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日本、美國及荷蘭農業金融體制改革之探討 

第一節 日本農業金融體制改革 

壹、背景分析 

面臨經濟國際化、金融自由化之衝擊，日本農業在產業中之地

位日益低落，乃為不可避免之趨勢；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

又建立在農業上面，今後其業務地位之下降，似又不可避免（孫炳焱，

民84：64）。自一九七０年代起，日本農業因長期不景氣之影響，致

農業投資不振及農業資金需求大幅減縮，從以往的高度成長陷於低度

成長的步調。伴隨著一九八０年代金融市場的重組與金融自由化的進

展，加上一九八０年代末期、一九九０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的發生與崩

潰，致使農業、農家之資金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復面對農業經營環

境之變化，以及金融環境競爭之影響等因素，引發了農政單位對系統

農協進行大幅度之改革。 

日本的農政單位及農協中央會鑒於農協經營收支惡化，為提升

其經營效率，均傾向推動農協合併的立場；另一方面，基層農協在「廣

域合併」實施後，致使縣級單位之功能逐漸被取代，因而積極將農協

三階段調整為兩階段。另外為配合政策之執行，日本國會於一九九六

年修訂通過「農協改革二法」（註：係指「修改農協協同組合法等相

關部分之法律」及「農林中央金庫與信用農業組合連合會合併等法

律」），以作為日本系統農協改革的法源依據。 

貳、日本農業金融體系概述 

專業與分工是日本金融體系的一大特色。台灣的農漁會制度是在

日治時代建立起來的，且兩國國情亦較為接近，因此日本農業金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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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作為我國健全農業金融體系之參考(郭石吉，民 92：21)。日本

的整體農業金融制度基本上包括兩個體系：「農業系統金融體系」與

「農業制度金融體系」。「農業系統金融體系」係由農漁民及農漁民團

體，出資入股的合作金融體系；「農業制度金融體系」，意指以政策性

農貸為核心所組成的融資體系，包括農林漁業金融公庫制度、農業現

代化資金制度、農業改良資金制度、天然資金制度等。此外，亦藉由

「農業信用保證保險制度」的施行，以保障農貸機構的債權，而與農

業系統金融、農業制度金融構成整體農業金融體制（吳榮杰，民89：

33）。 

日本的農業系統金融體系（簡稱系統金融），亦有人稱之為組合

金融與農協金融，其組織乃建立在金字塔型的三階層制之架構上，包

括：市町街村階層之農漁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漁協）信用部門、

都道府縣階層之信用農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簡稱信農連、信漁連）、

全國階層之農林中央金庫（簡稱農林中金）。其中，市町街村階層則

相當於我國的鄉鎮級，都道府縣階層相當於我國的省市級。上下層組

織間不僅有業務往來關係，下層亦是上層的出資者與參與者，上層則

是對下層機構進行業務輔導，並將盈餘回饋給出資會員，成為互動關

係密切的生命共同體，其關係如圖4-1所示（黃士榮，民90：47）。 

茲將日本農業系統金融體系分述如下： 

一、農業協同組合： 

農協係依日本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公布之農業協同組合法及農業

團體整理法之合作精神，由組合員（會員）共同出資認股組成，盈餘

則依出資額或交易額之多寡，分配予組合員。其業務性質可區分為「綜

合農協」與「專門農協」兩類。綜合農協類似我國基層農會，同屬多

目標綜合經營體制，其經營之事業為綜合性，包括信用、保險、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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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廣事業等；而專門農協則以養蠶、畜產、酪農等特定事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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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日本農業系統金融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黃士榮，民 90：49。 
註：括弧內的數字為單位數量。 
說明：     輔導、監督 

股東、有權享受盈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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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農協之事業雖包括信用、保險、運銷及推廣事業等，然其經

營重心，乃在於信用事業及保險事業，及他部門大多成虧損狀況，須

藉信用部門彌補。因此，信用部門為日本綜合農協各事業中之最重要

部門。綜合農協依「農業協同組合法」，主要經營之信用業務，計有

貸放組合員向中央、地方政府、農林中金或信農連借款時之債務保

證；接受農林中金或信農連之委託，催收其放款以及代理農林中金及

信農連業務；此外亦獲准在限額內，對非會員授信及收受存款等。但

由於經營規模過於零細，不具規模經濟，日本自一九六0年代起，即

鼓勵農協合併。 

二、信用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信農連係由區內農協共同出資組成，為專業之農業金融機構（保

險、供銷等業務，則另外成立專業機構負責），純粹從事金融業務，

其目的在於調節其區域內各農協及各類事業聯合會的資金供需。其業

務主要在於：接受會員農協餘裕資金的轉存，並對農協、農業關聯團

體以及地方公共團體予以資金融通。除此之外，信農連也作為農林中

金及政府機構指定之代理金融機構、協助員工訓練、指導農協開發業

務等（吳榮杰，民89：34）。 

信農連的資金以農協轉存為最主要來源，而其資金運用則以轉

存農林中金為最主要（黃士榮，民90：48）。盈餘分配除提撥法定準

備金、公積外，亦依照出資額及交易額（轉存額）之多寡分配給農協

會員。然而基層農協在合併後規模擴大，其信用業務可直接與農林中

金來往，信農連原有的功能逐漸被取代，階段間互補性質逐漸淡化，

信農連業務因虛級化而日漸式微(郭石吉，民92：22)。 

三、農林中央金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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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中金的前身，為根據「產業組合中央金庫法」成立於一九二

三年的「產業組合中央金庫」。一九四三年產業組合中央金庫法修改

為「農林中央金庫法」，才將產業組合中央金庫，改名為現在的農林

中央金庫。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配合日本政府保護小農，提供農業發

展所需資金，而集合當時之產業組合所設立（吳榮杰，民89：34）。 

農林中央金庫的成立初期，其資本有一半為大藏省（財政部）提

供，政府出資部分，最初十五年無須分配盈餘，以後再逐年分期攤還，

目前已無政府資本。農林中金的業務營運部門組織，為本店（總行）

及支店（分行）兩級制，做為綜合農協與信農連之最上層資金融通中

心，以調節農業系統金融中各團體的資金供需。換言之，農林中金為

農業系統金融的中樞機構(郭石吉，民 92：23)。透過對出資團體貸

放事業上之必要資金、票據貼現、透支及放款，收受出資團體、公共

團體及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法人團體存款等方式，來達到調節資金供需

之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農林中金並不貸放資金給個人，而只調節系

統金融中的團體資金供需，因此支庫數目並不多（黃士榮，民 90：

51）。 

農林中央金庫的資金主要來自存款、發行農林債券及出資金。存

款中來自出資團體者將近佔了九成，且由農協轉存至信農連在轉存至

農林中金的部份更佔全部存款八成以上。可見農林中金在吸收系統金

融各階段農業團體餘裕資金之強烈功能（吳榮杰，民89：34）。至於

其資金運用方面，則以購買有價證券、對非所屬團體放款為主，亦即

利用「交叉補貼」的觀念，將所吸收之資金投資非農業部門，賺取利

潤之後再補貼、回饋農業部門。由此可以看出基層農業金融機構運用

資金能力的薄弱，並突顯出農林中金調節農業資金供需，及創造農業

部門利潤功能的重要性。農林中金的盈餘分配，亦依出資額及轉存款

利息與貸款利息之多寡發放給所屬會員團體（黃士榮，民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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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日本農業系統金融體系之運作，乃由基層農協利用深

入農村地區的地緣與人際關係吸收農村餘裕資金，再由信農連、農林

中金將餘裕資金運用於農業及非農業部門，其利潤除支付基層農協之

存款利息外，又按出資比例以分紅、獎金方式回饋給農協，以支持農

協穩定經營（吳榮杰，民89：35）。故其上、下層組織間除業務往來

關係外，下層亦是上層機構的出資者及參與者，上層機構對下層機構

進行業務輔導，並將盈餘回饋予下層出資會員，成為互動關係密切的

生命共同體。 

參、日本農協改革及其重要措施 

一、 農協面臨之困境： 

日本農業協同組合的組織制度與經營結構，歷經客觀條件的變

化，必須改革方能適應新環境。茲就農業協同組合面臨之問題分述如

下（孫炳焱，民84：61-64）： 

（一）會員構成問題 

日本農協的會員在世代交替過程中，屬 50年代與 60年代的會

員最忠於農協的交易，利用比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較年輕的

會員則傾向於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來往，可見日本農協金融業務的固

定交易對象，已有鬆動的傾向。 

（二）基層農協的經營管理者之問題 

基層農協的決策由理事會集團所定，理事會產生的方法為定期選

任制或選舉制，通常是否能當選理事，經營能力未必是關鍵，地區人

事的均衡、地區名譽職的分配或是否地方名門出紳等因素，往往才是

選舉考量的基準。在經營環境平穩的時代，或許此種經營體制即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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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但是面對金融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這種缺乏專業訓練與實

務歷練的經營者，已無法因應時代的需求。 

（三）組織制度的問題 

由於日本經濟國際化，農業在產業中的地位相對低落，乃為無法

避免的趨勢。加上金融自由化之下，金融機關之間業務藩籬的撤除，

日本農協為因應金融市場競爭的壓力，不得不對此正視此一問題。此

外，系統農協的「基層農協」信用事業是以縣信連的存在為前提而設

計，支援基層農協信用事業是縣信連的功能，然而縣信連本身體質有

待強化，縣信連依賴於基層農協的信用業務成果上，但是縣信連對基

層農協的選舉體制無權介入，因此對其經營體質的改善，缺乏揮灑空

間。 

二、日本農協合併的過程，大致上可分為三個時期（孫炳焱，民84：

54-55）： 

（一） 第一期： 

1961年至1970年，在此期間，一方面有農協合併助成法的成立，

另一方面，行政區域亦於 1950年後半進行町村合併。基於「一町村

一農協」之目標，農協數目因為合併而大量減少。換言之，這個時期

主要乃配合行政區域的合併，以此作為農協合併的基礎。 

（二） 第二期： 

1970年至1980年，此一時期合併的趨勢大為減緩，西部日本「一

町村一農協」的目標幾已定型，跨越町村範圍的廣域農協也在此一時

期出現。此時日本經濟進入低成長期，過去高成長期的擴大投資成為

農協經營的負擔，於是基於經濟因素，促成更進一步的合併，以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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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經濟的實現。 

（三） 第三期： 

1980年代後半以後，特別是1986年全國農協中央會推動「農協

合併推進方策」，以一農協3000戶、存款餘額300億元為目標，推動

大型廣域農協的新構想，尤其在金融自由化的潮流下，不但農協合併

大規模化，同時要求重整系統農協制度。換言之，大規模化以後的農

協與連合會間的關係，乃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因此問題由「合併」發

展至「系統組織的改革」問題，可說是這個階段的特徵。 

三、日本農協合併之現況 

從 1988年日本農協為因應金融自由化、農產品貿易國際自由

化，以及改善農協本身經營體質，積極進行「廣域合併推進對策」，

其基層農協組合數目由1987年末的4072個，至1997年7月已合併

為 2058個，1998年底已合併為 1766個（蔣憲國，民 89：44），至

2002年10月止，僅剩1032家1。 

四、「農協改革二法」之內容 

有關農林中金與信連之合併，由於農林中金係根據「農林中央金

庫法」設立，而非「農協法」，因此乃制訂二者合併之新法。「農林中

央金庫與信用農業組合連合會合併等法律」之主要內容，目的在於使

農林中金與信連能夠順利實現合併或進行事業之轉讓。此外，農林中

金或信連之債權人對於合併或事業轉讓提出異議時，農林中金及信連

則必須對該債權人賠償因合併導致的損失或提供擔保，以保護債權人

及投資人的利益。有關農林中金與信連之合併或事業轉讓，亦須經主

管機關農水省及大藏省之認可，否則將無法生效。農協改革二法具有

                                                 
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農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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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之特點（梁連文等，民86：155）： 

（一）為促進農協經營健全化，制定了三位一體的強化措施，亦即嚴

格要求自負盈虧的同時，強化行政監督與指導，並加強外部監

查。其具體措施包括：引進「最低出資金」制度、提高法定公

積提撥，以及放寬資金運用限制等。 

（二）此次法律之修正，除了參考其他金融機構之經驗外，還制定了

農協特有的經營健全措施： 

1. 農協及信連之業務執行體制方面：參照其他金融機構之作法，規

定「限制理監事兼職及監業之行為」，並根據農協自身的特殊性，

引進「經營管理委員會」制度； 

2. 監察體制方面：參照其他金融機構的作法，強化監事職能，並針

對一定規模以上之農協、信連，設置員外監事及專職監事，並將

此義務化。在外部監查方面，中央會監查義務化的同時，在中央

會內部設置了公認會計師； 

3. 為改善農協各部門經營狀況，增強其經營透明度，有義務向組合

員公開各部門的經營損益狀況。 

（三）有關促進系統農協事業之組織改革的各項措施： 

1. 在組織整備方面：由於信連與農林中金各有其法律依據，因此在

現行的法律制度下，雙方合併或事業轉讓上窒礙難行，遂制定農

林中金與信連合併法案，以實現系統兩階段制度。 

2. 在強化事業職能方面：為促進農協事業資金還原地方，乃提高員

外貸款額度，同時放寬貸款對象之範圍，充實信用機能。 

「農協改革二法」或多或少對系統農協形成了影響。首先，由

上述「農協改革二法」之分析可知，此次改革主要係強調健全經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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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並提出都道府縣連與全國連之合併等系統農協整體組織重組的問

題，將系統三階段重組為兩階段。其次，為了在經濟、社會形式日益

複雜化的過程中，保持協同組織性，確實地改善經營管理，新創設「經

營管理委員會」制度，可謂應「改革」之要求而大幅修正的措施。同

時，對應於金融自由化，立足於自負盈虧、市場競爭規律之原則上，

建立透明度高的新型金融機構體系，此部分法律修正是其中環節之

一，為確保金融機構經營之健全樹立良好之開端（梁連文等，民86：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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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農業金融體制改革 

壹、背景分析 

美國農業金融制度主要為依據「農業信用法案」所成立的農業信

用機構，另外亦包括由政府提供資金來源之政策性農業貸款體系，以

及一般商業銀行系統提供之農業放款。該農業信用機構包括農業信用

合作社、聯邦中間信用銀行、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生產信用合作社

及全國合作銀行等，僅辦理農業融資業務，並不吸收社會大眾存款。

其資金來源主要為股本、盈餘、公積及發行票卷等。 

美國農業信用系統原劃分為十二個農業信用區，每一區內均設有

一「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係由借款人共同組成之合作組織），主要

目的在提供農民長期不動產抵押放款。國會於一九二三年通過「農業

信用法案」，成立「聯邦中間信用銀行」，係對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

構所承辦之中短期農業放款給予貼現。一九三0年代美國發生經濟大

恐慌，聯邦政府為健全農業信用體制，於一九三三年重新訂定「農業

信用法案」，成立「生產信用合作社」，承作農民之中短期擔保及無擔

保放款。同時，成立「合作銀行」，提供農民組成之農業供銷合作社

及鄉村公共設施系統之資金融通。各農業信用區之合作銀行則共同組

成「中央合作銀行」，與各區之十二個合作銀行相連結，提供各區農

民合作社之短期貸款融資。 

至一九八０年代美國發生農業危機，國會於一九八七年通過「農

業信用法案」，重新對農業信用系統加以整編，為減少行政工作之重

疊，十二個農業信用區內之聯邦土地銀行與聯邦中間信用銀行合併，

亦改組為「農業信用銀行」，專門辦理長期農業放款。同一區內之聯

邦土地銀行合作社與生產信用合作社，則合併為「農業信用合作社」，

專門辦理不動產及中短期農業放款。同時十二個農業信用區內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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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合作銀行，亦於一九八九年重組合併為全國性之合作銀行，中央合

作銀行亦予併入，其業務範圍則包括農漁合作組織及鄉村地區之公共

設施貸款，並可承辦國際性之農產貿易貸款。 

貳、美國農業金融體制概述 

農業信用系統（Farm Credit System，簡稱FCS）是聯邦政府支

持的全國性農業合作金融組織，是提供農民低成本的資金融通管道，

以促進農業及農村的發展（黃士榮，民90：52）。一九七0年代以前，

美國農業信用體系可歸納為三大系統（如圖4-2所示）： 

農家信用管理局 

聯邦農業信

用銀行財務 

12區聯邦 

土地銀行 

12區聯邦中

間信用銀行

12區合作

銀行 

中央合作 

銀行 

農業信用系

統資本公司 

聯邦土地銀

行合作社 

生產信用

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

農、牧業者（持股人、借款人） 

農業信用

委員會 
 
美國農業

信用公司

 
農業信用

銀行租賃

【圖4-2】美國農業信用系統組織概況（1987年以前） 

資料來源：黃士榮，民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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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土地銀行（Federal Land Banks，簡稱 FLB）與其合作社

（Federal Land Bank Associations，簡稱FLBA）,主要目的在提供

農民長期不動產抵押放款；聯邦中間信用銀行（Federal 

Intermediate Credit Banks，簡稱FICB）與其生產信用合作社

（Production Credit Associations，簡稱PCA）係對商業銀行及其

他金融機構所承辦之中短期農業放款給予貼，並承作農民之中短期擔

保及無擔保放款；合作銀行（Banks for Cooperatives，簡稱 BC）

則提供農民組成之農業供銷合作社及鄉村公共設施系統之資金融

通。茲分述如后（郭石吉，民92：18）： 

一、聯邦土地銀行（FLB）與其合作社（FLBA） 

美國農業信用系統原劃分為十二個農業信用區，每一區內均設有

一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係由借款人共同組成之合作組織），主要目

的在提供農民長期不動產抵押放款。 

二、聯邦中間信用銀行（FICB）與其生產信用合作社（PCA） 

國會於一九二三年通過之「農業信用法案」，成立聯邦中間信用

銀行，係對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所承辦之中短期農業放款給予貼

現。一九三0年代美國發生經濟大恐慌，聯邦政府為健全農業信用體

制，於一九三三年訂定「農業信用法案」，成立生產信用合作社，承

作農民之中短期擔保及擔保放款。 

三、合作銀行（BC） 

聯邦政府於一九三三年訂定「農業信用法案」，成立生產信用合

作社的同時，亦成立合作銀行，提供農民組成之農業供銷合作社及鄉

村公共設施系統之資金融通。各農業信用區之合作銀行則共同組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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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合作銀行，與各區之十二個合作銀行相連結，提供各區農民合作社

之短期貸款融資，並協助信用區之合作銀行辦理超過其額度之大額放

款。 

美國農業金融制度之主管機關為美國農業信用管理局（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簡稱FCA），係獨立於行政部門外之公法人

政府機構，由理事會負責管理，置理事三人，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

同意後認命之。理事為負責訂定機關之管理規定，並執行監理與檢查

工作；檢查工作之執行，係 FCA下設置一檢查局（The Office of 

Examination，簡稱 OE），評估農業信用系統機構經營之穩定性、安

全性及適法性，針對其弱點於適時提出改正計畫。此外，OE亦負責

FCA對該等機構之日常監理工作（黃得豐，民90：26）。 

參、美國農業信用系統之改革 

美國於一九八0年代發生農業危機，一九八五年農業信用系統發

生首次虧損；國會於一九八七年修正通過「農業信用法案」，首度明

定聯邦政府得對農業信用系統提供資金援助；籌組農業信用系統援助

委員會（Farm Credit System Assistance Board），監管農業信用體

系之正常運作；籌設農業信用系統財務援助公司（Farm Credit System 

Financial Assistance Corporation），提供體系內各金融機構的財

務援助，強化各機構的財務體質（郭石吉，民92：18-19）。 

為減少行政工作之重疊，十二個農業信用區內之聯邦土地銀行與

聯邦中間信用銀行合併改組為農業信用銀行，專門辦理長期農業放

款。同一區內之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與生產信用合作社則合併為農業

信用合作社，專門辦理不動產集中短期農業放款。同時十二個農業信

用區內之十一個合作銀行，亦於一九八九年重組合併為全國性之合作

銀行，中央合作銀行亦予併入，其業務範圍則包括農漁合作組織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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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區之公共設施貸款，並可承辦國際性之農產貿易貸款（黃得豐，

民90：26）。 

如圖 4-3所示，1987年以後美國之農業信用體系可概分為（郭

石吉，民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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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信用系統 
Farm Credit System 

Financial Assiation Corporation
 
聯邦農業信用銀行財務公司

Farm Credit Bank 
Funding Corporation 

農業信用公司 
Farm Credit Corporation of 

America 
 

農業信用委員會 
Farm Credit Council 

 
農業信用租賃服務公司 

Farm Credit Leas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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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信用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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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 Credit Bank

全國合作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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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for Coorperatives 

聯邦土地銀行 

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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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信用 

合作社 

Production 

Credit 

聯邦土地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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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Asso. 

農業信用合

作社 

Agri. Credit 

Association 

農、牧業者（持股人、借款人） 農、牧業者（持股人、借款人）

【圖4-3】美國農業信用系統組織概況圖（1987年以後） 
資料來源：黃士榮，民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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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信用銀行（Farm Credit Band，FCB）： 

由十二個農業信用區內之聯邦土地銀行（FLB）與聯邦中間信用

銀行（FICB）合併改組而成，專門辦理長期農業放款。其合併考量為

減少重疊的行政管理工作，以減少行政管理支出。 

二、農業信用合作社（Agricultural Credit Association，ACA）： 

由同一區內的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FLBA）與生產信用合作社

（PCA），專門辦理不動產及中短期農業放款。其合併考量主要係因聯

邦土地銀行合作社與生產信用合作社，所服務的對象均屬同一區域內

的農民，為避免借款期限不同的農民，分赴二個不同單位申貸借款，

以減輕放款單位的行政開支；並期以較大信用區的放款債權資產組合

方式，降低不良放款侵蝕各信用區的財務根基。 

三、全國性的合作銀行（National Bank for Cooperative，CoBank）： 

由十二個農業信用區之十一個合作銀行，於一九八九年重組合併

（中央合作銀行亦予併入），其業務範圍包括農漁合作組織及鄉村地

區之公共設施貸款，並可承辦國際性之農產貿易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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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荷蘭農業金融體制改革 

壹、背景分析 

荷蘭之農業金融以農業信用銀行為代表，此乃一九00年參照德

國雷發巽農業信用合作銀行而創設，旨在提供農業社區之儲蓄銀行與

信用融資等服務。原有烏特勒之中央雷發巽銀行與安德賀芬中央農業

合作銀行兩家，由上述之基層信用合作銀行所組成，作為執行中央合

作金庫功能之上層機構。直至一九七二年，依據銀行法之規定而合併

為 中 央 合 作 銀 行 （ Cooperative Centrale Raifeisen 

Boerenleenbank，簡稱為Rabobank）（黃得豐等，民90：36）。 

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其組織架構、運作模式與美國、台

灣、日本都不相同。相對於美國動用國家預算支持FSA、日本由下而

上的股東關係，荷蘭合作銀行的組成，還比較類似台灣目前農漁會信

用部經營獨立、盈虧自付的情況。荷蘭合作銀行與其國內各地的信用

合作事業，基本上維持一種特殊的加盟關係，宛如便利商店的連鎖經

營一般。Rabobank擁有自己的分行（直營店），也接受地方性信合社

的加盟（加盟店），然而加盟店必須支付 Rabobank一定比例之權利

金；而 Rabobank則提供業務輔導、人員訓練等服務，以強調服務品

質的一致性。此一加盟為非強制性的，卻因加盟之後可以享受更高的

商譽以及開辦更多的業務，因此荷蘭境內尚未加盟的比例非常低（黃

士榮，民90：58）。 

貳、荷蘭合作銀行之概況 

荷蘭合作金融體系主要以Rabobank為主體，該行係由中央合作

銀行（Rabobank）與其轄下基層合作銀行（local co-operative bank）

所組成的集團，為荷蘭第二大銀行，但其市場佔有率為荷蘭第一，且

為世界四十大銀行之一，三大知名評等機構對其評等為 tripl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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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obank之組織架構及管理制度概述如下（黃得豐等，民90：38-40）： 

一、組織架構 

荷蘭合作銀行集團主要為二層級之架構，中央合作銀行係採公

司組織，由轄下採合作社組織之會員基層合作銀行共同投資組成。該

行設有各種子公司，如保險公司、國際荷蘭合作銀行提供企業投資及

私人銀行業務、資產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公司、租賃及貿易融資公司，

以及船舶融資公司等。荷蘭合作銀行集團設有由各基層合作銀行選出

之中央代表，該代表大會下設董事會與監事會，負責該集團之政策與

執行。另由各基層合作銀行於全國分區設立區域代表會，各區域代表

會議定期再行召開全國會議，全國會議之結論及建議提交中央代表會

議討論作為集團運作之制度規劃與參考，並成為相互加強溝通與提供

建議之機制。 

二、管理制度 

由荷蘭中央銀行依信用系統監督管理法（The Act o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redit System）管理，即採行與一般銀行相同

之法律依據。中央合作銀行負責制定對基層合作銀行之監督管理與輔

導，及其應遵守之相關業務、財務及人事等內部規章。 

會員銀行之餘裕資金轉存中央合作銀行，並由中央合作銀行監

督會員銀行平時之流動性。倘基層合作銀行有流動性問題時，則由中

央合作銀行負責資金援助，並穩定金融秩序。所有會員基層合作銀行

皆須加入相互保證制度，並依各銀行之營運規模，提撥一定之準備金

作為風險保證，共同承擔風險，必要時代為清償債務。因此，尚無發

生破產或無法支付存款人之情形。基層合作銀行有意願被合併或營運

發生困難時，則以由上層中央合作銀行合併，或由基層合作銀行合併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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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中央銀行定期對中央合作銀行辦理金融檢查，並與該行分

別定其對基層合作銀行金融檢查。基層合作銀行倘有違反規定，嚴重

者可由中央合作銀行對其撤換相關負責人，倘中央合作銀行未適時處

理時，則中央銀行得逕予處理。另存款保險機構並不負責業務檢查工

作。 

參、荷蘭農業金融體制改革概況 

荷蘭之農業金融以農業信用銀行為代表，原設有兩家銀行為其上

層機構，後於西元一九七二年依據銀行法之規定合併為中央合作銀行

（Rabobank），係採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型態。荷蘭的合作金融體系

為二層級之架構，由中央合作銀行（Cooporative Centrale Raifeisen 

Boerenleenbank，簡稱為 Rabobank）與其轄下之基層合作銀行（local 

co-operative bank）所組成。原有之基層信用銀行則採合併或加盟的

方式，並由 Rabobank 負責監督管理與輔導等工作。以下就荷蘭農業

金融體制改革後之概況探討如后（黃得豐等，民 90：36-38）： 

一、已合併或加盟為Rabobank 

荷蘭之農業金融係以農業信用銀行為代表，直到一九七二年依

據銀行法之規定而合併為中央合作銀行（Cooporative Centrale 

Raifeisen Boerenleenbank，或百萊倫銀行，以下簡稱為Rabobank）。

其傳統客戶除農民之外，尚有大城鎮外為之個人與小企業。 

荷蘭農業信用銀行設立之法律依據為銀行法（或信用系統管理

法），其主管機關係由財政部授權荷蘭中央銀行全權處理，故係由中

央銀行負責監理。基層之農業信用銀行採合作組織方式設立，

Rabobank係採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原有基層信用銀行（合作社組織）

尤其合併或採加盟方式，使該行成為大型之綜合銀行。該行與所有會

員銀行之間均簽訂「加盟契約」（用以約束會員銀行，促使其遵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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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所制定的輔導與管理之規定），惟因部分會員銀行逐漸與該

行合併，加盟數有逐年減少之趨勢。 

二、採綜合業務經營制度 

荷蘭農業信用銀行採綜合經營制度，惟為符合規定之標準者，

仍不得經營某些業務，例如聯貸或大額授信與外匯業務。業務對象並

不限於社員，與德國之制度相同，而 Rabobank事實上已能經營全部

之銀行業務。此外，整個農業銀行信用體系尚能充分運用荷蘭政府所

提供之「農業貸款保證基金」、「農業發展與重建基金」以及利率補貼

計畫等融資輔導政策，而使業務經營得以穩定發展。 

三、加入協會（或工會）與存保機構 

荷蘭之商業銀行與儲蓄銀行均須分別加入其同業公會或協會，

惟農業信用銀行則由 Rabobank擔任協會與聯合會之角色，而兼具業

務輔導與監督管理之功能。此外，各會員銀行均須繳納一筆資金於

Rabobank帳上，以利該行執行會員銀行間之資金移轉，或充當會員

資金之儲存所。荷蘭只有一家存保機構，農業信用銀行與其他銀行一

樣，必須符合規定之標準始可加入。 

四、金融檢查與危機處理 

荷蘭農業信用銀行之金融檢查，係以內部稽核之自行檢查為

主，除了自行內部稽核外，尚須依據銀行法規定自行聘請公認稽核師

詳查，外部檢查則由中央銀行與 Rabobank分別執行。另外，中央銀

行授權由 Rabobank監督各會員平時之流動性與償付能力。Rabobank

亦已強制所有會員均簽約加入相互保證體系，若有任一會員發生問

題，其他會員銀行均有義務協助，並代為清償債務。發生經營危機與

合併時，中央銀行應依據銀行法中有關「特別處理」與「緊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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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文處理危機；若需合併時，除了經中央銀行專案核准者外，應以

同業相互合併為原則。 

綜上所述，茲將日本、美國、荷蘭等三國之農業金融改革整理比

較如后所示： 

【表4-1】日本、美國、荷蘭之農業金融改革比較表 

 日本 美國 荷蘭 

時間 一九七0年代起 一九八七年 一九七二年 

改革背景 農業不景氣、農業

投資不振以及金融

環境競爭之影響

等。 

發生農業危機 為健全農業金融

體制，進行銀行

之間的合併。 

主管機關 農政主管機關 農業信用管理局 荷蘭中央銀行 

管理體制 一元化管理 一元化管理 一元化管理 

主要改革措

施 

鼓勵農協合併，並

於一九九六年修訂

通過「農協改革二

法」。 

一九八七年通過「農

業信用法案」 

一九七二年依據

銀行法之規定，

將兩家農業金融

上層機構合併和

中央合作銀行

（Rabobank），並

採加盟方式。 

改革後之農

業金融體制 

由三級制改為二級

制之農業金融體制

由全國性的合作銀

行、農業信用合作社

以及農業信用銀行

等分別辦理短、中、

長期之農業放款。 

二級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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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外農業金融體制改革對我國之啟示 

我國國情與農業經營條件和先進國家中的日本較為接近，日本

之農業系統金融體系之經驗可為我國之借鏡。就一個天然資源不甚豐

富、農業發展條件不是很好的島國而言，為了國家生存、糧食安全的

考量，日本政府極力介入其農業部門，以各項政策協助其農業發展，

而精心設計的農業金融體系與農業金融政策則促進其農業發展目標

達成的有利工具。雖然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亦存在一些問題，但完整

緊密的農業金融特性實值得我國學習，尤其是日本以農民組織為基礎

的系統金融體系，更是我國思索如何改善國內農業金融體制時，可以

作為借鏡的參考模式之一（吳榮杰，民89：32-33）。 

日本的農業系統金融體系組織結構比我國完整緊密，且各階層

間相互依存，結合成一「生命共同體」，因而得以從農民、農村、農

業的利益考量為立足點，適切地提供農民與農業所需資金，並促進農

業與系統本身的發展。反觀我國農漁會信用部與三農業行庫之間的關

係，由於彼此間出資入股的緊密關係，欠缺日本農業金融體系所存在

的那股歸屬感。在缺乏農漁會信用部自有的上層資金融通機構之情況

下，我國雖然表面上仍具有二階段農業系統金融架構，卻無法充分發

揮階段間的整合依存效果，也因而影響了各地區農業資金的有效融通

運用，限制了農業系統金融的發展與所應發揮的功能（吳榮杰，民

89：37）。 

日本的農業系統金融是政府運用專業立法的手段，由原本之三

級制體系逐漸轉型為兩級制的架構（黃士榮，民90：52）。綜上所述，

我國目前正值積極建立完善的農業金融體系之際，日本之農業金融體

制確有其值得參考之處，惟應考量我國與日本政治制度本質上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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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4-2為我國與日本農業系統金融體系之比較： 

【表4-2】我國與日本農業系統金融體系之比較 
 我國 日本 

農會組織

屬性不同 

我國之三級農會均為綜合事業

體，一般基層農會綜合經營信

用、供銷、保險以及推廣四大類

業務，省（市）、縣農會亦為綜

合事業體，但基本上並無信用部

門。 

日本的基層綜合農協亦為綜合事業

體，信用業務為其主要的一環，但

縣農連以上則將信用、供銷、保險、

推廣等業務分開辦理，各有各自的

連合會。信農連及農林中金均為農

協信用部門的上層專業農業金融機

構。 

農業系統

金融體系

組織架構

不同 

由農漁會信用部及三農業行庫

所組成；我國農會目前非採股金

制，各階段農會之間以及農民－

農會－農業行庫之間均無出資

入股或隸屬關係（合作金庫持有

農漁會之23﹪股權）。 

日本農業系統金融由農協、信農

連、農林中金三階段所構成；日本

農協採股金制，農民－農協－信農

連－農林中金各階段以由下而上出

資入股的方式所組成。 

法令依據

層次不同 

我國農會依農會法第五條得設

立信用部，信用部之業務管理等

規範則依「信用部業務管理辦

法」行之，此一行政命令之法律

效力不及一般法律。 

有專業立法作為依據，農協與信農

連之信用業務由「日本農業協同組

合法」所規範，農林中金則以「農

林中央金庫法」為法源依據。 

經營管理

制度不同 

我國之農會主管機關為農政單

位（農委會），農會信用部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財政部之管

理，三農業行庫之主管機關則為

財政部。金檢方面則由中央存保

公司負責。 

日本農業系統金融中的農協行政主

管機關為都道府縣知事，信農連及

農林中金的主管機關則由農林水產

省（農業部）及大藏省（財政部）

共管；金檢方面有專責之金融檢查

單位統一負責。 

盈餘分配

與利潤回

饋方式不

同 

我國除合作金庫對農漁會分配

股息外，各階段均無盈餘分配。

由於日本農業系統金融體系為由下

至上以出資入股方式組成，因此自

農林中金循階往下依出資額、轉存

款、交易額等標準分配盈餘。 

資金來源

與運用結

構不同 

我國各階層系統金融機構之間

的轉存比率相較於日本而言偏

低；資金來源其運用亦不如日本

較有彈性。 

日本各階層系統金融機構之間的轉

存比率高於我國；此外，日本農林

中金資金運用於購買有價證券的比

率亦高於我國，反應出其資金外流

至非農業部門。 
資料來源：修改自吳榮杰，民89：35-36，作者自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