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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氣候變遷以及動植物傳染疾病的散播，加速了全球農業科技產業的發展，

台灣早期的國際農耕隊協助諸多國家發展農業，台灣的植物改良技術更是全

球知名，台灣農業技術的發展在國際排名中更是名列前茅。因應農業科技趨

勢走向規模化、產業化，農委會2011年起推動新措施，加速農技企業的募資

程序，農技企業可仿照科技事業，透過農委會的推薦，縮短一般上市櫃審核

時程。 

配合創櫃板的成立，農委會已於2013年推薦十餘家農業科技企業的登錄。過

去幾年來，陸續有瑞基海洋、瑞寶基因、正翰生技等農業科技公司進入資本

市場。櫃檯買賣中心於 2016 年在掛牌產業類別中正式新增「農業科技」類

股，並宣布將十家公司納入這一類別，這不僅代表農業生技的募資管道更加

完善，也讓更多人密切關注農業相關產業的發展潛力。 

隨著新農業時代到來，農業產業逐漸面臨更多的挑戰，如營運模式的創新、

產品轉型、生產履歷建立以及後端供應鏈整合等。為此，勤業眾信與生物技

術開發中心產業資訊組 ITIS 已於 2016 年 10 月共同舉辦兩場農業生技募資

與國際趨勢研討會，分別從產業環境、國際佈局、募資管道以及產品創新等

不同角度切入，剖析農業生技發展趨勢。本篇觀察乃重點摘錄兩場研討會的

主要議題，分為市場、投資及財會三大部分來呈現，期盼能提供各界作為規

劃參考，共同為新農業創造無限未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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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趨勢展望 

全球農業生技的主要趨勢 

綜觀全球農業生技產業的發展，主要有三大趨勢：(1) 農業領域之健康及安全

意識抬頭，全球政府倡導有機種植及減少抗生素使用；(2) 資通訊技術整合，

改變農業生產鏈；(3) 新興基因編輯技術成為育種利器。 

轉向更加健康安全的新農業 

伴隨著科技興起與生活型態改變，消費者對於食材也越顯講究，根據2016年

Euromonitor對全球食材選擇消費趨勢調查中顯示，約有47%的消費者希望

食材是全天然，45%則要求非基因改造 1。民眾對食品消費意識的改變，也

帶動全球主要國家發起農業轉型，當中包括積極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並強

化管制畜牧業對抗生素的使用，尤其畜牧業長期使用大量抗生素來抑制病菌，

提升動物生長速率，已造成抗藥性及藥物殘留的產生。主要市場如歐盟及美

國在過去幾年內紛紛推出各項有機農業及限用抗生素的推動方案；台灣政府

則將新農業納入五加二新興產業的推動規劃當中，未來將持續推動國內有機

農業，並鼓勵畜牧業減少使用抗生素，生物農藥和生物肥料的市場將更趨成

熟，而具有抗病效果的飼料添加劑需求也將持續成長。 

整合資通訊技術，翻轉農業生產鏈 

隨著大數據與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全球主要國家如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已

有公司推出農業用的即時監測系統，或是結合氣候資訊，提供分析後的情報

給與農民進行決策，希望達到降低成本，預防病蟲害及提升生產效率等等目

標。而網路平台及電子商務的發展，也打破過去封閉的農業產銷鏈，讓農民

得以避開層層的分銷結構，改善收益。 

在這樣的整合趨勢下，我國農委會亦規畫聚焦新農業，希望打造智慧農業環

境：運用衛星資訊、空照影像、地理資訊系統、農業資料庫及雲端運算，即

時進行環境監控；並建立農業生產場域的生物生產感知系統，進行精準生產，

以整合生產與銷售端，平衡供需與產銷。這樣一來，系統化的產銷模式將逐

步成形，精準農業也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 

基因編輯成為育種的秘密武器 

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的發展促使未來農業發展將著重於提升耕作效率、改善口

味與品質、增加新品種並解決天然資源減少等議題。基因工程技術問世後，

生物科技在農業的應用一度以基因改造作物為主流，即是將外部基因透過剪

 

受到全球經濟發展及氣候

變遷影響，糧食供需與價

格成為各國亟需解決的議

題。同時，伴隨種植技術

的改進與消費者健康意識

的崛起，傳統農業已逐步

轉型為重視永續發展，改

善生產效率的綠色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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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方式與原作物的基因結合，創造新的品種，但此基改技術所衍生的作物

對人體及環境的安全性倍受爭議，因此，基改作物的商業化上市受到諸多限

制。 

然而，近年興起的基因編輯技術如 ZFNs、TALEN和 CRISPR-Cas系統，為

育種開闢出另一條道路。透過新技術平台不一定需要剪接外部基因，即可改

變原作物的部份基因排列，與舊有技術相比，提供了高效與低成本的品種開

發選擇。由於目前美國農業部的動植物防檢局認定二項應用基因編輯技術的

新作物為非基因改造作物，此技術吸引了孟山都(Monsanto)及先正達

(Syngenta)等農業生技龍頭廠商紛紛投入開發。 

台灣廠商的因應策略 

隨著基因編輯、物聯網等技術發展，以及電子商務大幅改變了通路結構，這

些因素在未來幾年中將加速各國農業轉型，尤其近年全球農業科技募資已進

入爆發期，預料將帶動農業生技產業走向下一個階段。台灣農業生技產業除

了蘭花種苗以外，多以國內為主要市場，發展空間有限；同時蘭花種苗的海

外市場經營不易，廠商競爭漸趨激烈。為了因應市場競爭，台灣農業生技企

業經過逐步調整與策略轉型，已發展出多樣化的經營面貌，如蘭花種苗業者

從規模化栽培模式，轉變為化妝品原料供應者及品牌商；生物性農藥、肥料

企業則透過與大廠建立上下游的合作模式，擴大海外市場。 

台灣農技企業若要持續壯大，接軌全球市場已成為基本要素。建議台灣農企

業宜初期即把國際市場納入中長期的發展策略規劃，階段性調整企業結構與

資源，提升產品與服務以符合國際標準，並尋找適合的合作夥伴共同打拼海

外市場，方能為企業奠定未來成長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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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募資概況 

全球農業科技投資熱潮興起 

從從技術角度來看，生物技術自發展以來，已大量應用於作物改良、生物性

農藥與肥料的開發以及廢棄物處理等農業領域。近年雲端技術與物聯網的快

速發展，農業科技(Ag Tech)的範疇更由基因工程，拓展到機械及電子商務領

域；這些技術結合氣候資訊、動植物生長資料及消費者需求等資訊，打造出

新的營運模式，從而提升生產效率，風險管理以及市場拓展機會。 

於此趨勢下，全球農業科技的新創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根據美國農業

科技募資網站 AgFunder 發布的 2015 年農業科技投資報告 2 指出，當年將

近500家的農業科技公司達成了526場的交易，吸引了約46億美元的投資，

與 2014年的 23.6億美元相比，成長了近一倍；若觀察過去五年的數字，投

資金額更是呈現倍數成長 (見圖一)。 

 

 

報告中所統計的農業科技領域包含：動物保健及營養、生物資材及生物化學

品、決策支援技術、無人機(Drone)與機器人、農場到消費者(Farm 2 

Consumer)、食品電子商務、食品科技、食品安全及可追溯性、溫室農業、

灌溉及用水、智慧設備 /硬體、土壤及植物科技、可持續性的蛋白

(Sustainable protein)以及廢棄物處理技術等。在 2015年農業科技投資金

額中，以食品電子商務占比最高，達 36%，其次是灌溉及用水(15%)、無人

機與機器人(8%)、生質能源(7%)、決策支援系統(6%)，其餘包含生物資

由於雲端技術與物聯網的

快速發展，農業科技(Ag 

Tech)的範疇已由基因工

程，拓展到機械及電子商

務等領域，打造出新的營

運模式，從而提升生產效

率，風險管理以及市場拓

展機會。 

 

圖一、2010-2015 年農業科技投資金額 

 

資料來源： AgFunder, “AgTech investing Report 2015”； 勤業眾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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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及生物化學品、土壤/植物科學、可持續性的蛋白、食品科技、食品安全等

議題 

 

全球農業科技趨勢的五大關鍵議題 

綜合 AgFunder對 2015年農業科技投資趨勢觀察，主要有五項重點： 

農業科技募資大幅超越預期，是否迎來泡沫化? 

報告指出，除了食品電子商務的投資案有過熱的趨勢，其他領域的農業科技

公司多為小型募資，僅有少部分投資案募資超過五千萬美元規模。相較於其

他產業，農業科技的投資金額只是九牛一毛，離泡沫化仍有一段空間。 

無人機/機器人的無窮潛力 

無人機/機器人技術可取代人力，並具有增加獲利的龐大潛力。許多投資者看

好此領域的發展前景，2015年的投資金額達到 3.8 億美元。2015 年議題多

圍繞在無人機的效能，如完成作業的時間、圖片分析、以及上市所需的人力

等。而隨著精準農業(Precision Agriculture)的成形，無人機的技術應用將

漸趨成熟。3D 機器人的發展也帶來新的商機，如美國加州的新創公司 Blue 

River Technologies， 開發出透過電腦與機器學習播種的機器人，募得了

1,700 萬美元的資金。即使投資者對機器人的開發仍有不同看法，如與軟體

公司相比資本太密集、硬體卻又容易被模仿且不易運輸等等，但在全球技術

龍頭如 Intel 等公司逐漸增加農業方面的投資，未來農用機器人的投資可望成

長。 

圖二、2015 年農業科技次領域投資分布 

 

資料來源： AgFunder, “AgTech investing Report 2015”； 勤業眾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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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用生物製劑募資活絡 

據報告統計，生產生物性農藥、肥料及土壤改良劑的農用生物製劑公司在

2015 年募資活動中相當活耀，在 20 個交易中募得 1.2 億美元；而育種科學

及農業基因體公司在 2015 年僅募得 4,800 萬美元。農用生物製劑獲得投資

人青睞的原因，主要來自於環境友善及有機食物的風潮興起，業者、農民及

消費者更願意購買種植過程中使用非化學農、肥料的作物，因而帶動農用生

物製劑的發展，這類領域也吸引全球農化大廠如 Monsanto 與 Syngenta 的

投資。隨著有機農業風潮更加普及，農用生物製劑領域將可望穩定發展。 

精準農業持續加速發展 

精準農業的發展目前仍處於早期階段，但已吸引許多大型投資交易，2015 年

約有 84 家精準農業公司共募得 6.6 億美元。精準農業是指為農場在資源投

入、時間以及人力上帶來更佳效率的技術，如決策支援系統、灌溉及用水技

術、無人機及機器人，以及智慧化設備與硬體等開發。惟投資者目前對資料

整合應用及維持標準化兩大議題仍有諸多考量。 

區域性農業科技募資的多樣性將增加 

著全球農業科技募資交易的增加及私募資金市場的全球化，農業科技募資相

關資訊更顯充足。據 AgFunder 統計，美國仍舊是目前農業科技募資最多的

國家，2015 年達 24 億美元，約佔一半比重。以色列也不惶多讓，在 2015

年農業科技募資中也達到 5.5 億美元的規模。印度與中國在農業科技的募資

分別獲得 5.1 億美元及 4.8 億美元。令人注目的是 2015 年印度的 Jain 

Irrigation 公司募得 1.2億美元，中國的大疆創新(DJI)募得 7,500萬美元，

顯示這兩國在灌溉技術及無人機的發展已獲得肯定。 

從以上數據及五大議題中可以發現，全球農業科技已從過去生物技術本位轉

換為跨界技術整合的發展，尤其行動技術、物聯網以及數據分析的發展，更

讓跨界整合的速度突飛猛進，如食品電子商務、精準農業的無人機、決策支

援系統、灌溉系統等開發，以及農用生物製劑的開發都是主流趨勢。雖然歐

美國家的投資環境較為成熟，隨著區域性的發展，亞洲國家農業科技投資環

境也逐漸成熟，產業發展前景指日可待。 

我國農業科技產業逐步調整結構 

我國對農業科技業之定義，係指運用科學技術或獨特營運模式，提升農業研

發、生產與行銷之效率及產品價值，降低氣候異常或疾病蟲帶來之農產品損

失，維護經濟動(植)物營養健康與生產環境永續，以及保障民生健康安全福

祉之產業，範疇包含育種繁殖業、栽培/飼養/養殖業、疫病蟲害防治資材業、

肥料/飼料業、機械/設備/設施/工程業、保存/加工業、包裝/儲運/行銷業、

技術服務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等。農業生技產業為農業科技

分類中的一部分，相關產品包括蘭花等組織培養種苗、農用生物製劑、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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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與保健營養品、以及基因轉殖種畜禽等等，根據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產業

資訊組 ITIS 計畫估計，2015 年我國農業生技產值約 96.4 億新台幣，預期

2016年將可達到 99.6億新台幣。 

我國農委會為了促進農業產業化，鼓勵農業科技發展，逐一完善農業科技企

業的募資管道。農委會在 2011 年底頒布法規，農業科技企業可仿照科技事

業，透過農委會推薦上市櫃來縮短一般審核時程，並於2013年推薦十餘家農

業科技企業名單予創櫃板。同時，政府與創投單位也規劃成立農業創投基金，

將篩選合適的投資標的，以達到推動產業發展的目的。過去幾年來，陸續有

瑞基海洋、瑞寶基因、正翰生技等農業科技公司進入資本市場，2016年 4月，

櫃檯買賣中心亦宣布在上櫃產業分類中新增「農業科技」類股，顯示農業科

技產業的發展已具備一定火候，尤其在投資者的積極投入下，這股熱潮將逐

漸加溫。 

我國農業科技廠商眾多且分散，具有經營規模者不多，目前正處於從傳統產

業跨入科技農企業的過渡階段，尤其近年不少科技新貴改為投入農業相關產

業，更帶來許多創新的契機。從上市櫃趨勢觀察，我國農業科技主流仍以動

物檢測診斷、動物用藥及保健品、蘭花培養及農用生物製劑為主。隨著農委

會開始推行智慧農業相關政策，未來將有更多的跨界整合案例走進資本市場。

目前全球盛行的食品電子商務、精準農業的無人機、決策支援系統、以及灌

溉系統等開發，是否有機會成為我國農業科技產業未來重點趨勢，仍有待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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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焦點議題 

尚未採收的鳳梨，其價值該如何評價？在農企業進入資本

市場的過程中，建立會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制度是相當重要

的事前準備工作。其中農業生物資產認列原則看似複雜，

癥結點在於生物資產判定及其公允價值的評估。另一方面，

產銷履歷不僅是提供消費者安心的制度，也是農企業內部

控制當中的重要一環。 

如何從生物資產來看一顆鳳梨的價值 

酷熱的夏天，最好來碗透心涼的刨冰，裡面有當季的鳳梨及蜂蜜糖水，含在

嘴裏有無比的暢快。這些由台灣農民經過細心栽種及養殖的特有農產品，透

過農委會體系輔導，有完整的生產履歷，早已跳脫食安風暴的陰影。 

從去年雜誌報導有關鳳梨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售價看出其加值趨勢呈現倍數的

跳升，ㄧ顆鳳梨產地批發價格約 20-30元，但到台北零售市場價格約 100元；

用鳳梨餡作成的鳳梨酥ㄧ小塊可以買 30-40 元，若作成保健食品如酵素飲品

則售價可高達數千元，甚至醫療等級酵素可賣數萬元ㄧ瓶。 

到底ㄧ顆尚未採收鳳梨的價值如何評價？要用產地批發價、零售市場價還是

用加工產品價格呢？以往農民種植農作物都為個人銷售，且農產品在稅法上

為免稅所得，所以沒有記帳及報稅的必要。隨著農業走向企業化經營，農企

的崛起，加上政府輔導及民間資金的投入，不少農企順利登入創業板或興櫃，

往資本市場邁進，其企業資產價值認列如何符合證管法規的會計處理，亦成

為農企的新議題。 

我國在民國 102 年度起，所有上市櫃公司全面導入及適用經金管會認可之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另從 105 年度起全國非公開發行公司可以選擇企業會計準

則或經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其中與農業企緊密相關的會計處理

就是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41 號「農業」，在 IAS41 第 1 段規定適用範圍中

有三：第一為生物資產（如牛、豬及魚類等），第二為收成點之農產品（如

鳳梨、葡萄等），第三為與生物資產相關之政府補助。另外，亦強調該準則

僅於農產品（企業生物資產之收成品）之收成點適用；收成後，企業應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 號「存貨」或其他適用準則之規定處理。因此，IA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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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處理收成後農產品之加工。也就是說，生物資產經屠宰或捕撈及農產品經

採收或加工，就不屬於 IAS41之範疇。 

另在 IAS41 第 10 段規定，企業僅於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始應認列生物資

產或農產品：1.企業因過去事項而控制該資產，2.與該資產相關之未來經濟

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且 3.該資產之公允價值或成本能可靠衡量。 由此可

知，企業所擁有並控制的生物資產要有未來經濟效益才能認列為生物資產入

帳。而以公允價值減去原始認列生物資產出售成本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以

及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應於發生當期

計入損益。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中將生物資產中的植物分為生產性植物（如蘋果樹等）及

消耗性植物，（如未採收之蘋果等）兩類，若根據經金管會認可於民國 106

年適用的 IAS41 的更新規定，符合生產性植物定義的生物資產排除適用 IAS 

41，係依據 IAS1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規定，以其原始成本按「企業估

計可使用期間」內攤銷；而生產性植物以外之生物資產則是依公允價值評估

入帳（除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外）。 

綜合上述，農企不管是養殖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裡游的或是種植的五穀

雜糧及蔬菜水果中草藥等，原則上均須採用公允價值評估並入帳。換句話說，

一顆未採收的鳳梨，將按其生產階段，選擇合理的公允價值評價方式估計入

帳。農業生物資產認列原則看似複雜，其癥結點就在於生物資產判定及其公

允價值的評估。農業業主若遇到生物資產判定或評估上的疑慮，可透過專業

會計師及評價單位協助，讓評估結果更為精確，不僅有助於了解農企業的真

正價值，募資之路也將走得更為順暢。 

農企業內部控制制度之建立 

台灣素以美食王國自居，走在永康商圈看著絡繹不絕的國際友人，大口享用

著道地的台灣美食之際，不知是否有想過，如果胖達人事件再次上演，他們

所吃進的食物發生不妥之處，豈不讓我們的自豪成為了污點，更可能演變成

為貽笑大方的國際新聞。那這些食材如何判別有無食品安全疑慮呢？農企業

又如何透過管理制度可以讓消費者吃得更安心呢？一套由農企業自行建立的

管理制度，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好的方向，此管理制度也就是所謂的企業內

部控制制度。 

所謂企業內部控制制度，係指公司經理人所設計，經董事會通過，並由董事

會、經理人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

以合理確保下列三項目標之達成，(一)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二)報導具可靠性、

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三)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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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農企業在設計其內部控制制度時，除一般為保障營運效果達成所設計之

流程，如銷售或生產流程之設計外，更應該注意企業的社會責任及相關法令

遵循方面的制度設計。尤其近年來消費者與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且台灣接

連發生塑化劑、黑心食用油以及添加順丁烯二酸等事件後，證券主管機關針

對上市櫃公司中涉及食品及餐飲行業，尚要求於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加入下列

三點特別規定：（一）設置實驗室，從事自主檢驗。（二）產品原材料、半

成品或成品委外辦理檢驗者，應送交經衛生福利部、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或衛生福利部委託之機構認證或認可之實驗室或檢驗機構檢驗。（三）洽

獨立專家就其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檢驗週期、檢驗項目等出具合理性意見書。 

產品履歷是內部控制重要的一環 

農企業是食品產業的源頭，是食品安全把關的第一環，所以其制度的設計上

更應重視的是其產品的履歷與溯源。而農企業在設計其內部控制制度時，為

達成法規及主管機關的要求，實務上可以配合農委會民國 96 年公布的「農產

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規定等兩項規定

辦理。該兩項法規主要是推動自願性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並採取臺灣良好

農業規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簡稱 TGAP）的實施與驗

證，以及建立農產品的履歷追溯體系。農委會期望建立此機制後，可以透過

下游廠商及消費者選用具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TAP）的農產品，來推動農

產品生產者主動建立農產品的履歷及檢驗。 

農企業加入此一體系，代表可以透過網站查詢到農產品的生產紀錄，同時也

代表驗證機構已經赴生產現場確認了生產者的記錄及行為是否符合規範，並

針對產品行抽驗，而每一批產品的相關紀錄也在驗證機構的監控下，因此可

以有效降低履歷資料造假的風險。故此，企業在進行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時

同步參考前述法令的規範一併設計，不僅可以借助外部資源降低本身食品檢

驗的投入，同時可以提高自身產品的附加價值，更可以為台灣的食品安全及

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實為一舉多得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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