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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黃麗滿、陳俊位

本場配合政府「優質、安全、休閒、生態

」重大農業政策，近年來積極投入優質安全農

業之研究推廣成果有成，特於11 月19、20 日

假場區辦理「優質安全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成

果開放日活動」，展示各項研究推廣成果，活

動當日由本場陳場長榮五主持，除歡迎與會貴

賓外，他表示：本場多年來致力於梨、水稻、

紅甘蔗、葉用蘿蔔、茭白筍、菊花等新品種之

研發及開發蕎麥袋茶、釀製米酒用菌粉配方、

生物性堆肥、農用機具等具商品化技術與成品

，進一步與產業界合作，落實產業應用，並輔

導安全農業、番石榴與葡萄策略聯盟、田媽媽

地方料理、地方伴手禮等產業發展。為落實技

術轉移本場特於秋高氣爽之季節，規劃本次「

優質安全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之場區開放活動

」。

這場「優質安全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開放

日活動」，內容包括開幕酒會及優質安全農業

研究推廣成果發表會與成果展示。活動項目非

常豐富，有試驗研究田間觀摩采風行、田媽媽

地方料理園遊會、優質安全農特產產品展售、

香草冰沙DIY、葡萄酒DIY、三角飯糰DIY、米

酒釀造示範教學及菌種贈送、家庭廚餘堆肥示

範教學及菌種贈送、香草種苗贈送、KTV歡唱

、田園採菜樂、地瓜焢窯等精彩活動。同時舉

辦優質農特產產品展售，攤位上有各種蔬果、

茶、鮮奶、薏苡、蕎麥、落花生、香草系列、

養生醋、香藥草、良質米、柳丁、椪柑、菇類

、西施柚、白柚、桑椹、嘉寶果等優質安全農

產品出售。亦有「田媽媽地方料理園遊會」，

營養又健康的地方特色美食，讓大家吃飽又吃

巧。

二天的活動吸引上萬的民眾來場內參觀、

品嚐、選購及體驗分享各項適合親子一同歡樂

的農業活動，讓我們有機會將農業科技推廣、

傳達給各行各業。

●前言
近年來番石榴的價格持續低落，農民的生

產意願降低，導致生產面積由民國91年全盛時

期的7,805公頃逐漸減少到7,486公頃，不過彰

化地區減少面積有限，目前仍有1,285公頃的生

產。另由於世紀拔市場價格較低的關係，彰化

地區農民逐漸改為栽培珍珠拔，但珍珠拔這幾

年來價格也一直沒有起色，品質一直沒有很顯

著的提升。因此，農民又再積極的尋找更新的

品種以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然而新品種

尚在摸索中，還沒有大面積推廣，珍珠拔還是

本區最大宗的產品。為此，本場於二年前即積

極籌組中部地區番石榴策略聯盟，期望藉由產

地示範班的輔導及帶動，來共同研究及提升番

石榴品質，同時也藉由番石榴的品評活動來分

析番石榴的品質性狀以作為未來輔導農民生產

管理之參考。

●冬果與夏果之比較分析
為了辦理番石榴的品評活動，本場邀請各

產地農會推廣推薦參加示範班的果農拿出自己

栽培的果品，集中到本場來參加評比，另也從

市場購買一些外地的番石榴來做對照。從93年

珍珠拔冬果及94年夏果的比賽結果來看，在外

觀上93年冬果平均12.5分，夏果則僅11.5分（得

獎者平均12.5分），另從超市及傳統市場買來

的6組對照組平均12.3分，此顯示彰化地區一般

果農夏季所栽培的珍珠拔，在外觀上較冬果還

有改進的空間。再從色澤來看，93年冬果平均

得分8.4分（得獎8.9分），94年夏果平均7.8分

（得獎8.2分），明顯出現夏果不如冬果的現象，

不過在夏果中農民組與超市組的品質差異並不

明顯。在果心及果肉厚度方面，這兩期的差異

不大。在風味上，93年冬果平均得分也比94年

夏果高，慶幸的是94年彰化區得獎者的風味平

均得分比來自燕巢產區的果品高，這顯示彰化

地區珍珠拔的風味仍有勝過南部珍珠拔的潛力。

另一個測量性狀是糖度，93年冬果平均有10.10Brix，

得獎者更高達11.20 Brix，但94年夏果顯然低

落很多，平均僅有8.40 Brix。至於果重方面，

94夏果也輕了很多，約少了60~70公克（2兩重），

但也有部份參賽者可栽培出與冬果相同大小的

果粒，只是參賽者間之差異甚大，競賽果品的

整齊度不佳（表一），顯示目前彰化地區的珍

珠拔栽培技術並沒有很齊一，且有疏果、留果

的問題可以來加強改進。

●如何選購夏季番石榴
在消費者偏好口感的條件下，我們試著從

番石榴品評分析的相關資料來為消費者做個建議，

讓消費者可以由外觀來挑選好吃的珍珠拔。從

表二的相關分析中可以看到94夏果的外型與風

味的相關係數達到r=0.73，果重與風味也有r=0.68。

所以選一個成熟度夠、外觀漂亮、果粒較重的

珍珠拔應該口感不錯，另由於口感與糖度的相

關性也高（表二），亦即甜的一定好吃，好吃

的一定比較甜。因此，從栽培技術上來提昇果

實碳水化物的蓄積，應該有助於改進果品的風

味及品質。

●結語
夏季珍珠拔原本品質就比冬季差再加上本

年度又受到天災的影響，更是雪上加霜，但在

未來強化外銷的考量下，還是必須維持整年穩

定的供應量及穩定的供應品質與價格才能進進行。

因此，有必要針對夏果較為低落的品質性狀來

加以改進，否則番石榴仍然只是供國內消費的

季節性水果，且必然還有產期過度集中及滯銷

的問題。而從品評結果的數據分析，我們更期

待研究人員及果農能從生產管理下手，去有效

改善果品大小及風味等問題，才能讓消費者吃

到一整年都好吃的珍珠拔，彰化地區的番石榴

產業才能穩定及蓬勃的發展。

彰化地區番石榴品評性狀分析彰化地區番石榴品評性狀分析

外觀形狀 顏色 果心厚度 果肉厚度 風味分 糖度 果重 整齊度 
項  目 

冬果 夏果 冬果 夏果 冬果 夏果 冬果 夏果 冬果 夏果 冬果 夏果 冬果 夏果 冬果 夏果 

全部平均 12.5 11.5 8.4 7.8 5.2 1.8 1.9 23.5 22.4 10.1 8.4 412 345 2.6 2 

得獎平均 13.4 12.5 8.9 8.2 5.3  2.1 25.1 23.5 11.2 9.9 422 404 4.2 2.4 

超市市場  12.3  8  5.3  1.9 22.4  8.2  379  3.5 

燕   巢   12.4  8  5.4  2  22.3  9  406  3 

社 頭   12.1 7.9  5.3  1.9   7.4  353  4 

表一、珍珠拔93冬果與94夏果之品評分析

夏果果品剖面 ▲品評小組努力找出好果品

表二、珍珠拔外觀性狀相關分析

註：外觀形狀15分、顏色10分、果心厚度5分、果肉厚度5分、風味30分、糖度brix、

    果重g、整齊度5分

項 目 外形 顏色 果心厚度 果肉厚度   風味  果重   整齊度   糖度 

外形 1.00 0.88 0.60 0.59 0.73 0.85 0.35 0.36 

顏色  1.00 0.48 0.50 0.64 0.68 0.22 0.26 

果心厚度   1.00 -0.09 0.40 0.67 0.26 0.08 

果肉厚度    1.00 0.55 0.60 0.09 0.37 

風味     1.00 0.68 0.34 0.45 

果重      1.00 0.31 0.27 

整齊度       1.00  -0.03

糖度        1.00

文/鍾維榮、戴登燦、陳世芳

文、圖/戴登燦

◎問十八、劃定休閒農業區，需要具備什麼條件，如何申請？
  答：１.休閒農業區之劃定條件，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規定

為一、具在地農業特色。二、具豐富景觀資源。三、具特
殊生態及保存價值之文化資產。

     ２.休閒農業區面積限制，土地全部屬非都市土地者，面積應在
五十公頃以上，三百公頃以下。

     ３.休閒農業區申請程序為當地居民、休閒農場業者，農民團體
或鄉鎮公所得擬具規畫建議書，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再由
當地縣市主管機關擬具規劃書，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劃定。

◎問十九、金寶螺為害作物多年，請問有何有效的防治方法？
  答：１.福壽螺(金寶螺)在水稻插秧後14天內來防治最有效，植物

保護手冊中推薦藥劑有聚乙醛餌劑及耐克螺、聚乙醛可濕
性粉劑等3種，田間要均勻施藥。

      ２.建議農民可以養鴨子來吃福壽螺、雜草，不一定要用農
藥。

◎問廿、申請水稻休耕的條件一定要有稻作航測有案？是否可由公所
至現場勘查認定？

  答：農田辦理轉作休耕之資格政府已放寬為以83至92年為基期年，
田區在10年中任何1年第一期作或第二期作符合基期年當期作
種稻有案之農田、基期年當期作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有案之農田、
基期年當期作契約蔗作有案之農田、基期年當期作參加稻米生

產及稻田轉作計畫辦理休耕及轉作補貼有案之農田等，以上任
一條件者即可向當地公所申請。

◎問廿一、稻田輪作獎勵為何不能種西瓜或花生？
  答：輪作獎勵具有補貼生產性質，依世界貿易組織規定必須納入農

業補貼削減範圍，原則上以無產銷顧慮之短期性、地區性特產
作物為主，對於易有產銷失衡的作物及種植後產銷調整較困難
的長期作物均停止輪作獎勵，對於市場供需較為敏感作物則歸
類為限制輪作獎勵作物。

◎問廿二、早期觀光果園、觀光農園接受農政單位強力輔導，現因無
法源必需申請為休閒農場，但並非所有觀光農園都適合發展休閒農
場，因此面臨許多的困境，是否繼續輔導使其經營合法化？

  答：為使觀光農園中有意經營休閒農業之業者，能予合法經營休閒
農業，農委會除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請各
縣（市）政府加強瞭解與輔導休閒農場籌設申請案件外，另透
過台灣省觀光農園發展協會加強協助其所屬會員辦理休閒農場
申設。

◎問廿三、台中場已研發菜豆、葉蘿蔔等等新品種蔬菜，是否能提供
種子供農民栽培？

  答：新品種皆已技術轉移中，如有需要可向得標廠商購買，政府規
定研發新品種命名後需公開標售，將技術轉移給種苗業者，農
友要向業者購買。

九十四年台中地區產銷班幹部座談會答客問（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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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賴文龍

●苕子

苕子為一年生蔓性豆科草本植物，生長適

應性很廣，能夠適應各種土壤生長，撒播每公

頃播種量15~20公斤，水稻收穫前3~5天撒播於

稻株行間，隨即灌溉田區，俟田面濕潤後排水

，水稻收穫時將切割的稻桿覆蓋田區即可。苕

子生長初期生長較緩慢，為促進根瘤生長，酸

性土壤每公頃應施用石灰500公斤為基肥。苕

子較不耐濕，低窪地區注意排水，生育初期田

土應保時濕潤以促進生長。適宜栽培管理每公

頃生草產量可達30,000~50,000公斤。開花盛

期時掩埋入土，此時植株營養成分高，莖蔓柔

軟多汁，掩埋後容易腐熟分解。一般於翌年

2~3月即可翻犁，應於後作作物種植前15天翻

犁掩埋土中。翻犁後淺水灌溉以加速植株殘體

分解。苕子植體有效肥分鮮草含氮素0.56%、

磷酐0.13%、氧化鉀0.43%。每公頃生草量以

30,000公斤礦化率60%換算，可供後作作物每

公頃約100公斤氮素(約施尿素217公斤或硫酸

銨476公斤)，磷酐23.4公斤/公頃(約施用過磷

酸鈣130公斤/公頃)，氧化鉀77.4公斤/公頃(

約施用氯化鉀129公斤/公頃)用量。

●埃及三葉草

埃及三葉草為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性喜

冷涼氣候，不耐霜亦不耐熱，水分充足地區之

砂壤土生長最佳，耐鹽性高，濱海地區亦可栽

培生長，每公頃播種量10~15公斤。水稻收穫

前3~5天撒播於稻株行間，隨即灌溉田區，俟

田面濕潤後排水，水稻收穫時將切割的稻桿覆

蓋田區即可。乾旱地區每隔15天灌溉一次，雨

水充沛地區應注意排水。於開花期間翻犁，每

公頃生草產量可達20,000~30,000公斤。埃及

三葉草植體有效肥分鮮草含氮素0.48~0.56%、

磷酐0.09~0.18%、氧化鉀0.24~0.55%。每公頃

生草量以20,000公斤礦化率60%換算，可供後

作作物每公頃約58~67公斤氮素(約施尿素

126~146公斤或硫酸銨276~319公斤)，磷酐

10.8~21.6公斤/公頃(約施用過磷酸鈣60~120

公斤/公頃)，氧化鉀28.8~66公斤/公頃(約施

用氯化鉀48~110公斤/公頃)用量。

●油菜

油菜屬於十字花科芸苔屬植物，一年生或

越年生直立性草本作物，性喜溫暖濕潤氣候，

對土壤的選擇不嚴，以排水良好而土壤pH值在

6.0~7.5的砂壤土、壤土及粘質壤土之土層深

厚而肥沃的土壤最適直栽培種植。每公頃約需

種子6~9公斤，視土壤肥沃程度，調整播種量

。油菜於割稻後灌水並排除過多之水分，在田

土保持溼潤下撒播種子即可。栽培油菜於生育

初期應酌施氮肥及磷肥，以促進生長，油菜生

育初期需有適當的水份以利生長。油菜害蟲有

蚜蟲、小菜蛾及擬尺蠖，若發生病蟲危害時必

須防治，以免危害鄰近十字花科蔬菜，並避免

成為附近田區冬季裡作作物之病蟲源。油菜開

花結莢盛期為掩施最適宜時期，油菜生草產量

視土壤肥沃及栽培管理，皆會影響油菜生草產

量高低，適宜栽培管理每公頃生草量約

15,000~20,000公斤。掩施後植物體分解發酵

，產生發酵熱對後作植物根部生長不利，一般

在第一期水稻插秧前15~20天掩埋，使油菜能

充分發酵分解，以利後作作物之養分吸收利用

。油菜植體有效肥分鮮草含氮素0.21%、磷酐

0.02%、氧化鉀0.28%。每公頃生草量以15,000

公斤礦化率60%換算，可供後作作物每公頃約

19公斤氮素(約施尿素41公斤或硫酸銨90公斤)

，磷酐1.8公斤/公頃(約施用過磷酸鈣10公斤/

公頃)，氧化鉀25.2公斤/公頃(約施用氯化鉀

42公斤/公頃)用量。油菜生育初期未施肥料或

管理不當，生長不良，開花結莢期之生草量調

查在5,000~8,000公斤，可提供每公頃氮素含

量的6.3公斤(換算約施硫銨30公斤或尿素13.7

公斤)，提供後作物養分吸收利用更少。因此

，希望農民改種植較有經濟價值之豆科綠肥。

●蕎麥

蕎麥屬蓼科一年生草本作物，莖多肉質直

立分枝多，葉互生呈心臟狀三角形，花序為複

總狀花，頂生或腋生，花白色而稍帶粉紅色，

兩性花有蜜腺，易吸引蜜蜂採花粉。

蕎麥性喜溫暖稍為乾燥的氣候，忌高溫多

濕氣候則會影響蕎麥生育不佳。播種用量每公

頃約50~60公斤種子。肥料推蔫用量每公頃氮

素40~60公斤、磷酐20~40公斤、氧化鉀30~50

公斤，於整地時分別施用氮肥50%、磷、鉀肥

100%全量為基肥，餘氮肥50%於播種後20~30天

施用做追肥，有助於蕎麥作物生長旺盛，增加

蕎麥生草量。蕎麥於開花盛期，鮮莖葉生草量

每公頃可達13,000~17,000公斤，其植體營養

累積達最高峰，為最佳掩埋時期。一般應於後

作作物種植前15天翻犁，並配合淺水灌溉加速

蕎麥殘體腐熟分解。蕎麥植體有效肥分鮮草含

氮素0.40%、磷酐0.15%、氧化鉀0.32%。每公

頃生草量以13,000公斤礦化率60%換算，可供

後作作物每公頃約31公斤氮素(約尿素67公斤

或硫酸銨148公斤)，磷酐11.7公斤/公頃(約施

用過磷酸鈣65公斤/公頃)，氧化鉀25公斤/公

頃(約施用氯化鉀42公斤/公頃)用量。

●掩施綠肥作物應注意事項
綠肥作物之植體為高效性之有機質肥料，

綠肥作物栽培利用，一般以直接翻犁掩埋入土

中。目前農民栽培綠肥作物掩施不同方式進行

，於綠肥作物開花初期以乾耕犁掩埋至插秧前

期間任意於曝曬，以致綠肥作物殘體之養分略

受影響。因而，建議農民於插秧前或後作作物

栽培前約15~20天淺水灌溉耕犁掩施，有利於

綠肥作物殘體發酵分解，以利後作作物之吸收

利用養分。同時，後作作物栽培生育期間所施

肥料用量應將綠肥殘體所釋放養分扣除，以免

過量施肥造成後作作物營養過剩產生倒伏及病

蟲害危害。惟掩施時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掩埋生草量應視土壤性質來決定，砂壤土

有機物分解迅速，用量可多，粘土通氣較

差則不宜過多，因其分解遲緩，易起還原

作用，產生有害物質，對作物不利。

(二)綠肥作物掩施土中之最佳時期，以開花盛

期最適宜，此時期含氮量最多，莖葉且柔

嫩多汁，易分解。

(三)綠肥植體分解時加施石灰中和酸性，促進

殘體加速分解。

(四)綠肥植體耕犁掩埋深度愈深，對作物根系

發育有利。

(五)綠肥植體掩施後殘體分解發酵，產生發酵

熱對後作作物根部生長不利，綠肥植體掩

施後須經15~20日以上的發酵分解，才可

種植栽培其他作物。

●結語
過去由於化學肥料價格低廉，農村勞力缺

乏，使綠肥作物推廣受到限制，近年來配合政

府政策執行「推動合理化施肥措施綠肥作物栽

培利用推廣」計畫，利用冬季裡作農田休閒期

種植油菜、苕子、埃及三葉草與休耕期播種田

菁、青皮豆及太陽麻等綠肥作物，為掩施後呈

現最經濟有效的土壤肥培管理方法，減少化學

肥料的用量，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改善土壤

理化性質。休閒期或果園中播種豆科綠肥作物

，與其共生之根瘤菌固定空氣中游離氮氣，增

加土壤中氮源。冬季裡作播種綠肥可行減冬季

蔬菜生產過剩之壓力，開花期長有美化農村景

觀，及提供養蜂業之冬季蜜源等功能，配合農

田休耕擴大綠肥作物種植，以維護土壤肥力，

美化農村田園景觀，保育農田永續生產，提升

農產品產量及品質。

本場於民國九十一年進行「香蜂草袋茶、
精油及純露等產品之研發」之研究計畫，研發
袋茶原料製作及香蜂草精油、純露萃取等技術
及其相關之產品。經於九十二年提出產學合作
計畫案，公開上網招標，由廠商臺灣精化股份
有限公司得標，共同進行本項產學合作計畫。
目前業已完成研發以香蜂草為材料之新保健產
品香蜂草袋茶、沐浴包、SPA按摩精油、純露及
面膜等五項產品，本項研究已將農產品由除食
用、觀賞等用途外，並研發成為化妝品、美容
之使用，帶給農產品更寬廣之用途。

由於產學合作的臺灣精化股份有限公司為
生產工廠，產品總經銷則委由奇香妙草國際有
限公司負責，各界如針對產品有興趣，可直接
與該公司電話聯繫，該公司消費者服務專線為
：05-6624-999。

包裝精美的香蜂草袋茶
說    明：每盒20小包，每包以吊袋式棉質不織

布包裝，再加鋁箔紙外包裝，適合外
出攜帶。每一小包容量2公克。

使用方法：每小包以150CC之沸水（100℃）沖泡
後飲用100℃。

香蜂草沐浴包
說    明：本產品以新鮮香蜂草莖葉經低溫乾

燥技術製作而成。
使用方法：直接將沐浴包置於熱水下沖泡使用

。或先以少量熱水浸泡後再加入泡
澡盆使用。洗後乾爽舒適，散發宜
人香氣。

香蜂草SPA按摩精油
說    明：本產品以5％香蜂草純精油，並以純

荷荷巴油(jojoba)為基底油(95％)稀
釋。

使用方法：沐浴後肌膚保養用或進行芳香療法時
作為按摩精油使用。

香蜂草純露（萃取液）
說    明：本產品係以水蒸氣法萃取之香蜂草萃

取液。
使用方法：以30倍之礦泉水或冷熱開水稀釋使用

。添加檸檬汁或蜂蜜更加爽口。外用
可收清潔皮膚之效果（敏感性皮膚不
宜使用）。

香蜂草純露面膜
說    明：本產品以香蜂草純露（萃取液）為原

料製作。
使用方法：按一般面膜使用說明使用。過敏性或

敏感性膚質者不宜使用。

 

一、�目的
農漁業為我國基本產業，亦為經濟發展之基礎。

近年來，因天然災害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等影響，農漁業常遭受巨大衝擊，尤其面對國際
化之激烈競爭與挑戰，農漁業亟需調整產業結構，
提升經營效能，是以提振農漁業經營及照顧農漁
民福祉，乃為政府之重大政策方針。為協助農漁
民及農漁企業順利籌措經營所需資金，以更新設備，
加強技術研發與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強化
產品行銷，提升國際競爭力，並協助農漁民遭受
天然災害後之重建復興及改善農漁民家計，提高
生活品質，俾落實政府照顧農漁民之政策，特訂
定本方案，並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農
業委員會共同推動，以提高政策成效。
二、放款資金來源：以各承辦單位自有資金貸放。
三、放款總額度：新台幣（以下同）1,000億元，
額度分配如下：
（一）政策性專案貸款350億元
1.農業發展基金專案農貸300億元
2.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50億元
（二）一般農業貸款650億元
1.本國銀行：500億元
2.全國農業金庫：100億元
3.農漁會信用部：50億元
四、實施期間：94年10月1日起至95年9月30日止。
五、放款對象、用途及條件：
（一）政策性專案貸款：
依農委會農業發展基金專案貸款及天然災害低利
貸款規定辦理。
（二）一般農業貸款
1.放款對象：
（1）農保被保險人。
（2）農會正會員、漁會甲類會員。
（3）自有農業用地、漁船者。
（4）承租農業用地從事農作、森林、養殖、畜牧
者。
（5）受僱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及

農漁業發展事業者。
（6）經營農、牧場者。
（7）其他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
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農漁業生技;
產業等之個人、團體、獨資、合夥、公司或合作
組織。
2.放款用途：
（1）購買種苗、肥料、苗木、魚苗、仔禽畜、飼
料、藥物、農藥、原料、包裝物料、防治污染、
工資及營運週轉等。
（2）購置土地、農機、機器設備、冷凍廠、倉庫、
集貨場、廠房、營業場所、整地、土地改良、水
土保持等。
（3）植物種苗生技、水產養殖生技、畜禽生技、
動物用疫苗、食品生技、生物性肥料及生物性農
藥等農業生技之研發創新等。
（4）災害復建、復耕。
（5）籌措農漁家水電、器具設備、稅捐、醫療、
衣物、子女教育等生活家計、個人消費、修繕、
興建農宅及生活改善等。
3.放款利率、額度、期限、擔保品、保證人及償
還方式：由各承辦單位依個案決定。
六、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辦理本案信用保
證之配套措施：
（一）為暢通農漁民及農漁企業融資及保證管道，
分擔承辦單位融資風險，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
基金應與尚未簽訂保證業務委託契約（全行）之
承辦單位簽訂保證業務委託契約。尚未簽約之單
位得先行簽約後送保，其應捐助該基金金額3千萬
元，得分年捐助或依送保貸款金額分次捐助。
（二）擔保條件：依各承辦單位之作業規定辦理，
貸款案件之擔保條件不足者，由承辦單位協助申
請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信用保證。
（三）授權承辦單位先行貸放事後移送追認保證
之額度得由5百萬元提高至1千萬元。
（四）核准進駐經政府核准之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設廠之農漁企業，不受下列僅能保證5成之限制：
1.營業開始未滿1年者。
2.最近兩年度連續營運虧損，未達3年連續營運虧

損，或開始營業未滿2年其中1年虧損者。
3.使用統一發發票之企業戶最近年度期末負債比
率（負責／淨值）超過400﹪者。
（五）農漁企業累計保證貸款餘額3百萬元以下之
貸款案件，不受下列僅能保證5成之限制：
1.最近年度期末淨值低於資本額80﹪，未低於50
﹪者。
2.短、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占最近一年報稅營業
額之比率超過80﹪，未超過100﹪者。
（六）災害復建、復耕貸款不受減成保證規定之
限制。
（七）50萬元以下農漁民消費貸款，均得準用該
基金「受理農家消費貸款保證作業要點」之規定。
（八）第（二）至（六）項配套措施，於轉（展）
期保證時，亦適用之。
七、各承辦銀行於每月10日前，將其承作之統計
資料提報予農民銀行，農漁會信用部則彙報至全
國農業金庫後轉交農民銀行，農民銀行於每月15
日前，將報表呈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八、其他：
（一）公營銀行及農漁會信用部辦理農業放款，
經考核為績效優良者，分別由財政部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辦理年度工作考成時，予以加分。
（二）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應加強各承辦
單位從業人員辦理農業放款之訓練，增加對農業
之整體瞭解。
（三）承辦單位辦理農業放款，應確實依照相關
徵信及授信規範辦理；如非因故意、重大過失或
違法造成之損失，各承辦單位及各級承辦人員得
免相關行政責任。
（四）承辦單位對農業放款之個案，如涉及農業
技術，得視需要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相關
單位提供技術相關諮詢。
（五）本方案實施期間內，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財團法人農業信
用保證基金等單位，按季就農業融資事宜召開會
議檢討執行情形。

加強辦理農業貸款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