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漁會保證業務研習班



課程大綱

壹、修正規定及新訂要點介紹

貳、授信5P審查重點

參、產業案例分享

肆、農綜貸徵信應注意事項

伍、逾期案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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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正規定及新訂保證要點介紹

一、修正「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詢注
意事項」

二、修正「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

三、農家綜合貸款送保案件開放全面網路送保

四、修正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五、修正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13條

六、新訂「農業綠能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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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
詢注意事項(111.5.30)

一、查詢對象定義申請人或配偶為負責人
之企業簡稱為「關係企業」，且以貸
款機構知悉者為準。

二、增列企業戶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
訊B33、B36信用資訊之「授信異常紀
錄」為「Y」者，應另查B10-「企業逾
期催收或呆帳資訊-行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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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
詢注意事項(111.5.30)

三、考量持有現金卡者，若現金卡餘額有
新增或變動或結清及還款是否正常等，
已可於B33及B36信用資訊中授信每日
變動資訊得知，爰不再規範應另查B66
信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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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
詢注意事項(111.5.30)

四、票債信查詢時機為送保日前一個月內。
(原已貸、未貸、循環動用、分次撥付及展
(轉)期等案件之查詢有效期間爰予刪除)

註：1.本基金得視個案風險控管需要，於審核通知書或信用保證書加
列「本案撥貸時，如票、債信查詢已超過一個月，請重新查詢，
並確依本基金「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債查查詢注意事項」
辦理之保證條件。
2.重新查詢者如有新增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各項保證作業要點
及作業手冊所列有關票債信異常之減成保證情事者，應由本基
金重新審查或通知本基金同意後始得撥付(動用)；如有新增票
債信異常之不予保證情事者，不得貸放或再撥付(動用)，並應
將相關情事通知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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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
作業須知」

一、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票據信用停止授權事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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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貸款機構知悉申請人
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
係人曾有存款不足退
票紀錄或曾受拒絕往
來因屆期而解除，而
票據交換所票信查覆
內容已無揭露者。

貸款機構知悉申請人
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
係人曾受拒絕往來因
屆期而解除，或退票
紀錄尚未辦妥清償贖
回、提存備付或重提
付訖之註記者，而票
據交換所「票據信用
資料查覆單」已無揭
露者。

考量申請人或其同一
經濟利害關係人曾有
退票紀錄，於授信實
務上即屬風險因子，
應有停止授權進一步
了解申請人目前營運
狀況之必要，爰予修
正。



修正「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
作業須知」

二、增列企業戶聯徵B33、B36授信異常紀錄Y者應另查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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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
害關係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信用資訊B33、B36
信用資訊之「授信異常
紀錄」為「Y」，個人
應另查B09-「個人逾期
催收或呆帳資訊-行庫
別」；企業應另查B10-
「企業逾期催收或呆帳
資訊-行庫別」信用資
訊，如有…。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
害關係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信用資訊B33、B36
信用資訊之「授信異常
紀錄」為「Y」，應另
查B09-「個人逾期催收
或呆帳資訊-行庫別信
用資訊」如有…。

有關申請人或其同一經
濟利害關係人聯徵信用
資訊B33、B36「授信異
常紀錄」為「Y」者，
應另查B09-「個人逾期
催收或呆帳資訊-行庫
別」信用資訊應停止授
權或不予保證之規定，
未規範企業戶，爰增列
企業應另查B10-「企業
逾期催收或呆帳資訊-
行庫別」信用資訊之規
定



修正「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一、票信停止授權事項比照停止授權作業須知併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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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貸款機構知悉申請人
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
係人曾有存款不足退
票紀錄或曾受拒絕往
來因屆期而解除，而
票據交換所票信查覆
內容已無揭露者。

貸款機構知悉申請人
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
係人曾受拒絕往來因
屆期而解除，或退票
紀錄尚未辦妥清償贖
回、提存備付或重提
付訖之註記，而票據
交換所「票據信用資
料查覆單」已無揭露
者。

考量申請人或其同一
經濟利害關係人曾有
退票紀錄，於授信實
務上即屬風險因子，
應有停止授權進一步
了解申請人目前營運
狀況之必要，爰予修
正。



修正「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二、增列信用卡、現金卡債信停止授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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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說 明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
關係人曾受信用卡強制停
卡，或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信用資訊最近1年內金融
機構還款紀錄（含現金卡）
有延滯1次（含）以上，
或信用卡有延滯3次（含）
以上者。

考量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
利害關係人信用卡曾有強
制停卡，或最近1年內聯
徵信用資訊有延滯紀錄者，
在授信實務上即屬風險因
子，應有停止授權進一步
了解申請人目前營運狀況
之必要，爰予增列



農家綜合貸款開放全面網路送保

自111年5月30日起農家綜合貸款送保案件，
均得由本基金網路作業系統申辦，但如有停
止授權或有本基金列管情事或申請人累計保
證貸款餘額超過1,000萬元者，將下載採人工
審查，並於網路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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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13條

一、修正核定層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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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修正後

董事會
個案超過500萬元且累計貸
款餘額超過2,000萬元

個案超過1,000萬元且累計貸款
餘額超過3,000萬元

董事長

累計貸款餘額超過1,000萬
元，其個案在500萬元以內
或累計貸款餘額2,000萬元
以內者，由董事長核定，並
彙總提報董事會備查

累計貸款餘額超過1,500萬元，
其個案在1,000萬元以內或累計
貸款餘額3,000萬元以內者，由
董事長核定，並彙總提報董事會
備查

經理
部門

累計貸款餘額1,000萬元以內 累計貸款餘額1,500萬元以內



修正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13條

二、新增借新還舊、舊案續約或轉(展)期
核定層級規定

申請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超過新臺幣1,500
萬元之案件，依原額度及原條件辦理且無
第五條之二所列情事者，經審核符合規定，
得簽請董事長核定，並彙總報請本基金董
事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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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農業綠能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一、目的

配合政府農業綠能政策，協助設(購)買農業相關綠能設
施(備)之農漁民及業者取得設(購)置資金

二、送保機構

各簽約金融機構

三、信用保證總額度

保證貸款總額度新臺幣1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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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農業綠能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四、保證對象

（一）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要點第三點規定之貸款對象

（二）本國自然人、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企業，
為設（購）置農業相 關綠能設施（備）與農業經營相
結合之生產模式之農漁業發展事業

五、貸款用途

（一）符合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要點第四點規定之貸款用途

（二）設（購）置農業相關綠能設施（備）與農業經營相結
合之生產模式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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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農業綠能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六、保證額度及貸放成數

（一）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最
高為八千萬元。但農業節能減碳貸款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二）貸放成數最高以實際所需金額百分之九十為限

七、貸款期限及償還方式

（一）貸款期限最長為十五年

（二）償還方式由借貸雙方約定之。本金得訂定寬緩期，最
長不得超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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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農業綠能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八、保證額度及貸放成數

（一）保證成數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依本基金最高保證成
數表之規定

（二）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第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六款減成保證之規定於本項貸款保證得不予適
用(即企業戶營業未滿1年者不適用準則5-2減成規定)

（二）非授權及停止授權保證案件，本基金得依個案實際情
況，另行核定保證成數及保證條件

九、保證手續費

依本基金保證手續費率表所列費率八成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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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農業綠能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十、重複申貸之禁止

申請人就同一資金用途不得重複申貸，貸款機構應要求
申請人出具切結書，切結若有重複申貸或農業節能減
碳貸款逾申貸餘額上限情形，則為違約，由貸款機構
收回本項貸款。

十一、約定還款帳戶

本貸款有出售電力者，貸款機構應要求申請人將其售電
收入款項由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撥入申請人與
貸款機構約定之還款帳戶。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
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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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農業綠能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十二、抵押權設定及投保保險

申請人設（購）置之農業相關綠能設施（備），應設定
第一順位動產抵押權予貸款機構，並投保適當金額之
財產保險。但貸款金額在五百萬元以內之授權案件，
或已徵提不動產為十足擔保，或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
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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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授信5P審查重點

授信5P即
• 借款戶(People)
• 資金用途(Purpose)
• 還款來源(Payment) 
• 債權保障(Protection)
• 未來展望(Perspective)

授信審查就是要確保錢借出去後，能夠在
約定的時間內連本帶利收回，精髓就是

借
用
還
債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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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戶因素(People)

• 是指對借款戶之營業歷史、經營能力、
誠實信用、關係企業情況進行瞭解。

#以下授信5P，均以農林漁牧業授信及送

本基金保證案件應注意重點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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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戶因素(Peopl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1.有無從事農漁業？ (1)確認是否實際從事農漁業，並提供相關資格

文件或實勘證明。
(2)申貸時無從事農漁業，且本次未投入農漁業，

非保證對象。

2.借戶年紀？ 年紀較長者(超過65歲以上)，應注意：
(1)事業有無接班人?
(2)借款年限?
(3)身體健康狀況?
年紀較輕者(25歲內)：
(1)財力及資歷狀況?
(2)是否為主要經營者?
上述情形於必要時，應徵提接班人或主要經營
者為授信案件之連帶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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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戶因素(Peopl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3、從事本業年資? (1)初次投入者，應了解技術來源及從農原因?並

應洽徵技術來源者或同戶家屬為連帶保證人。
(2)如為青年農民，應注意貸款機構對借戶之熟

悉度及財資力，必要時應徵提同戶家屬為連
帶保證人。

4.經營概況? (1)了解經營規模(如地點及面積)
(2)應查調土地或建物謄本了解土地現況(自有或

租賃，有無設定給非金融機構。
(3)徵提申貸資格相關證明文件。
(4)如無上述資料者，應徵提其他資格證明文件

(如經營地點實勘照片、農地使用同意書、
農地經營契約書等文件)

(5)土地如為親屬所有，應洽徵為連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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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戶因素(Peopl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5、經營模式? (1)了解經營方式、種類、規模、進銷貨管道及通路。

(2)經營規模與申貸金額是否相當(如週轉金額度大於
年收入)?

(3)倘評估額度不合理，應說明原因並溝通合理額度。
(4)銷售通路有無過度集中單一市場(如地區或業者)

之情事?如有，應評估銷售款項集中及收回之風險。

6.票債信紀錄? (1)查詢有效期限應於送保日前1個月內。
(2)有無查詢關係人?對象包括借戶、保戶及「同一經

濟利害關係人」。
(3)有無授信異常紀錄?有無消債或其他註記紀錄?原

因說明? 評估是否影響債權或提供有利佐證文件。
(4)聯徵中心新業務查詢紀錄達5次以上。
(5)了解短期內被查詢原因，並注意是否有過度融資、

資金緊迫或其他金融機構拒絕貸款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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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戶因素(Peopl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7、財力狀況? (1)與本會往來期間多久？平均存款積數，存款

是否常隨存隨提？
(2)與本會無往來紀錄或往來期間不長(如未滿1

年或6個月平均存款實績低於5位數者，注意
對借戶的熟悉度及財務狀況。

(3)徵提借戶財力佐證文件(如主要往來金融機構
存款資料、年度所得清單、財產歸戶清單、
不動產權狀(謄本)或保險單等)。

8.有無實質關係戶? (1)了解主要經營者及實質關係人？其於本基金
保證情形。

(2)主要經營者應徵提為連帶保證人。
(3)主要經營者及實質關係戶於本基金保證貸款

應正常，倘有辦理寬緩者，應了解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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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戶因素(Peopl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9、案件來源? (1)如為自來件又屬陌生客戶，應進行實勘充分

了解借戶經營狀況。
(2)如借款人戶籍地、經營地點與本會無任何關

聯性，且屬本會初次往來者，應瞭解案件來
源及對借款人的熟悉度。

10.資歷及風評情形
?

(1)獲獎情形或產品標章認證？在地或業界風評
及家族背景等？

(2)風評及背景可作為資力參考。

11.有無不良犯罪紀
錄?

(1)查詢法源法律網有無毒品、詐欺、賭博及走
私前科。

(2)如疑似借款人，惟仍有承作意願，其承作考
量？是否影響本案債權，有無具體收入佐證
及評估還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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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指事前瞭解借款戶的資金用途是否正當
及合理，並在貸款後追踨是否依照原定
計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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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1.是否為農業相關
用途？

(1)檢視是否為農業相關用途使用，如否，非屬
本基金保證範圍。

(2)不得用於非農業上使用或投資使用。
(3)如為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者，不可收回本人

之借款。

2、是否用以償還其
他貸款機構之貸
款?

如是，應再依下列方式辦理。
(1)資金須用以償還借款人本人之貸款。
(2)原貸款徵有擔保品者，該擔保品應移歸保證

貸款之擔保。
(3)如有增貸者，應述明增貸原因及資金用途。
(4)如屬政策性貸款者，不可收回本人或第3人之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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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3.申請週轉金貸款
者， 週轉金授信
總餘額（含本案
）占最近年度總
收入之比率?

(1)個人戶短期，企業戶短、中期超過100％者，
不予保證。超過50%者，應了解營運週轉天期
，以評估額度合理性。

(2)申貸金額有無超出農業收入。
(3)查調同戶家人、關係戶或共同經營者等由有

無同時申貸或分散借款，集中使用情事。

4、申請週轉金貸款
，貸款期間及還
款方式?

(1)注意貸款期間及還款方式，惟屬政策性農業
專案貸款另有規定或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同
意者，不在此限。

(2)貸款期間依營運週期天期為原則(如碾米廠以
1年為原則)。

(3)還款方式超過1年以上應採分期平均攤還本金
為原則，如採自訂寬緩期或首年寬緩期者，
應提出說明並評估合理性。33



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5.資本支出貸款相
關注意事項

(1)參考同類型案件造價比較，倘造價偏高或過
低應說明原因，並評估其合理性及估價單、
發票或工程合約等內容是否與貸款用途相關。

(2)施工廠商如為借戶之關聯戶或關係企業，應
了解其真實性。

(3)如屬政策性貸款者，注意是否符合各貸款項
目所定之融資比例，超逾額度上限者應經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

(4)自籌款比重偏低(1成以下)者，應注意財力狀
況洽提供財力證明，並注意是否有財力偏弱
風險。自籌款的來源，若主要來自於親屬者，
應洽徵其為連帶保證人，來源若為目前事業
盈餘，應確認盈餘是否大於自籌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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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5.資本支出貸款相
關注意事項(續)

(5)如無法提供自籌款來源，應評估是否有無法
完工風險，可增列須俟借戶之自籌款之成數
存入專戶後連同貸款金額一併匯給憑證交易
相對人之條件。

(6)貸款期限應短於所興建設施或購買之機器設
備等之耐用年限，並應評估完工期限的合理
性。

(7)確認是否有重複申貸。查看聯徵中心新業務
查詢紀錄，如有其他金融機構查詢，應了解
查詢原因，注意是否有其他金融機構拒絕貸
款、過度融資或資金緊迫之情事。

(8)若為初次投入者需詳細了解其本業經驗或技
術來源或協助經營者，並應洽徵技術來源或
協助經營者為連帶保證人。35



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 還款財源是確保債權本利回收的先決條
件。

• 分析借款人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應是
金融機構評估授信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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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1.還款能力？ (1)還款能力計算：

年度結餘=年收入-年支出。
年收入包括農業收入及非農業收入。
年支出包括生產成本及生活支出。
*年度結餘應大於全部貸款年度應攤還之本息。

(2)「全部貸款年度應攤還本息」可利用本基金
網站網路作業系統「年度應攤還本息試算」
功能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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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2.收入佐證？ (1)年收入請確實徵提12個月之收入佐證據以計

算是否足額，包括金融機構存摺、農產運銷
單據(如銷售單據、售魚清單、借戶內部記帳
單、果菜(肉品)市場交易單…等)。

(2)徵提之收入佐證若不足12個月，應依徵提收
入佐證之期間推算12個月收入總額是否為足額
(例：徵提收入佐證文件之期間為5個月，則年
收入=5個月收入金額合計數/5X12)。

(3)佐證文件如有不足者，可依借戶經營規模、
種類、產量及價格行情等推算其年收入是否
為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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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2.收入佐證？(續) (4)倘還款來源採借保戶合併計算者，應將保證

人之負債及年支出合併計算後，仍具有還款
能力。

(5)收入佐證經依(2)~(4)推算如仍不足，應於借
戶之年結餘確實足以攤還本息之範圍內核定
其可貸額度。

#不熟悉或初次授信往來客戶授信建議#
(1)應確實徵提足額收入佐證文件，且「年結餘」應大於「全部貸款年

度應攤還本息」。
(2)收入佐證文件如有不足者，應「實勘」借戶經營情形，依經營規

模、種類、產量及價格行情等推算其年收入，並於借戶之年結餘確
實足以攤還本息之範圍內核定其可貸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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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3.評估借戶收入、
淨利或年應繳本
息是否合理？

(1)參考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或同類型案件、產
業評估做為參考。

(2)經營面積應與借戶經營之土地謄本、畜牧場
登記證、養殖登記證經營面積等相當。

(3)評估銷售數量應有依據(如畜牧場登記證上登
記之飼養數量、容許使用同意書中的申請飼
養隻數等)。

(4)以金融機構存摺為收入佐證者，注意匯入款
是否有整數且金額大，確認該款項是否為其
收入。

(5)存摺匯入款應為銷售商品之款項，須剔除非
屬產品銷售款(如補助款、投資收入、保險款
、關係人或借款人於他行庫轉匯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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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3.評估借戶收入、
淨利或年應繳本
息是否合理？(續)

(6)貸款機構評估淨利高於同類型案件者，應評
估合理性。

(7)注意存款內容是否遭扣押情形，如有，應進
一步了解原因。

(8)注意存款內容有無租賃公司之借款，如有，
應進一步了解原因。

(9)注意收入金額是否屬穩定性收入，抑屬不定
期存入收入，評估與其產業特性是否合理。

(10)大額案件或不熟悉客戶應實勘，並確實了解
借戶經營狀況(規模、種類、畜牧或養殖等)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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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來源因素(Payment)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4.資本支出貸款屬
初投入或擴大經
營者之還款評估
是否合理？

應就收入是否合理？銷售通路為何？有無簽立合
約？等方向評估其合理性。
(1)評估預估收入合理性:

*依目前經營規模或收入之比例推估。
*參考同類性案件產值評估。
*參考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依經營面積、種
類、規模之產值(量x價)推估。

(2)了解未來產品銷售通路對象。
(3)有無簽立合約。
(4)預期投報效益是否合理。
(5)投入或擴大之產業前景展望如何，有無與前

景相違背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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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債權保障為金融機構收回貸款之第2道保障，以防原
有之還款來源不能實現，可分為：
1.內部保障：
(1)借戶有良好之財務結構。
(2)週全的放款契約條款。
(3)借戶之資產作擔保。

2.外部保障：
(1)保證人(含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
(2)背書保證。
(3)第三者之資產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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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1.擔保品種類？ (1)土地為持分且無分管契約者，非屬本基金認

可擔保品。
(2)原住民保留地，非屬本基金認可擔保品。
(3)擔保品提供人應洽徵其為連帶保證人，如未

徵為保證人，應了解原因並說明。
(4)貸款用途用於購置土地、建物、漁船或機器

設備者，應徵為該案之擔保品。
*上述機器設備如未能辦理設定，應評估合理
性。同時注意是否會重複融資情事，並應簽
立切結書不可重複借款。

(5)擔保品有無負面資訊(如祖墳、無保存登記、
建築物完工已久或土地為第3者等訊息)，如
有，評估不易處分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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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2.擔保品抵押權設
定情形?  (順位
及金額)？

擔保品內容：(查調土地或建物謄本了解面積、
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設定情形)
(1)有無高額或多順位設定，如有，查是否有其

他借款。
(2)有無民間或租賃公司設定，如有，查是否係

業務合作關係或借款融資之情事。
(3)設定義務人與債權人關係。
(4)擔保品取得時間及登記原因等。
(5)有無共同擔保地建號未徵提為擔保品之情事。
(6)前所有權人取得不久很快又出售，應了解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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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2.擔保品抵押權設
定情形?  (順位
及金額)？(續)

擔保品抵押權設定金額：
(1)設定金額是否能涵蓋本案債權，若無，應評

估合理性或提高設定金額。
(2)借款人如有另案保證貸款者，建議擔保品設

定金額可再提高，或增設抵押權設定以加強
整體債權確保。

擔保品有無提供他案擔保？
(1)如擔保品係本案與未經本基金保證之其他債

權共同借款購置，受償時應按二者債權比例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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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審查重點 應注意及釐清問題
3.擔保品有無投保
保險?

(1)應檢視漁船船舶保險投保金額是否能涵蓋本
案債權。

(2)節能減碳貸款太陽能發電設訛有無投保設備
險。

4.保證人年紀，財
資歷?

(1)本基金規定借款人年齡加計借款期間已達七
十歲者，得斟酌其健康狀況，必要時加徵年
齡加計借款期間未滿六十五歲之保證人一人。

(2)實際經營者或共同經營者或大股東者應徵提
為連帶保證人。(如有左列關係而未徵為保證
人，應說明原因並評估對債權之影響或洽徵
具財資歷保證人)

(3)優質的保證人可強化債權保障。

49



未來展望因素(Perspective)

農漁會承作授信案件可獲得利息、手續費
收入等利益，但也必須承擔債權無法收回
等風險，因此農漁會必須注意借款人事業
展望，未來發展性，在收益與風險輕重的
考量下，作出正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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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產業案例分享

一、白肉雞飼育業

二、乳牛飼育業

三、碾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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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肉雞飼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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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成熟穩定的產業，進入門檻及經營
風險相對較低。

2.由飼料廠至肉品加工之上下游產業鏈
完整，9成以上採契作模式計劃性生產
，市場量價平穩，雞農獲利穩定。

3.採密閉自動化禽舍飼養，防疫系統相
對完整。

4.國外進口量約占3成，自給率仍有提升
空間。

從授信角度看白肉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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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風險
1.雛雞品質及供應量價是否平穩，將影響
飼養週轉次數及育成率，飼料之原料仰
賴國外進口，代養以外之飼養模式將直
接影響獲利。

2.市場飽和時將會壓縮飼養戶獲利空間。
3.禽流感等疫病對產業及消費市場影響頗
大。

從授信角度看白肉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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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款人從事本業的經驗。
2.飼養技術來源、經營模式(代養、契
養或自養)、銷售管道。

3.畜牧場興建成本合理性及自籌款來源。
4.週轉金額度合理性並與經營模式相符。
5.依經營模式評估還款來源，並提供收
入佐證文件(如出雞單、存摺影本等)。

白肉雞產業審查重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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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畜牧場應按工程進度分次撥貸，興建完
成後應追加設定第壹順位抵押權作擔保。

7.易因環保問題遭當地居民抗爭，輔導作
好敦親睦鄰。

8.落實貸放後查驗及追蹤畜牧場登記證書
辦理情形。

9.貸款存續期間投保禽流感保險。
10.爭取將肉雞銷售款項匯入貸款機構之
帳戶，以掌握營況及還款來源。

白肉雞產業審查重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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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一
一、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於縣鄉自有土地經營「畜牧
場」(領有畜牧場登記證)，從事蛋中雞飼育，飼養規模
約6.8萬隻，經營模式係自種雞場購入雛雞，經飼育為中
雞後出售蛋雞場，並於縣鄉自有土地經營「
畜牧場」(領有畜牧場登記證)，從事白肉雞飼育，為
「股份有限公司」代養白肉雞，飼養規模約7.9萬隻。
借戶並兼職從事家禽藥品經銷，另協助家族成員於縣
鄉自有土地經營「畜牧場」及「畜牧場」等
2場畜牧場。截至年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
總餘額為2,631萬元，經營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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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一
二、資金用途：

中期營運週轉金，借戶目前於全體金融機構短、中期
週轉授信餘額加計本案500萬元後為2,000萬元，約占
年營收2,921萬元之68%。

三、還款財源：

(一)借戶目前年營收2,921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
活支出後，年結餘728萬元，評估申貸本案後借戶每
年應繳本息約418萬元，以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款
來源應屬可行。(繳款能力之比率:年度應攤還本息/
年度結餘→418/7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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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一
(二)收支評估:

項 目 收支評估 說明

年營收 2,921
1. 營收淨利評估:蛋中雞：飼養規模6.8萬隻，年週轉率3

次，銷售單價約112~115元/隻，年營收約2,305萬元(6.8
萬隻×3次/年×113元/隻)、淨利469萬元(淨利率20%)。
白肉雞；代養規模7.9萬隻，年週轉率6次，代養工資約
13元/隻，年營收約616萬元(7.9萬隻×6次/年×13元/隻)、
淨利379萬元(8元/隻)。2者合計年營收約2,921萬元、
淨利848萬元。

2. 收入佐證：提供借戶於銀行分行活期存款存摺影
本統計，年月~年月 (約3.5個月)存入金額合計
約3,848萬元(其中公司匯入2次約490萬元)，推估全
年收入逾1億元，借戶表示另於市及鄉承租2場蛋
中雞場、家禽藥品經銷及其子所有「畜牧場」
之收入均匯入該帳戶，故存匯入金額較高。

3. 收支合理性評估:依借戶收入佐證，並參考同類型案件統
計蛋中雞淨利率約15~25%；白肉雞淨利約10~12元/隻，
評估尚屬合理。

*備註：年營收及淨利評估仍請依照徵審當時實際價格為評估
依據。

營業成本及費用 2,073

營業淨利 848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
出 120

年結餘 728

年應繳本息 418 1. 本案貸款年繳本息105萬元。
2. 其他貸款年繳本息31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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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一、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與配偶共同於縣鄉自有土地
經營「牧場」(領有畜牧場登記證)、並於縣
鄉承租土地，從事白肉雞飼育，為「公司」
及「公司」之契約代養戶，飼養規模共約17萬隻
白肉雞。為擴大經營規模，於年月於縣
鄉購置土地，規劃興建畜牧場乙座，預計飼養約10萬
隻白肉雞，已取得縣政府核發之農業用地容許作
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及縣鄉公所核發之建造
執照。截至年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
餘額518萬元，經營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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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二、資金用途：

1.於縣鄉段地號土地，興建水簾式雞
舍、管理室、堆肥舍等畜牧設施(面積共約2,450坪)
及購置飼養設備之資本性支出，總資金需求約6,000
萬元，由借戶自籌2,000萬元，餘4,000萬元申貸本案
支應，申貸金額占總需求資金之67%。

2.參考同類型案件平均造價每坪約2.5萬元~3.5萬元，
本案興建雞舍每坪造價約2.45萬元(6,000萬元/2,450
坪)，尚屬合理。

3.借戶已先行支付工程廠商1,000萬元(檢附匯款單
據)，另提供借保戶活期存款餘額合計1,266萬元，作
為自籌款來源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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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三、還款財源：

(一)借戶目前年營收約1,530萬元，預估畜牧場興建
完成後年營收約2,430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支
出後，年結餘約1,570萬元，評估申貸本案後借保戶
每年應繳本息約418萬元，以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
款財源應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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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二)收支評估:

項 目 收支評估 說明

預估年營收 2,430 
1. 營收淨利評估：借戶目前代養白肉雞每批交付合計約17

萬隻，以每年飼養約6批、每隻單價15元計算，年營收約
為1,530萬元(17萬隻×6批/年×15元/隻)，淨利約1,020萬
元(17萬隻×6批/年×10元/隻，淨利率約66.7%)。預估
畜牧場興建完成後，飼養規模可由17萬隻增加至27萬隻，
年營收約2,430萬元(27萬隻×6批/年×15元/隻)，淨利約
1,620萬元(27萬隻×6批/年×10元/隻)。

2. 收入佐證：貸款機構提供保戶存摺影本，年月
~年月(約4個月) 公司存匯入金額約786萬元，推
估全年營收約2,358萬元，應可佐證借戶目前營運規模。

3. 收支合理性評估：參考同類型案件統計，代養每隻工資約
14~22元/隻，淨利約10~12元/隻，以代養工資15元/隻、
淨利10元/隻評估，尚屬合理範圍。

*備註：年營收及淨利評估仍請依照徵審當時實際價格為評估
依據。

營業成本及費用 810 

營業淨利 1,620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
出 50

年結餘 1,570

年應繳本息 418 1. 本案貸款年繳本息308萬元。
2. 其他貸款年繳本息1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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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乳牛飼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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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技術及產業鏈相對成熟的產業，經
營風險不高。

2.乳品廠與酪農戶大部分為「全量契
作」，銷售通路穩定，因應台灣夏季
缺乳另有額外補貼，鼓勵農民優化生
產技術與效率，年年進步。

3.生乳收購價格由「生乳價格評議委員
會」依三段式乳價(冬期、暖期、夏
期)訂定，價格穩定。

從授信角度看乳牛飼育業

65



產業風險
1.台灣的自產雜糧及草料的自給率低，倚賴
國外進口，飼料成本易隨國際乾草貨源緊
縮或缺貨而高漲，單位生產成本無法和國
外天然放養牧場相比。

2.國內酪農生產規模小，自動化不足且易缺
工，生乳價格偏高，隨著區域經濟合作協
定的趨勢，與國外進口牛乳競爭不易。

3.因立地環境、氣候及消費習慣致冬、夏淡
旺季分明。

從授信角度看乳牛飼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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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款人從事本業的經驗。
2.飼養技術來源及銷售通路(生乳收購
合約)。

3.畜牧場興建成本合理性及自籌款來源。
4.週轉金額度合理性。
5.徵提收乳證明或存摺影本等佐證還款
來源。

酪農業審查重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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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畜牧場應按工程進度分次撥貸，興建完
成後應追加設定第壹順位抵押權作擔保。

7.易因環保問題遭當地居民抗爭，輔導作
好敦親睦鄰。

8.落實貸放後查驗及追蹤畜牧場登記證書
辦理情形。

9.爭取牛乳收購合約之銷售款約定匯入貸
款機構帳戶，以掌握營況及還款來源。

酪農業審查重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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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一
一、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與配偶共同於縣鄉自有土地
經營「牧場」(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從事乳牛
飼育，目前飼養頭數約130頭，由「股份有限公司」
收購生乳(簽有生乳收購合約書，合約期限為年月
日至年月日)。截至年月底，借戶於全體
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為885萬元，經營情形及票、債
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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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一
二、資金用途：

短期營運週轉金。借戶目前於全體金融機構短、中期
週轉授信總額度加計本案後為100萬元，占年營收
1,076萬元之9%。

三、還款財源：

(一)借戶年營收約1,076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
支出後，年結餘約243萬元。評估申貸本案後借保戶
每年應繳本息約229萬元，以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
款來源應屬可行。(繳款能力之比率:年度應攤還本息
/年度結餘→229/2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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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一
(二)收支評估:

項 目 收支評估 說明

年營收 1,076
1. 營收及淨利評估：營收依借戶提供公司1年匯入款金

額評估其營收，淨利率25%為269萬元。

2. 收入憑證：提供借戶於鄉農會之存摺影本，於年

月~年月(約1年)，光泉牧場匯入款金額約926萬元，

加計現金及代收票據匯入款約150萬元(副產品、淘汰牛

及廄肥等)，合計年收入約1,076萬元，應可佐證其目前

經營規模。

3. 收支合理性評估：依借戶收入佐證，另參考同類型案件淨

利率約15%-25%，本案淨利為269萬元(淨利率25%)應屬合

理。

*備註：年營收及淨利評估仍請依照徵審當時實際價格為評估

依據。

營業成本及費用 807

營業淨利 269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
出 26

年結餘 243

年應繳本息 229

1. 本案年繳利息約4萬元

2. 其他貸款年應繳本息約225萬元

3. 借保戶如為共同經理則應繳本息採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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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一、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於市自有土地經營「畜牧場」
及「畜牧場」，從事乳牛飼育，飼養規模約785隻，
長期為「有限公司」之契約酪農戶，為該公司前5
大酪農之一。為擴大營運規模，規劃於市區
自有土地，新建畜牧場乙座，並擬再購買孕母牛700
頭以增加產量，已取得市政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
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目前申請建造執照
中。截至年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餘
額1億5,645萬元，經營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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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二、資金用途：
1.於市區段地號8筆自有土地，興建牛舍、
管理室、榨乳室及廢水處理等畜牧設施(面積約5,395
坪)、購買「圓盤集乳系統」及孕母牛700頭之資本性
支出，總資金需求約1億7,527萬元，由借戶自籌
9,527萬元，餘8,000萬元申貸本案支應，申貸金額占
總需求資金之46%。
2.參考同類型案件畜牧設施平均造價每坪約3萬元~5
萬元(含飼養設備，若為進口設備則另計)，本案每坪
造價約3.25萬元(1億7,527萬元/5,395坪)，尚屬合理
範圍，另依中華民國酪農協會資料表示孕母牛價格至
少14-15萬/頭，本案每頭孕母牛購買價格約13萬元，
尚屬合理。
3.自籌款9,527萬元，借保戶存款餘額4,500萬元、不
足部分將以保單質借3,000萬元、畜牧場現有營收及
向親友籌資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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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三、還款財源：

(一)借戶目前年營收5,004萬元，預估畜牧場興建完
成並投入生產後年營收增加3,990萬元為8,994萬元，
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支出後，年結餘約2,307萬元，
評估申貸本案後借戶每年應繳本息約2,128萬元，以
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款來源應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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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二
(二)收支評估:

項 目 收支評估 說明

預估年營收

目前銷售生乳 4,552 1. 營收淨利評估：依借戶收購生乳合約書保守評估，
年銷售生乳合計1,517,642公斤，年營收為4,552萬元
(1,517,642公斤×30元/公斤)、淨利為1,138萬元(淨
利率25%)。目前年出售公牛約67頭，年營收約452
萬元(67頭×6.75萬元/頭)、淨利為252萬元(淨利率
55.8%)。預估畜牧場興建完成並投入生產後年營收
增加3,990萬元(1,330,000公斤×30元/公斤)、淨利增
加997萬元(淨利率25%)。合計年營收8,994萬元、
淨利為2,387萬元。

2. 收入佐證：提供借戶於存款交易明細表統計，年
月~年月(約10個月) 存匯入合計約4,886萬元(含
出售公牛)，推估全年約5,863萬元，應可佐證目前經
營規模。

3. 收支合理性評估：參考農業統計年報及中華民國乳
業協會資料，每頭乳牛之年產值約19.3萬元(生乳
6,992公斤/年×27.7元/公斤)~22.2萬元(生乳7,400
公斤/年×30元/公斤)左右，預估每頭乳牛年產值約
5.7萬元(3,990萬元/700頭)為保守評估，尚屬合理。
另參考同類型案件統計乳牛飼育及出售公牛淨利率
分別為15~25%及50~60%，以淨利率25%及55.8%評估，
尚屬合理範圍。

*備註：年營收及淨利評估仍請依照徵審當時實際價格為
評估依據。

出售公牛 452

預估增加生乳 3,990

合計 8,994

營業成本及費用

目前銷售生乳 3,414

出售公牛 200

預估增加生乳 2,993

合計 6,607

營業淨利

目前銷售生乳 1,138

出售公牛 252

預估增加生乳 997

合計 2,387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出 80

年結餘 2,307

年應繳本息 2,128
1. 本案貸款年應繳本息約903萬元。
2. 其他貸款年應繳本息約1,2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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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碾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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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產業，經營者多為世代傳承之家
族企業，且公糧制度行之多年，經營
風險不高。

2.透過稻米產銷契作專區，穩定稻穀來
源及品質，經由稻米分級制度，CAS
良質米作市場區隔，。

3.產品為生活必需品，政策支持進行產
量調節，價格波動不大，並擁有成熟
的品牌及通路 。

從授信角度看碾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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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風險
1.政府過度保護，產業競爭力有待提升。
2.耕地狹小，不利大規模稻作經營，生
產及運銷成本高，於低價產品及高知
名品牌有排擠效應。

3.食米市場成長空間有限，消費者對稻
米的需求下降，主食產品多樣化替代
率高，致供給大於需求。

從授信角度看碾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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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款人(負責人)從事本業的經驗。
2.進銷貨對象及經營模式。
3.了解公糧保管業務及存貨去化情形。
4.碾米設施設備購置成本合理性及自籌
款來源。

5.週轉金額度合理性。

碾米業審查重點(一) 

79



6.徵提財務報表並提供存摺等收入佐
證，分析近年營況變化情形。

7.碾米設施或設備應按工程進度分次撥
貸，興建完成後應追加設定第壹順位
抵押權作擔保。

8.負責人或實際經營者業外投資情形。
9.爭取稻米銷售款匯入貸款機構帳戶，
以掌握營況及還款來源

碾米業審查重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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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
一、經營概況：

(一)借戶成立於民國年月，目前實收資本額萬
元，為合夥企業(負責人持股80%，負責人配偶吳
持股20%)，從事稻穀加工及白米批發買賣業務，主要
向雲嘉南地區農戶收購稻穀，採直接出售或加工製成
白米後，並以自有品牌「米」銷售予全省米行或
批發商，亦為農糧署公糧委託倉庫。截至年月底，
借戶及其負責人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為9,100
萬元，經營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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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
(二)營業狀況：

年度 A年度
(自編報表)

B年度
(自編報表)

C年度
(自編報表)

D年1-9月
(自編報表)

營業收入 12,085 13,526 15,255 13,560

營收成長率 - 12% 13% -

營業毛利 936 1,175 1,240 1,010

毛利率 8% 9% 8% 7%

營業利益 657 796 913 745

稅前純益 519 658 765 633

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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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
(三)財務狀況：

單位:萬元

年度
A年度

(自編報表)
B年度

(自編報表)
C年度

(自編報表)
D年9月

(自編報表)
資產總額 7,682 8,808 9,604 9,801
應收款項 380 570 0 0
存貨 2,700 3,500 2,800 3,090

固定資產 4,200 4,100 5,300 4,685
負債總額 6,663 7,650 8,339 8,668
短期借款 2,963 3,650 4,939 5,108
應付款項 - - - -
長期負債 - - - -
淨值 1,019 1,158 1,265 1,133
資本額 500 500 500 500

淨值/資本額 204% 232% 253% 227%
負債/淨值 654% 661% 659% 765%
流動比率 52% 61% 51% 59%
速動比率 12% 16% 18% 23%

固定長期適合率 412% 354% 419% 100%
應收款項週轉天期 11天 13天 7天 -
存貨週轉天期 89天 91天 83天 -
行庫借款餘額 4,025 4,938 4,916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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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
(四)財報分析：借戶近3年營收及稅前純益呈逐年成
長，C年營收及稅前純益分別為1億5,255萬元及765萬
元，較B年之1億3,526萬元及658萬元增加約1,729萬
元(或13%)及107萬元(或16%)，另D年1-9月營收1億
3,560萬元，已達C年全年營收89%，整體營況尚屬良
好。惟資本額偏低，營運資金多仰賴金融機構借款及
股東往來支應，故負債比率偏高，財務結構稍嫌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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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
二、資金用途：

(一)中期營運週轉金。借戶及其負責人目前於全體金
融機構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加計本案後合計為1
億100萬元，占C年營收1億5,255萬元之66%。 。

(二)截至D年10月底，借戶及其負責人於全體金融機
構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額度為9,100萬元，動用餘額
為9,100萬元。

(三) 借戶第一、二期濕穀收購量合計約10,000公噸、
乾穀合計約500公噸，依濕穀收購價格約17,500元/公
噸及乾榖價格約22,500元/公噸，推算借戶一年所需
收購稻榖資金約1億8,625萬元(10,000公噸×17,500元
/公噸+500公噸×22,500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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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案例
(四)週轉金合理性：參考同類型案件統計，濕穀及乾
穀價格分別為15,000~17,000元/公噸及
24,100~26,500元/公噸，其中乾穀價格尚在合理範圍，
爰調整溼穀價格為17,000元/公噸，推算借戶每年收
購所需資金約1億8,126萬元，其中每期合理收購稻榖
資金約為9,063萬元，惟因季節性、價格及供需因素，
一期稻作產量多價格較低，二期稻作產量少價格較高，
故借戶會將一期稻作(每年5月底)半數以上烘乾儲藏
至隔年2~4月前後出售，以獲取較高之利潤，此期間
資金需求較高，週轉期間約9個月，據此評估其收購
資金約1億3,969萬元(1億8,625萬元×9/12)。借戶申
貸本案後於全體金融機構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額度為
1億100萬元，貸款額度尚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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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綜貸徵信應注意事項

以農家綜合貸款為例，本基金就75
家送保量較多的農漁會，彙整其徵
審模式歸納出風險因子，提供徵信
上應注意事項，期能與各農漁會共
同掌控授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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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甫取得申貸資格(剛入會/加保/青農)。

二、非本會會員。

三、陌生客戶(自來件、代書或轉介) 。

四、初次授信往來。

五、未實地徵信，僅作資格審查。

六、未實際從事農漁業勞動。

申貸資格、案件來源與客戶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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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有吸毒或(漁船)走私等犯罪紀錄。

二、有賭博、酗酒等陋習。

三、在地風評不佳或有負面新聞。(家暴、

妨害家庭、治安顧慮人口)

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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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治安顧慮人口
一、曾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或第二百七十二條之殺人罪者。
二、曾犯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至第三百三十二條之強盜罪者。
三、曾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至第三百二十七條之搶奪罪者。
四、曾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之放火罪者。
五、曾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

二百二十八條或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妨害性自主罪者。
六、曾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取財罪者。
七、曾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或第三百四十八條之擄人勒贖罪者。
八、曾犯刑法第三百二十條或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者。
九、曾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三或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罪者。
十、曾犯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或第

三百零五條之妨害自由罪者。
十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者。
十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之受毒品戒治人。
十三、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毒品之罪者。
十四、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槍砲彈藥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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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機構(含貸款機構)借款有延滯紀錄。

二、保證債務曾有呆帳情形。

三、本基金代償案件(已清償)之主、從債務人

四、有使用現金卡或信用卡有循環動用餘額或

繳款紀錄欠佳。

五、聯徵未有往來紀錄(含信用卡及現金卡)。

信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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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時申貸農綜貸及農消貸。

(信用過度擴張)

二、借戶、配偶及家人分散借款、集中使用

(同一戶籍所在地多人申貸)

三、資金用於投資事業且該事業營況不明。

(挖東牆補西牆)

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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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徵提收入佐證或評估還款能力。

二、收入不足時未依經營面積評估收入。

三、兼職工作(主要收入)不穩定。

(農綜貸常逾期之原因)

四、繳款比率(應繳本息/年結餘)偏高。

五、消費性貸款前貸尚未清償即申貸差額。

還款來源

93



伍、逾期案例剖析

一、農家綜合貸款。

二、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青年農
民。

三、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

四、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

研發創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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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一﹚農綜貸
一、 案件狀況：
(一)借款人及申貸條件：申請人現年25歲，108年7月取得漁

會甲類會員資格，從事沿岸捕撈及自行經營機車行，名
下無不動產。於109年7月申貸農綜貸40萬元，貸款期間
5年，約定本息按月平均攤還。

(二)案件來源：戶籍位於分部鄉鎮，臨櫃自來件，與農會初
次授信往來。

(三)借款情形：借款當時於全體金融機構無授信餘額，未持
有現金卡及信用卡，票、債信正常。

(四)還款來源：依借戶口述年收入50萬元、年支出20萬元，
年結餘30萬元，未提供收入佐證文件。

(五)授信條件：同意承貸40萬元、貸款期間5年，未徵提擔
保品，徵有1名同齡朋友為保證人(於人力仲介公司工作，
年資3個月，聯徵全白，名下無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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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一﹚農綜貸

二、承貸考量：

(一)借戶為漁民會甲類會員，具農綜貸申貸資

格。

(二)除沿岸捕撈無法得知經營地點及規模外，

借戶確有經營機車行，有正當職業。

(三)借保戶票、債信正常。

(四)徵1名保證人加強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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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一﹚農綜貸
三、風險因子：
(一)借戶申貸當時25歲，資格為漁類甲類會員

，且取得貸款資格約1年，另名下無不動
產，財資力較為薄弱。

(二)本案為自來件且借戶與貸款機構為初次往
來，惟該單位採資格審查。

(三)借戶漁獲銷售及機車行收入均採現金交易
，無法提供足額之收入憑證，故依借戶
口述評估還款來源。

(四)借戶於聯徵無授信往來紀錄(含信用卡及
現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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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一﹚農綜貸

四、逾期原因:

本案於貸放後第1期應繳日通知借戶繳款時
即無法聯繫，經實地訪查借戶所營機車行
已關門，現場訪查借戶戶籍及居住地並詢
問家人，家人表示借戶已失聯，故無從得
知實際逾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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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一﹚農綜貸
五、因應措施或審查上可加強之處：
(一)陌生客戶應避免資格審查，對借戶之漁業及兼職之經營

地點實地勘查，並進一步瞭解其經營地點、從業年資、
營況及收入等。

(二)落實評估還款能力，提供收入佐證資料，另深入了解收
入的穩定性，掌握還款財源，徵提存摺、對帳單、農
(漁)民收據、出貨單…等相關收入佐證，並確實統計金
流，若無收入佐證可依其經營規模評估與借戶口述是否
相當，陌生客戶應採謹慎保守評估。

(三)保證人應選擇具財資力(穩定工作及收入、名下具不動
產..)者。

(四)適時調整授信條件：初次往來者，核貸金額可適度調整，
如調降金額、縮短貸款期間，俟往來一段時間再予增貸，
或可採書面方式送本基金協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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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二﹚青農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一)借款人及申貸條件：申請人現年43歲，108年4月取得A

農會之農保被保險人資格，於承租土地(檢附租約)從事
水稻及地瓜、小蕃茄及蔬菜種植，面積約2公頃兼營水
稻代耕及收割業務，名下無不動產。於108年12月向B農
會申貸青年從農創業貸款300萬元，貸款期間10年，約
定本金按月平均攤還，利息隨同繳付。

(二)案件來源：108年9月與B農會初次授信往來，係透過熟
識代書轉介。

(三)借款情形：截至108年11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
信總餘額為470萬元(明細如下表，初貸合計500萬元)，
票、債信正常。申貸日期 貸款機構 貸款項目 貸款金額

108年5月 A銀行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80萬元

108年7月 A農會 農家綜合貸款 40萬元

108年9月 B農會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80萬元

108年10月 B農會 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 300萬元

108年11月 B農會
房屋貸款

(借戶配偶自貸案)
850萬元

108年12月 B農會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本案) 300萬元

合計 7個月 3單位 6案 1,6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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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二﹚青農貸款
一、 案件狀況：
(四)資金用途：購置貨車2台(檢附估價單)，總資金需求305

萬元，由借戶自籌5萬元，餘300萬元申貸本案支應，申
貸金額占總需求資金之98%。

(五)還款來源：B農會評估借戶年收入352萬元，扣除成本費
用及生活支出後，年結餘為150萬元，申貸本案後借戶
每年應繳本息(含配偶房貸)145萬元，繳款能力比率97%
。檢附銀行存摺及稻谷秤量對帳單，年度化收入約151
萬元，因交易習慣多採現金收付，故未能提供足額收入
佐證。

(六)授信條件：同意承貸300萬元、貸款期間10年，未徵提
擔保品，徵借戶配偶(共同經營)為保證人，考量貨車不
易控管，故不作動產設定。

(七)貸放後管理:本案貸放後查驗，僅部分資金匯入交易相
對人帳戶，且實勘拍照時借戶無法交待貨車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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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二﹚青農貸款

二、承貸考量：

(一)經實地勘查農業經營地點，另檢附土地租

約、稻谷秤量及對帳單、稻穀繳交清單，

借戶確有從農之事實。

(二)徵提借戶配偶為保證人，其甫於B農會鄰

近鄉鎮購買住宅，並設定第壹順位予該單

位供自貸案擔保，可供本案加強債權。

(三)借保戶票、債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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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二﹚青農貸款
三、風險因子：
(一)借戶108年4月甫取得農保被保險人資格，經營地點

均為承租，名下無不動產，財資力較為薄弱。

(二)本案為代書轉介且借戶108年9月與貸款機構初次授
信往來。

(三)借戶及其配偶自108年5月起7個月連續向3家金額機
構共申貸6筆保證貸款，金額合計1,650萬元，短期
間密集申貸，信用擴張過快且與其經營規模不相當
。

(四)借戶融資比率、繳款能力比率均偏高且未能提供足
額之收入憑證。

(五)未落實貸放後查驗及資金流向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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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二﹚青農貸款
四、逾期原因:

本案於108年12月貸放，因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農業收入，加上財務壓力沈重曾申請
本金寬緩，經多次催繳屢屢爽約並拒接電
話，本息繳至109年8月即失聯，至所購住
宅查訪亦人去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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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二﹚青農貸款
五、因應措施或審查上可加強之處：
(一)陌生客戶應提高徵信強度並審慎評估，本案借戶從農資

歷尚淺，且於貸款機構初次授信往來，建議應以較低之
額度建立往來，觀察其存摺進出、向農會購買肥料或共
同運銷等往來情形，評估其營況及還款能力後再行增貸
。

(二)收入佐證不足者可依其經營規模進行評估，惟陌生客戶
應採保守評估。

(三)依其融資比率、繳款能力比率適時調整授信條件，如調
降金額、縮短貸款期間、選擇較具資力之保證人，或可
採書面方式送本基金協助審查。

(四)落實貸放後查驗及覆審機制，以掌握資金去路，於查驗
時發現資金未依經營計畫使用，應限期改正，如未能改
善者應視為貸款到期。

(五)所購貨車設定動產抵押權，除加強債權外，並同時確保
資金用途及避免重覆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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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一)借款人及申貸條件：

1.借戶現年56歲，目前經營「O O畜牧場」(領有畜牧場
登記證)，從事蛋雞飼育，飼養規模約10萬隻，所產蛋
品透過家族企業「O O蛋品有限公司」(100年8月2日成
立，資本額6,600萬元，蛋品批發業，負責人為借戶父
親)銷售予國軍副食品供應中心或以自有品牌在全聯福
利中心等大賣場上架銷售。為穩固蛋品來源、品質及擴
大經營規模，擬與保戶(共同經營者)共同出資於自有土
地興建畜牧場2座，已取得O O市政府核發之農業用地
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暨建造執照，規劃聘請專業
場長及技術人員，從事蛋雞飼育，飼養規模約6.5萬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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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一)借款人及申貸條件：

2.借戶自幼在父親身邊學習，已有數十年蛋雞飼育相關經
驗，其父為知名蛋商「 O O蛋品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另承租多場畜牧場，家族經營本業已近60年。另借
戶名下擁有不動產47筆(房地現值約7,000萬元)，保戶
名下擁有不動產20筆(房地現值約1億元)且108年度所得
清單所得為1,688萬元，財資力尚具。

3.向農會申貸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8,000萬元，貸款期
間15年，約定前3年按月繳息，第4年起本金按月平均
攤還，利息隨同繳付。

(二)案件來源：經由現有客戶轉介，與農會係初次授信往來
。

(三)借款情形：截至110年2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
總餘額為4,462萬元，票、債信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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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四)資金用途：
1.於借保戶自有土地興建鋼骨造2層密閉水簾式環控雞舍5

棟暨堆肥舍、倉儲設施、飼料桶等畜牧設施(面積共約
1,000坪)及購置飼育設備之資本性支出(檢附建造合約
及估價單)，總資金需求約1億元，其中2,000萬元自籌
，餘8,000萬元申貸本案支應，申貸金額占總需求資金
之80%。

2.參考同類型案件平均造價為每坪約4-6萬元，本案所建
雞舍每坪造價約10萬元(1億元/1,000坪)，經實地勘查
表示因本場將來作為示範場，對雞舍使用材料及建築規
格嚴格要求，地基柱體為筏型基礎且深入地面5尺，建
築鋼板為三合一不鏽鋼，並導入水簾密閉環控系統及全
自動生產設備，有別於一般蛋雞籠舍為4層，本案設計
之籠舍達9層，採不銹鋼材質製作(耐用年限可達30年)
，逐層設置自動集蛋及拖糞帶，考量近期鋼筋、混凝土
及工資價格上漲約2成，故整體造價較一般蛋雞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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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四)資金用途：

3.本案業經行政院農委會110年O月O日農金字第O O O
O號函，同意本次申貸額度最高為8,000萬元，本案申
貸8,000萬元，符合規定。

4.本案興建雞舍需自籌款2,000萬元，貸款機構提供借戶
於該單位存款明細，匯出工程款合計500萬元，餘以借
保戶及所營公司於金融機構存款餘額合計約2,000萬元
支應。

(五)還款來源：
1.目前畜牧場年營收5,256萬元(雞蛋1,752萬顆×3元/顆)，

淨利為1,050萬元(淨利率20%)。
2.提供借戶銀行存款往來明細，109年9月~110年1月(5個

月)期間約存匯入3,853萬元，換算全年約9,248萬元。

109



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五)還款來源：

3.參考同類型案件，每隻蛋雞月產17-21顆蛋(平均19顆蛋
)，淨利率約在15%-25%(平均20%)，另依中央畜產會
統計資料，109年度雞蛋價格約在25-31元/臺斤(平均28
元/臺斤)，借戶擬飼養6.5萬隻蛋雞，評估年產雞蛋約
148萬臺斤(6.4萬隻×19顆/月×12月÷10顆/臺斤)，預估
興建畜牧場後年營收為4,144萬元(148萬臺斤×28元/臺
斤)，年淨利為828萬元(淨利率20%)。

4.借戶目前年營收為5,256萬元，預估畜牧場興建完成後
年營收為9,400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支出後，年
結餘約1,800萬元，評估申貸本案後借保戶每年應繳本
息約1,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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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六)授信條件：
1.同意承貸8,000萬元，貸款期間15年，寬緩期3年。
2.徵畜牧場坐落土地為擔保品，所建畜牧場興建完成後

應辦理保存登記，並追加設定第壹順位抵押權及投保
足額火險，供本案擔保，並徵共同經營者為連保人。

3.依工程進度分次動用，申請時並應檢具動撥申請書，
並檢附相關支付憑證。

4.畜牧場興建完成後，有飼養事實期間且貸款未清償前
應投保「家禽禽流感保險」並以貸款機構為受益人。

5.所建畜牧場應符合非開放式禽舍且每隻蛋雞活動面積
大於七百五十平方公分之相關規定。

6.應依規定於撥貸二年內補正畜牧場登記證，屆期若未
補正畜牧場登記證，轉為統一農貸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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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二、承貸考量：

(一)借戶為擴大飼養規模，本業經驗豐富，與家族

事業垂直整合，產銷通路穩定，借保戶名下擁

有多筆不動產，存款實績佳，財資力尚具。

(二)本案業經農委會專案核准提高額度且資金用途

明確，另提供自籌款來源證明。

(三)借戶提供足額收入佐證，並依擴大後飼養規模

評估具還款能力。

(四)徵畜牧場坐落土地為擔保品，並於畜牧場興建

完成後辦理保存登記並追加設定抵押權併供擔

保，有助加強債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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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三、風險因子：

(一)借戶與農會係初次授信往來。

(二)所建畜牧場造價高於行情。

(三)申請本金寬緩期3年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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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三﹚畜牧業貸款
四、因應措施或審查上可加強之處：
(一)初次授信往來且申貸金額不低，應提高徵信強度並審慎

評估，透過實地勘查及訪談，了解借戶本業經驗及技術
來源、經營模式及進銷貨管道、銷售量值及獲利情形、
所建畜牧場立地條件及工程進度等。

(二)了解畜牧場造價較同類型案件為高之原因並評估其合理
性，如明顯偏離市場行情且無合理原因者，應適度調整
貸款金額。

(三)借戶目前畜牧場既有收入穩定，應按畜牧場興建完工至
投入營運所需期間核定合理之本金寬緩期，避免新建畜
牧場之收入流於他用。

(四)透過實地勘查，落實依工程進度撥貸及貸放後查驗，以
掌握資金去路。

其他:
1.借款人年紀較高者，進一步了解共同經營者或下一代有
無接班意願及能力。

2.興建畜牧場易遭附近居民抗爭，注意有無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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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一)借款人及申貸條件：

1.借戶成立於民國66年8月，實收資本額為1億1,800萬元
，負責人持股86%，主要股東為監察人(持股12%)，主
要經營冷凍蔬菜製造銷售，其經營模式係自東南亞進口
冷凍蔬菜或與中南部農民契作毛豆、玉米、胡蘿蔔及綠
花菜等作物，其中又以毛豆為大宗，經加工及冷凍處理
後出口至日本或銷售予國內食品公司、盤商及餐廳等，
內、外銷比例約2:8。近年來借戶另跨足醫療設備器材(
睡眠呼吸輔助器)及綠能材料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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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一)借款人及申貸條件：

2.負責人係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經系畢業，曾任「O O食品
(股)公司」董事長，自98年起承接父業擔任本案公司負
責人， 108年6月斥資約4億元興建冷凍蔬菜及調理食品
工廠，已通過ISO2200及HACCP驗證，規劃購入大型
毛豆採收機以機械化方式採收作物，未來將以自產自銷
取代原採收至產品包裝均委外代工之模式，以提高營收
及獲利。

3.向農會申貸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
第1案資本性支出3,000萬元，貸款期間10年，約定本
金按月平均攤還，利息隨同繳付；第2案週轉金貸款
2,000萬元，貸款期間3年，約定按月繳息，本金到期一
次清償。

(二)案件來源：與農會有地緣關係，由員工招攬，與農會係
初次授信往來。 116



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三)經營狀況：

年度
106年度
(財簽)

107年度
(財簽)

108年度
(財簽)

109年1~8月
(自編報表)

營業收入 20,000 21,000 22,000 15,000

營業收入成長率 - 5% 5% -

營業毛利 3,000 3,100 3,400 4,500

毛利率 15% 15% 15% 30%

營業利益 900 750 750 1,200

稅前純益 200 400 450 520

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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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四)財務狀況： 單位：萬元

年度 106年度
(財簽)

107 年度
(財簽)

108年度
(財簽)

109年8月
(自編)

資產總額 15,598 18,506 44,126 51,807
負債總額 10,498 10,187 33,733 40,921
資本額 5,000 8,000 10,000 10,000
淨值 5,100 8,319 10,393 10,886

應收款項 7,827 6,660 6,185 6,498
存貨 2,808 2,740 5,937 6,895

淨值/資本額 102% 104% 104% 109%
負債比率 206% 122% 325% 376%

固定長期適合率 15% 61% 100% 111%
流動比率 142% 125% 93% 78%
速動比率 93% 88% 47% 39%

應收款項週轉天期 105天 123天 108天 -
存貨週轉天期 57天 55天 87天 -
行庫借款餘額 8,040 8,380 30,510 3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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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五)財務分析：

1.營業狀況分析:106~108年營收維持在2~2.2億元左右，
稅前淨利則由106年之200萬元逐年成長至108年之450
萬元。

2.財務結構分析：108年為興建廠房向銀行及租賃公司舉
債支應，雖於當年辦理增資2,000萬元，惟109年8月底
之之行庫借款3.34億元較107年底之0.84億元增加約2.5
億，另租賃公司借款約0.44億元，致負債比率及固定長
期適合率分別攀升至376%及111%。

3.償債能力分析：借戶之流動比率自106年之142%逐年下
降至109年8月底之78%，速動比率同步由93%下降至
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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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五)財務分析：

4.經營效能分析：營運週轉天期由106年之162天拉長至
108年之195天，並低於同業水準之110天。

5.獲利能力分析：借戶106年~108年之毛利率維持在15%
，新建廠房於108年完工後效益逐漸發酵，當年8月底
自編報表之毛利率大幅提升至30%，獲利能力明顯提高
，並優於同業水準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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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六)借款情形：截至110年2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

總餘額為3億5,000萬元，票、債信正常。

(七)資金用途：

1.第1案：購置大型毛豆採收機、冷凍庫及冷凍調理食品

加工設備等資本性支出，總資金需求約5,700萬元，由

借戶自籌2,700萬元，餘3,000萬元申貸本案支應，申貸

金 額占總需求資金之53%。

2.第2案：中期營運週轉金。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之短、

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加計第2案2000萬元後為1億8,000

萬元，占108年營收2億2,000萬元之82%。

3.本2案經營計畫書業經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110年O月O

日農糧生字第O O O O O號函同意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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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一、 案件狀況：
(八)還款來源：借戶108年營收2億2,000萬元，新建廠房於

108年6月完工投入生產，預估109年營收及淨利為3億
元及2,000萬元，借戶申貸本案後每年應繳本息約2,300

萬元，以其預估營收、淨利及折舊作為還款來源應屬可
行。

(九)授信條件：

1.同意承貸第1案資本性支出貸款3,000萬元，貸款期間

10年；第2案週轉金貸款2,000萬元，貸款期間3年。

2.所購毛豆採收機及超低溫急速冷凍設備設定不低於貸

款金額之動產抵押權供第1案擔保，並徵監察人為連保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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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二、承貸考量：

(一)借戶成立44年，負責人學經歷豐富。

(二)106~108年營收維持在2億元左右，稅前淨利逐

年成長，整體營況穩定。

(三)本案經營計畫書業經主管機關核定，第1案購置

生產及加工設備，資金用途明確。

(四)徵所購機器設備設定動產抵押權供本案擔保，

有助加強債權保障。

(五)毛豆有「綠金」美稱，為國內外銷之大宗作物，

每年創造7,000萬美元外匯收入，產業前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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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三、風險因子：
(一)與貸款機構初次授信往來。
(二)借戶108年為興建廠商所費不貲，自有資金不足，短期

期舉債大幅增加致財務負擔沈重。

(三)財務結構(營授比率、負債比率)、償債能力(流、
速動比率)、經營效能(營運週轉率)等各項財務比
率明顯弱化。

(四)依借戶108年財務報表，借戶營運週轉天期為195天
，週轉率約1.87次(365/195)，其合理營運週轉資
金為1億1,583萬元(21,660/1.87)。借戶於全體金
融機構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度加計第案後為1
億8,000萬元，已逾營運週轉金合理額度。

(五)產品以外銷日本，銷售市場過於集中。另本業尚
在擴充階段，跨足投資本業以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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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五、逾期原因:
1.借戶108年興建廠房加計其後陸續購置生產設備
共斥資約8億元，其中資金來源僅約4億元係長期
資金來源，其他不足資金來源以短期借款或租賃
公司融資因應，在以短支長及投資效益未及時發
酵下，導致借戶還款壓力大增。

2.借戶跨足醫療設備器材及綠能材料製造，為其他
業者代工，該業者除積欠大額代工費，借予對方
融資之支票亦因對方無法履約而陸續發生退票、
拒往情事，致財務出現資金缺口。

3.借戶為外銷導向且銷售市場集中於日本，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訂單停滯，收入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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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案例﹙四﹚農企業貸款
四、因應措施或審查上可加強之處：

(一)初次授信往來且申貸金額不低，應提高徵信強度並審慎評估，除

透過實地訪廠了解借戶實際生產流程、經營模式及進銷貨管道外

，近期如有大幅資本支出、業外投資或跨領域經營，應進一步了

解其自籌款來源及融資比率或業外投資及跨業經營之現況。

(二)營授比偏高且申貸金額已逾合理週轉金額度，應了解其原因，若

非憑訂單或合約辦理之購料或週轉授信，且可掌握還款來源者，

應重新評估貸款金額或其准駁，核貸金額應可適度調整，建議可

觀察一段時間再予往來。

(三)注意實際資金用途。

(四)財務比率有弱化情形應了解其原因 。

(五)借戶擴廠資金明顯短絀，對業外投資金額大、跨業經營、銷售市

場或對象過於集中者，貸款機構應提高風險意識審慎進行評估對

借戶營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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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還有課後座談時間，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感謝您的參與，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