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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主要承保產業案例 

四、肉豬飼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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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萬元  3 年  
本金每半年平均攤還，利息

隨同繳付  

(1) 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與配偶共同於彰化縣鄉自有土地，經營「畜牧場」(領
有畜牧場登記證 )，從事肉豬飼育，飼養規模約 4,000 頭肉豬，主要透過縣當地
肉品市場拍賣。截至年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 678 萬元，經營
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2) 資金用途：  
中期營運週轉金。借戶目前於全體金融機構無短、中期週轉授信餘額，申貸本案
週轉金 400 萬元，約占年營收 2,520 萬元之 16%。  

(3) 還款財源：  
借戶年營收約 2,520 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支出後，年結餘為 444 萬元，評
估申貸本案後借戶每年應繳本息約 310 萬元，以其年營收及結餘作為還款財源應
屬可行。  

收支評估表：                                     單位：萬元 

項    目  收支評估  說明  

年營收  2,520 
1. 營收淨利評估：借戶年營收約 2,520 萬元 (肉豬 7,000 元 /

頭×3,600 頭 )、淨利約 660 萬元 (2,520 萬元×淨利率
26.2%)。  

2. 收入佐證：提供借戶銀行分行存摺影本，年
月~年月 (約 7 個月 )存匯入金額約 1,695 萬元，年
度化約 2,905 萬元，據借戶表示，本案係採保守評估，
另有出售仔豬未列計。  

3. 收支合理性評估：參考中央畜產會 -臺灣地區毛豬拍賣
市場每日交易行情表 -年月~年月肉豬單價約
7,740 元 /頭~9,418 元 /頭，本案以 7,000 元 /頭，尚屬合理；
另參考同類型案件淨利率約 10%~15%，借戶表示其為一
貫場，其飼養淨利較高，故本案淨利率以 20%評估，淨
利計 504 萬元 (2,520 萬元×淨利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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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營業淨利  504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
出  

60 

年結餘  444 

年應繳本息  310 
1. 本案年繳本息 138 萬元。  
2. 其他貸款年繳本息約 172 萬元。  

     (4)產業風險：  

       優勢：豬肉仍為國內民眾肉類消費之大宗。  
       劣勢：豬隻易受疾病或食安影響 (口蹄疫及斃死豬 )，生產供需時常發生生產過剩，

價格下跌，或年節需求大生產不足，價格飆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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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肉豬飼育業：  

（二）資本性支出貸款：  

貸款條件  

用途  金額  年限  還款方式  
興建畜牧設
施及倉儲設

施  
2,000 萬元  15 年  

前 2 年每半年繳息，第 3 年
起本金每半年平均攤還，利
息隨同繳付  

(1) 經營概況：  

借戶現年歲，與配偶及婆婆共同於縣市經營「牧場」(領有
畜牧場登記證，負責人為借戶配偶)，從事肉豬飼育，飼養規模約為 3,900 頭，
主要透過肉品市場拍賣，為擴大營運規模，擬於現有畜牧場旁之自有土地，規
劃再新建畜牧場乙座，預計飼養規模將增加 1,500 頭為 5,400 隻，已於年月
日取得縣市公所核發之建造執照，目前興建中，預計年月完工。截至
年月底，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無授信餘額，經營情形及票、債信正常。  

(2) 資金用途：  
於縣市段小段地號 2 筆自有土地，興建畜牧設施及倉儲設施
之資本性支出 (面積約 1,664 坪 )，總資金需求約 2,935 萬元，由借戶自籌 935 萬元，
餘 2,000 萬元申貸本案支應，申貸金額占總需求資金之 68%。  

經查同類型案件統計，鋼骨水簾式豬舍平均造價約 3.53~3.75 萬元 /坪，本案平均
造價約 1.76 萬元 /坪，尚在合理範圍。  

自籌款 935 萬元將以向親友借貸支應。  

(3) 還款財源：  
借戶目前年營收約 6,300 萬元，預估畜牧場新建完成並投入生產後年營收為 1 億

140 萬元，扣除成本費用及生活支出後，年結餘 1,371 萬元。評估申貸本案後借
保戶每年應繳本息約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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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年營收  6,300 
1. 營收淨利評估：目前年營收 6,300 萬元 (依借戶提供之

存摺評估 )，年淨利約 960 萬元 (6,300 萬元×淨利率
15.24%)。預估畜牧場新建完成並投入生產後，年營收
增加約 3,840 萬元為 1 億 140 萬元、年淨利約 1,056 萬
元 (10,140 萬元×淨利率 16.17%)，貸款機構保守評估營
收為 6,300 萬元，惟依存摺收入評估實際營收約 7,639
萬元。  

2. 收入佐證 :，提供借戶配偶李於農會及銀行
分行存摺影本，年月~年月  (約 10 個月 )合
計存入金額約 6,366 萬元，應可佐證目前營收。  

3. 收支合理性評估：借戶目前飼養肉豬約 3,900 頭，預估
畜牧場新建完成並投入生產後，飼養肉豬增加為 5,400
頭 (增加 0.38 倍 )，營收為 10,140 萬元，較新建前增加
2,501 萬元 (增加 0.33 倍 )，本案預估營收尚屬合理，另
參考同類型案件統計淨利約 10%~15%，爰擬調整以淨利
15%計算，其預估年淨利約 1,521 萬元 (10,140 萬元×淨利
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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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年營收  10,140 

營業成本及費用  8,619 

營業淨利  1,521 

生活費用及其他支
出  

150 

年結餘  1,371 

年應繳本息  382 
1. 本案年應繳本息約 169 萬元。  
2. 其他貸款年應繳本息 213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