，不少在地型私募股權基金發掘之中小企業，在歷時數年的資源投入與管理
後，業務發展更趨成熟，也相繼在2017-2018年間，申請在資本市場掛牌，提供私募
股權基金尋求出場之機會。

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案例包含2018年剛掛牌的廣告媒體集團聯廣和智慧機械企業百德
機械。投資這兩間公司的達勝集團及卓毅資本，在被投資公司於資本市場掛牌後，均
未完全出場，現階段均仍持有這兩家公司的股權並擔任董事，短期內仍會繼續給予公
司必要的奧援，伴隨公司繼續成長。

表四：2017-2018 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地區出場之指標性案例

出場年份 投資基金 投資企業 產業 出場方式/進程

2018年 卓毅資本 百德機械 製造業 IPO

2018年 達勝集團 聯廣 科技媒體電信 IPO

2018年 安博凱 中嘉網路 科技媒體電信 出售/宣告

2017年 凱雷 東森電視 科技媒體電信 出售/完成

2017年 橡樹資本 復盛應用 製造業 興櫃

註：橡樹資本已將其投資之復盛股權出售給國內基金及公司大股東。

資料來源：Bloomberg、公開資訊觀測站、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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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
在台灣之熱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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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私募股權基金
協助台灣隱形冠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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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隱形冠軍吸晴

台灣許多如精密機械、零組件、特殊紡織、原物料等聚落，透過
差異化，在關鍵技術領域上取得無可取代的地位，將產品銷售至
全世界。

這些「隱形冠軍」多半非資本密集，過去較少接觸資本市場，乃
憑靠自身資源與力量成長茁壯，即便在資本市場掛牌，這些企業
也鮮少被資本市場關注。

然而，當國際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企業面臨世代交替等壓力下，
不少隱形冠軍面臨轉型與升級的階段，這也正是私募股權基金著
力之處。

例如2018年剛宣告私有化的血壓量測儀器廠百略副董事長即表
示，近幾年來由於國際市場情勢日益複雜，經營面對的挑戰加劇，
因此希望引進外資雄厚資金實力，讓公司永續經營成長。

如國內某具有名望的業界人士即表示，台灣企業缺的不是資金，
而是可帶領企業脫離困境的智慧資本，私募股權基金提供的國際
級人才、資源以及系統性的運作思維，將可成為企業轉型路上之
良伴。

台灣隱形冠軍正面臨轉型與升級之壓力

案例分析：KKR 私有化李長榮化工

2018年7月，KKR宣布與李長榮化工簽署股份轉換協議，將以每股新台幣56元，相較於

前一交易日收盤價17.28%的溢價收購榮化股票。此案件是由KKR新募集的Asia Fund

III提出，KKR擬與李謀偉先生及其家族，在李家族持股不超過45%的條件下合資成立

SPV，並以現金為對價，收購榮化流通在外的所有股份。在私有化完成後，榮化目前的

團隊將在KKR的支持下持續帶領公司。

根據KKR表示，榮化的TPE、PP產品在醫療、綠能等利基應用，可獲得穩定的報酬及獲

利。KKR也預期未來將在國際市場上進一步尋找擴張的機會，進行上下游垂直整合，強

化榮化現有的營運平台。

李長榮化工

Carlton公司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德勤財顧整理

KKR

旗下Asia Fund III

榮化大股東

(李家族)

新台幣478
億元私有化
榮化

合資成立

楷榮

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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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體質，重新出發

金融海嘯前，陸續有包括億豐、致伸及復盛等績優企業因私募股

權基金的收購而下市。

在歷經體質調整後，目前致伸、億豐均已重新掛牌；而復盛集團

中，從事高爾夫球球桿業務的復盛應用科技，2017年亦已登錄

興櫃，預計於2018年重新在資本市場掛牌，被視為復盛集團重

返資本市場的第一步。

前一波私有化之企業，在重新調整營運結構後，目前皆已繳出不

錯的營運成績。

而對於2016年剛下市的擴散板暨導光板廠穎台，或是2018年宣

告私有化的百略以及化工大廠李長榮，亦值得期待未來這些企業

的管理團隊可以借助私募股權基金的力量，或發展高附加價值的

業務機會，或拓展不同的銷售渠道，亦或在國際間進行投資併購，

擴大規模，發展成為更加國際化的標竿型企業，並於資本市場重

新出發。

國際私募股權基金成功協助台灣企業調整體質

案例分析：復盛應用重啟IPO

2018年7月，以高爾夫球頭生產為主的復盛應用送件申請上市。這是復盛在2007年引進

私募基金Oaktree下市並分拆為三間公司後，第一家重啟IPO之公司。在此之後，集團也

計畫陸續讓另外2家公司分別上市。

2007年
Oaktree私有化

復盛

2018年7月復盛
應用申請上市

2017年生產高爾夫球
頭的復盛應用登錄興
櫃；集團整體營收超越
下市前的新台幣290億

2010年
將公司業務性質各
異的事業體分拆成

三獨立公司

空壓機事業透過持續的跨國
併購策略，挹注營收動能

重新劃分權責，並且依據客戶
類型分門別類管理，以便跨廠
區管理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德勤財顧整理

將空壓機、高爾夫球桿頭及半
導體導線架事業群分成三家公
司，進行專業分工

拓展半導體導線架業務到LED
導線架等不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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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整合需求升溫
私募股權基金協助企業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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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併購活動熱絡，私募股權基金佔據要角

過去幾年，企業界不斷透過產業整併或取得新技術應用，進行突破性之發展，致使全球併購交易件數及交易金額持續維持在高檔。而在這些
併購或分拆中，私募股權基金也一直佔據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根據德勤之觀察及歸納，私募股權基金可藉由下列幾個面向協助企業，而這些面向可能在單一案件中併存。

全球產業整合需求升溫，私募股權基金可協助產業進行整併

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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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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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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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二：提供產業公司資
金進行併購

面向一：與產業公司共同投資

面向三：以被投資公司
作為平台進行產業整併

面向六：企業界帶入私募
股權基金的投資思維

面向五：出售被投資企業
與產業公司

面向四：產業基金作為產業界
及融資界之橋梁



22

面向一：與產業公司共同投資

國際上，產業公司自有資金不足時，經常會與私募股權基金合作，
共同收購標的公司之部分股權。

根據德勤之觀察，近期不乏私募股權基金協助台灣企業進行收購
及產業整合之案例。其中，系統代工廠佳世達結合東博資本收購
工業電腦廠友通，即為一很好的案例。

系統代工廠佳世達2017年9月即公告與東博資本合作，共同收購
工業電腦廠友通股權51%-70%。佳世達原已持有友通9%左右
的股權，雙方並有合作關係。佳世達透過此次大幅增加對友通的
持股，雙方可更緊密的結合，擴大彼此營運動能，並將有助智慧
解決方案的布局更臻完整。東博資本除了提供資金協助完成收購
外，未來亦可提供一些新的思維，協助進行產業整合。

面向二：提供產業公司資金進行併購

另外，進行產業併購時，企業有時會產生較高的資金需求。產業
公司也可透過邀請私募股權基金入股之方式取得資金，再利用該
筆資金進行併購。近期的工業電腦廠振華併購同業瑞傳即為一例。

結合私募股權基金及產業公司的力量進行整併

案例分析：工業電腦廠振樺攜手外資，併購同業瑞傳科技

2017年7月，工業電腦廠振樺電宣布斥資新台幣55.13億元，收購瑞傳全部股權，雙方

整併完成後，振樺電明年營收可望衝上百億元，成為僅次於研華、樺漢的工業電腦大廠。

同時，振樺亦公告將發行約當於稀釋後股本27.5%的私募甲種特別股給雲川興業，募集

約新台幣48.11億元的資金，用以作為併購瑞傳的部份價款。

雲川興業是Embedded City與富逸投資共同出資設立，其中Embedded City背後的大

股東包含來自於新加坡的淡馬錫。振樺電表示，希望藉由結盟國際策略性投資人，調整

股權結構，平衡創辦股東與專業團隊的權力結構，學習歐美百年企業的公司治理經驗與

企業傳承的治理架構，為將來的企業接班鋪路。

私募股權基金方產業方

振樺電

瑞傳 雲川興業

私募特別股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德勤財顧整理

Embedded 

City
富逸投資

瑞傳創辦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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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三：以被投資公司作為平台進行產業整併

除了上述偕同私募股權基金發動產業整併的案例，私募股權基金
在投資一企業後，亦常利用其國際網絡及併購專業，協助被投資
企業整合其他同業，增加國際競爭力。

此種利用被投資企業作為平台，整併其他業者的方式，是私募股
權基金創造價值的重要途徑之一。

2017年美國私募股權基金TPG相繼投資澳洲最大獨立CRO公司
Novotech以及台灣本土第一大CRO集團佳生，期望透過整合兩
家不同區域的臨床試驗大廠之資源，成為亞洲區的領導廠商。

另外，提供台灣企業全方位整合行銷傳播策略為主的綜合型廣告
傳播集團聯廣，亦是在私募股權基金達勝入主後，持續透過併購
的方式，將業務多元化及規模化。

目前聯廣的四大核心業務：廣告、媒體、公關和活動，能夠提供
客戶多元的行銷服務內容。2018年，在公司成功掛牌後，聯廣
期待再引入VR〈虛擬實境〉或AR〈擴增實境〉等新領域，與既
有廣告和活動結合，擴大行銷的工具及範疇。

中小企業借助私募股權基金的併購資源進行擴張

案例分析：聯廣的併購拼圖

2015年KHL入主聯廣後，積極展開併購，以控股精神擴大聯廣事業，打造台版WPP。

聯廣傳播集團執行長程懷昌即表示，併購將是聯廣未來成長的動力；也希望聯廣成為一

個示範，透過引進私募基金、IPO，搭建更大的文創舞台，增加集團能見度、吸引人才、

做大做強。

2015年
KHL入股

2016年併購
光洋波斯特

2018年IPO

2016年KHL取得先勢行銷
及米蘭營銷〈揚叡創意〉

2018年併購
揚叡創意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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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中國產業基金指標性投資案例

投資年份 投資基金 投資標的 產業

2018年 中國紫光 日月新 〈蘇州〉 科技媒體電信

2017年 中國紫光 上海宏茂 〈南茂子公司〉 科技媒體電信

2017年 中國紫光 矽品蘇州 〈矽品子公司〉 科技媒體電信

2017年
合肥地方政府基金、
北京芯動能投資基金、
北京奕斯偉科技

頎中 〈頎邦子公司〉 科技媒體電信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整理

面向四：產業基金作為產業界及融資界之橋梁

產業基金可加強產業與融資端之連結，作為支持產業發展之資金
後援，像是香港上市公司華潤、中國互聯網的巨頭阿里巴巴、百
度或是消費性大廠小米科技等企業，均對外募集基金，就其生態
鏈之企業進行投資及整合。

而近年來中國醫療健康的改革及龐大商機，也促使許多傳統的醫
藥上市公司積極參與基金的設立及運作。根據中國動脈網的資訊，
2015年至2017年的三年之間，上市公司發起設立或參與近160檔
醫療健康產業基金。這些企業希望藉此將金融資本轉化為產業資
本，向外尋求併購及資源整合的機會，跳脫公司既有業務，朝更
多元化的業務布局及發展。

而近兩年來，不少活躍於中國的產業基金，積極投資台灣半導體
供應鏈。例如2017年以來，中國紫光相繼入股南茂、矽品以及日
月光在中國的子公司；京東方產業基金也投資驅動IC封測廠頎邦
旗下的蘇州頎中科技。這些案例，除顯示台灣廠商需透過與當地
廠商策略結盟，取得訂單，卡位大陸供應鏈外，亦可觀察到中國
產業基金積極布局半導體上下游供應鏈的態勢。

目前台灣尚無太多企業設立產業基金，然而這種在國際上行之有
年，協助企業抓住產業發展趨勢及資本市場的機會，實現非線性
的成長，同時可分散營運風險的模式，值得眾多有轉型需求的台
灣的企業做為借鏡。

產業基金作為產業界與融資端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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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五：出售被投資企業與產業公司

在協助調整被投資公司體質後，私募股權基金勢必得出售其被投
資股權，而其最主要的出場方式係企業股權的出售。近年來，不
少台灣企業在進行海外併購時，其交易對手正是持有標的公司股
權之私募股權基金。近幾年的知名案例包含上福全球向
Monomoy Capital Partners購買美國通路商Katun、研華向
Graham Partners取得B+B SmartWork及國巨向橡樹資本購
買普思電子的全數股權。

就企業的角度而言，這些投資或補足了其產品線，或拓展了自身
之銷售渠道。另一方面，台灣企業在進行這些海外併購的同時，
亦從中了解這些國際投資機構的思維，以及私募股權基金如何幫
公司創造價值。

以研華併購的工業網通廠B+B SmartWork為例，美國私募股權
基金Graham Partners在2008年取得該公司控制權後，即積極
地協助公司執行併購策略，透過併購IMC Networks、 捷克
Conel s.r.o等公司，提升公司在工業網通領域之中長期價值。

國巨於2018年斥資新台幣220億元向橡樹資本收購的美國零組
件廠Pulse Electronics〈普思電子〉更是私募股權基金協助企業
轉虧為盈的代表案例之一。在私有化的三年間，橡樹資本協助普
思電子從一面臨流動性風險之公司，進入新的利基市場，並且轉
虧為盈，使普思電子成為國巨多角化發展的一枚重要拼圖。

企業界取得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經營之企業

案例分析：普思電子轉虧為盈之路

普思電子成立於1947年，2015年初，在公司無力償還高額的利息支出之情況下，身為

最大股東及債權人的Oaktree協助公司私有化，並透過一連串之方式，調整公司體質，

改變產品組合，提升毛利，進而轉虧為盈。

2012年
Oaktree借款及
股權投資逾1億
美金，供普思償

還借款

2015年初
Oaktree投資

1,700萬美金，
取得普思剩餘股
權，完成私有化

2018年
併購奧地利

Egston打入電
動車市場

2017年
轉虧為盈

2015~2016年
致力改善普思體質

以債轉股，減少利息支出

增加研發費用，聚焦在自動車、
電動車、智慧電網等特定領域

工廠自動化，200+部機台安
裝，減少人力成本，提高品質

取得數個關鍵客戶，增加特定
產品之出貨量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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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六：企業界帶入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思維

除了借助私募股權基金的力量進行擴張外，近期我們亦在市場觀
察到，部分台灣企業開始仿效歐美企業，學習以私募股權基金之
思維進行投資，利用既有平台的資源，協助被投資公司進行再造，
改善體質，並賺取業外利潤。

舉例來說，國內的晶片龍頭聯發科於2017年第四季處分指紋辨
識晶片的主要供應商匯頂5%左右的股權，即挹注了公司約新台
幣76億元的獲利。

而近期較受矚目的案例之一即為如興併購中和羊毛。中和羊毛成
立於1964年，為國內老牌的羊毛紡織公司之一，因台灣本地紡
織產業外移，加上中國大陸、印度等廠商生產擴張迅速，致使該
公司本業不振，近年來關閉廠房，改為從事台灣接單、大陸下單
出口至日本的羊毛貿易業務。

依照董事長陳仕修的說法，在如興取得中和羊毛的控制權後，將
會進行組織重整，把該公司定位為貿易商、品牌商及通路商，未
來並擬引進策略合作夥伴，布局紡織成衣領域，賺取行銷及品牌
的管理財。

如興董事長所陳述的營運綜效雖然尚未顯現，然而這種逢低入市、
調整營運模式、引入策略性夥伴協助拓展新業務之操作模式，已
可見私募股權基金的影子，並可做為眾多需要升級轉型的台灣企
業之參考

企業界運用私募股權基金的思維

名人觀點

如興董事長 陳仕修

「歐美許多傳產企業在投資時，並不會被既有的業務框架所限制，而是評估標的公司未

來的發展空間，在利用平台資源協助被投資企業改善體質後，進而出脫部分持股，達到

獲利。這種類似私募股權基金思維的投資方式在歐美已行之有年，如興亦是期待能以類

似的思維，幫助更多有發展潛力之企業，進而極大化股東利潤。」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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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基金成立
協助產業轉型 提振投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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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產業創新轉型基金投資案例

投資年份 投資標的 產業 案件進程

2018年 聯合再生〈新日光〉 新能源 宣布

2018年 群曜 生技醫療 完成

2018年 三顧 生技醫療 完成

2017年 如興 製造業 完成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整理

政府設立創新與轉型基金，帶動民間投資動能與
企業轉型

台灣政府為促進經濟轉型，匡列預算成立產業創新基金及國家級
投資公司，期許藉由投資、輔導等方式給與企業必要之協助。

2016年籌組新台幣千億規模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即是希
望引導民間資金以共同投資方式，協助國內企業取得前瞻技術或
引進新的商業模式，進而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協助企業轉型

在該基金設立歷時一年後，國發基金於2017年6月宣布參與如興
現金增資案，斥資新台幣14.88億元取得如興增資後9.4%之股
權，成為產業創新轉型基金首宗投資案。

如興為國內牛仔褲製造商，此次現金增資案係為併購香港同業玖
地集團籌措資金。玖地集團年營收高達4.6億美元，併購完成後
如興將快速擴大營運規模，成為國內第三大成衣代工廠。

在如興案之後，國發基金也陸續通過三顧集團的增資案、太陽能
三合一整併案以及群曜醫電的投資案；其中擬增資規模最大的太
陽能三合一整併案，已為台灣產業整併史上的經典案例之一。

政府設立創新與轉型基金，協助企業整併，提升營運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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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產業整併，國發基金助拳

過去在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產業競爭劇烈時，曾有業
內人士出面倡導及推動DRAM產業之整併方案，惟在各方的各自
考量因素下，並未能成功。

台灣太陽能電池廠在面對中國的強力競爭及嚴峻的經營環境下，
時有傳出合作結盟之聲音。

2018年初，新日光、昱晶以及昇陽光電正式簽署合併合約，擬
於10/1正式合併更名為「聯合再生能源」，而國發基金亦已通過
對合併後新公司的注資案。對於幾家大廠攜手合作，各界認為政
策願意支持是促成此合併案的重要推手之一。

對於此次的注資，國發基金表示希望能協助新公司改變過去多為
中國模組廠代工廠之商業模式，並且改善台灣內需、扶植我國太
陽能產業關聯廠商發展，建立自給自足的產業鏈。

創新與轉型基金協助企業整併案例

名人觀點

中美矽晶董事長 盧明光

「只要太陽能需求繼續成長，且台灣能整併出只剩幾家大廠一起對外迎敵，不代表沒有

機會」

資料來源：摘錄自今周刊 <最大合併案效應延燒 太陽能抱團打國際盃>

新日光董事長 洪傳獻

「未來是要打造新的『贏』運模式，不再成為中國代工廠！合併後的聯合再生能源將憑

藉技術優勢，及政府資金的挹注，開創台灣綠能產業新的商業模式、改變過去備胎式代

工的商業模式，往下游模組及系統發展，以模組及系統銷售為主的整合式營運，增加品

牌的附加價值，並結合3家公司的強處（技術、效率、品質、管理能力等），發揮最大的

營運綜效。 」

資料來源：摘錄自自由時報 <太陽能廠三合一 避免淪中國代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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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焦點：結合產業經驗、主動發掘投資案、提供投後輔導

專業輔導團將肩負五大任務，包括透過產業研究熟悉產業並掌握市場動向、對企業進行

基金投資之說明與宣導、主動與有創新轉型需求之企業接觸以拓展投資機會、協助申請

投資之企業了解相關行政程序，以及投後追蹤管理，有必要時提供專業輔導，協助被投

資企業順利轉型與升級。

推動產業創新轉型 國發基金攜手台經院

為加速推動國內資金投資新創事業，國發基金推出三大策略，擴
大其投資規模並有效運用閒置資金，包括強化與國際創投之合作、
加強對新創企業之投資及主動積極拓展案源。

國發基金調整其投資策略，從過去被動接受企業申請投資，轉為
積極主動開發投資案源，藉由邀請具投資或創業經驗之專業人士
籌組輔導團，協助發掘可能之投資標的。

2018年7月國發基金委託台經院協助籌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諮
詢輔導服務團」，輔導團成員邀請成立天來創新集團陳來助、併
購經驗豐富之友嘉集團總裁朱志洋及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理
事長盧明光等業界專業人士，藉助其在產業之豐富經驗，評估合
適之投資項目。

2018年國發基金再推出輔導團

投後輔導開發案源

國發基金 台經院

輔導團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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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焦點：台杉投資資金陸續到位，投資動能啟動

台杉投資規劃旗下共設立三檔基金，分別為台灣水牛、台灣水牛2號及其他5+2創新產業

基金。

台灣水牛以物聯網相關企業為投資標的，台灣水牛2號則著重生技醫療相關之企業，其他

5+2創新產業則包括智慧機械、國防航太、綠能科技等。

國家級投資公司

除了前述的創新與轉型基金，國發基金於2017年8月正式設立
「國家級投資公司 – 台杉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擬藉由籌組
國家級投資公司，提振投資風氣，並借助創投的動能，帶動企業
的技術成長。

目前台杉投資旗下的台灣水牛及台灣水牛2號已成功募集近新台
幣百億元資金，近期即可展開投資評估之程序。

據了解，台杉投資旗下基金的架構設計及管理程序均參照國際慣
例及相關法令設計來執行，負責搜尋、評估投資案的專業團隊以
及把關投資案的投資委員會也是委請產業界具有豐沛人脈及實務
經驗的專家擔任；台杉投資期許透過健全的制度設計及專業團隊
的組成，確保基金長期的投資策略得以連貫。

未來基金規劃投資以天使以後、上市之前的新創企業，並且會持
續投入相關財務以外的資源，協助這些新創企業在成長的過程中，
得到必要之奧援，建立良好的商業獲利模式。

另外，目前基金亦已與一些海外機構進行接觸，期許可以建立台
灣以及國際人才、技術或團隊的連結，達到台灣產業與國際雙向
交流的目標。

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提振投資風氣

約 40% 約 60%

台灣水牛 台灣水牛2號
其他5+2

創新產業基金

IoT

新創事業

生技醫療

新創事業

其他5+2

創新產業

台杉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級投資公司)

國發基金
民間資金

(泛官股機構)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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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陸續出台
鼓勵民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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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缺乏足夠透明度及可預期性

過去幾年，台灣市場上欠缺大型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案，而部分私募股權基金案件之退出，在執行過程中亦受到輿論、法規政策不確定之影響
延宕破局。美國在台協會的投資環境報告中即提及，台灣主管機關廣泛且模糊的投資審查標準，讓台灣投資環境缺乏透明度及可預期性。

新政策陸續推出，促使民間投資

為了解決上述現象，台灣政府除了成立政府基金，身體力行參與投資，這兩年亦推出不少新政，期許藉由政策的鬆綁，招商及審查制度的變
革，促使海內外資金投入產業的發展，加速台灣經濟的升級。其中，政府近期推出與私募股權基金投資較為相關的方針如下，將於後續章節
一一說明。

新政策陸續出台，鼓勵民間投資

政策鬆綁，相繼開放投信業及
證券業設立私募股權基金

發展綠能產業，促使國際私募
股權基金及產業投資人投資

成立投資台灣事務所，擴大引資，
推行招商、審核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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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投信業跨足私募股權基金

2017年8月金管會開放投信業者可以特定模式經營私募股權基金，
期許投信業者主導設立的私募股權基金在向國內其他機構投資者
募集資金後，共同投入國內實體產業，如公共建設、再生能源、
長期照護等，提供國內基礎建設及新創產業發展所需之資金。

目前已向金管會申請核准設立私募股權基金之業者包含國泰投信、
復華投信及富蘭克林華美，其中國泰及復華已成功取得核准並進
入募資階段，另外富邦、元大、群益等投信業者亦在評估與規劃
相關事宜。

開放券商跨足私募股權基金

繼開放投信業參予私募股權基金業務後，2018年6月起金管會續
放寬證券商轉投資國內創業投資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以期增加
證券商業務發展之多元性及獲利來源、提升證券商資金之運用效
率與彈性，同時亦能匯流資金於國內實體產業，增加國內投資實
體產業之資金能量，以進一步支援國內經濟發展。

目前已有三家國內大型券商就募集私募股權基金相關事宜進行評
估，初步估計總募集金額應可達新台幣50億元。

未來證券商旗下私募股權基金所投資之標的，若需要上市櫃，證
券商亦可結合既有承銷業務，協助其進行上市櫃等一條龍服務。

政策鬆綁，相繼開放投信業及證券業設立私募股權基金

表七：金管會開放投信業者參與私募股權基金業務事項

開放重點

得申請核准透過子公司設立私募股權基金，惟該子公司應為有限責任法人

得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

得引介專業機構投資所受託管理之私募股權基金

資料來源：金管會、德勤財顧整理

表八：金管會開放券商轉投資私募股權基金範圍

開放重點

可轉投資創投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

子公司可擔任創投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之GP

子公司投資單一創投或私募基金未超過基金總資產20%或新台幣3億元，不須事前向金
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

取消創投事業/私募股權基金對任一標的公司的投資上限，改由券商內部自行訂定與控管

轉投資非證券期貨相關事業之總金額得超過淨值20%

簡化轉投資申請程序

資料來源：金管會、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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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檔私募股權基金

在金管會開放相關業務後，國泰投信率先於2017年10月取得金
管會核准申請辦理私募股權基金相關業務，並於2017年底正式
設立子公司國泰私募股權公司。

首檔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於2018年初開始分階段募集，主
要募資對象為專注長期投資的機構型投資者，並目標集資新台幣
100億元。

據悉，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已成功募集新台幣80億元。

透過資金挹注促使實體產業發展

國泰投信的首檔私募股權基金推永續發展概念，除了響應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及「5+2 新興產業」計畫之外，也看好環保
相關產業的長期發展，包括廢棄物回收業、水資源利用、再生能
源發電產業，以及長期照護、智慧機械等相關產業。

該基金表示，未來將會師法國際私募股權基金，專業化管理投資
標的，尋找投資資產屬性為產業進入門檻高、政府鼓勵發展，且
具備長周期循環、抗景氣波動、報酬穩定的特性，還要能夠配合
當前環境永續共榮、實現社會企業責任的相關公司

響應政府政策，投信業首檔私募股權基金成立

延伸閱讀：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

憑藉國泰投信的專業投資團隊及豐富的集團資源，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可望有效運用

資金進行投資操作。

目前已有國泰人壽、中國人壽及新光人壽等外部投資人，陸續表態將以有限合夥之方式

投資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

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未來投資策略將瞄準進入門檻高、抗景氣循環、未來收益與報酬

穩定及政府政策支持等產業作為投資標的，這些皆為適合保險業或政府基金長期投資之

產業特性。

引介參與投資

委託管理

國泰投信

國泰私募股權公司

(GP)

國泰人壽、中國人壽、

新光人壽 (LP)

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 (有限合夥)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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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吸引國際廠商及基礎建設基金投資

近年來，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並宣示2025年實現再生
能源發電占整體發電的配比應從2016年的4.8%，上升至20%。

在政府政策的鼓勵下，各界預期台灣再生能源市場規模將迅速擴
大，不論中長期收益穩定的太陽能電場或是西部沿海地區的離岸
風電場，均吸引了不少專注於基礎建設或能源產業的基金注意。

像是資產規模達620億歐元的瑞士合眾集團〈Partners Group〉
即看好台灣的綠能產業發展，積極投入太陽能電廠投資與管理，
與國泰人壽共同投資天泰能源集團；該基金預計未來3-4年間於
台灣投資總容量550MW、投資總額預計超過300億元台幣。

而亞洲首屈一指的新加坡再生能源投資商Equis也與彰化政府簽
署備忘錄，預計投資新台幣150億元於彰化發展再生能源。

在離岸風力的部分，基於台灣海峽極佳的風力條件，世界各地的
領導廠商無不積極投入資源，參予案場的投資、建設以及競標。

像是在全球擁有豐富的再生能源經驗、專業的財務和技術能力的
麥格理資本即於2018年宣布投資台灣上緯開發的首座離岸風電
示範風場「海洋風電」〈Formosa I〉50%的股權，同時亦宣布
與上緯共同開發彰化的海鼎風電。

發展綠能產業，吸引國際私募股權基金及產業投資人投資

來自丹麥的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Copenhagen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也看中台灣海峽的豐沛離岸風力潛力，積極投資彰化地區之風場，同時，該基金亦與
台灣的中國鋼鐵公司合作，協助導入離岸風力所需要的財務計畫。

借助外商經驗發展本地產業

太陽能電場或是離岸風力廠這類型的專案，台灣起步較晚，直到近幾年才陸續有較多
大型專案。然而，對於這些存在高額開發成本或高技術門檻的專案，國際上卻已發展
幾十餘年，累積了龐大的寶貴經驗及專業知識。

像是海洋風電近期剛簽約取得的新台幣187億元專案融資，即是在合資股東麥格理資
本、沃旭能源、上緯，以及EKF和國內外11家銀行支持下，達成的亞洲首宗離岸風電
專案融資重要里程碑。

這些寶貴的經驗和複雜的技術，亦是海外廠商可以帶入台灣，協助在地企業發展及茁
壯，並賺取合理報酬之最佳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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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國際經驗，扶植台灣本地的供應鏈，發展台灣綠能產業

名人觀點

中鋼董事長 翁朝棟

「台灣要在 2020 年達成 520MW 的離岸風電目標，而離岸風力屬於新興的能源開發事

業，台灣需要 CIP 的經驗協助處理財務計畫部分」

資料來源：摘錄自科技新報 <丹麥CiP台灣辦公室啟用，多方合作建立完整離岸風電產業鏈>

麥格理資本台灣負責人 蔡毅霆

「麥格理除了可幫離岸風力投資進行財務規劃，也有技術能力，目前台灣22位員工中，

一半是技術人才。」

資料來源：摘錄自遠見 <全球知名大廠 打造亞洲離岸風電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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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招商，成立投資台灣事務所

為了落實加速投資台灣的政策，大力招商引資，行政院力推成立
「投資台灣事務所」，以單一窗口之模式主動協助企業進行投資，
並已於今年七月開始營運。

「投資台灣事務所」整合招商中心、投審會以及投資處三個單位，
以類似金字塔的概念進行運營，最上層為招商中心，中間是投審
會，下面是投資處和各國駐外館處、貿協，希望扭轉過去的招商
思維，從「被動」提供投資台灣協助，改為「主動」吸引全球投
資者目光。

招商重點除了將鎖定全世界前一千大跨國企業，前五百大高科技
公司外，國際上主要私募基金跟創投，也都是鎖定目標。事務所
的同仁擬利用其在產業界累積之人脈，延伸觸角至相關供應鏈進
行招商並吸引投資。

未來投資台灣事務所將發揮投資台灣單一窗口的功能，不僅洽商
投資案，更協助各類型業者排除各項投資障礙，落實招商與投資
審查一條鞭時代。

對於多數案件需取得經濟部投審會的核准之私募股權基金而言，
台灣政府鼓勵投資及單一窗口的改革，期能解決過去常被詬病之
審查時間冗長及不透明之疑慮，增加投資台灣之吸引力。

成立投資台灣事務所，擴大引資，推行招商、審核單一窗口

名人觀點

經濟部次長龔明鑫

「投資台灣事務所有五大特點，除了成為投資台灣的單一窗口；5億元以上投資案由專人

專案負責，並扮演中央和地方溝通協調角色」

資料來源：摘錄自經濟日報 <投資台灣事務所 低調營運>

經濟部投審會執秘張銘斌

「經濟部今年啟動「投資台灣事務所」，將提供國外投資人一個協助之平台，舉凡投資

過程中的任何問題，投資台灣事務所均將進行協助。

舉例來說，如投資人對於特定法規有所疑義，投資台灣事務所可藉由其累積的經驗協助

回答，而若該問題超出事務所承辦人員之經驗及權責範圍，事務所亦可協助投資人，與

相關之主管機關討論，在案件正式送件前，進行預先的溝通。」

資料來源：德勤財顧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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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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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展望

2017年以來，台灣市場上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私募股權基金活動樣態：有
傳統的以投資企業股權，協助提高企業價值，達成利潤極大化的併購基
金或成長基金；賺取穩定收益報酬的基礎建設基金；作為產業與融資界
橋樑之產業基金；或是由政府參與主導，協助本地企業升級轉型，提升
技術能量的政府基金。尤有甚者，我們亦可觀察到部分企業，在學習了
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邏輯及國際觀後，運用這樣的思維或資源，帶領企
業進行整併或擴張。

而這些不同類型的投資人，往往具備不同產業的人脈及管理專長，可以
帶領處於不同成長階段的企業或是有大量關鍵技術或專業知識需求的產
業，突破瓶頸，創造更大的附加價值。

憑心而論，私募股權基金不論在雙卡風暴時對銀行業的股權投資，或是
協助有線電視台的制度化、數位化，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皆曾有過長足
的貢獻。

過去數年，部分國際型私募股權基金在台灣的投資或退出案，在執行過
程中曾受到市場輿論、政策不確定、審查不透明等因素延宕破局，進而
影響私募股權基金對台灣投資的信心。

而在私募股權基金對台灣的投資乍現曙光之際，我們期待各界人士，包
含主管機關、企業界、利益團體，能更正向的看待私募股權基金的運作。
期許在各界努力下，完成市場上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案件，進而帶入更多
優質的私募股權基金及國際級的專業人才，讓私募股權基金能夠健全蓬
勃的發展，協助台灣企業與國際接軌，共創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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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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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成員 ‐ 針對本報告內容，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訪談包含台灣主管機關、私募股權基金與
企業界有力人士，惟鑑於相關從業人員保密性之要求，暫不公開訪談成員

資料庫 ‐ Bloomberg
‐ Thomson One
‐ 公開資訊觀測站

專業調研報告 ‐ Deloitt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M&A season, Future of the deal>
‐ Preqin <2018 Preqin Global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Report>
‐ Bain & Company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18>
‐ Bain & Company <Asia-Pacific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18>
‐ IEK <台灣綠色產業報告- 我國風電發電產業現況與未來展望，2018/2>

公開媒體資訊 - Globe Newswire，<Asia-Pacific Private Equity Deal Market Had Its Best Year Ever in 2017, Driven by 
Increasing Investor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Generate Consistently High Returns in the Region>，
2018/3

- 鉅亨網 <聯合利華將以80億美元出售人造奶油業務給私募基金KKR>，2017/12
- 工商時報 <百麗國際私有化金額 531億港元 港股歷年之冠>，2017/4
- Business Wire <Blackstone Capital Partners Asia Closes First Fund at Approximately $2.3B>，2018/6
- Deal Street Asia <HK’s Affinity Partners closes fifth Asia-Pacific buyout fund at $6b>，2018/1
- 工商時報 <凱雷亞洲併購基金籌資65.5億美元>，2018/6
- 聯合報 <金融電信碰不得 私募基金改買台灣之光>，2018/6
- 今周刊 <私募基金大咖KKR在台動起來 併榮化後仍有4案在手>，2018/7
- 工商時報 <榮化只是第一槍! KKR收購 瞄準16目標行業>，2018/7
- 中時電子報 <漢堡王新東家入主 力拚拓點>，2018/7
- 商業周刊 <創國內募資新高 Gogoro陸學森的未來盤算>，2017/10
- 工商時報 <茂德國際 正式入主東森電視>，2018/2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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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媒體資訊 - 今周刊 <中嘉出售只差NCC點頭 數位匯流三強變四強>，2018/6
- 今周刊 <安泰銀、日盛金求售 各有難題>，2015/8
- 財訊 <百德產能滿載，切入工業4.0趨勢，上銀董座肯定按讚>，2018/
- 經濟日報 <佳生 將躍兩岸臨床龍頭>，2017/9
- 工商時報 <美TPG收購佳生 傳每股開價25元>，2017/9
- 自由時報 <溢價17.8% 體溫計大廠百略93億賣外資>， 2018/3
- 今周刊 <高爾夫桿頭龍頭 十年重返台股之路>，2018/5
- 鉅亨網 <復盛應用業績嗆 法人估今年賺逾1個股本 11/30登錄興櫃>，2017/11
- MoneyDJ <研華併美國 B+B SmartWorx，擴大工業網通產品線>，2015/11
- Graham Partners，<There’s a Charm for GRAHAM PARTNERS’ Portfolio Company B&B>，2012/6
- 數位時代，<3年間脫胎換骨身價翻3倍，國巨陳泰銘砸220億元收購美商普思電子的囊中計是？>，2018/5
- Business Wire，<Pulse Electronics Completes the Acquisition of Egston Holding GMBH and 

Announces 2017 Financial Results>，2018/1
- Public Technologies，<2016 Was A Good Year For Pulse Electronics, Achieving Profitability And Cost 

Leadership>，2017/2
-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Pulse Electronics on track to go private>，2015/3
- 財訊 <不費一兵一卒，振樺電談笑併瑞傳，面子裡子全拿，成台IPC教案>，2017/7
- 鉅亨網 <佳世達攜手外資 以每股65元公開收購友通>，2017/9
- 聯合報 <聯廣版圖擴大 拿下先勢7成股權>，2018/5
- 工商時報 <台灣首家文創上市公司 聯廣三路併購 打造台版WPP>，2017/12
- 旺報 <策略聯盟壯大兩岸產業>，2018/1
- 工商時報 <紫光、日月光控股合作案 再添一樁>，2018/9
- 自由時報 <紫光繞道參股 蠶食台灣封測業>，2018/1
- 產研所 <紫光集團佈局及其對我國產業之影響探索>，2016/1
- 鉅亨網 <半導體業當心！中國「大基金」再募資新台幣9200億>，2018/3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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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媒體資訊 - 鏡周刊 <小蝦米吃大鯨魚 如興董事長陳仕修>，2017/9
- 鉅亨網 <董座：3年內可見到合併中和綜效>，2018/2
- 自由時報 <如興小吃大玖地 目標做大、做品牌>，2018/5
- 自由財經 <處分匯頂進補 聯發科預計第4季獲利大增>，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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