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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7月增修規定重點) 

一、本次修正(110 年 7月 29日發布，並自 8月 1日生效)「青壯年

農民從農貸款」相關規定，修正重點為何？ 

答：原為「青年從農創業貸款」，修正名稱為「青壯年農民從農貸

款」，增訂年齡逾 45 歲至 55 歲以下且申貸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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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借款人

最高貸款額度為 500 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為 100 萬元，並明

定適用之貸款利率(目前為 0.79%)。 

二、農民申請「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可檢附何種資料佐證符合「

申貸前 3年均有農業生產事實」之申貸資格？ 

答：可提供農產品產銷貨紀錄、與通路商訂定之農產品交付契約、購

買農業用機器與資材或契作文件等，或其他足資證明有農業生

產事實之資料。 

三、甲農民種植水果，107年 3月 1 日以大學農業相關科系畢業資

格申貸「青年從農創業貸款」資本支出，持續經營 3年多，目

前貸款餘額為 200 萬元，甲農民現年 46歲，有週轉金需求 90

萬元，可以再申貸該貸款嗎﹖可申貸金額為何﹖如貸款餘額為

450萬元，可申貸金額為何﹖ 

答：(一)可以再申貸「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90 萬元。說明如下： 

1.甲農民年齡 46 歲且申貸前 3 年均有農業生產事實，並具

高中職以上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之條件，符合「青壯年

農民從農貸款」資格。 

2.本次新貸週轉金 90萬元，未超過週轉金限額 100 萬元；新

貸 90 萬元加計原貸款餘額 200 萬元，共計 290 萬元，未

超過本貸款每一借款人限額 500萬元，故本次可再申貸週

轉金 90萬元。 

(二)可以再申貸 50 萬元，本次新貸週轉金 90 萬元，未超過週

轉金限額 100 萬元；新貸 90 萬元加計原貸款餘額 4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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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共計 540萬元，超過本貸款每一借款人限額 500萬元，

故本次僅可再申貸週轉金 50 萬元（500萬元-450萬元）。 

（貸款資格條件) 

四、申請「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須具備什麼資格？ 

答：(一)年齡 18歲以上 45歲以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高中職以上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2.申貸前 5 年內曾參加農委會所屬機關（構）、直轄市、縣

（市）政府、農(漁)會、農業學校(院)舉辦之相關農業訓

練滿 80小時。 

3.農會法第 12 條所定農會會員或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甲類會員。 

4.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5條所定被保險人。 

5.依農業產銷班設立及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且經評鑑合

格產銷班之班員。 

6.曾獲農委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頒發農業相關獎項。 

7.具農場實習或有從事農業生產經驗。 

8.申貸前 5年內曾獲農委會農村再生青年返鄉相關專案輔導

或補助。 

(二)申貸前 5 年內曾參與農委會為改善農業缺工而成立之農業

人力團並取得結訓考試及格證書，且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

農民。 

(三)依農委會所定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

青年農民。 

(四)年齡逾 45歲至 55歲以下且申貸前 3年均有農業生產事實，

並符合（一）1.至 6.及 8.所列條件之一者。 

五、「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條件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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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條件 一般青年農民 
專案輔導青年農民 

(百大青農) 
壯年農民 

貸款利率 

1.200萬元 5年免息 

2.超過免息金額及期限：

0.54% 

1.輔導期日開始 10 年內申

請：500萬元 5年免息 

2.專案輔導及追蹤期間內申

請租金類：0% 

3.超過申請期間、免息金額

及期限：0.54% 

0.79% 

貸

款 

期

限 

資本

支出 
15年(寬緩期 3年) 

週轉

金 
5年(寬緩期 2年) 

貸款額度 

500 萬元，其中週轉金最

高 100萬元 

(首次申請或申請未滿 1

年最高為 300萬元) 

1,000萬元，其中週轉金最

高為 200萬元，養殖類週轉

金最高為 500萬元 

500萬元，其中週

轉金最高 100 萬

元 

得專案申請提高額度 

六、46歲之乙行號負責人想轉換職業，參加農委會之農業技術團、

茶葉專業團等，經取得結訓考試及格證書，可以申貸「青壯年

農民從農貸款」嗎﹖是否有兼職及年齡限制？ 

答：(一)參與農委會為改善農業缺工而成立之農業人力團並取得結

訓考試及格證書者，於 5 年內創業務農(自己實際從事農

業生產，非受雇者)而有營農資金需求者，可申請「青壯年

農民從農貸款」。 

(二)考量青年投入農業經營初期收入較不穩定，於 103年 10月

28 日業將借款人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如行號負責

人、代書等）之規定刪除，但仍須注意，借款人於貸款存

續期間，如有農業以外其他職業者，其所支領之年薪資所

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

工資之全年總額(自 110年 1月 1日起，調整基本工資為每

月 24,000 元)；另本次新增之貸款對象（壯年農民）比照

適用。 

(三)本貸款對象中，農委會專案輔導青年農民及取得農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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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訓考試及格證書並實際從農之農民，無年齡規定；其

餘之貸款對象，一般青年農民年齡須為 18 歲以上 45 歲以

下，壯年農民年齡須為逾 45 歲至 55歲以下。 

（貸款利率及免息措施) 

七、「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之借款人為什麼要辦理農業經營現況

自主申報?應於何時辦理申報﹖是不是所有本貸款之借款人都

必須辦理自主申報？  

答：(一)政府為擴大鼓勵青年農民投入農業生產工作，考量其初期

投入生產營運較不穩定，為減輕其營運及還款壓力，增訂

200萬元額度於 5年貸款期間，適用貸款利率為 0%之規定。

為確保該免息資金確實用於農業用途，爰增訂適用前開貸

款利率者，於適用該貸款利率期間，應於貸款經辦機構通

知辦理查驗之日前，填具農業經營現況申報表送貸款經辦

機構，俾利貸款經辦機構持借款人之申報表辦理現地查驗。 

(二)依農貸辦法第 2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本貸款每年應至少

辦理 1次查驗，故一般青年農民於適用前開貸款利率期間，

每年應於貸款經辦機構通知辦理查驗之日前，辦理農業經

營現況自主申報。 

(三)依「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要點」第 3 點第 1 項第 3 款、第

4款規定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百大青農)、壯年農民，及一

般青年農民未適用本免息措施期間，無需辦理自主申報。 

八、青年農民之「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本息逾期未繳，是否仍得

適用 200萬元額度 5年期間貸款利率為 0%之規定? 

答：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 17點規定，農發基金貸款

逾期 6 個月以內者，逾期本金部分改按全國農業金庫基準利率

加 1 成計息，逾期利息部分以同標準計收違約金；逾期超過 6

個月者，其本息及違約金計收方式由借貸雙方以契約另訂之。

故如有逾期情形，依前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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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關放寬專案輔導青年農民享有「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5年

500萬元免息優惠之申貸期限，由原輔導追蹤期 5 年延長為輔

導期日開始 10年內之計算方式為何？ 

答：第 1 屆至第 5 屆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百大青農)，免息優惠之申

貸期限如下： 

第 1屆：自 102年 7月 1日起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第 2屆：自 104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第 3屆：自 105年 7月 1日起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第 4屆：自 107年 1月 1日起至 116年 12月 31日止。 

第 5屆：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18年 12月 31日止。 

（貸款文件及規定查詢) 

十、「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相關規定可在哪裡查詢？另農委會所

屬機關(構)舉辦之相關農業訓練課程資訊要如何查詢？ 

答：(一)貸款規定可至農業金融局網站 https://www.boaf.gov.tw/

青年從農專區或專案農貸常用規定查詢。 

(二 )農業訓練課程資訊可至農委會農民學院網站查詢

https://academy.coa.gov.tw/。 

十一、「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第 3點規定所稱「執行業務所得」為

何？應如何查詢？ 

答：(一)所謂執行業務所得，通常係指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助產

人員、著作人、保險(一般)經紀人、代書(地政士)、藥師、

中(西)醫師、獸醫師、醫事檢驗師、精算師、記帳士、公證

人、不動產估價師等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所得，可由借款人提

供稅捐稽徵機關最近一年度所得清單（代號為 9A）查詢。 

( 二 ) 詳 細 職 業 種 類 可 至 國 稅 局 網 站 查 詢  ( 網 址 ：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web/ETW118W/CON

/460/5774797101132510696?tagCode=)。 

https://www.boaf.gov.tw/
https://www.boaf.gov.tw/
https://academy.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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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可到哪裡申辦「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應填具何種文件？ 

答：(一)可向戶籍或農業經營場址所在直轄市、縣(市)轄區內農(漁)

會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申請；有關農業經營場址，於海洋

漁業係指漁船設籍地、漁業根據地、漁獲物起卸港。 

(二)可至農業金庫網站 https://www.agribank.com.tw/青年從

農專區之貸款媒合平台申請。該平台提供青壯年農民線上申

貸「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 

(三)應填寫貸款申請書、農業經營計畫及其他貸款所需資料。若

有資料填寫相關問題，可洽詢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承辦人

員。 

十三、青年農民申請「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可檢附何種資料佐證符

合「具農場實習或有從事農業生產經驗者」之申貸資格？如欲

經營海洋漁撈，應再檢附何種文件? 

答：(一)農場實習：提供政府機關(構)委託、補助辦理或其他農場實

務訓練證明資料。 

(二)有從事農業生產經驗者，可參考以下項目： 

1.實際從事農業經營者：提供農產品產銷貨紀錄、與通路商訂

定之農產品交付契約、購買農業用機器與資材或契作文件

等，或其他足資證明從事農業生產資料。 

2.曾受僱從事農業生產者：提供農業僱用契約、僱主出具之在

職證明、勞工保險或其他足資證明受僱資料。 

(三)如欲經營海洋漁撈，申貸時應檢附漁業執照，但屬漁船經營

權移轉中者，應檢附漁船買賣或租賃證明文件，並應於撥貸

後 6個月內補正漁業執照。 

（貸款用途) 

十四、青年農民為建置電子商務平台，銷售自產之農產品，可以申請

「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嗎？ 

答：青年農民透過電子商務(包含建置網站、電子商務平台、網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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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維護等)銷售所生產的相關農產品，可依規定申貸「青壯年

農民從農貸款」。 

十五、「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之貸款用途可用於直接從事農產運銷

及電子商務嗎﹖ 

答：本貸款對象中，農委會專案輔導青年農民及獲農村再生青年返

鄉相關專案輔導或補助者，貸款用途可直接用於從事農產運銷

及電子商務；其餘之貸款對象，須用於從事農業生產，與自產

之農產品相關之農產運銷、電子商務。 

十六、專案農貸可否用於償還其他貸款？ 

答：專案農貸應確實用於經營計畫相關經營用途，不得用於償還其

他舊貸。如有資金流用之違約情形，貸款經辦機構除應收回貸

款，其所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亦應繳還。 

（綜合類) 

十七、「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之還款期限能再延長，或提供寬緩期，

以減輕青年農民負擔? 

答：(一)專案農貸之貸款期限，係考量貸款用途、金額、產業特性

、農業生產週期及購置設備耐用年限等多重因素，覈實貸

放及訂定年限。 

(二)依本貸款規定，貸款期限資本支出最長為 15年，週轉金最

長為 5年，符合多數青年農民需要。 

(三)本貸款資本支出或週轉金之還款方式(循環動用週轉金除

外)，本金以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其中資本支出之寬緩期限最長為 3 年(只繳利息不用還本

金)，週轉金之寬緩期限最長為 2年，應已紓解青年農民創

業初期之還款壓力。 

(四)另借款人依「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要點」規定期限申貸，

屆期如有展延需求，得依農貸辦法第 22條規定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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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青年農民符合「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申請資格，但是沒有土

地可以申貸嗎？沒有擔保品及保證人，有何協助措施？ 

答：(一)可以。青年農民經營之農地如非自有，係家人或他人所有

或承租，只須申貸時檢附農地所有權人之農地同意使用書

或租賃契約及土地登記簿謄本即可。如屬「從事農業工作

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2 條第１項第 4 款第 4 目之實際耕作者，可檢具農業用地

所在地之農業改良場核發之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

文件，取代農地同意使用書及租約等文件。 

(二)本貸款擔保方式由貸款經辦機構依其授信有關規定，審酌

個別授信案件核定，並未規定一定要有擔保品或保證人；

若借款人擔保能力不足，貸款經辦機構會協助送請農業信

用保證基金保證，青年農民之最高保證成數可達 9.5成，

且手續費亦較優惠。洽詢專線：(02)2311-6216，網址：

http://www.acgf.org.tw/。 

十九、申貸後多久貸款經辦機構可撥款？ 

答：借款人檢具貸款相關文件送貸款經辦機構申貸後，貸款經辦機

構依相關規定辦理徵信及放款審查、擔保品鑑價或送農業信用

保證基金保證，核定後並須辦理簽約、對保、擔保品抵押權設

定，個案辦理時間不一，惟貸款經辦機構均會儘速協助辦理。 

二十、為何農(漁)會不核貸？有何協助方式? 

答：經辦機構審核專案農貸，除須符合各種貸款規定外，尚須綜合

評估借款人信用、貸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擔保等，以確保

債權，以下為不予核貸常見原因，對於擔保能力不足個案，農

金局已與農業金庫建立輔導機制，轉介由該金庫專案輔導並提

供協助： 

(一)貸款資格不符規定。 

(二)申請人所經營項目為農貸辦法所定之不予核貸項目 (如大

http://www.acgf.org.tw/index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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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檳榔…)。 

(三)違反超逾貸款餘額上限有關規定。 

(四)借款人以同一用途資金向同一或不同貸款經辦機構重複申

貸。 

(五)經貸款經辦機構依授信有關規定評估其信用或擔保能力等

因素欠佳。 

二十一、如有「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相關申貸問題可以問誰？ 

答：(一)農(漁)民可先向戶籍所在直轄市、縣(市)轄區內農(漁)會

信用部洽詢。 

(二)如尚有個案申貸疑義，可向全國農業金庫設於各區之農貸

輔導員或分行，就近尋求農(漁)民融資問題協助處理。農

貸輔導員各區辦公室聯絡電話如下： 

1.臺北辦公室：02-2380-5190或總公司：02-2380-5100 

2.花蓮辦公室：03-835-3502 

3.桃園辦公室：03-316-7856或桃園分行：03-316-8007 

4.新竹分行：03-657-3962 

5.臺中辦公室：04-2223-8901或臺中分行：04-2223-8835 

6.斗六辦公室：05-537-2112或嘉義分行：05-283-6129 

7.臺南辦公室：06-633-0336或臺南分行：06-300-1162 

8.高雄辦公室：07-262-1031或高雄分行：07-262-1002 

(三)或可直接撥打下列專線： 

1.全國農業金庫：0972-590-951 

2.農業信用保證基金：0963-619-301 

3.農委會農業金融局：0933-239-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