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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reface

農
業為我國基本產業，亦為經濟發展之基礎。為提升臺灣農業競爭力，結合科

技、智慧生產及綠能節能循環經濟，從土地、生產自動化設備、技術精進創

新、人力供給培育、電子商務經營管理模式以拓展國際市場，資金是最重要的支

援後盾，本基金結合農漁會信用部、全國農業金庫及簽約銀行等各金融機構，提

供農業融資之信用保證服務，協助農漁民及農漁企業順利取得經營所需資金，以

促進新農業創新發展。

107年度共辦理保證案件31,393件，保證貸款金額新臺幣243億173萬元，較年

度營運目標176億元超過67億173萬元，達成率為138.08％，創本基金成立35年來

年度最高承保量，對農漁民之經營甚具助益。此外，本基金亦積極落實各項風險

控管機制，定期進行各項風險預警指標之評估，107年底逾期比率0.85％，較106

年底之0.9％下降0.05個百分點，為歷年來最低點，保證品質持續提升。

為配合政府培育農業青年人力政策，鼓勵青年從事農業，本基金積極推動青年

從農貸款信用保證業務，除搭建青農融資轉介服務平臺，對於融資遭遇困難之青

農，協助轉介至鄰近農會或全國農業金庫外，並持續製播「就是青」系列影片及

出版本基金「35週年特刊」，分享青年農民利用本基金信用保證獲得經營資金及

返鄉從農之經驗，於本基金官網、FB臉書粉絲團及Youtube廣為宣導。107年度承

作45歲以下青年農民各類貸款案件共計10,644件，保證貸款金額91億359萬元，其

中承作政策性青年從農創業貸款695件，保證貸款金額8億7,101萬元，績效顯著。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之推動，本基金提供相關業者融資信用保證服務，107

年度舉辦3場簽約銀行「新南向融資保證說明會」，並出席各產業界及臺商座談

會，進行業務宣導及諮詢服務。

展望未來，本基金仍將繼續配合政府創新農業之策略方向，致力於扮演農業融

資保證中介服務的角色，協助農漁民及農漁業者順利取得所需資金，共同建構創

新、安全與永續的新農業。

 董事長

宮文萍
總經理

邱美珠

董事長 宮文萍 總經理 邱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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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察人名錄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第13屆董事、監察人名錄

董事長	

宮文萍
中央政府	
本基金董事長

常務董事

胡忠一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署長

常務董事

陳建斌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院長)

常務董事

嚴漢明
全國農業金庫
全國農業金庫總經理

常務董事

林秀慧
捐助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總幹事

董事

蘇夢蘭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副處長

董事

林煌喬
中央政府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副處長

董事

許永議
中央政府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副處長

董事

陳開元
中央政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秘書

董事

何英明
臺灣土地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副總經理

董事

呂瑞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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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建菁
中央政府
中央銀行秘書處處長

董事

黃昭欽
捐助漁會
高雄市高雄區漁會總幹事

常務監察人

李聰勇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副局長

監察人

繆自昌
中央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主任秘書

監察人

丁碧蓮
中央政府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副司長

備註：

1. 常務董事張永成107年10月卸任，常務董事林秀慧107年10月接任。

2.董事周若男107年2月卸任，董事蘇夢蘭107年2月接任。

3.董事繆自昌107年10月卸任轉任監察人。

4.董事何忠昇107年2月卸任，董事林煌喬107年2月接任。

5.董事許雅玲108年3月卸任，董事許永議108年3月接任。

6.董事施瓊華107年5月卸任，董事廖水進107年5月接任。

7.董事廖水進108年3月卸任，董事陳開元108年3月接任。

8.董事黃貞靜107年10月卸任，董事何英明107年10月接任。

9.董事李國忠107年5月卸任，董事陳寬祺107年5月接任。

10.董事陳寬祺108年3月卸任，董事呂瑞齡108年3月接任。

11.董事林啟滄107年10月卸任，董事黃昭欽107年10月接任。

12.監察人梁建菁107年10月卸任轉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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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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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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金概要
Business Overview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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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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簽約金融機構

35％。

各單位捐助基金統計表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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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6,343 63.46％

 臺北市政府 120,000 1.15％

 高雄市政府 40,000 0.39％

 各簽約金融機構 3,643,151 35.00％

 合      計 10,409,494 100.00％

後排：鄒稽核惠蓉、潘經理廣茂、何經理永宏、劉經理瓊安、蘇經理俊郎

前排：范副總經理東寶、宮董事長文萍、邱總經理美珠、張副總經理基長

三、組織架構

四、各部門業務職掌

	保證審查部		掌理承保、退保及風控等事項。

	代償審查部		掌理代償、	期中管理及債權管理等事項。

	策略規劃部		掌理企劃、宣導、展業、法務及研考等事項。

	行政管理部		掌理財務、文書、人事、會計、總務及資訊等事項。

保證審查部

董
事
會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副
總
經
理

代償審查部

策略規劃部

行政管理部

稽核

監察人會

第一科
第二科

第一科
第二科

代償科
追償科

規劃科
展業科

五、經理人名錄
		

總 經 理：邱美珠

副總經理：范東寶

副總經理：張基長

稽							核：鄒惠蓉

保證審查部經理：潘廣茂

代償審查部經理：蘇俊郎

策略規劃部經理：何永宏

行政管理部經理：劉瓊安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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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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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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般農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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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農民經營及產銷班貸款	

◆	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

◆	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

◆	小地主大佃農貸款

◆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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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造林貸款

◆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

◆	農業保險貸款

◆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

◆	休閒農場貸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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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東縣青年從農與研發創意微型貸款

●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青年農民創業及農企業貸款

●	辦理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融資貸款

貳、保證業務概要
Credit Guarantee Business

●	銀行一般農業貸款	 ●	農漁會一般農業貸款

●	統一農貸	 ●	統一漁貸

●		農漁產品批發市場承銷人週轉金貸款

●	農家消費貸款	

●	農家小額貸款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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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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本表依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下稱準則)第16條規定訂定。

2.本表所稱異常，係指送保案件有準則第5條之2或第5條之4第2項所列情事者。

3.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一定期間免收利息者，本基金於該免收利息期間，亦得免收保證手續

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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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表所稱擔保品，依本基金保證作業要點第14條之規定。

6. 提供擔保品部分費率之計算，以受託機構依規定鑑定之擔保品放款值乘以本基金保證成數後之值為準，並計算至萬位

數為止。但該值若大於保證金額，則以保證金額為準。

7. 保證手續費係按保證金額計算，並依保證期間以月為計算單位，15天(含)以上未達1個月者，以1個月計算；不足15天

者，不予計算。 

8. 本表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保證手續費率表

貸款項目 保證對象

正常 異常

基本費率

(年率)

提供擔保品部分費率

(年率)

基本費率

(年率)

提供擔保品部分費率

(年率)

政策性

專案農貸

個人戶 0.35％
0.15％

（保證9成為0.10％）
0.50％ 0.15％

企業戶 0.50％ 0.35％ 0.70％ 0.35％

一般農貸
個人戶 0.35％ 0.15％ 0.50％ 0.15％

企業戶 0.70％ 0.50％ 1.00％ 0.50％ 五、簽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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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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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中商業銀行　　					　●	京城商業銀行

●	永豐商業銀行　　　					●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	國泰世華銀行屏東分行、八德分行	

四、保證作業流程

申請保證作業流程

❶ 申請貸款及保證

❹ 網路或書面申請保證

❸ 繳納保證手續費

❷ 辦理貸款
❺ 簽發保證書

簽約
金融機構

農業信用
保證基金

農	、漁友
（業者）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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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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承保案件31,393件，保證

貸款金額243億173萬元，較年度營運目標176億元超過67億173萬元，達成率為138.08％，創本基金

成立35年來年度最高承保量。

二、農業金融機構保證績效

107年度承保農業金融機構貸款案件31,016件，占整體件數比重為98.80％，保證貸款金額208億

1,620萬元，占整體金額比重為85.66％，較年度目標值70％超過15.66個百分點。

107年度保證貸款金額

107年度農金保證件數比重 107年度農金保證貸款金額比重

農業金融機構

85.66%

一般金融機構

14.34%

單位：億元

107年度目標

260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107年度實際數 

243.02

176.00

農業金融機構

98.80%

一般金融機構

1.20%

參、年度營運績效
Performance of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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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性農貸保證績效

107年度積極辦理農業發展基金各項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保證業務，承保案件29,994件，

占整體件數比重為95.54％，保證貸款金額180億4,505萬元，占整體金額比重為74.25％。

四、風險控管績效

經持續加強各項風險控管措施及保證案件之授信評估，截至107年底，逾期保證餘額計3億9,534萬

元，逾期比率0.85％，較上年底下降0.05個百分點，亦較年度控管目標1.5％低0.65個百分點，為歷

年之最低點。

五、債權收回績效

107年度積極辦理債權追償工作，追償收回金額1億1,864萬元，較目標值8,600萬元，增加3,264萬

元，達成率為137.95％。截至107年底，累計債權收回金額22億3,134萬元，收回率24.29％，績效尚

佳。

六、財務績效

107年度加強各項財務收入及資金運用效益，並撙節開支，年度賸餘6,062萬元，較目標值賸餘3,600

萬元增加2,462萬元或68.39％，並自98年度起，已連續10年度賸餘，財務狀況穩健。

107年度政策性農貸保證貸款金額比重107年度政策性農貸保證件數比重

農業金融機構

95.54%

一般農業貸款

4.46%

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

74.25%

一般農業貸款

25.75%

肆、年度重要業務措施 
Important Servicea  Mea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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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保證	

本基金配合政府農業政策推展各項保證業

務，107年承作保證案件31,393件，保證貸款金

額243億173萬元，其中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計

29,994件占95.54％，保證貸款金額180億4,505

萬元占74.25％，並配合政府新農業政策方案，

以新農民、新農法、新科技為業務推展重點，

協助農漁民、農漁企業及有志從農之青年，取

得經營所需資金。

二、	積極辦理青年農民貸款保證	

鼓勵青年以新觀念、新技術與跨領域能力投

入農業，107年承作專案農貸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695件，保證貸款金額8億7,101萬元。另107年

度承作青年農漁民（45歲以下）貸款案件共計

10,644件，保證貸款金額91億359萬元。顯示本

基金對青農提供融資之保證，績效顯著。另為

合政府政策辦理其貸款保證。並為積極協助107

年0823熱帶低壓水災農漁業者復耕復養，對於

新貸「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及「農民組織及

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移送本基金保

證者，第1年免收保證手續費，協助農漁業者復

耕復養及紓解還款壓力。107年度共承保農業天

然災害低利貸款305件，金額4億1,321萬元。

五、		辦理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融資信

用保證	

積極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辦理融資信用保證

業務，107年度舉辦3場簽約銀行「新南向融資

保證說明會」，另出席各產業界及臺商等座談

會，進行業務宣導及諮詢服務，並建置融資轉

介平臺，主動洽詢3大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業者，

及受理業界諮詢或轉介之融資案件，截至107年

底共計133件。107年度共核保赴新南向國家融

資貸款計7件，金額1億4千萬元。

六、	開拓保證業務項目	

與臺中市政府簽約合作辦理相對保證專案，

結合地方縣市政府農業政策，共同協助青年從

農創業及農企業提升技術取得經營所需資金，

本基金新訂「（相對保證）臺中市青年農民創

業及農企業貸款保證作業要點」，並通函本項

貸款送保機構實施。

七、	強化農業金融機構貸款保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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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承保農業金融機構貸款案件31,016件，保證貸

款金額208億1,620萬元，占本基金整體送保貸

款金額之比率為85.66％，較目標值70％超過

15.66個百分點。

八、	積極拜訪貸款機構	

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各貸款機構均設有展

鼓勵青年從事農業，提供青年農民融資輔導，

搭建融資轉介平臺，對於融資遭遇困難之農

民，經了解其目前經營狀況、資金需求額度、

用途後，協助轉介鄰近農會或銀行。107年度成

功轉介36件，協助取得融資金額5,077萬元。

三、	加強推動農企業及農業科技貸

款保證	

結合農業生物科技等前瞻技術與服務，並推

動農業產業朝組織化、企業化結構及產業聚落

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107年承作農民組織及

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55件，保證貸

款金額8億9,271萬元；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

優惠貸款14件，保證貸款金額4億1,845萬元。

四、	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保證	

本年低溫、鋒面、豪雨、水災及山竹颱風等

天然災害，造成農漁業損失，本基金均隨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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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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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訪宣農漁會658家次及銀行442家

次，共計1,100家次，較目標值610家次超過490

家次，達成率為180.33％。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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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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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

農漁會徵授信人員對於企業戶財務報表認識及

財務比率之計算和分析運用，強化農漁會辦理

企業戶授信能力，辦理「農企業財務分析專題

班」2場次，反應熱烈；為加強業務宣導，委請

桃園農改場及苗栗農改場於農民學院安排保證

業務課程，並受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農

業科技研究院及原住民委員會等單位邀約進行

業務說明及宣導。107年度共辦理保證業務說明

（講習）會72場次，共計4,496人次參加，較目

標值60場次超過12場次，達成率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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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加強宣導信用保證功能	

藉由電子、平面及網路社群媒體等，宣導基

金保證功能及政府照顧農漁民政策理念。107年

度媒體露出共2,102則，較年度目標值820則超

過1,282則，達成率為256.34％。

參加各縣市舉辦之農漁會總幹事會議17場

次，信用部主任會議12場次及三首長會議6場

次。另配合農業委員會舉辦之「2018臺灣創新

技術博覽會」及臺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舉辦

之「2018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基隆場

及桃園場活動，介紹基金業務。

為激勵農漁會及業務承辦人員積極辦理農業

信用保證業務，提升送保案件品質，增加相互

間之溝通與交流，於本年11月29日至30日舉辦

農漁會保證業務交流座談會，邀請24家績優農

漁會參加，針對三大議題進行交流，現場反應

熱烈，活動圓滿完成。

度增（修）訂業務處理準則、最高保證成數

表、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辦理赴新南

向國家投資融資信用保證作業要點、（相對保

證）屏東縣從農及研發創意微型貸款保證作業

要點、（相對保證）臺中市青年農民創業及農

企業貸款保證作業要點、工作規則、各項給與

支給辦法。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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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為實地瞭解送保戶之經營績效、資金用

途、產業風險及大額送保戶貸放後之經營狀

況、原申貸資金運用情形、有無異常徵兆及產

業資訊等，以強化及維護審查品質，降低承保

風險，當年度辦理實勘案件計22戶，大額送保

案件追蹤覆審計12戶。

十一、	加強青年從農政策之宣導	

為配合推廣青年返鄉從農政策，107年度邀請

7位送保青年農民拍攝「就是青」系列影片，分

享渠等從農經驗及如何利用本基金信用保證獲

得經營資金，於本基金官網、FB粉絲團及

Youtube播放；出版本基金「35週年特刊」，專

題報導送保青年農民返鄉從農之心路歷程及成

功後之經驗分享，並分送各簽約金融機構。

為加強青農服務，強化與青農聯繫，派員參

加各縣市青農聯誼會、座談會、研習營、講座

及輔導課程等活動，共計16場次，使青農更加

了解基金保證功能；為協助青年農民順利取得

融資，搭建融資轉介平臺，並加入各縣市青年

農民Line群組，發送相關訊息。

十二、	增（修）訂相關規章	

為強化風險控管及配合業務發展需要，本年

加強風險管理，維持有效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

運作，依本基金風險管理作業要點，設置風險

管理小組，按各項風險指標辦理風險評估，並

於每季召開風險評估會議。

十四、	加強Ｅ化作業	

加強基金網站功能，提供貸款機構正確、即

時、便利及詳盡的保證業務服務及基金各項相

關資料，並持續基金內部各項業務 化，減少

人員負擔以加速各部門作業流程進行，並維持

資料正確性，創造質量俱佳的工作績效。

持續推動資安作業、同仁資安教育訓練及認

證，整合外部環境防禦安全機制及內部網路管

理，加強防毒防護能力及資料安全維護，提升

基金資訊安全防護能力，確保資料之機密性、

完整性及可靠性。

十五、	提升基金人力資源	

為提升員工專業知能及產業知識，本年度共

辦理專題演講計7場次，總時數13小時，達成率

為117％。並派員至台灣金融研訓院、農訓協會

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等機構參加訓練課程，共

計44人次上課，總時數501小時，達成率為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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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五年保證情形

年度 保證件數 保證貸款金額 保證金額 保證餘額

103年 30,246 15,684,956 12,833,826 41,726,364

104年 29,490 16,981,479 13,649,053 40,418,304

105年 30,306 20,507,162 16,563,336 42,298,818

106年 27,881 19,356,691 15,377,379 42,527,639

107年 31,393 24,301,730 19,427,053 46,360,560

最近五年保證業績趨勢圖

伍、保證業務統計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Guarantee Business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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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承保情形

107年度貸款機構承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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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9 74.47％ 13,457,831 55.38％

漁會 7,496 23.88％ 5,579,484 22.96％

全國農業金庫 141 0.45％ 1,778,887 7.32％

臺灣銀行 10 0.03％ 259,528 1.07％

臺灣土地銀行 9 0.03％ 40,650 0.17％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203 0.65％ 1,186,921 4.88％

華南商業銀行 18 0.06％ 109,904 0.45％

彰化商業銀行 19 0.06％ 371,500 1.53％

第一商業銀行 63 0.20％ 724,700 2.9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7 0.05％ 362,900 1.49％

臺中商業銀行 37 0.12％ 401,42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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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0％ 28,000 0.12％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 0.00％ 0 0.00％

合計 31,393 100.00％ 24,301,730 100.00％

107年度保證貸款項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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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73 95.48％ 17,964,334 73.92％

   其他政策性貸款 21 0.07％ 80,720 0.33％

小計 29,994 95.55％ 18,045,054 74.25％

一般農業貸款

   一般農業貸款 404 1.29％ 4,392,721 18.08％

   統一農貸 315 1.00％ 650,667 2.68％

   統一漁貸 54 0.17％ 70,990 0.29％

   農漁會一般農業貸款 626 1.99％ 1,142,298 4.70％

小計 1,399 4.45％ 6,256,676 25.75％

合計 31,393 100.00％ 24,301,730 100.00％

107年度各保證項目保證貸款金額比重

107年度貸款機構保證貸款金額比重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含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73.92% 一般農業貸款

18.08%

統一農貸

2.68%

農漁會一般農業貸款

4.70%

統一漁貸

0.29%
 

其他政策性貸款

0.33%

全國農業金庫

7.32%

農會

55.38%

漁會

22.96%

臺灣銀行

1.07%臺灣土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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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保證貸款金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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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2 87.89％ 9,447,675 38.88％

超過50萬元至100萬元 1,615 5.14％ 1,372,289 5.65％

超過100萬元至200萬元 732 2.33％ 1,208,899 4.97％

超過200萬元至300萬元 562 1.79％ 1,566,929 6.45％

超過300萬元至400萬元 156 0.50％ 572,015 2.35％

超過400萬元至500萬元 204 0.65％ 1,011,863 4.16％

超過500萬元以上 532 1.69％ 9,122,060 37.54％

合計 31,393 100.00％ 24,301,730 100.00％

107年度保證貸款地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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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0.26％ 242,225 1.00％

高雄市 3,498 11.14％ 2,816,205 11.59％

新北市 952 3.03％ 557,305 2.29％

基隆市 41 0.13％ 120,619 0.50％

桃園市 545 1.74％ 315,338 1.30％

新竹市 145 0.46％ 67,700 0.28％

新竹縣 302 0.96％ 157,360 0.65％

苗栗縣 1,385 4.41％ 707,582 2.91％

臺中市 1,077 3.43％ 867,416 3.57％

南投縣 2,817 8.97％ 1,488,810 6.13％

彰化縣 3,389 10.80％ 2,698,249 11.10％

雲林縣 3,167 10.09％ 2,869,837 11.81％

嘉義市 342 1.09％ 845,874 3.48％

嘉義縣 2,941 9.37％ 2,054,909 8.46％

臺南市 4,771 15.20％ 2,868,620 11.80％

屏東縣 3,283 10.46％ 3,909,148 16.09％

宜蘭縣 621 1.98％ 536,530 2.21％

花蓮縣 429 1.37％ 279,394 1.15％

臺東縣 897 2.86％ 470,188 1.93％

澎湖縣 646 2.06％ 405,430 1.67％

金門縣 55 0.18％ 20,000 0.08％

連江縣 7 0.02％ 2,990 0.01％

合   計 31,393 100.00％ 24,301,730 100.00％

107年度保證貸款金額別比重

107年度保證貸款金額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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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逾期情形

截至107年底逾期保證餘額3億9,534萬元，較上年底增加1,112萬元或2.89％；逾期比率為0.85％，較

上年底下降0.05個百分點。最近五年(103-107年)，逾期保證餘額共減少2億8,084萬元，逾期比率下

降0.77個百分點。

四、代位清償情形

107年度代位清償件數306件，代位清償金額6,678萬元，截至107年底累計代位清償金額91億8,746

萬元，累計代償淨額70億7,963萬元。其中累計代償本金68億9,204萬元，占累計保證金額3,845億

1,489萬元之代償率為1.79％。

五、債權收回情形

107年度債權追償收回金額1億1,864萬元，截至107年底，累計債權收回金額22億3,134萬元，占累計

代償金額91億8,746萬元之收回率為24.29％。

最近5年債權追償收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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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34,625 -38,364 191,908

104年 96,294 -51,978 163,045

105年 94,962 -32,069 145,196

106年 95,629 -17,318 130,308

107年 66,781 -34,040 118,640

最近五年逾期比率趨勢圖

陸、財務報告 
 Finanaial Reports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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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107年12月31日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產 金額 負債及淨值 金額

資產 7,723,926 負債 1,769,160 

      流動資產 5,103,445        流動負債 337,033 

      投資、長期應收款、

      貸款及準備金
2,510,701        其他負債 1,432,12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9,777 淨值 5,954,766 

      其他資產 3        基金 10,374,494 

       累積餘絀 (4,495,562)

       本期餘絀 60,620 

       淨值其他項目 15,214 

合計 7,723,926 合計 7,723,926 

註一：截至107年12月底，保證餘額46,360,560千元。     

註二：累積短絀係因提存保證責任準備所致。

註三： 截至107年12月底，負債準備數計1,401,578千元，已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公式應提數315,258千元之445％。

二、收支營運表

收支營運表
中華民國107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金額

收入總額 349,490

保證手續費收入 120,263

收回呆帳 118,640

受贈收入 20,000

其他業務收入 118

孳息收入 90,469

支出總額 288,870

提存保證責任準備 166,111

業務費用 87,418

管理費用 35,341

本年度餘絀 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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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年度大事紀要 
Summary of Great Events

三、監察人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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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5月26日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於107年5月26日假基

隆市六合停車場舉辦「2018年金融服務愛心公

益嘉年華」，本基金派員於會場設置攤位，進

行FB粉絲團按讚及農產蔬果遊戲活動，並發送

宣傳DM，現場反應熱烈。

June
	6月1日	

為協助政府農業保險政策推動，提高農漁民投

保意願，本基金特訂定保證手續費優惠措施，

並自即日起實施。

Septemper
	9月27日	

為協助107年0823熱帶低壓水災農漁業者復耕

復養，新貸「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及「農

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移送

本基金保證者，第一年免收保證手續費，並溯

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本次農業天然災害低

利貸款地區之日起適用。	

	9月27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7年9月27日至9月29日

假臺北世貿中心舉辦「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

會」，本基金派員於會場解說基金業務並發送

宣傳DM，以有獎徵答方式介紹本基金業務。

October
	10月11日				

本基金於107年10月11日召開臨時監察人會及

臨時董事會，進行董監事屆期改選，並於當日

舉辦卸、新任總經理交接典禮，新任總經理由

邱美珠接任，典禮由董事長宮文萍監交，來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農

業界、金融界等貴賓出席典禮。

January
	1月1日	

本基金為簡化個人戶保證貸款辦理借新還舊（含

額度續約）及轉（展）期送保作業流程，自107年

1月1日起新增此類案件網路送保作業功能。

February
	2月1日	

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5條之1、第27條之3

條文及「最高保證成數表」業經修正，並自107

年2月5日起實施。

March
	3月7日	

為協助花蓮縣0206震災災區受災戶復建，本基

金特訂定受災戶既有農業貸款展延保證協助措

施。

	3月9日	

為協助抒解107年第一期稻作停灌區農民之還款

壓力，本基金特訂定停灌區農民既有專案農貸

展延保證協助措施。

	3月26日	

本基金與臺中市政府相對保證專案正式簽約。

April
	4月9日	

本基金「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第3點、

第4點、第5點及第6點業經修正，並自107年4

月16日起實施。

	4月10日	

為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協助農漁民及農

漁業者赴東協、南亞及紐澳等18個新南向國家

投資，本基金特舉辦簽約銀行「新南向融資保

證說明會」，分別於107年4月10日、4月17

日、4月19日在大里區農會、安定區農會及鳳山

區農會辦理三場次，由董事長親自主持並邀請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長

官蒞臨作政策宣導，各銀行分行授信主管及主

辦人員出席踴躍，共計308人參加。

	4月11日	

為提升送保案件品質，並促進與農漁會之交

流，自107年4月11日起至9月27日止，於大里

區農會、關山鎮農會、安定區農會、壽豐鄉農

會、田尾鄉農會、橋頭區農會、太保市農會、

斗六市農會、草屯鎮農會、麟洛鄉農會、後龍

鎮農會及本基金e化教室，舉辦保證業務講習

會。另至農改場或農民大學進行本基金業務簡

介，107年度共辦理保證業務說明(講習)會72場

次，共計4,496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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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於107年10月13日假

桃園市藝文廣場舉辦「2018年金融服務愛心公

益嘉年華」，本基金派員於會場設置攤位，進

行FB粉絲團按讚及農產蔬果遊戲活動，並發送

宣傳DM，現場反應熱烈。

	10月17日	

有關107年0823熱帶低壓水災農業天然災害低

利貸款借款人，前已辦理105年1月寒害農業天

然災害低利貸款並移送本基金信用保證者，其

105年1月寒害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依農業委

員會規定辦理貸款期限展延一年及本金寬緩一

年者，本基金配合辦理保證期限之展延及本金

寬緩，展延及寬緩期間保證手續費減半計收，

並得於結案時再行收取。

	10月26日	

中衛發展中心於107年10月26日辦理「科技農

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本基金進行新南向業

務宣導。

November
	11月29日	

本基金於107年11月29至30日辦理農漁會保證

業務交流座談會，邀請24家績優農漁會參加，

針對三大議題進行交流，現場反應熱烈，活動

圓滿完成。

December
	12月13日	

本基金修正「辦理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融資信用

保證作業要點」第10點及第13點規定，延長辦

理期限至108年12月31日止。	

	12月18日	

本基金於107年12月18日辦理106年度追償績優

單位追償業務研討會，提升基金服務形象及宣

導追償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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