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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農家消費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91年 9月 25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實施。 
91年 12月 1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部分條文。 
92年 9月 23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7、8、9、11點規定。 
94年 5月 25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1、4、5、7、8、9點規定， 
94年 7月 1日起實施。 
94年 10月 2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1、7點規定。 
95年 3月 1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全文，95年 4月 1日起實施。 
95年 8月 8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全文，95年 9月 1日起實施。 
96年 3月 23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96年 5月 1日起實施。 
97年 7月 1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1、3、10、12、13點規定，增
訂第 11點規定，97年 9月 1日起實施。 
99年 9月 27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5、8、10點規定。 
103年 2月 26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8點規定，103年 3月 10日起
實施。 
106年 4月 12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1點規定，106年 5月 1 日起
實施。 

一、申請資格： 

（一）申請人需為年滿二十歲且加計貸款期間未達六十五歲之自然人，

並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１、參加農保者。（應徵取農民健康保險卡影本，或投保農會出具之參

加農民健康保險證明文件正本，或勞工保險局「農民健康保險人異

動資料明細表」正本） 

２、農會正會員、漁會甲類會員。（應徵取農、漁會會員證影本，或農、

漁會出具之會員證明文件正本） 

３、本人自有農業用地、漁船者。（應徵取土地登記謄本或漁業執照影

本） 

４、承租農業用地從事農作、森林、養殖、畜牧者。（應徵取租約影本） 

５、受僱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發

展事業及農漁業生技產業，且受僱同一事業單位（不含關係企業）

年資滿一年以上者。（應徵取勞工保險卡影本或勞工保險局「勞工

保險人異動資料明細表」正本及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或稅捐機關製

發之所得證明文件正本） 

６、經營農、牧或養殖場者。（應徵取農、牧或養殖場登記證影本） 

７、經營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發展事

業及農漁業生技產業者。（應徵取營利事業登記證或政府機關營

業、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之資料文件或工廠登記證或稅捐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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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准辦妥設籍課稅文件或最近三個月內之購、銷貨發票影本） 

８、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發

展事業及農漁業生技產業，無第７目之證明文件，經受託機構實勘

說明者。但無固定經營處所者，不得送保。受託機構實勘說明內容

應含撥貸日前一個月內親訪實勘照片，並述明其經營概況、經營處

所地址或座落地點；經營零售業者，應有固定店面，無店面者，應

徵取攤販營業許可證或傳統零售市場攤位承租證明或夜市自治會

（管委會）攤位租約（清潔費、管理費）…等文件影本。 

（二）申請人依其貸款金額及年限，經受託機構評估認定具有還款能力者。   

二、送保機構： 

（一）各簽約農、漁會。 

（二）全國農業金庫。 

三、不予保證規定：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保證： 

（一）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曾受拒絕往

來處分，或最近三年內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者。 

（二）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被提起足以影響其償債能力之訴

訟，或受破產宣告，或清理債務（含債務協商、更生或清算），或其

財產受假扣押、假處分或強制執行者。 

（三）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之債務（含現金卡及信用卡）或保

證債務已逾期者。 

（四）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最近一年內金融機構還款紀錄（含

現金卡及信用卡）有延滯情況或信用卡強制停卡紀錄者。 

（五）申請人於全體金融機構無擔保債務（含信用貸款餘額、信用卡循環

動用餘額、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現金卡放款未逾期金

額）總餘額（不含本案）逾新台幣一百萬元者。 

（六）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之債務本金（含現金卡及信用卡）

逾期三個月以上始清償，清償後尚未滿二個月者。 

（七）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為本基金代位清償案件之主從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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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但其後業經其全數清償，自其全數清償之日起算已屆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八）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積欠本基金保證手續費者。 

四、貸款用途： 

生活改良及家計週轉。 

本項貸款用途不得用於收回受託機構未經本基金保證之其他債權，亦

不得用於償還其他金融機構債務。 

五、貸款金額： 

第一點第一款第五目及第八目申請資格者，貸款金額最高新台幣三十

萬元。其他申請資格者，貸款金額最高新台幣五十萬元。 

申請人及其配偶之本項貸款、農家小額貸款及農家綜合貸款金額應合

併計算，最高以新台幣五十萬元為限，且加計農家創業貸款餘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農家創業貸款保證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之最高貸款

額度。 

經本基金專案同意者，貸款金額得提高之，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六、貸款期限及貸款償還方式： 

貸款期限最長七年，貸款償還方式以按月平均攤還為限。 

七、保證成數： 

除本基金另有規定外，保證八成。不適用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下稱

準則）第五條之一至第五條之三減成之規定。 

八、保證手續費率： 

年率千分之五，並一次總繳。但本基金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九、擔保條件： 

免徵擔保品及保證人，但受託機構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 

十、申請信用保證之作業： 

（一）本項貸款申請信用保證，除有本基金「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

作業須知」所列停止授權之情事者，應專案送本基審核通過後，始得

貸放外，均得以授權案件承作，並得採網路送保。 

（二）以授權案件承作者，應先向本基金查詢申請人（含配偶）以往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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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情形。 

（三）信用調查： 

１、申請人：應向票據交換所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辦理票、債信查詢。 

２、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應向票據交換所辦理票信查詢及其於本機構

之債信查詢。 

３、除前款規定外，各受託機構有其他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四）應檢送文件： 

１、以書面送保者，應檢送「農家消費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格式９

）一份及其他必要文件。 

２、以網路送保者，免檢送任何文件。 

３、有停止授權之情事者，應檢送「農家消費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

個人戶停止授權案件經營概況表」、「借、保戶信用調查表」、「授信

審核表或批覆書影本」及第一點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五）應存案備查文件： 

１、以書面送保者，受託機構應將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徵授信相關文

件存案備查。 

２、以網路送保者，受託機構應請借保戶填具「信用保證委託書」（格

式１２），並自本基金網站列印「保證申請書」或「審核通知書」、

「農業信用保證書」，連同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徵授信相關文件

存案備查。 

３、前二目文件嗣後如申請本基金代位清償時需隨案檢附。 

十一、非員工自行招攬案件送保之禁止： 

受託機構委由員工以外之人員處理、招攬或仲介之貸款案件，不得

送保。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準則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之規定。 

十三、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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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農家消費貸款保證作業要點第 1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一、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需為年滿二十歲且

加計貸款期間未達六十五

歲之自然人，並符合下列

各款之一者： 

１、參加農保者。（應徵取農民

健康保險卡影本，或投保

農會出具之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證明文件正本，或勞

工保險局「農民健康保險

人異動資料明細表」正本

）。 

２、農會正會員、漁會甲類會

員。（應徵取農、漁會會員

證影本，或農、漁會出具

之會員證明文件正本） 

３、本人自有農業用地、漁船

者。（應徵取土地登記謄本

或漁業執照影本） 

４、承租農業用地從事農作、

森林、養殖、畜牧者。（

應徵取租約影本） 

５、受僱從事農漁業生產、加

工、運銷、倉儲、休閒農

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

農漁業生技產業，且受僱

同一事業單位（不含關係

企業）年資滿一年以上

者。（應徵取勞工保險卡影

本或勞工保險局「勞工保

險人異動資料明細表」正

本及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

或稅捐機關製發之所得證

明文件正本） 

６、經營農、牧或養殖場者。

（應徵取農、牧或養殖場

一、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需為年滿二十歲至

六十足歲之自然人，且符

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１、參加農保者。（應徵取農民

健康保險卡影本，或投保

農會出具之參加農民健康

保險證明文件正本，或勞

工保險局「農民健康保險

人異動資料明細表」正本

）。 

２、農會正會員、漁會甲類會

員。（應徵取農、漁會會員

證影本，或農、漁會出具

之會員證明文件正本） 

３、本人自有農業用地、漁船

者。（應徵取土地登記謄本

或漁業執照影本） 

４、承租農業用地從事農作、

森林、養殖、畜牧者。（

應徵取租約影本） 

５、受僱從事農漁業生產、加

工、運銷、倉儲、休閒農

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

農漁業生技產業，且受僱

同一事業單位（不含關係

企業）年資滿一年以上

者。（應徵取勞工保險卡影

本或勞工保險局「勞工保

險人異動資料明細表」正

本及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

或稅捐機關製發之所得證

明文件正本） 

６、經營農、牧或養殖場者。

（應徵取農、牧或養殖場

修正第 1 點第 1 款本

文。考量本項貸款期限

不一，爰就申請人年齡

限制修正為「加計貸款

期間未達六十五歲」，

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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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證影本） 

７、經營農漁業生產、加工、

運銷、倉儲、休閒農漁

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農

漁業生技產業者。（應徵

取營利事業登記證或政

府機關營業、商工登記資

料公示查詢系統之資料

文件或工廠登記證或稅

捐機關核准辦妥設籍課

稅文件或最近三個月內

之購、銷貨發票影本） 

８、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加

工、運銷、倉儲、休閒農

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

農漁業生技產業，無第７

目之證明文件，經受託機

構實勘說明者。但無固定

經營處所者，不得送保。

受託機構實勘說明內容應

含撥貸日前一個月內親訪

實勘照片，並述明其經營

概況、經營處所地址或座

落地點；經營零售業者，

應有固定店面，無店面

者，應徵取攤販營業許可

證或傳統零售市場攤位承

租證明或夜市自治會（管

委會）攤位租約（清潔費、

管理費）…等文件影本。 

(二) 申請人依其貸款金額及年

限，經受託機構評估認定

具有還款能力者。 

登記證影本） 

７、經營農漁業生產、加工、

運銷、倉儲、休閒農漁

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農

漁業生技產業者。（應徵

取營利事業登記證或政

府機關營業、商工登記資

料公示查詢系統之資料

文件或工廠登記證或稅

捐機關核准辦妥設籍課

稅文件或最近三個月內

之購、銷貨發票影本） 

８、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加

工、運銷、倉儲、休閒農

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

農漁業生技產業，無第７

目之證明文件，經受託機

構實勘說明者。但無固定

經營處所者，不得送保。

受託機構實勘說明內容應

含撥貸日前一個月內親訪

實勘照片，並述明其經營

概況、經營處所地址或座

落地點；經營零售業者，

應有固定店面，無店面

者，應徵取攤販營業許可

證或傳統零售市場攤位承

租證明或夜市自治會（管

委會）攤位租約（清潔費、

管理費）…等文件影本。 

(二) 申請人依其貸款金額及年

限，經受託機構評估認定

具有還款能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