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企業重建再起
堅韌開創最有價值的未來

莫拉克風災發生迄今已滿週年，對位於災區的中小企業，這一年來

可謂辛苦萬分，除要面對廠房設備的損失與市場的衰退，更得要花費數

倍的精神力氣，才有辦法恢復過往的營業與生活，其中最大的問題，就

是重建資金的短缺。

為協助遭受莫拉克風災發生營運困難的中小企業，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於風災後隨即發布「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及「莫拉

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以協助受災企業儘速取得

復工營業所需的優惠貸款或利息補貼，由本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擔任窗

口，提供企業線上復工營業諮詢，受理企業各項免費財務診斷輔導服務

申請。

另外，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針對受災企業經營者、財會主管及財會

人員辦理災後重建實務研習營，也對有內部教育訓練需求之受災企業辦

理客製化財務管理制度研習，俾協助企業度過困境、穩定災區就業的同

時，還能提升中小企業未來的財務競爭力，達成產業重建之政策目標。

截至99年11月底止，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已受理受災企業電話諮詢

587家、融資診斷輔導619家，更有666家受災企業之新增貸款獲得信保

基金之保證，協助自金融機構取得之融資金額約新台幣40億元。風災無

情，政府協助受災企業取得重建資金的融資協處工作已完成階段目標，

後續為強化受災企業及一般中小企業財務體質及健全財會制度之相關輔

導工作仍持續推動，歡迎善加運用政府資源，繼續發揮台灣中小企業堅

韌的特性，開創最可貴、最有價值的未來。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

中華民國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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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解決問題中心

本中心服務對象主要以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

企業為主。服務內容在於受理中小企業廠商各項融資協處申請案件，並提供中

小企業廠商電話諮詢服務，包含政府對中小企業有關財務融通、經營管理、創

業育成及互助合作等相關輔導資訊，為中小企業與銀行間重要之溝通橋樑。

財務融資協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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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財務風險、重整財會制度
強化愛農競爭優勢

白勝光牧師抱著麥子落土之精神，胼手胝足創立布

農文教基金會及愛農事業有限公司，肩負起布農族文化

傳承及生存命脈。但莫拉克風災後，他們卻面臨嚴峻挑

戰，一度只能坐守空蕩蕩的休閒農場，空等遊客回流。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讓愛農走出逆境，迅速提供融資輔

導協助，紓解燃眉之急。嗣為讓愛農能永續經營並強化

競爭優勢，除提供免費行銷課程，也協助重整其財會制

度，並提出降低財務風險方案，讓愛農逐漸突破過去經

營格局，重新開創原住民事業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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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懷服務家鄉的熱忱，白勝光牧師與妻子李麗雪於民國73年抱著

麥子落土的精神返回台東縣延平鄉服務。「我們深深體會原住民工作

千頭萬緒，唯有從部落做起、實踐才是道路。為了兼顧文化經驗傳承

與經濟生機，我們胼手胝足創立了布農文教基金會及愛農事業有限公

司。」李麗雪說。

秉持著「給族人一條魚，不如給族人一根釣竿」的理念，白勝光

牧師夫婦一邊重建原住民部落，一邊經營布農部落休閒農場，不僅創

造了原住民的就業機會，也讓他們重新找回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與自

信。

風災過後，觀光收入銳減

然而莫拉克颱風之肆虐，帶來前所未有之經營瓶頸。回想當時，

李麗雪感傷地說：「雖然因風災的影響，休閒農場受到些許損害，雖

然我們深信只要重建就能回復原狀，但台東知本溫泉金帥大飯店的倒

塌瞬間，卻深深地刻劃在遊客心頭，讓他們不願意來觀光，甚至取消

原來的預約。再加上台東受南迴鐵路及南橫公路交通運輸中斷影響，

遊客無法進來，導致我們的觀光收入銳減⋯⋯」面臨發不出員工薪水

的窘境，經營者卻只能困坐愁城。

數月後，好不容易有一組觀光團蒞臨布農部落休閒農場，但當布

農族人八部合音演繹結束後，心頭百感交集，哭成一團。因此，為了

解決困境，愛農事業有限公司爰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申請融資診斷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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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融資，紓解燃眉之急

顏群育顧問為愛農診斷把脈後發現，風災後半年期間，每月營業

額至少衰退三、四成以上，導致週轉金嚴重短缺，但愛農卻礙於觀光

園區硬體實質損失少，無法直接申請受災證明向銀行申貸，因此顧問

協助的第一步便為愛農盤點並明列受災事實，進而取得受災證明，讓

他們能爭取更多的資源。

有了受災證明，顏群育顧問便著手為愛農申請貸款，他也分享了

迅速得到銀行融資的關鍵：「我們了解問題後，判斷他們需要多少的

資源，並將其數字化，此外也依據預估的營業額，擬訂還款計畫，列

於復工營運計畫書中。」但貸款只是一時的疏通方法，而非企業永遠

的續命仙丹。因此，顏群育顧問更精準分析愛農的問題所在，提出實

質建議，如財會制度的建立，及長、短期資金運用之策略等。

為謀永續經營，愛農重整財會制度　

顏顧問分析：「由於布農文教基金會及愛農事業有限公司的經營

項目廣泛，但帳目卻無明確區分。像是基金會為了募款，有時搭配休

閒農場住宿券的提供，會計便將此筆款項列於基金會之下。雖然看似

是小問題，但企業為了永續經營，必須清楚地將各部門損益記錄下

來，才能確實反應績效，並加以檢討、改善。」此外，也由於愛農缺

乏財務人才，會計作業停留在單純的記錄，每月仍未定期結算及編製

財務報表。因此顏群育顧問便輔導他們如何重建明確的財會制度。

此外，為了降低財務風險，顏群育顧問建議，愛農應就其營運所

需的各類資金加以詳細規劃，對長短期資金的運用也應該週延策劃，

如此才能強化企業資金運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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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行銷課程，打造競爭優勢

而隨著資金陸續到位，休閒農場已逐漸走出風災傷痛。但顏群育

顧問觀察發現，由於愛農不擅長行銷，再加上至休閒農場的交通不

便，因此對於觀光客而言，缺乏一個明確的誘因，於是特別安排免費

行銷課程，讓愛農了解如何穩定顧客的回籠率，並吸引目標客群以及

執行網路行銷的規劃。

顏群育顧問表示，未來隨著經營規模逐漸擴大，愛農應對內部各

項管理功能做通盤之考量，同時強化管理資訊的正確性與時效性，並

透過經營策略的建構及企業資源整合規劃，擬訂營運目標，才能因應

經營環境的變化，突破現有經營格局，強化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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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蘭花再度綻放國際
青山融資順利重建溫室

青山蘭花生物科技公司公司經營迄今已逾十年，在

蘭花生產品質具有良好技術，並行銷日本、歐美等國，

為台灣蘭海策略成功企業代表之一。

受到莫拉克風災影響，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重建阿里

山溫室的青山蘭花公司，在中小企業聯輔中心的協助之

下，不僅迅速復原，更調整企業經營方針，益趨站穩與

世界接軌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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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蘭花王國，外銷占全球第一，青山蘭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開發栽培的蝴蝶蘭品質更足可與國際競爭。

在一片鬱鬱蒼蒼的阿里山茶區，劉青山的溫室就位在龍頭鄉。其

實，他並非一開始從事農作，「某次到台糖的蘭花園參觀，發現蝴蝶

蘭就像一朵微笑的花，人們在國外即使語言不通，只要透過微笑，就

能有好的開始。」於是民國86年青山公司在阿里山成立第一座催花中

心，正式投入蝴蝶蘭生產與培植，全力配合政府對蘭花精緻化農業的

推動。而阿里山的陽光、空氣、水也提供了蝴蝶蘭天然優質的生長環

境。

劉青山一開始做的是代工，將平地苗種移到山上催花，但因每季

產量不固定，國外客戶逐漸流失。為了突破瓶頸，劉青山決定從育

種、催花、小苗、大苗到成花，以及包裝運送等蝴蝶蘭栽培流程做重

直整合，完整的「一條龍服務」不僅穩定了產量，銷量也突破以往，

因此青山蘭花的名號，逐漸在台灣及國際市場發光發熱。

然而，莫拉克風災下了三千多公厘的雨，阿里山小火車鐵道中

斷，劉青山的蝴蝶蘭溫室受到極大的影響，「因為地層被雨水沖刷，

種茶的山坡地崩落滑動，植床變形，導致溫室、組培室等相關設備及

蝴蝶蘭健康種源遭受波及」，因此劉青山需要大量的資金重整溫室，

加強結構並打穩地基。

不只給魚，更輔導如何釣魚

負責此案的陳順財顧問表示，最初前往災區診斷發現，青山最大

的問題是重建資金不足。因此，輔導第一步便是協助他們撰寫營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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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協助與銀行溝通貸款。因此之後才能順利地由合庫新營分行核

撥資本性貸款及周轉性貸款，做為公司投入復工的短中長期資金。

陳顧問表示，「這個案例的特殊之處，在於當時公司的資金、資

產都在老闆名下，因而撰寫計畫書時，公司資本額未達標準，故建議

劉青山將個人資產轉成公司資產。」然而，國內卻沒有以「蘭花」做

價的先例，導致認定困難，於是協調透過鑑價公司溝通以固定資產、

溫室設備等評價，加上劉青山的信用好，因此融資過程順利，且可緩

繳利息，幫助青山蘭園迅速恢復元氣。

放眼國際，更具競爭力

除了協助融資，聯輔中心還提供企業經營與財務規劃輔導，劉青

山回想，「顧問建議我們不能只做生產，還要懂得管理，才能與國際

競爭。」接受完整的檢視與輔導過程中，「我才恍然大悟，以前都只

重視『硬體』，但更最重要的是『軟體』的配套，因此如何把品牌經

營好、如何將花苗的母體培養更健全，以及週轉金的儲備等都是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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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顧問觀察，大部分中小企業的週轉金都被用來購買固定資產，

一旦發生如莫拉克風災的緊急狀況就會周轉調度失靈。因此當青山貸

款成功後，財會顧問們便安排到台南後壁鄉的公司總部作每週一次的

追蹤輔導。此外，以往青山並無詢問客戶收款日期的習慣，導致「收

慢付快」，應收帳款拖太久，公司無法即時配合外部經營環境與營運

狀況變化，擬訂產銷政策與最適存貨量。劉青山透露，「顧問協助我

們設計現金收支預算表，導入預算管理制度，銷售策略也可因此擬訂

出來。」

健全財務體制，發揮跨界合作綜效

此外，陳顧問發現青山蘭園的存貨（花苗種類）過多，於是針對

此問題，處理不必要的存貨，減輕成本壓力，才能專注於研發其他更

具經濟價值的花種，以品質和其他競爭者一較高下。陳顧問也建議，

除了能透過政府機構、各大專院校或民間企業進行產學合作與策略聯

盟，借力使力發揮更大成效；也可與工研院合作，將產品包裝精緻

化，或與國際貿易局等單位合作海外參展，拓展歐美市場通路等，進

而增加收益。

「藉由貸得資金迅速將蝴蝶蘭溫室重

建後，生產越趨穩定，我們也學會了評估

產銷的預測與風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

子裡。」在健全財務站穩腳步後，劉青山

表示，即使天災不可測，但仍對未來極具

信心，往後他計劃投入保健生技領域，要

將蘭花的好成分開發為保養品，讓女人像

微笑蘭花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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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處主動關懷
不老溫泉再現永續生機

紮根於高雄縣六龜鄉近四十年的不老溫泉旅社，因

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源引不老溪之泉水開發溫泉事

業，是南部區域發展觀光旅遊事業的重地。無奈，莫拉

克颱風卻無情摧毀旅社的基礎建設，交通也柔腸寸斷，

營業額大幅下滑。但在中小企業處多次跋山涉水到訪，

主動給予關懷與援助後，不老溫泉旅社不僅得到二次貸

款，顧問更為其擬訂財務規劃，讓他們得以回復生機，

恢復往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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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龜山鄉有一條早從日據時代就聞名遐邇的小溪，由於終年

從地層湧出熱水，因此被取名為「熱水溪」。爾後，鄉民發現在此沐

浴後皮膚滑嫩，有如返老還童般、長生不老的功效，又將它命名為

「不老溪」。

具高度開發價值的不老溪，吸引了不少來此開發商機的業者。民

國61年，不老溫泉旅社成了首位在此紮根、經營溫泉旅館業事業的一

員。負責人陳近博表示，由於不老溫泉旅社位於荖濃溪與寶來溪的匯

流處，正當南橫公路西段要衝，是往來南橫的必經之地，再加上其豐

富的溫泉資源以及山城渡假意象，為南部區域發展觀光旅遊事業的重

地。

道路柔腸寸斷，營業額大幅下降

由於莫拉克風災帶來無情地大雨摧毀不老溫泉旅社近四十年來的

辛勤耕耘：餐廳與木屋泡水、旅社小木屋地基被沖刷傾斜、機房鍋爐

毀壞，賴以維生的溫泉管線更是被嚴重損壞，再加上對外道路柔腸寸

斷，使得這座歷史悠遠的溫泉山莊一度只能坐守空城。連帶地，周邊

攤販小吃店、山莊內販賣農產品的農民們生活收入也陷入困頓。

回顧當時面臨的挑戰，陳近博表示，「由於六龜大橋遲遲未通、

爾後的凡那比颱風又將河堤便道沖毀，臨時開通的隧道卻因過窄，大

型遊覽車無法進入，導致遊客流失率高，營業額很不理想。」旅客在

抵達不老溫泉旅社後，常常會抱怨路況太差。因此，為了維護旅社聲

譽，陳近博也只好減少接客量，等待交通狀況回復往昔。



12        

主動協助，不老溫泉獲二次貸款

漫長的等待，讓不老溫泉旅社陷入低迷。幸好，中小企業處處長

親率專業團隊深入災區，積極適切地扮演政府與民間的橋樑，為整個

大寶來溫泉區的停頓商機主動伸出援手，逐一為他們「把脈開藥」，

讓他們從失望的困境裡，重新得到生機。

顏群育顧問分享其解決之道：「雖不老溫泉旅社依『莫拉克風災

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檢附復工營業計畫書等資料申貸，並順利獲

得合作金庫銀行六龜分行核撥資本支出貸款，但當初他們所提之計畫

書短估溫泉出水口、管路恢復工程及餐廳修護之費用，因此我們與銀

行溝通，降低其評估授信疑慮， 讓不老溫泉得以獲得二次貸款。」

開源節流，務求帳務透明化

雖然資金陸續到位，後續仍必須倚賴良好的財務規劃才能將每一

分錢花在刀口上。顏群育顧問建議，在基礎建設完備、顧客回籠之

前，不老溫泉旅社務求開源節流。因此精簡人力成了首要任務，如聘

請當地人協助擔任櫃檯，減少開支。此外，營業額、帳務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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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透明化，借款銀行才能掌握其狀況。往後如遇到任何問題，政府

與銀行也才能提早協助，第一時間將問題解決。

顏群育顧問進一步說明：「聯輔中心執行『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

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不只協助企業取得所需資金，當實地診斷

問題時，若發現他們沒有專業的財會人士，會成立專案輔導他們建立

財務管理、內部控制等制度，強化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以及財務體

質，並辦理財務主管人才系列培訓。」他深信，唯有建立專業強化管

理後，不管遇到多麼艱難的困境，才能有萬全準備化危機為轉機。

而曾經風光的不老溫泉旅社，雖因風災而沉寂許久，但中小企業

處的主動關懷，將他們從愁雲慘霧中射入一道生機。負責人陳近博感

激地表示，若非中小企業處的協助，僅靠一己之力是不能在短時間內

迅速恢復元氣的。而隨著交通建設逐漸完成，觀光客也陸續回籠，接

下來便須擬定擴展計畫，讓不老溫泉的營運重新步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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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處居中協調 
典銘渡過二波災難 穩固經營磐石

98年7月25日典銘實業公司剛慶賀遷廠，8月8日即

遇上莫拉克風災，廠房淹水達60公分高，工廠設備、存

貨與半成品受到極大的影響。在復工期間，由於公司方

遷廠不久，龐大的房屋貸款與遷廠費，使得他們災後和

銀行申請復原營運資金的貸款過程中障礙重重。

所幸在中小企業處的協助下，順利協助典銘實業取

得貸款。在顧問的輔導下，他們也建立了更穩固的會計

制度與流程，堅實了企業發展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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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銘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93年，專門負責PU發泡類與合成

皮方面的製銷，產品包羅萬象，包括醫療器材、辦公椅扶手、馬桶坐

墊、安全帽下巴、腳踏車椅墊、汽車緩衝保險桿、保溫材料、運動器

材、記憶枕頭等。但回歸產品核心，典銘實業專注於PU發泡領域的研

發、製造，持續配合客戶需求開發新產品。由於典銘的優良品質，在

客戶間的口耳相傳下，為他們開發更多的新客源。

以家族為本的典銘實業，從公司的業務、訂單、財務都由葉家人

一手包辦。談到其企業體質，負責人之一的葉淑雲認為，「典銘實業

是有產能、有訂單的一家公司，否則不會連工研院都要來與典銘實業

合作。」

但葉淑雲坦言，公司在會計帳務之處理上，確實較沒有經驗及基

礎。因此，在莫拉克風災後，中小企業處林賢嚴顧問特別針對典銘實

業的會計制度與財務流程給予許多有效的建議，讓典銘實業更能專注

在PU發泡事業的研發，延伸其經營觸角。

金融海嘯，讓典銘決心遷廠

典銘實業的公司廠房以往採租賃方式，導致在公司營運上，出現

一些讓經營團隊疲於奔命的困擾，像是24小時營運的廠房，因為空

調設備的不間斷運轉，屢遭鄰居投訴，使得他們不停地在處理相關事

宜；另方面，當時僱用的生產線員工表現不如預期，也讓負責團隊傷

透腦筋。

回想金融海嘯期間，因財務緊縮，典銘實業曾對房東提出調降房

租的要求，卻遭房東婉拒，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下，他們決心覓地自建

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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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98年7月25日，典銘實業正式搬遷至台南縣仁德鄉的自有廠

房，三樓透天式的建築，佔地350坪，一樓規劃為生產線、原料、半成

品與製成品的存放區及出貨區。正當迎接典銘實業的另一個嶄新起步

時，沒想到莫拉克颱風帶來的惡水，讓他們陷入困境。

惡水無情　損失慘重

受到莫拉克颱風的影響，典銘實業公司廠房淹水達60公分高，導

致機器故障，存貨、材料也大量損壞無法使用，葉淑雲回顧說，因為

典銘剛搬遷到新廠房，廠區才剛進了大批新的原物料，但PU發泡原料

只要遇水就膨脹，等於新進原料全部泡水作廢。此外，像是剛安裝好

的空調設備，全部因為泡水而需重新更換，其他如汽車、電梯、鐵件

等物件因淹水而造成的損失，讓葉淑雲不斷說：「第一時間，損失實

在難以估計，更別談後續清理、回復工作等等的各項開銷。」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典銘實業的會計制度設計不良，使得會計帳

目相當紊亂，無法提供財簽，因此一開始在與銀行溝通的過程中，困

難重重、屢次碰壁。那時候，廠房淹水的危機，加上銀行貸款無法及

時到位的外援，讓負責人葉景銘一度失去經營信心、萌生退意。

透過顧問輔導　強化企業體質

要讓公司回復到莫拉克風災前的營運情形，勢必需要足夠的資金

實援，在中小企業處「莫拉克風災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的協助下，輔導典銘實業與銀行溝通，取得銀行融資，使典銘實業能

夠順利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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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嚴顧問表示，輔導的第一階段要先求典銘實業運作穩定，解

決眼前危機。因此，他不僅協助典銘實業取得受災證明、提出復工計

畫書，再者，也幫助典銘實業與銀行溝通，提高了增貸空間，也順利

取得貸款。而緩繳利息也給予企業恢復體力的緩衝期。

接著，為強化企業體質，林顧問也針對典銘實業財務部分進行諮

詢、診斷，發現原來典銘實業僅聘請記帳士協助處理公司帳務，因而

無法取得財簽，在與銀行往來的過程中，難以得到銀行信任。因此，

林顧問建議典銘實業聘任專業會計師處理公司會計，讓典銘的財務更

清楚、更透明，這也是未來企業經營發展的一大利器。

林顧問表示，輔導典銘實業的過程中，主要以「增貸成功」、

「會計師的轉移」、「改善財務結構」與「強化經營信心」四個項目

為主軸，在風災過後，典銘實業就在其輔導下取得銀行貸款；現階

段，典銘實業已成功取得財簽，對企業經營也更有信心，未來更有到

越南設廠的計畫。

在中小企業處的協助下，典銘實業走出莫拉克風災的傷痛，陸續

達成許多階段性目標。為穩固典銘實業的經營磐石，中小企業聯合輔

導中心仍持續擔任輔導角

色，協助典銘實業做好

資金規劃、調度與管理工

作，讓資金的流入與流出

更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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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的豪雨，讓洗衣哲學各分店店

面與廠房全部淹水50至100公分，設備毀損高達千餘萬

元。由於洗衣哲學登記的資本額不高，更因稅務考量刻

意壓低營業額，再加上平時與銀行並無建立良好關係，

使得洗衣哲學在與銀行溝通貸款的過程中，讓企業感受

到銀行濃厚的不信任感。

因此，中小企業處透過計畫委託中國青年創業協會

總會專案小組的顧問，在現場診斷與溝通互動及後續輔

導下協助洗衣哲學提出復工計畫書，並獲得銀行支持，

順利取得貸款，使所有機器設備正式上線，洗衣哲學於

是重生。

堅實財務基礎 洗衣哲學
開創專業服務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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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6年，洗衣哲學在台南縣永康市南台科技大學旁開啟了24小

時無人的投幣式洗衣服務，嗣開始在店面配置人力，啟動乾、水洗的

服務，而後又考量客戶需求，於是漸漸邁向現代環保洗衣專業服務。

在洗衣業中，洗衣哲學是唯一擁有完整教育訓練的公司，他們更在民

國90年建立各項作業標準化手冊與連鎖制度規劃。雖然，洗衣哲學屬

於微型企業規模，但卻有著大企業的經營理念。

新型態洗衣店，環保又專業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洗衣哲學負責人吳國璋接觸到日本的洗衣

服務，驚覺台灣與日本在洗衣業上的落差甚大，於是開啟了吳國璋投

入新型態洗衣服務的興趣。有別於傳統巷口的洗衣店，吳國璋用全新

的思維來經營洗衣哲學。

大學畢業後曾經在統一企業任職的吳國璋，學習到大企業的經營

理念與模式，於是後來當洗衣哲學在尋找店面時，特別都選在7-11與

大學的旁邊，會開在7-11的旁邊是因為洗衣哲學24小時的投幣洗衣服

務，也有著7-11的經營模式與服務精神，選擇在大學的旁邊，是因為

吳國璋認為大學生較易接受新

型態的產品，而當大學生步入

社會時，對於洗衣哲學服務的

習慣與忠誠也能延續。

洗衣哲學除了24小時無人

的投幣洗衣服務外，更積極投

入專業洗衣領域，著重現代環

保洗衣專業，吳國璋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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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洗衣店常因對織材布料的不了解，便照一般洗衣程序清洗衣物，結

果常引發洗滌糾紛，因此洗衣哲學會針對每一種織材深入研究，尋找

最適合的洗滌方式」，對於目前最新的科技布料，例如吸濕排汗、

GORE-TEX、無塵衣等，或是名牌包、皮件、皮革等精品清洗，洗衣哲

學皆有其專業處理方式。

風災受創嚴重，暴露財務弱點

莫拉克風災帶來的豪雨，讓洗衣哲學各分店店面與廠房全部淹水

50至100公分，各式機器設備毀損高達千餘萬元。此外，營業場所高達

一個月無法正常營運，再加上後續維修、機器更換的支出，以及與顧

客的清洗服務爭議賠償費用都讓洗衣哲學的經營陷入困境。而後續復

工的過程中，也暴露出洗衣哲學的財務弱點，使洗衣哲學在與銀行協

商貸款的過程中困難重重。

輔導顧問陳木梓分析，由於洗衣哲學採取小規模行號登記，資本

額僅20萬元，又因稅務考量刻意壓低營業額，此外，如同一般中小企

業，洗衣哲學的現金營業所得直接被運用在其他公務或家用支出，致

使銀行無法依據稅務資料與銀行帳戶資料，正確了解洗衣哲學的營運

狀況。另方面，洗衣哲學內部並未建立基礎財務報表，也沒有專業財

務人員負責，因此無法建立基礎會計帳目與損益表，難以取信銀行。

最後，由於洗衣哲學平時採現金收支，未與銀行有密切往來，也沒有

融資信用累積，加上資本額偏低、無法佐證營業額，使得當惡水衝擊

洗衣哲學後，極需銀行融資支援復工時遭遇到相當大的困難。

顧問的企業診斷與輔導，讓洗衣哲學更超越自己

風災過後，陳顧問來到洗衣哲學，為洗衣哲學進行企業診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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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洗衣哲學提出短、長期建議措施，除輔導洗衣哲學取得銀行專案貸

款外，也針對洗衣哲學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

面對洗衣哲學在銀行需求書面資料上的相對弱勢，陳顧問建議洗

衣哲學改以實際證明各店資產購入與現有價值來佐證投入金額，並邀

請銀行人員參訪，除提供與各大型合作廠商往來合作憑證來證明專業

技術能力，也可展示既有的機器設備、專業手冊、流程說明，讓銀行

人員更相信洗衣哲學的經營能力。當然，在財務根本上也建議吳國璋

將洗衣哲學的營業支出儘量透過銀行進出，以凸顯本身的經營實力，

另方面，更要建立公司營業收支與資金進出帳目，除能提供銀行佐證

外，也能成為內部經營管理的參考依據。

依照陳顧問的指引，吳國璋順利獲得專案貸款，在風災過後，一

步步重整洗衣哲學，至今（99）年10月份，所有機器設備正式上線，

在這段期間，雖因受風災影響，收掉了原本營收欠佳的店面，但吳國

璋深信「縮小經營，是為了儲備往後的發展空間」，吳國璋也打算花2

至3年的時間重整洗衣哲學內部不足之處，除了一如往常，在洗衣專業

服務領域上的堅持努力外，也要讓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更加落實於洗

衣哲學的實踐中，為未來有無限可能的發展空間奠定更堅實的財務基

礎，而下一步，吳國璋打算

加強洗衣哲學的行銷概念，

要讓更多人了解真正的現代

環保洗衣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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