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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第 12 屆董事、監察人名錄

職   稱 姓  名 代表機關 服務機關職稱

董事長 陳  杰 中央政府 本基金董事長

常務董事 戴玉燕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秘書

常務董事 林麗芳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副署長

常務董事 鄭貞茂 全國農業金庫 全國農業金庫總經理

常務董事 張永成 各農會 中華民國農會總幹事

董事 周若男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副處長

董事 繆自昌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主任秘書

董事 何忠昇 中央政府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參議

董事 許雅玲 中央政府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副處長

董事 吳桂茂 中央政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秘書

董事 黃貞靜 臺灣土地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副總經理

董事 顏武雄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法人金融部協理

董事 林啟滄 各漁會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總幹事

常務監察人 許維文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局長

監察人 梁建菁 中央政府 中央銀行秘書處副處長

監察人 丁碧蓮 中央政府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副司長

                                                                                                             

備註：1.董事李滿治 104年 3月卸任，董事吳桂茂 104年 4月接任。
2.常務董事邱英輝 104年 4月卸任，常務董事鄭貞茂 104年 5月接任。
3.董事楊明憲 104年 7月卸任。
4.常務董事林麗芳 104年 7月接任。
5.董事周若男 104年 7月接任。
6.董事繆自昌 104年 7月接任。
7.監察人李雅晶 104年 10月卸任，監察人丁碧蓮 104年 11月接任。

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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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宗旨及沿革

基金設立宗旨    

農業乃我國基本產業，亦為經濟發展之基礎。政府為改善農漁業經營，提高農漁民

收益，特設立本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漁民，增強其受信能力，順

利取得經營所需資金；另一方面亦為金融機構分擔融資風險，以利其積極推展農漁貸款，

俾增進政府農業政策推行之績效。

基金沿革

（一）我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係自民國 60年代即著手研議，政府與有關機構成立研究

小組，並赴日本研習考察，咸認實施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將有助於解決農家資金需

求問題。嗣由財政部邀集各級有關機關、行庫、團體多次研商，擬議「臺灣地區

實施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可行性之探討」，提經中央銀行農業金融策劃委員會決議

通過，並草擬「臺灣地區農業信用保證制度實施方案」，報奉行政院 72年 3月

7日臺財字第 4139號函准予照辦。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乃於 72年 9月 27日正式

成立，由政府機關、農業行庫及農、漁會共同捐助基金，以財政部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二）政府為使金融監理制度一元化監理，以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與

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於 93年 7月 1日起設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本基金即日起自財政部移歸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三）行政院基於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之體制已建立，並由農業委員會主導，統籌規劃

農業政策之配合以及相關資金之籌措，為使農業金融體系更完整，農業信用保證

基金改隸農業委員會主管有其必要。爰通過本基金自 95年 1月 1日起改隸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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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來源

本基金成立時，基金總額為新臺幣 3億元，分別由政府機關捐助 60％，農業行庫

捐助 30％，農漁會捐助 10%。嗣於 91年奉財政部核定調整各單位捐贈之比例，分別

為中央政府 65％，簽約銀行 30％及簽約農、漁會 5％。

各單位捐助基金統計表

104年 12月 31日止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捐助單位 捐助金額 比率%

 中央政府（含臺灣省政府） 6,218,722 62.27%

 臺北市政府 120,000 1.20%

 高雄市政府 40,000 0.40%

 全國農業金庫 30,000 0.30%

 臺灣銀行 10,000 0.10%

 臺灣土地銀行 1,123,070 11.25%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2,092,930 20.96%

 華南商業銀行 30,000 0.30%

 彰化商業銀行 5,000 0.05%

 第一商業銀行 30,000 0.30%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30,000 0.30%

 慶豐商業銀行 30,000 0.30%

 京城商業銀行 30,000 0.30%

 永豐商業銀行 30,000 0.30%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30,000 0.3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3,000 0.03%

 各簽約農漁會 134,151 1.34%

 合      計 9,986,87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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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證業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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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證業務概要

一、保證對象及額度

　保證對象　實際從事農、林、漁、牧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

及農（漁）業發展事業等之個人、團體、獨資、合夥、公司或合作組織。

　保證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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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八千

萬元。但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保證項目及範圍

　保證項目　

（一）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農機貸款
 輔導漁業經營貸款
 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
 改善財務貸
 農業產銷班及班員貸款   
 小地主大佃農貸款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中美基金貸款

（二）一般農業貸款

 銀行一般農業貸款
 統一農貸
 農家消費貸款
 農家創業貸款
 農漁產品批發市場承銷人週轉金貸款

　保證範圍　貸款 (含契約透支）之本金、利息及法定訴訟費用。但利息最高以 6個

月且年利率最高以 5%為限。

 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農家綜合貸款
 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
 造林貸款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
 休閒農場貸款

 農漁會一般農業貸款
 統一漁貸
 農家小額貸款
 輔導購置農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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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證成數及保證手續費

　保證成數　

（一）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本金、利息及法定訴訟費用最高保證 9成。

（二）一般農業貸款本金、利息及法定訴訟費用最高保證 8成。

　保證手續費　 保證手續費率表

四、保證作業流程

五、簽約金融機構

風險組群 保證對象
基本費率
(年率 )

提供擔保品
部分費率
(年率 )

內   容

組
群
甲

個人戶 0.35％
0.10％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且申請人信
用、營運狀況正常，經本基金核定保
證成數為 9成者。

0.15％ 申請人信用、營運狀況正常，無準則
第 5條之 2所列各款情事者。企業戶 0.70％ 0.50％

組
群
乙

個人戶 0.50％ 0.15％ 申請人有準則第 5條之 2所列各款情
事，但未經信用評等減成者。企業戶 1.00％ 0.50％

組
群
丙

個人戶 0.70％ 0.15％ 申請人有準則第 5條之 2所列各款情
事，且經信用評等減成者。企業戶 1.40％ 0.50％

註：本基金所訂各項貸款保證作業要點或專案措施，另訂有保證手續費率者，從其規定。

農業金融機構

 各農漁會信用部　　　  全國農業金庫

一般金融機構

 臺灣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屏東分行、八德分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①申請貸款及保證

③繳納保證手續費

②辦理貸放

農、漁友
(業者)

簽約金融機構 農業信用
保證基金

⑤簽發保證書

④網路或書面申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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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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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證貸款績效

為配合政府農業政策，協助農漁民及農漁業

者順利取得所需資金，104 年度承保案件 29,490 

件，保證貸款金額 169.81 億元，較 103 年度增加

12.96 億元或 8.27％，亦較年度營運目標 155億元

超過 14.81億元或 9.56％，達成率為 109.56％。

二、農業金融機構保證績效

104年度承保農業金融機構貸款案件 29,078

件，占整體件數比重為 98.60%，保證貸款金額

149.22億元，占整體金額比重為 87.87﹪，較年

度目標值 70％增加 17.87個百分點。

169.81

目標 實際數

104年度保證貸款金額

155.00

175

170

165

160

155

150

145

單位：億元

農金保證件數比重 農金保證貸款金額比重

一般金融機構　1.40%

農業金融機構　98.60%

一般金融機構　12.13%

農業金融機構　87.87%

1.40% 12.13%

87.87%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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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性農貸保證績效

104年度積極辦理農業發展基金各項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及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保證業務，承保案件 27,895件，占整體件數比重為 94.59％，保證貸款金額 128.92億

元，占整體金額比重為 75.92％。

四、逾期比率降低績效

104年底，逾期保證餘額計 5.47億元，占保證餘額 404.18億元之比率 (逾期比率 )

為 1.35％，逾期保證餘額較 103年底之 6.76億元減少 1.29億元，逾期比率較 103年

底之 1.62％下降 0.27個百分點，亦較目標值 2.2％低 0.85個百分點，風控機制顯現具

體成效，保證品質持續提升改善。

五、債權追償收回績效

104年度積極辦理債權追償工作，追償收回金額 1.63億元，較目標值 1.58億元，

增加 505萬元或 3.19％，達成率 103.19％。截至 104年底，累計債權收回金額 18.37

億元。

政策性農貸保證件數比重 政策性農貸保證貸款金額比重

一般農業貸款  5.41%

政策性農業專業貸款  94.59%

一般農業貸款  24.08%

政策性農業專業貸款  75.92%

5.41% 24.08%

75.92%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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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重要業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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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農業金融機構貸款保證業務

本年度持續全力拓展農業金融機構保證業務，分擔其融資風險，以促進農業貸款之

推動，全年度承保農業金融機構貸款案件 29,078件，保證貸款金額 149.22億元。

二、協助受災農漁民取得復耕復養低利貸款

本年 4月霜害、8月蘇迪勒颱風、9月杜鵑颱風等天然災害，造成農漁業損失，本

基金均隨即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其貸款保證，協助農漁民儘速自金融機構取得紓困貸款，

恢復經營，為積極配合政策，本基金 104年度對於蘇迪勒、杜鵑颱風新貸災害貸款及禽

流感疫情受損者，辦理送保專案措施，保證成數最高 9成，並於農委會協助措施第 1年

利息免收期間，配合免收保證手續費，協助農漁業者復耕復養及紓解還款壓力。104年

度共承保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及禽流感疫情受損者新貸專案貸款金額1億9,009萬元。

三、配合政府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政策提供信用保證

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政策，本年度除加強各項宣導外，並為

促進青年農民相互交流，於 12月 26日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演講廳舉辦「創業，

從農開始」系列講座活動，藉由傑出人士的經驗分享，使在校學生及青年農民對於如何

運用所學投入農業，有更多思考方向，計 106人次參加；本年度並拍攝微電影 -回家，

內容描述都市青年返鄉從農，因資金不足遭遇困難，經由本基金協助取得貸款，完成創

業夢想，並於基金官網、Facebook粉絲團進行宣傳。另為協助屏東縣青年返鄉從農與

強化農業研發創意能量，屏東縣政府與本基金共同推動辦理「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相對

保證 )屏東縣青年從農與研發創意微型貸款保證作業」。截至 104年底，本基金共承保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案件 184件，保證貸款金額 2.69億元。

四、提供全方位輔導服務

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各貸款機構均設有展業輔導專員，整合基金保證、期中管理、

代位清償與代償後債權追索等業務，實地對轄區貸款機構進行相關業務之輔導與服務。

本年度共訪宣農漁會 957家次及銀行 130家次，共計 1,087家次，除即時解決送保相

關問題外，亦分享徵、授信及風險控管經驗，共同致力於提升送保案件之授信品質，與

貸款機構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深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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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保證業務說明會

為使貸款機構承辦業務人員充分了解保證業務，本基金設置 e化訓練教室，定期舉

辦保證業務相關課程，提供貸款機構免費派員參加，並於各縣市分區舉辦保證業務說明

會；本年度為加強宣導本基金保證功能，洽請花蓮區、高雄區、臺東區、臺中區、桃園

區、臺南區、苗栗縣等農業改良場於農民學院安排本基金業務說明課程 11場次。全年

共辦理保證業務說明 (講習 )會 73場次，共計 3,940人次參加。

六、加強宣導信用保證功能

為宣導政府及基金政策理念，強化保證功能，本年度透過廣播電臺播出基金專訪及

廣播 2,916檔次；另於報紙、雜誌、網站刊登廣告及新聞宣導基金保證業務共 76則；

本年度並舉辦農信保農寶寶形象識別公仔徵選活動，藉由活潑的形象識別公仔傳達本基

金保證功能，收件作品計 51件，透過 Facebook粉絲團按讚比賽及評審小組進行評審，

加強民眾對本基金正面形象。

 本基金首長及各級主管，於本年度分別出席各縣市舉辦之總幹事會議、信用部主

任會議及農會三首長會議共 45場次，並派員訪宣農民團體 23單位，加強宣導本基金

功能。另配合農委會舉辦之「2015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2015農業好點子

群眾集資競賽頒獎典禮」、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104年因應禽流感家禽產業重建技術

服務團地區輔導說明會」、農金局「農企業貸款及專案農貸業務座談會」及臺灣金融服

務業聯合總會「104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南投場及臺東場，介紹基金業務。

七、主辦第九屆農金獎活動

 本基金主辦第 9屆農金獎，於 9月 30日上午 10點假農委會 5樓大禮堂舉行頒獎

典禮，農委會陳主任委員親臨致詞並頒獎，會中共計頒發 9個獎項，59個特優獎及優

等獎，當日計有農漁會及各界人士共近 180人參加，場面熱鬧隆重。「農業信用保證業

務績效獎」由屏東縣東港區漁會榮獲特優獎，彰化縣彰化區漁會、澎湖縣澎湖區漁會、

屏東縣東港鎮農會、台南市南縣區漁會、高雄市大樹區農會、南投縣信義鄉農會、屏東

縣枋寮地區農會及台南市南市區漁會等 8家榮獲優等獎。

八、配合政府政策及業務需要新 (修 )訂相關規章

為強化風險控管及配合業務發展需要，本年度增（修）訂捐助章程、業務處理準則、

保證作業要點、300萬元以下一般農業貸款網路送保作業要點、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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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組織及農企業保證作業要點、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貸款保證作業要點、農漁產品批

發巿場承銷人週轉金貸款保證作業要點、代位清償作業要點、(相對保證 )屏東縣青年

從農與研發創意微型貸款保證作業、農業貸款批次保證作業要點、禽流感疫情受損者送

保專案措施、104年第一期稻作停灌區農民保證案件專案措施、蘇迪勒颱風災害貸款送

保專案措施、杜鵑颱風災害貸款送保專案措施等相關規定。

九、加強風險控管

本年度持續落實風控機制，除修訂相關規章、依個案貸款金額、風險程度、信用狀

況、貸款機構風險比率等因素，核定保證成數外，並執行保證案件異常情形控管機制，

加強對貸款機構新增逾期較多者、貸款機構風險比率異常增加者、貸款機構短期內送保

案件異常增加者、通報信用惡化及新增逾期個案金額較大者、個別產業景氣變化者、個

別保證項目逾期異常增加者及個案型態逾期異常增加者等異常情形之預警及管控，另透

過各類說明會及大額案件實地勘查等，與貸款機構溝通審查重點，強化農漁會徵授信觀

念，並建置保證案件貸放後追踪考核機制，對於累計保證餘額較高及漁船船隊之案件進

行覆勘，以持續提升整體保證品質。

十、加強 e化作業
為加強服務貸款機構，提升保證業務作業效率並兼顧風險控管，本年度持續進行基

金各項資訊ｅ化作業，整合現有系統及擴充基金網站功能。本年度本基金對外網站全面

更新改版、新版教育訓練報名系統上線營運，並於網站首頁設置「政策性專案農貸專區」

及「申貸輔助系統」，加強本基金農友（農企業）融資貸款轉介服務；另設置「因應禽

流感之措施專區」，轉知其相關協助措施及提供諮詢服務窗口，並建置「禽流感疫情受

損者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展延保證內容變更申請作業」及禽流感案件新案網路送保作業

功能，提供貸款機構即時、便利、詳盡及正確的保證業務及基金各項相關資料。

十一、提升基金人力資源

    為提升員工專業知能及產業知識並推動環境教育宣導，本年度共辦理專題演講課

程計 9場次，並派員至臺灣金融研訓院、農訓協會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等機構參加有關

專案農貸法令及實務、農漁會信用部債權保全與催收實務、徵授信業務、企業徵信業務、

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及電腦資訊等相關班次訓練課程，共計 33人次上課，總時數

55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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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保證業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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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承保情形

104年度貸款機構承保情形

104年度貸款機構保證貸款金額比重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融機構 保證件數 比率% 保證貸款金額 比率%

農會 22,799 77.31% 10,321,886 60.78%

漁會 6,240 21.16% 3,843,445 22.63%

全國農業金庫 39 0.13% 756,448 4.46%

臺灣銀行 10 0.03% 79,500 0.47%

臺灣土地銀行 8 0.03% 57,900 0.3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313 1.06% 1,122,601 6.61%

華南商業銀行 5 0.02% 5,740 0.03%

彰化商業銀行 0 0.00% 0 0.00%

第一商業銀行 54 0.18% 574,300 3.3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3 0.05% 188,000 1.11%

京城商業銀行 0 0.00% 0 0.00%

永豐商業銀行 0 0.00% 0 0.00%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9 0.03% 31,660 0.19%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 0.00% 0 0.00%

合計 29,490 100.00% 16,981,479 100.00%

農會

漁會

全國農業金庫

臺灣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60.78%
22.63%
4.46%
0.47%
0.34%
6.61%
0.03%
0.00%
3.38%
1.11%
0.00%
0.00%
0.1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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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保證貸款項目情形

104年度各保證項目保證貸款金額比重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保證項目 保證件數 比率% 保證貸款金額 比率%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含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

27,895 94.59%  12,892,349 75.92%

小計 27,895 94.59%  12,892,349 75.92%

一般農業貸款

  一般農業貸款 401 1.36%  2,230,984 13.14%

  統一農貸 382 1.30%  710,796 4.18%

  統一漁貸 48 0.16%  74,440 0.44%

  農漁會一般農業貸款 764 2.59%  1,072,910 6.32%

小計  1,595 5.41%  4,089,130 24.08%

合計  29,490 100.00%  16,981,479 100.00%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含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一般農業貸款

統一農貸

統一漁貸

農漁會一般農業貸款

75.92%

13.14%
4.18%
0.44%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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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保證貸款金額情形               

104年度保證貸款金額別比重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貸款金額區間 保證件數 比率% 保證貸款金額 比率%

50萬元以內  26,579 90.13% 7,617,650 44.86%

超過 50萬元至 100萬元  1,197 4.06% 1,008,635 5.94%

超過 100萬元至 200萬元  659 2.23% 1,251,055 7.37%

超過 200萬元至 300萬元  548 1.86% 1,508,942 8.89%

超過 300萬元至 400萬元  72 0.24% 298,054 1.75%

超過 400萬元至 500萬元  117 0.40% 628,522 3.70%

超過 500萬元以上  318 1.08% 4,668,621 27.49%

合計  29,490 100.00%  16,981,479 100.00%

44.86%
5.94%
7.37%
8.89%
1.75%
3.70%

27.49%

50萬元以內
超過50萬元至100萬元
超過100萬元至200萬元
超過200萬元至300萬元
超過300萬元至400萬元
超過400萬元至500萬元
超過5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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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地區 件 數 比率% 保證貸款金額 比率%
臺北市 69 0.23% 443,454 2.61%
新北市 924 3.13% 413,250 2.43%
桃園市 570 1.93% 194,836 1.15%
臺中市 1,169 3.96% 707,565 4.17%
臺南市 4,708 15.96% 1,978,110 11.65%
高雄市 3,452 11.71% 1,667,534 9.82%
基隆市 59 0.20% 98,420 0.58%
新竹市 112 0.38% 63,450 0.37%
新竹縣 308 1.04% 120,130 0.71%
苗栗縣 1,111 3.77% 470,221 2.77%
南投縣 2,656 9.01% 1,108,502 6.53%
彰化縣 3,189 10.81% 1,833,703 10.80%
雲林縣 2,394 8.12% 1,602,588 9.44%
嘉義市 289 0.98% 109,025 0.64%
嘉義縣 2,913 9.88% 1,397,223 8.23%
屏東縣 3,128 10.61% 3,365,368 19.82%
宜蘭縣 604 2.05% 381,270 2.25%
花蓮縣 461 1.56% 320,540 1.89%
臺東縣 690 2.34% 322,550 1.90%
澎湖縣 675 2.29% 375,110 2.21%
連江縣 8 0.03% 3,630 0.02%
金門縣 1 0.00% 5,000 0.03%

合  計 29,490 100.00% 16,981,479 100.00%

104年度保證貸款地區情形               

104年度地區別保證貸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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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代償金額 代償淨額 追償收回金額

100年 332,072 174,832 166,117

101年 270,216 109,233 168,379

102年 185,443 28,705 165,089

103年 134,625 -38,364 191,908

104年 96,294 -51,978 163,045

最近 5年債權追償收回情形

三、	保證貸款逾期情形

截至 104年底逾期保證餘額 5.47億元，逾期比率為 1.35％，較 103年底之 1.62％，

下降 0.27個百分點。最近五年 (100-104年 )，逾期保證餘額共減少 5.46億元，逾期比

率下降 1.26個百分點。

最近 5年逾期比率趨勢圖

四、代位清償情形

104年度代位清償件數 383件，代位清償金額 0.96億元，截至 104年底累計代位

清償金額 89.30億元，累計代償淨額 71.63億元。

五、	債權追償情形

104年度債權追償收回金額1.63億元，截至104年底，累計債權收回金額18.37億元。

28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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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金額 科目 金額

資產 6,847,762 負債 1,462,746

　流動資產 6,478,889 　流動負債 318,488 

　　銀行存款 4,560,897 　　應付費用 18,197 

　　零用金 50 　　其他應付款 2,347

　　買入票券 1,842,017 　　預收保證手續費 243,255 

　　應收款項 71,032 　　暫收款 54,231 

　　預付款 4,893 　　代收款 458 

　長期投資 261,399 　事業及負債準備 1,143,788 

　　政府公債 261,399     　保證責任準備 1,143,788 

　其他負債 470

　　存入保證金 470

　固定資產

(減備抵折舊後餘額 )
106,811 淨值 5,385,016 

　其他資產 663 　基金 9,986,873 

　　存出保證金 663 　累積餘絀 -4,609,268 

　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 7,411 

資產總額 6,847,762 負債及淨值總額 6,847,762

註一：截至 104年 12月底，保證餘額 40,418,304千元。
註二：累積短絀係因提存保證責任準備所致。

註三：截至 104年 12月底，保證責任準備數計 1,143,789千元，已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公式應
提數 428,419千元之 267%。

一、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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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察人查核報告

　

監察人查核報告

本基金 104年度收支餘絀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淨值變動表、資產負

債表，經查核相符，並經鼎鑫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雅淑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已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同意照列。未來仍宜賡續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拓展

保證業務，並落實執行風控機制，加強代償後之追償，並建請政府適時挹注基

金，以增加保證能力。

常務監察人　    許維文

監 察 人　    梁建菁

監 察 人　    丁碧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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