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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資訊公開明細表 

 
一、財團法人名稱：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二、成立宗旨及任務： 

       (一)協助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漁民及農漁業者增強受信能力，獲得農業經營所需資金，以 

   改善農漁業經營，提高農漁民及農漁業者收益。 

        (二)促使農業金融機構積極推展農業貸款業務，以發揮其融資功能。 

        (三)協助參加農業發展計畫之農漁民及農漁業者籌措配合資金，以提高政府農業政策推 

           行績效。 

三、設立許可日期及文號：財政部 72年 10月 11日（72）台財融字第 25283號函 

四、財團法人聯絡資料 

(一)聯絡人：蔡君亭 

(二)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 17號 10樓 

(三)電  話：(02)2311-6216#233 

(四)傳  真：(02)2331-1493 

(五)E-mail：mail@acgf.org.tw 

(六)網  址：http：//www.acgf.org.tw 

五、組織概況 

(一) 執行長姓名：宮董事長文萍 

(二)員工數：61人 

(三)目前法院登記財產總額（元）：新臺幣 5,963,452,590元 

(四)創立時捐助單位金額（﹪）： 

捐助單位名稱 捐助金額(元) 捐助百分比(%) 

財政部 120,000,000 40 

臺灣省政府 30,000,000 10 

臺北市政府 15,000,000 5 

高雄市政府 15,000,000 5 

中國農民銀行 30,000,000 10 

臺灣土地銀行 30,000,000 10 

合作金庫銀行 30,000,000 10 

各地區農漁會 30,000,000 10 

總 計 300,000,000 100 

 

            

 

 

 

填寫日期：111.03 
聯絡人：蔡君亭 
電話：(02)2311-621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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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 3年財務收支情形 （或提供收支預（決）算書） 

                                               單位：千元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預算 

(仟元) 

收入 264,500 277,000 259,500 

支出 228,500 241,000 223,500 

餘絀  36,000  36,000  36,000 

決算 

(仟元) 

收入 345,761 352,802 380,855 

支出 282,382 286,237 310,957 

餘絀  63,379  66,564 69,898 

七、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一)第 14屆董事(任期 3年：自 110年 10月 12日至 113年 10月 11日) 

政府代表

請打ˇ 
職   務 姓   名 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v 董 事 長 宮文萍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 

v 常務董事 張經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處長 

v 常務董事 張惟明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處長 

 常務董事 蘇佐政 全國農業金庫總經理 

 常務董事 黃翊愷 彰化縣芬園鄉農會總幹事 

v 董    事 吳杏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農民組織科科長 

v 董    事 陳汾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漁業組副組長 

v 董    事 胡忠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署長 

 董    事 鄒清長 臺灣土地銀行經理 

 董    事 梁素珍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法人金融部協理 

 董    事 黃昭欽 高雄市高雄區漁會總幹事 

 董    事 吳茂坤 新北市金山地區農會總幹事 

 董    事 葉思瑋 桃園市平鎮區農會總幹事 

 董    事 王偉道 臺中市神岡區農會總幹事 

 董    事 楊焜棟 花蓮縣新秀地區農會總幹事 

(二)第 14屆監察人(任期 3年：自 110年 10月 12日至 113年 10月 11日) 

政府代表

請打ˇ 
職   務 姓   名 目前服務單位及職稱 

v 常務監察人 李聰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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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監  察  人 林煌喬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副處長 

v 監  察  人 賀培真 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 

八、員工中倘有軍公教人員退休者其姓名及原服務單位 

姓名 原服務單位 

邱總經理美珠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九、轉投資情形（含附設作業組織） 

無。 

十、近 2年來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計畫相關資料 

無。 

十一、財產清冊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經法院登記 動產 定期存款

及債券 

  5,963,452,590 109.2.18變更

登記 

不動產      

小計    5,963,452,590  

未經法院登記   

總計    5,963,452,590  

十二、近 2年來營運計畫說明 

(一)110年度營運計畫重點摘述 

1、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推展保證業務 

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各項農業貸款保證，並協助農漁民、農漁企業及有志從農之青年，

取得營農資金，改善產業結構，發展節能循環農業、導入智慧管理及自動化設施，提

升產銷效能、產品附加價值，拓展新興市場。110年度營運目標訂為保證貸款金額 215

億元。 

2、加強農業金融機構貸款保證業務 

積極辦理農業金融機構保證業務，分擔其融資風險，以促進農業貸款及農業政策之推

動。110年度農業金融機構保證貸款金額占基金整體保證貸款金額比重不低於 70%。 

3、加強風險控管 

110年底逾期比率目標值為 1.5%，並加強下列管控： 

 (1)即時監控貸款機構通報信用惡化及新增逾期發生情形，了解其原因及處理方式，適

時補強風控機制，以降低基金損失。 

 (2)定期監控貸款機構送保情形，對短期內送保金額明顯增加者，即時了解其案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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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估方式，並提供建議以強化其案件品質。 

 (3)定期監控貸款機構逾期、風險比率變化情形及逾期狀況，適時調整保證成數、停止

授權或暫停送保。 

 (4)定期分析主要承保產業之保證、逾期狀況，評估其風險，並密切注意個別產業變化，

以降低保證風險。 

 (5)透過各類業務宣導說明及案件實地勘查等，溝通審查重點，以提升案件品質。 

 (6)辦理大額送保案件後續追蹤，藉由實地訪查方式瞭解借戶營運現況、資金運用及有

無異常徵兆等情形，以掌握保證案件品質。 

 (7)針對貸放後不久即發生逾期案件較多之貸款機構予以網路送保設控改採人工審查，

以掌握網路送保案件品質。 

 (8)依本基金風險管理作業要點，監控各項業務風險指標及預警標準，維持有效之內控

機制。 

 (9)增列作業系統資料欄位，以有效運用承保案件分析及風險控管。 

4、加強代償後之追償工作，增加追償收回績效 

110年度追償收回金額目標值 6,550萬元。 

5、加強業務宣導 

 (1)拜訪農漁會及銀行，110年度目標值 610家次。 

 (2)透過線上課程、業務宣導及交流座談等形式，使貸款機構承辦業務人員充分了解基

金保證業務之規定與送保作業流程，提升保證業務之效能，110 年度目標值 3,500

人次。 

(3)藉由電子、平面及網路社群媒體等報導優良送保戶及新措施，發布基金業務推展相

關新聞稿及專訪或廣告，以各類型持續性之媒體宣傳內容，強化基金保證功能，宣

導政府照顧農漁民政策理念。 

6、優化網路作業系統服務並整合內部系統，以提供貸款機構正確、即時及便利的保證業

務相關資訊與服務為目標，優化基金各項 e化作業，提高工作效率並維持資料正確性，

創造質量俱佳的工作績效，持續推動 ISO 27001認證及同仁資安教育訓練，並升級防

火牆設備，強化資訊安全防護，抵禦各式網路攻擊，以符合資通安全法標準。 

7、提升基金人力資源 

 (1)辦理員工教育訓練，邀請專家、學者講授多元化課程。 

 (2)加強與金融同業相互交流，派員參與外部教育機構課程。每人每年參加業務相關之

訓練時數應達十六小時，以提升人力素質。 

 (3)推動「員工職能發展訓練計畫」，取得「技能證照」及「專業證照」合格證書。 

 (二)111年度營運計畫重點摘述 

1、積極配合政府新農業政策推展保證業務 

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各項農業貸款保證業務，並協助農漁民、農漁企業及有志從農之

青年，取得營農所需資金，協助產業升級，提升農民所得及產業競爭力，力求農業、



 5 

農民及農村的永續發展。111年度營運目標訂為保證貸款金額 220億元。 

2、強化農業金融機構貸款保證業務 

積極辦理農業金融機構保證業務，分擔其融資風險，以促進農業貸款及農業政策之推

動。111年度農業金融機構保證貸款金額占基金整體保證貸款金額比重不低於 70%。 

3、加強保證業務宣導 

 (1)積極拜訪各地農漁會及簽約銀行，深耕與其聯繫服務，促使其加強辦理農業貸款保

證業務，協助農漁民及農漁業者取得融資，111年度目標值 610家次。 

 (2)透過線上課程、業務宣導及交流座談等形式，使貸款機構承辦業務人員充分了解基

金保證業務之規定與送保作業流程，提升保證業務之效能，111 年度目標值 3,500

人次。 

(3)藉由電子、平面及網路社群媒體等報導優良送保戶及新措施，發布基金業務推展相

關新聞稿及專訪或廣告，以各類型持續性之媒體宣傳內容，強化基金保證功能，宣

導政府照顧農漁民政策理念，111年度目標值 820次。 

(4)派員參加農政機關、金融機構及民間訓練團體舉辦之農漁業宣導、訓練課程、農漁

會總幹事會議、信用部主任會議；積極參與各縣市青農聯誼會與座談會，辦理融資

轉介服務，增進與各界之聯繫溝通及意見交流。 

4、加強風險控管 

111年底逾期比率目標值為 1.5%，並加強下列管控： 

 (1)即時監控貸款機構通報信用惡化及新增逾期發生情形，了解其原因及處理方式，適

時補強風控機制，以降低基金損失。 

 (2)定期監控貸款機構送保情形，對短期內送保金額明顯增加者，即時了解其案件來源

及評估方式，並提供建議以強化其案件品質。 

 (3)定期監控貸款機構逾期、風險比率變化情形及逾期狀況，適時調整保證成數、停止

授權或暫停送保。 

 (4)定期分析主要承保產業之保證、逾期狀況，評估其風險，並密切注意個別產業變化，

以降低保證風險。 

 (5)透過各類業務宣導說明及案件實地勘查等，溝通審查重點，以提升案件品質。 

 (6)辦理大額送保案件後續追蹤，藉由實地訪查方式瞭解借戶營運現況、資金運用及有

無異常徵兆等情形，以掌握保證案件品質。 

 (7)針對貸放後不久即發生逾期案件較多之貸款機構予以網路送保設控改採人工審查，

以掌握網路送保案件品質。 

 (8)依本基金風險管理作業要點，監控各項業務風險指標及預警標準，維持有效之內控

機制。 

 (9)增列作業系統資料欄位，以有效運用承保案件分析及風險控管。 

(10)定期監控貸款機構網路送保案件與有毒品前科之資料比對，針對疑似為申請人者，

即時了解其於當地風評及加強評估還款來源，以強化審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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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定期監控貸款機構網路送保有關老舊漁船之買賣案件，對於初次授信往來者，除查

詢有無走私紀錄外，並請貸款機構了解其於當地風評，加強評估還款來源，以強化

案件品質。 

(12)針對超逾 100 萬元與貸放未滿 1 年隨即發生逾期之保證案件，分析其風險因子，不

定期與貸款機構聯繫，共同檢討逾期原因，並提出改善與建議方案，以有效管控保

證品質。 

(13)就青年從農創業貸款及貸放半年內即逾期之代償案件，於代償後與貸款機構探討其

具體逾期原因，並歸納風險因子供其徵授信之參考。 

5、加強代償後之追償工作，增加追償收回績效 

111年度追償收回金額目標值 6,325萬元。 

(1)查調代償案件主從債務人之財產及所得，經評估具強制執行實益者，促請貸款機構

聲請強制執行，並列管追蹤其執行結果。 

(2)就主從債務人薪資所得扣押款或協議清償款，列管追蹤收取情形。 

(3)請貸款機構加強訪催作業，積極勸導債務人申請協商和解，縮短催理時程及減低追

償成本。 

(4)函請貸款機構就將屆時效之債權憑證予以聲請換發或強制執行，並傳送更新時效後

之債權憑證建檔控管，俾免喪失追索權。 

(5)透過座談會或講習會與貸款機構催收人員進行交流，分享催收經驗與心得，並促請

積極催理，俾提高追償意願。 

(6)定期訪談追償績效優異單位，蒐集催收資訊俾供追償計畫參考，藉以提升債權收回

績效。 

(7)定期下載核對司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公告，經核對如屬代償案債務人財產，通知貸款

機構聲請併案執行，有效掌握追償進度。 

6、加強資訊系統及資訊安全 

(1)升級更新網路作業系統，提供貸款機構便捷、快優服務，加強與內部系統整合度，

以提供準確、即時的保證業務相關資訊與服務。 

(2)持續推動基金各項業務優化作業，提升各部門作業效率，以減輕同仁負擔並強化審

查品質，創造質量俱佳的工作績效。 

(3)強化電源備援機制，建置防毒主機以精準掌握各項設備安全，並推動資訊網路安全

提升及 ISO 27001 認證，以符合資通安全法標準，加強系統穩定性、完整性及安全

性。優化網路作業系統服務並整合內部系統，以提供貸款機構正確、即時及便利的

保證業務相關資訊與服務為目標，優化基金各項 e 化作業，提高工作效率並維持資

料正確性，創造質量俱佳的工作績效，持續推動 ISO 27001 認證及同仁資安教育訓

練，並升級防火牆設備，強化資訊安全防護，抵禦各式網路攻擊，以符合資通安全

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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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升基金人力資源 

為提升基金人員專業能力，包括金融財經常識、共通核心職能發展及產業概況分析等，

邀請各領域專家及主管單位進行課程安排或專題演講。另派員參加國內訓練單位舉辦

之金融專業或經營管理課程，以提升及交流彼此各自專業領域。持續推動員工取得專

業及技能證照，以因應國內金融生態時勢所趨，並強化競爭力。 

十三、整體業務運作成效 

（一）109年度營運績效重點摘述 

1、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推展保證業務 

(1)本基金配合農委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

法，新訂各項專案協助措施，包括：提高保證成數、放寬保證規定、加速並簡化審

理作業程序、建置網路作業功能、票信從寬處理、於免收利息期間亦免收保證手續

費等，協助受新冠疫情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之農漁民及農漁業者順利取得紓困資金。

109年度承作紓困新貸案件 13,751件，保證貸款金額 117.12億元。另對於受疫情

影響之借款人，既有貸款還款困難申請延期還款，本基金配合辦理保證期間之展延

共 993件，保證貸款餘額 42億元。對協助農漁民及農漁企業渡過難關，甚有助益。 

(2)鼓勵青年以新觀念、新技術與跨領域能力投入農業，109年承作專案農貸青年從農

創業貸款 4,094件，較上年度 1,166件成長 2,928件或 251%，保證貸款金額 46億

8,694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33億 4,035萬元或 248.06%，顯示本基金對青農提供融

資之保證，績效顯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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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承作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

貸款 192件，保證貸款金額 25億 977萬元；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18件，

保證貸款金額 1億 1,055萬元。 

(4)本年寒流、鋒面、低溫、霪雨、乾旱、豪雨及颱風等天然災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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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農委會為減輕肺炎疫情對農業天然

災害低利貸款之農漁民造成沉重之財務負擔，公告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自 109年

4月 15日起至 110年 4月 14日止利息免予計收，本基金亦配合於該期間免收保證

手續費。109年度共承作新貸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18件，保證貸款金額 1,512萬

元，並辦理舊貸展延共 139件，保證貸款餘額 4億 872萬元。 

2、提供全方位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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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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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家次及銀行 123家次，共計 895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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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保證業務說明會 

為使貸款機構承辦業務人員充分瞭解基金保證業務，本基金定期舉辦保證業務相關課

程，提供貸款機構免費派員參加，另至農改場及其他農業單位進行本基金業務簡介。

109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整年度計劃，除實體課程另新增線上課程，

實體課程共辦理 44場次，計 1,854人次參加；線上開辦保證業務及期管與代償業務課

程，共計 5,345人次完成課程並通過測驗，以 108年度平均每場 71人次換算計 75場

次。109年度共計辦理保證業務說明（講習）會 119場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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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度透過電子、平面及網路社群媒體等報導優良送保戶及新措施，發布基金業務推展

相關新聞及專訪或廣告，以各類型持續性之媒體宣傳內容，強化基金保證功能，宣導

政府照顧農漁民政策理念。109年度媒體露出共 2,399則，較年度目標值 820則超過

1,579則，達成率為 292.56%。 

5、舉辦農漁會信用部主任業務座談會 

為推動政府農業政策，深化與農漁會業務合作夥伴關係，本年度分別於彰化、南投、

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舉辦 7場「農漁信保，共榮共好」農漁會信用部主任

業務座談會，向信用部主任簡介本基金業務現況及聆聽農漁會與會人員對基金保證業

務各項建議及回饋，面對面意見交流，出席人數達 163人，反應熱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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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業務處理準則、保證作業要

點、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辦理赴新南

向國家投資融資信用保證作業要點、簽約金融機構續捐作業要點、受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影響紓困貸款保證協助措施、109 年第二期稻作及其他公告作物與 110 年第一期

作停灌區農業經營者保證案件專案措施、各項給與支給辦法、員工職能發展方案及發

生重大偶發事件之通報作業程序。 

7、加強風險控管 

(1)即時監控貸款機構通報信用惡化及新增逾期發生情形，了解其原因及處理方式，適

時補強風控機制，以降低基金損失，本年度實際輔導與控管個案計 190件，均已即

時瞭解案件狀況及信用異常或逾期原因，以加強輔導與控管。 

(2)定期監控貸款機構送保情形，對短期內送保金額明顯增加者，即時了解其案件來源

及評估方式，並提供建議以強化其案件品質，本年度共計對 171 家短期內送保金額

較高之單位進行瞭解，多屬個案貸款金額較高之原因所致，尚無異常之情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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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戶，大額送保案件追蹤覆審計 8戶。 

(4)針對貸放後不久即發生逾期案件較多之貸款機構予以網路送保設控改採人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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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網路送保案件品質，修正本基金漁船買賣案件審查處理原則，據以規範漁船

買賣案件申貸金額、漁船保險投保金額及保證成數核給之評估標準，以降低保證風

險，為防範漁船走私送保案件之風險管控，本年度針對跨區域承作、案件來源屬自

來件、代書或客戶轉介、與貸款機構初次授信往來及購置漁船在 100 噸以下且船齡

在 25年以上等風險因子，訂定網路設控標準，以降低保證風險。 

8、積極辦理代償及追償作業 

(1) 109年度針對自財政資料中心取得債務人 108年度之財產及所得資料，依基金所訂

之強制執行標的物評估標準，完成評估暨聯繋貸款機構聲請強制執行合計 3,066 筆

（農漁會 1,013筆，銀行 2,053筆），並持續追蹤強制執行進度。 

(2)債洽請及協助貸款機構寄發催告函，積極促使主從債務人主動提出和解協商方案，

縮短催理時程，提升債權收回績效。 

(3)債權憑證時效屆滿前，函請貸款機構注意換發債權憑證或續予強制執行，俾免喪失

追索權。109年度函請貸款機構換發債權憑證或續予強制執行案件數計 2,228案（農

漁會 975案，銀行 1,253案）。 

(4)持續對農漁會宣導定期以電話、信函或訪視關懷債務人現況，協助制定和解方案俾

逐步收回債權。 

(5)下載司法院網站之拍賣公告，與本基金電腦資料庫之債務人財產進行比對作業，透

過核對作業積極掌握刻正進行拍賣程序之代償案債務人財產，並通知貸款機構併案

執行收回債權。109 年度累計下載拍賣公告計 598,283 筆，經核對通知貸款機構併

案拍賣計 871筆。 

(6)規劃催收作業流程曁彙整訴狀範例，置於基金網站供貸款機構催收人員參考。 

9、加強資訊系統及資訊安全 

(1)提升網路作業與基金系統整合性得以優化服務，並提供貸款機構即時、便利及正確

的保證業務相關資訊，基金官方網站與數位研習營改版，並建置無障礙網頁規範，

兼及網站功能性、服務性及視覺性，增加使用者閱讀意願與使用率，於 110 年 1 月

1日正式上線，官方網站伺服器升級專機專用，提升對外服務品質。 

(2)配合肺炎紓困貸款措施修改網路送保作業，另建置網路「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案件展延寬緩保證內容變更申請作業」，新增網路送保作業預帶資料機制，加速審

理作業程序，提升貸款機構送保效率。 

(3)強化對外網路作業系統服務，改版辦理保證案件結案退補保證手續費運算程式，提

高適用性及正確性，並簡化人工退費機制，提升作業效率。另新增代償管理系統內

容變更作業，優化同仁作業環境。同時改善系統備份機制並持續推動資訊網路安全

提升及 ISO 27001 認證，以符合資通安全法標準，汰換防火牆設備強化資安防護能

力及汰換備份設備從磁帶轉移至硬碟，提升備份速度及容量並持續通過 ISO27001

年度稽核審查，以加強基金系統穩定性及資料安全性。 

10、提升基金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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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員工專業知能及產業知識，辦理專題演講計 7 場次及管理專班 1 場次，並派員

參加各訓練機構舉辦之相關專業課程，共計 50人次上課，總時數 1,215小時。 

 

（二）110年度營運績效重點摘述 

1、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推展保證業務 

(1)本基金配合政府農業政策推展各項保證業務，110年度承作保證案件 39,673件，保

證貸款金額 335億 6,911萬元，其中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計 38,698件占 97.54%，

保證貸款金額 277億 6,845萬元占 8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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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企業取得經營所需資金。 

(2)本基金配合農委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

法，新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紓困 4.0保證作業要點」各項協助措施，包括：提

高保證成數、放寬保證規定、加速並簡化審理作業程序、建置網路作業功能、票信

從寬處理、於免收利息期間亦免收保證手續費等，協助受新冠疫情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之農漁民及農漁業者順利取得紓困資金。110年度承作紓困 4.0新貸案件 23,845

件，保證貸款金額 130億 1,008萬元。另對於受疫情影響之借款人，既有貸款還款

困難申請延期還款，本基金配合辦理保證期間之展延共 1,354件，保證貸款餘額 64

億 5,225萬元。對協助農漁民及農漁企業渡過難關，甚有助益。 

(3)鼓勵青年以新觀念、新技術與跨領域能力投入農業，全力推動信用保證業務，除提

供最高 9.5成保證成數，優惠保證手續費 0.1%，提供擔保品部分 0.05%外，並搭建

青農融資轉介服務平臺、設置青農融資服務專線、加入各縣市青農團體 Line群組及

辦理青農視訊座談會，藉由各項管道協助青農解決融資貸款疑問。110年度承作專

案農貸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1,894件，保證貸款金額 29億 7,238萬元，持續為青農提

供融資保證助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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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承作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

新貸款 118件，保證貸款金額 23億 3,156萬元；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13件，保證貸款金額 1億 8,217萬元。 

(5)本年寒流、鋒面、乾旱、高溫、豪雨及颱風等天然災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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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農委會為減輕肺炎疫情對農業天然災害低

利貸款之農漁民造成沉重之財務負擔，公告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自 110年 4月 15

日起至 111年 4月 14日止利息免予計收，本基金亦配合於該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

110年度共承作新貸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199件，保證貸款金額 1億 4,547萬元，

並辦理舊貸展延共 45件，保證貸款餘額 1億 7,173萬元。 

(6)本基金配合農委會穩定國內紅豆、毛豬及石斑魚價格政策，110年度辦理紅豆、毛

豬及石斑魚產銷貸款共 6件，保證貸款金額 4億 9,107萬元。 

2、強化農業金融機構貸款保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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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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承保農業金融機構貸款案件 39,419件，保證貸款金額 308億 8,446萬元，占本基

金整體送保貸款金額之比率為 92%。 

3、提供全方位輔導服務 

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針對各貸款機構均設置展業輔導專員，整合本基金保證、期中

管理、代位清償與代償後債權追索等業務服務，實地對轄區貸款機構進行相關業務之

輔導與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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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度共訪宣農漁會 694家次及銀行 142家次，共計 836家次。 

4、辦理保證業務說明會 

110年度開辦實體及線上課程，實體課程共辦理 10場次，計 451人次參加；線上開辦

保證業務、期管與代償業務及教你輕鬆讀懂財務報表等 3項課程，計 11,131人次完成

課程並通過測驗，共計 11,582人次。 

5、加強宣導信用保證功能 

本年度透過電子、平面及網路社群媒體等報導優良送保戶及新措施，發布基金業務推

展相關新聞及專訪或廣告，以各類型持續性之媒體宣傳內容，強化基金保證功能，宣

導政府照顧農漁民政策理念。110年度共發布 1,814則，較年度目標值 820則超過 994

則，達成率為 221.22%。另拍攝「就是青」系列「青廚房」單元影片 2支，於本基金

官網、FB粉絲團及 Youtube播放。派員參加農政機關、金融機構及相關團體舉辦之農

漁業宣導及會議，110年度參加各縣市舉辦之農漁會總幹事會議 10場次，信用部主任

會議 7場次及三首長會議 2場次。 

6、舉辦「協助融資注活水 農信保挺青農」視訊座談會 

總計辦理雲林場、南投場、臺南場及桃園場等 4場青農視訊座談會，除當地青農參加

外，並邀請農金局、農委會輔導處、全國農業金庫及縣市農會派員指導，共計 312人

次與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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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業務處理準則、保證作業要

點、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紓困 4.0 保證作業要點、青壯

年農民從農貸款保證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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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家消費貸款保證作業要點、農

家小額貸款保證作業要點、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代償作業要點、員

工確診新冠肺炎之處理方案與員工居家辦公實施要點。 

8、加強風險控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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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監

控貸款機構通報信用惡化及新增逾期發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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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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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保金額明顯增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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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農（漁）產業各行業別之景氣變化，瞭解當月各主要農漁畜產品價量

明顯變化，以降低發生逾期之機率。 

(3)為強化送保案件風險監控機制，自 110年 9月 22日起成立風險監控小組，定期監控

及分析現有各項風控監控項目，加強「漁撈業」送保案件之申請人、配偶及保證人

查詢漁船走私之查核，啟動建立轄區風險監控機制，對於送保量多及逾期風險高之

農漁會，了解其徵審模式並建立資料檔案，作為風險控管、分析及輔導之參考，針

對與貸款機構初次授信往來、貸放後不久即發生逾期案件較多之貸款機構等風險因

子，訂定網路設控改由人工審查標準，掌握網路送保案件品質，以降低保證風險。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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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戶，大額送保案件追蹤覆審計 18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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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底，逾期保證餘

額 3 億 6,476 萬元，逾期比率 0.54%，較 109年底 0.68%下降 0.14個百分點，為歷

年來之最低點，顯示近年來風控機制已顯現具體成效，保證品質持續提升。 

(6)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風險，建立防疫應變措施，以分散風險，維持營運不

中斷，採行重大措施如下： 

 訂定「員工確診新冠肺炎之處理方案」。 

 訂定「員工居家辦公實施要點」。 

 實施彈性上、下班分流制度，員工疫苗接種假及防疫照顧假。 

 每位員工投保 1年期「法定傳染病防疫費用保險」。 

 各項會議以視訊方式召開。 

9、積極辦理代償及追償作業 

本年度經積極辦理代償案件之追償工作，全年追償收回 9,403 萬元，較目標值 6,550

萬元超過 2,853 萬元，達成率為 143.56%，加計收回代償後衍生之利息金額 1,607 萬

元，全年追償收回金額達 1億 1,010萬元。其重點工作如下： 

(1)本年度針對自財政資料中心取得債務人 109 年度之財產及所得資料，依本基金所訂

之強制執行標的物評估標準，完成評估暨聯繋貸款機構聲請強制執行合計 4,789 筆

（農漁會 835筆，銀行 3,954筆），並持續追蹤強制執行進度。 

(2)定期追蹤主從債務人之薪資所得扣押款或協議分期償還款。 

(3)債權憑證時效屆滿前，函請貸款機構注意換發債權憑證或續予強制執行，俾免喪失

追索權。110年度函請貸款機構換發債權憑證或續予強制執行案件數計 2,719案（農

漁會 997案，銀行 1,722案）。 

(4持續對農漁會宣導定期以電話、信函或訪視關懷債務人現況，依據其還款能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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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和解方案俾逐步收回債權。 

(5)下載司法院網站之拍賣公告，與本基金電腦資料庫之債務人財產進行比對作業，透

過核對作業積極掌握刻正進行拍賣程序之代償案債務人財產，並通知貸款機構併案

執行收回債權。110 年度累計下載拍賣公告計 166,830 筆，經核對通知貸款機構併

案拍賣計 465筆。 

(6)規劃「催收業務聯絡資訊資料庫」，建立多元化催收聯絡及訪催評估資訊，俾利整合

貸款機構催收人員、協調溝通事務及農漁會追償績效評估等各項資訊。 

(7)研議「電詢申請和解之標準作業程序」，有助於代償後和解談判技巧之提升，並強化

整體追償收回績效 

(8)研議「保全程序及假扣押裁定釋明之說明」，做為保全程序宣導事項，強化農漁會對

於逾期保證案件之催理作業。 

10、加強資訊系統及資訊安全 

(1)優化網路作業系統服務並整合內部系統：配合紓困 4.0 協助措施，建置相關網路送

保作業及修正保證案件展延（寬緩）網路作業功能；開發「授信保證條件變更申請

作業」功能，簡化相關作業流程、便利貸款機構作業，提升效率，「分期保證手續費

作業改版」，優化操作流程、增強防呆設控並更新計算元件，提升作業便利性及保證

手續費正確性，期能提供貸款機構即時、便利及正確的保證業務相關資訊，提升業

務服務質量。 

(2)推動本基金各項 e 化作業，加速各部門作業流程進行：新增保證業務系統案件註銷

（關帳前）功能及恢復保證（誤報沖正）功能，以收文方式處理可留存變更紀錄，

避免人工處理可能造成缺漏、無紀錄及減少會辦時間；開發催收業務聯絡資訊資料

庫建檔查詢系統，建置及維護貸款機構催收人員聯繫資料，加強與貸款機構之顧客

關係及輔導協助辦理催收相關業務，優化報表產製效能，提高工作效率並維持資料

正確性，創造質量俱佳的工作績效。 

(3)升級防火牆設備，強化資訊安全防護，抵禦各式網路攻擊並持續推動資訊網路安全

提升及 ISO 27001認證，以符合資通安全法標準。持續通過 ISO27001年度稽核審查

及農業金融局 110年度實地稽核審查；伺服器防毒軟體升級案，13臺伺服器升級為

F-secure，以強化資訊安全防護，加強基金系統穩定性及資料安全性。 

11、提升基金人力資源 

邀請專家、學者辦理 8 場次多元化專題演講，並為提升團隊領導與激勵員工士氣辦理

1 場次管理專班，另為提升員工能力，派員參加：稽核主管研習班、乙種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團隊領導與激勵士氣管理課程、債權委外催收人員業

務訓練班、ISO/IEC 27701:2019個資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師課程、資訊安全管理教育訓

練、電子公文作業安全教育訓練課程及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舉辦「達成永續發展

目標：普惠金融及農村轉型」線上國際訓練課程等 8班次，受訓總時數 1,445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