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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主要承保產業案例 

三、乳牛飼育業：  

（一）週轉金貸款：  

貸款條件  

用途  金額  年限  還款方式  

營運週轉金  100 萬元  1 年  
按月繳息，本金到期一次清

償  

(1) 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與配偶共同於縣鄉自有土地經營「牧場」 (領有畜牧場
登記證書 )，從事乳牛飼育，目前飼養頭數約 130 頭，由「股份有限公司」收
購生乳 (簽有生乳收購合約書，合約期限為年月日至年月日 )。截至
年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為 885 萬元，經營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2) 資金用途：  
短期營運週轉金。借戶目前於全體金融機構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額度加計本案後
為 100 萬元，占年營收 1,076 萬元之 9%。  

(3) 還款財源：  
借戶年營收約 1,076 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支出後，年結餘約 243 萬元。評
估申貸本案後借保戶每年應繳本息約 229 萬元，以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款來源
應屬可行。  

收支評估表：                                     單位：萬元 

 

 

 

 

 

 

 

 

 

 

 

 

     (4)產業風險：  

       優勢：與國內收乳大廠長期配合，銷售通路穩定。 
       劣勢：飼育環境欠佳時，動物易受疾病群聚感染，造成鉅額損失。 
 

 

 

 

 

項目  收支評估  說明  

年營收  1,076 
1. 營收及淨利評估：營收依借戶提供公司 1 年匯入

款金額評估其營收，淨利率 25%為 269 萬元。  
2. 收入憑證：提供借戶於鄉農會之存摺影本，於

年月~年月 (約 1 年 )，光泉牧場匯入款金額約
926 萬元，加計現金及代收票據匯入款約 150 萬元 (副
產品、淘汰牛及廄肥等 )，合計年收入約 1,076 萬元，
應可佐證其目前經營規模。  

3. 收支合理性評估：依借戶收入佐證，另參考同類型
案件淨利率約 15%-25%，本案淨利為 269 萬元 (25%)
應屬合理。  

*備註：年營收及淨利評估仍請依照徵審當時實際價格為
評估依據。  

營業成本及費用  807 

營業淨利  269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出  26 

年結餘  243 

年應繳本息  229 
1. 本案年繳利息約 4 萬元  
2. 其他貸款年應繳本息約 225 萬元  
3. 應繳本息採借保戶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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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乳牛飼育業：  

（二）資本性支出貸款：  

貸款條件  

用途  金額  年限  還款方式  
新建畜牧

場、購買孕母
牛  

8,000 萬元  15 年  
前 2 年按月繳息，第 3 年起
本金按月平均攤還，利息隨
同繳付  

(1)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於市自有土地經營「畜牧場」及「畜牧場」，從事乳牛飼育，
飼養規模約 785 隻，長期為「有限公司」之契約酪農戶，為該公司前 5 大酪農
之一。為擴大營運規模，規劃於市區自有土地，新建畜牧場乙座，並擬再
購買孕母牛 700 頭以增加產量，已取得市政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 (畜牧 )設
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目前申請建造執照中。截至年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
授信總餘額 1 億 5,645 萬元，經營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2)資金用途：  
於市區段地號 8 筆自有土地，興建牛舍、管理室、榨乳室及廢水處
理等畜牧設施 (面積約 5,395 坪 )、購買「圓盤集乳系統」及孕母牛 700 頭之資本
性支出，總資金需求約 1 億 7,527 萬元，由借戶自籌 9,527 萬元，餘 8,000 萬元申
貸本案支應，申貸金額占總需求資金之 46%。  

參考同類型案件畜牧設施平均造價每坪約 0.9 萬元~2.05 萬元，本案每坪造價約
1.62 萬元 (6,737 萬元 /4,164 坪 )，尚屬合理範圍 (預計工時約 1 年半 )，另依中華民
國酪農協會資料表示孕母牛價格至少 14-15 萬 /頭，本案每頭孕母牛購買價格約
13 萬元，尚屬合理。  

自籌款 9,527 萬元將以目前營收、存款及親友支應。  
(3)還款財源：  
借戶目前年營收 5,004 萬元，預估畜牧場興建完成並投入生產後年營收增加 3,990
萬元為 8,994 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支出後，年結餘約 2,307 萬元，評估申
貸本案後借戶每年應繳本息約 2,128 萬元，以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款來源應屬
可行。  

收支評估表：                                     單位：萬元  

項    目  收支評估  說明 

預估年營
收  

目前銷售生乳  4,552 1. 營收淨利評估：依借戶收購生乳合約書保守評
估，年銷售生乳合計 1,517,642 公斤，年營收為 4,552
萬元 (1,517,642 公斤×30 元 /公斤 )、淨利為 1,138 萬
元 (淨利率 25%)。目前年出售公牛約 67 頭，年營
收約 452 萬元 (67 頭×6.75 萬元 /頭 )、淨利為 252 萬
元 (淨利率 55.8%)。預估畜牧場興建完成並投入生
產後年營收增加 3,990 萬元 (1,330,000 公斤×30 元 /
公斤 )、淨利增加 997 萬元 (淨利率 25%)。合計年
營收 8,994 萬元、淨利為 2,387 萬元。  

2. 收入佐證：提供借戶於存款交易明細表統計，年
月~年月 (約 10 個月 ) 存匯入合計約 4,886 萬元
(含出售公牛 )，推估全年約 5,863 萬元，應可佐證目
前經營規模。  

3. 收支合理性評估：參考農業統計年報及中華民國
乳業協會資料，每頭乳牛之年產值約 19.3 萬元 (生
乳 6,992 公斤 /年×27.7 元 /公斤 )~22.2 萬元 (生乳 7,400
公斤 /年×30 元 /公斤 )左右，預估每頭乳牛年產值約
5.7 萬元 (3,990 萬元 /700 頭 )為保守評估，尚屬合理。
另參考同類型案件統計乳牛飼育及出售公牛淨利
率分別為 15~25%及 50~60%，貸款機構分別以淨利
率 25%及 55.8%評估，尚屬合理範圍。 

*備註：年營收及淨利評估仍請依照徵審當時實際價格
為評估依據。 

出售公牛  452 

預估增加生乳  3,990 

合計  8,994 

營業成本
及費用  

目前銷售生乳  3,414 

出售公牛  200 

預估增加生乳  2,993 

合計  6,607 

營業淨利  

目前銷售生乳  1,138 

出售公牛  252 

預估增加生乳  997 

合計  2,387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出  80 

年結餘  2,307 

年應繳本息  2,128 
1. 本案貸款年應繳本息約 903 萬元。  
2. 其他貸款年應繳本息約 1,225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