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青年從農創業貸款保證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青壯年

農民從農貸款保證作業要

點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青年從

農創業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修正本

項貸款要點名稱，爰予修

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目的 

為配合政府輔導及培育

農業青年人力政策，並協

助壯年農民持續從農，支

應青壯年農民從農所需

資金，特依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訂頒之「青壯年農民

從農貸款要點」(以下簡

稱貸款要點)，訂定本要

點。 

一、目的 

為配合政府輔導及培育

農業青年人力政策，支應

青年從農創業所需資金，

特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訂頒之「青年從農創業貸

款要點」(以下簡稱貸款

要點)，訂定本要點。 

配合農委會修正本項貸款

要點之目的及名稱，爰予

修正。 

二、送保機構 

（一） 各簽約農會、漁會。 

（二） 承受農會、漁會信用

部之銀行當地分行。 

（三） 全國農業金庫。 

二、送保機構 

（一） 各簽約農會、漁會。 

（二） 承受農會、漁會信用

部之銀行當地分行。 

（三） 全國農業金庫。 

本點未修正。 

三、 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貸款要點規定之貸款

對象。 

三、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貸款要點規定之貸

款對象。 

本點未修正。 

四、停止授權項目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

款之對象者，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應向票據交換所及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辦理

申請人及保證人之票

信、債信查詢。 

(二)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應即停止授權，

四、停止授權項目 

本項貸款應向票據交換

所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辦理申請人之票信、債信

查詢。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即停止授權，並專

一、 配合農委會貸款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

增列年齡逾四十五歲

至五十五歲以下且申

貸前三年均有農業生

產事實，並符合特定

條件之壯年農民為貸

款對象，並考量青農

輔導具有政策特殊

性，其貸款條件宜與

壯年農民貸款對象區



並專案送本基金審核

通過後，始得貸放： 

1.票據受拒絕往來處

分中。 

2.最近三年內有退票

未清償之註記。 

3.經向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查詢或徵授信

過程知悉其有債務

本金（含現金卡）逾

期未清償、未依約定

分期攤還超過一個

月或應繳利息未繳

付延滯期間超過一

個月。 

4.為本基金代位清償

案件之借款人，且未

經全數清償。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

項第四款之對象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

利害關係人暨保證

人，應依本基金申請

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

信債信查詢注意事項

辦理票信、債信查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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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審核通過後，始

得貸放。 

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

始得貸放： 

(一) 票據受拒絕往來處

分中。 

(二) 最近三年內有退票

未清償之註記。 

(三) 經向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查詢或徵授信

過程知悉其有債務

本金（含現金卡）逾

期未清償、未依約定

分期攤還超過一個

月或應繳利息未繳

付延滯期間超過一

個月。 

(四) 為本基金代位清償

案件之借款人，且未

經全數清償。 

隔，爰將現行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移列為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並修正文字，規範

青年農民之票債信查

詢及應專案送本基金

審核通過後，始得貸

放之規定。另鑑於徵

授信實務均對保證人

辦理票信、債信查詢，

爰於第一項第一款增

列保證人文字，使規

定更為明確。 

二、 新增第二項。明定貸

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

第四款壯年農民之票

債信查詢及應專案送

本基金審核通過後，

始得貸放之規定。 



五、保證額度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之對象者，依貸

款要點規定之貸款額

度，得不受本基金業務

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準

則)第五條第四款申請人

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

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最

高新台幣八千萬元之限

制。 

五、保證額度 

依貸款要點規定之貸款

額度，得不受本基金業務

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準

則)第五條第四款申請人

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

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最

高新台幣八千萬元之限

制。 

修正文字，明定青年農民

保證額度得不受本基金準

則第五條第四款規定限

制。 

六、保證成數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之對象者，最高

保證九．五成，得不適

用本基金準則第五條之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五條之二及第五條之三

之規定。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

一項第四款之對象者，

依本基金最高保證成數

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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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保證成數 

最高保證九．五成，得不

適用本基金準則第五條

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五條之二及第五條之三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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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一項修正文字，規範

青年農民之最高保證

成數。 

二、 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

三項，並新增第二項，

明定貸款要點第三點

第一項第四款壯年農

民之最高保證成數。 

 

七、保證手續費率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三款之對象者，基本

費率為年率 0.1%；提供

擔保品部分費率為年率

0.05%。 

七、保證手續費率 

基本費率為年率 0.1%；提

供擔保品部分費率為年

率 0.05%。 

 

 

 

一、 第一項修正文字，規

範青年農民保證手續

費率。 

二、 新增第二項。明定貸

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

第四款壯年農民之保

證手續費率。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

一項第四款之對象者，

保證手續費率依本基金

保證手續費率表所列費

率計收。 

 

 

 

 

 

八、其他補充規定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

三款之對象者，得不適用

本基金準則第五條之四

之規定。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

貸款要點、農業發展基金

貸款作業規範、本基金業

務處理準則、保證作業要

點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

之規定。 

八、其他補充規定 

本項貸款得不適用本基

金準則第五條之四之規

定。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

貸款要點、農業發展基金

貸款作業規範、本基金業

務處理準則、保證作業要

點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

之規定。 

一、 第一項修正文字。明定

青年農民得不適用本

基金準則第五條之四

不予保證之規定。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九、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九、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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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配合政府輔導及培育農業青年人力政策，並協助壯年農民持續從農，

支應青壯年農民從農所需資金，特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之「青壯年

農民從農貸款要點」(以下簡稱貸款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 送保機構 

(一) 各簽約農會、漁會。 

(二) 承受農會、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 

(三) 全國農業金庫。 

三、 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貸款要點規定之貸款對象。 

四、 停止授權項目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對象者，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應向票據交換所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辦理申請人及保證人之票

信、債信查詢。 

(二)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停止授權，並專案送本基金審核

通過後，始得貸放： 

1.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 

2.最近三年內有退票未清償之註記。 

3.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知悉其有債務本金

（含現金卡）逾期未清償、未依約定分期攤還超過一個月或應

繳利息未繳付延滯期間超過一個月。 

4.為本基金代位清償案件之借款人，且未經全數清償。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之對象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暨保證人，應依本基金申請信用

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詢注意事項辦理票信、債信查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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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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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應專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 

五、 保證額度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對象者，依貸款

要點規定之貸款額度，得不受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第五

條第四款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最高新台

幣八千萬元之限制。 

六、 保證成數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對象者，最高保

證九．五成，得不適用本基金準則第五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條

之二及第五條之三之規定。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之對象者，依本基金最高保證成數表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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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保證手續費率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對象者，基本費

率為年率 0.1%；提供擔保品部分費率為年率 0.05%。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之對象者，保證手續費率依本基金保

證手續費率表所列費率計收。 

八、 其他補充規定 

符合貸款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對象者，得不適

用本基金準則第五條之四之規定。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貸款要點、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本基

金業務處理準則、保證作業要點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之規定。 

九、 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