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紓困方案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主管機關 經濟部 

紓困對象 1. 受影響產業、事業。 
2. 認定標準： 
1.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事業、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2. 自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至 110 年 12 月起任連續 2 個月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之營業額較 110 年內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110 年內任一個月、109 年內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109 年內任一個月、108 年下半年之月平均、108 年

同期月平均、107 年同期月平均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少達 15%，經本部、受本部委任、委託之機關（構）或金融機構認定屬實。 
3. 非屬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四十六條之一規定公告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清冊之土地所有權人。 
4. 非屬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所稱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以後新增未登記工廠所隸屬之事業主體。 
5. 出具「切結書」。 

紓困內容  

 舊貸貸款展延(辦法第五條) 營運資金貸款(辦法第六條) 振興資金貸款(辦法第七條) 

貸款用途 於 110 年 6 月 4 日前已辦理之貸款，得申請本金展延期限(含
寬限期)。若同時降利率則有利息補貼。 

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場所租金為限。 貸款用途為受影響事業振興所需之週轉性或資本性支出。 

貸款額度  以核給 6 個月薪資及租金總額為上限，合計最高 600 萬
元。得分次申請，惟不得循環動用，並限向同一承貸金融
機構申貸。 

中小型事業：最高 1.5 億元。 
非中小型事業：最高 5 億元。  
得分次申請，惟不得循環動用。 
受影響事業負責人相同或互為配偶、具控制與從屬或相互投資
關係，或其他經金融機構或信保基金核認有實質利害關係者，
上述貸款額度應合併計算。 

貸款期限  最長 3 年(含寬限期最長 1 年) 
貸款期間，不得減薪或裁員 

最長 5 年(含寬限期最長 1 年) 

貸款利率  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機動計息(目前為 1.845%)。 

與承貸金融機構議定(目前本行訂為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以上機動計息)。 

保證對象 中小企業、非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非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非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成數 依原授信條件 10 成(防疫千億保) 最低 8 成，最高 9 成(防疫千億保) 

信保手續費 舊貸貸款若原已送保，其展延期間第 1 年之保證手續費免予
計收(即由信保基金負擔) 

送保期間免收信保手續費(即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送保期間免收信保手續費(即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利息補貼對象 辦理受影響中小企業利息減免之金融機構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利息補貼期限 最長 1 年 最長 6 個月 最長 1 年 

利息補貼利率上限 最高為郵匯局 1 年期定儲存機動利率(目前為 0.81%) 最高為郵匯局 2 年期定儲存機動利率加 1%(目前為 1.845%) 最高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目前為
0.845%) 

利息補貼金額上限 22 萬元 5 萬 5 千元 22 萬元 

利息補貼限制 1.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金融機構或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2.新增今年 5 月起至 12 月，受新冠疫情影響的企業，可申請利息補貼，惟須與前已申領之補貼款合控於限額內。 
3.企業倘於申領補貼期間內，須俟該筆請領完畢後，始可申領其他項目利息補貼。 

申請期限及撥貸限制 自「經濟部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生效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其中營運資金及振興資金貸款應於核貸後三個月
內完成第一筆動撥，最遲應於 111 年 06 月 30 日前動撥完畢。 

   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列基準之事業。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 
   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壹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因應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狀病毒)影響之相關紓困融資及振興貸款措施(110.6.4 修訂) 



 

紓困方案 交通部觀光局振興觀光產業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主管機關 交通部 

紓困對象 1. 觀光產業(依發展觀光條例取得營業執照或登記證之旅行業、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已辦妥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之民宿)。 

2. 中小企業、大企業皆適用。 

紓困內容  

貸款用途 資本性融資 週轉金 

貸款額度累積上限 民宿 1000 萬；其餘 3000 萬(得分次申請，不得循環動用) 民宿 600 萬；其餘 2000 萬。(得分次申請，不得循環動用) 

貸款期限 最長 15 年(寬限 3 年) 最長 5 年(寬限 2 年) 

貸款利率 與承貸金融機構議定 

保證對象 中小企業、非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成數 移送信保基金(相對保證振興觀光產業融資信用保證要點)保證成數 9 成以上 

信保手續費 0.375%(免向觀光產業收，由交通部觀光局之專款支應) 

利息補貼對象 中小企業、非中小企業 

利息補貼期限 最長 3 年 最長 1 年 

利息補貼利率上限 按郵匯局 2 年期定儲存機動利率補貼(目前為 0.845%) 

利息補貼金額上限 無 

利息補貼限制 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還款方式 利息按月繳納，本金自寬限期後按月平均攤還 

申辦期限 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紓困方案 2021 一銀陪您中小企業抗疫紓困貸款專案(本行自辦) 

主管機關 無 

紓困對象 無限制產業 

紓困內容  

貸款用途 週轉金 

貸款額度 個別企業額度視客戶需求個案核定 

貸款期限 最長 5 年(寬限 1 年) 

貸款利率 寬限期內按本行 1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加年息 0.79%以上機動計息(目前為 1.63%)。寬限期屆滿後按本行 1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加年息 0.89%以上機動計息(目前為 1.73%)。 

保證對象 中小企業、非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成數 依移送之保證措施規定或基金個案核定 

信保手續費 依移送之保證措施規定或基金個案核定由借款人自付 

利息補貼限制 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還款方式 利息按月繳納，本金自寬限期後按年金法按月攤還 

申辦期限 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或本專案 800 億元總額度用罄止。 
 

 

部會名稱 紓困辦法名稱 所定受影響產業範圍 採行以貸款及利息補貼方式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辦理銀行承作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貸

款專案融通 

1. 中小企業 

2. 小規模營業人(限有稅

籍登記且每月銷售額未

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之

營業人；實務上雖未達

使用統一發票之公司組

織，惟仍開立統一發票

者，亦納入適用對象) 

貸款對象 中小企業 小規模營業人 

貸款額度 最高 400 萬元 最高 1600 萬元 最高 50 萬元 

貸款成數 信保保證 9 成以上之新承作放款 由銀行徵提擔保品之新承作放款 信保保證 10 成之新承作放款 

貸款利率 111/6/30 前年利率不超過 1%(央行專案融通利率加

0.9%) 

111/6/30 前年利率不超過 1.5%(央行專案融通利率

加 1.4%) 

111/6/30 前年利率不超過 1%(央行專案融通利率加

0.9%) 

申請期限 109.4.1~110.12.31 109.4.20~110.12.31 

借款人得在原貸款方案(ABC)之最高額度內，再次申請本專案貸款；惟原借款額度已達最高上限，僅得就攤還金額內申請 1 次且本次申請額度加計原貸餘額不得超過本規定規範

之額度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