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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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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於

109.3.12發布紓困振興辦法，並溯自109.1.15施行。 

提供薪資與營運資金補貼、貸款緩繳等紓困及振興措施，

協助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取得紓困及振興所需資金，以度

過短期營運困境，創造政府、銀行、企業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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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部會紓困振興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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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部會紓困振興方案概述 

 7,000億貸款額度，全面協助企業及勞工：除協助大型、中型企業及勞工低率

貸款外，針對中小型企業，經濟部編列100億，10倍保證，信保基金辦理防

疫千億融資保證（可保證的企業貸款總金額達1,000億），另中央銀行再提供

2,000億元供銀行辦理中小企業優利專案貸款。 

 補貼銀行減免中小企業舊貸利息 

 中小企業營運資金貸款利息補貼（無減薪及裁員公司可使用） 

 配合企業振興貸款利息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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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部會紓困振興方案概述-續 
用途 舊貸展延 營運資金 振興資金 

額度 
109.3.12前已辦理 

貸款 
500萬 

中小：1.5億 
非中小：5億 

利率 原利率減免 
最高郵政2年定儲+1% 

(目前1.845%) 
依銀行規定 

期限 申請展延(含寬限期) 3年(寬限期1年) 3年(寬限期1年) 

中小企
業 

補貼利率 
最高郵政1年定儲 

(目前0.81%) 
最高郵政2年定儲+1% 

(目前1.845%) 
最高郵政2年定儲 

(目前0.845%) 

補貼期限 1年 6個月 1年 

補貼限額 每家22萬 每家5.5萬 每家22萬 

信保成數 依原條件 10成 8-9成 

信保手續費 第1年免收 免收 免收 

性質相同不得與其他部會重複申請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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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方案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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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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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較109年內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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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經濟部、受經濟部委任、委託之機

關(構)或金融機構認定屬實。 

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製造業、服務
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受影響認定標準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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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續 
受影響「認定」可逕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快速申請 

受
影
響
事
業 

金融機構 核貸 
資金
需求 

診斷
需求 

影響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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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續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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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及計程車客運業 

交通部 
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站地勤業及空廚業、船舶運送業、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 

對象 

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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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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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 
醫療(事)機構、住宿式機構、社會福利事業單位、
其他照顧服務單位 

對象 

 醫療(事)機構：依法領有醫療機構(核准)開業執照之機構 
 住宿式機構：依法提供全時住宿服務之機構 
 社會福利事業單位：依法辦理復康巴士之服務提供單位、長期照

顧交通接送、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單位、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等 
 其他照顧服務單位：依法辦理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托育服務

提供者、家庭托顧之服務提供單位、早期療育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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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續 
受影響認定標準： 
 醫療(事)機構：受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業而業務中斷。自109年1月15日起，

連續6個月醫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得總額，較前1年同期醫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得總額
減少15%以上。自109年1月15日起，連續3個月醫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得總額，較前
1年同期醫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得總額減少30%以上 

 住宿式機構：受地方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業而業務中斷。自109年1月15日起，任連
續3個月平均收入，較108年下半年或108年同期月平均收入減少達15% 

 社會福利事業單位：最近5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業務且無違約情形，自
109年1月15日起，任連續3個月之捐贈、接受政府補助、委託辦理或銷售貨物、勞務
收入總和之月平均，較108年下半年或108年同期月平均減少達15% 

 其他照顧服務單位：受地方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業而業務中斷。自109年1月15日起，
任連續3個月於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未滿2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申報費用月平均，
較108年下半年或108年同期月平均減少達15%。但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託辦理家庭托
顧、早期療育或團體家庭之服務之服務，為任連續3個月之服務月平均補助或委辦費
用，較108年下半年或108年同期月平均減少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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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藝文產業符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規定之貸款，而未符合
其利息補貼資格之營運困難事業，得向文化部申請利息
補貼 

對象 

農委會 
從事農產業或事業之法人、團體及自然人，因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農糧業、漁業、
畜牧業、休閒農業、其他經農委會公告之農產業或事業 

對象 

受影響認定標準：國內拍賣、批發或相關交易場所之運作連續中斷達7日。農產品拍賣、交易或
產地均價低於近3年同期之拍賣、交易或產地均價。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量低於近3年同期之交
易量。漁船出海作業航次或日數低於近1年同期之航次或日數。休閒農場近1個月之營業額低於
前1年同期營業額百15%以上。農產品外銷量或值低於前1年同期之外銷量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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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方案貸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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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紓困方案 

額度 
109.3.12前已辦理 

貸款 
500萬 

中小：1.5億 
非中小：5億 

利率 原利率減免 
最高郵政2年定儲+1% 

(目前1.845%) 
依銀行規定 

期限 申請展延(含寬限期) 3年(寬限期1年) 3年(寬限期1年) 

中小
企業 

補貼利率 
最高郵政1年定儲 

(目前0.81%) 
最高郵政2年定儲+1% 

(目前1.845%) 
最高郵政2年定儲 

(目前0.845%) 

補貼期限 1年 6個月 1年 

補貼限額 每家22萬 每家5.5萬 每家22萬 

信保成數 依原條件 10成 8-9成 

信保手續費 第1年免收 免收 免收 

舊貸展延 營運資金 振興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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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製造業、服務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對象 



經濟部紓困方案-續 

備註 

受補貼之事業不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或裁員
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亦不得解散、歇業或有其他
主管機關公告之情事。 

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辦
公場所之租金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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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紓困方案-續 

受影響事業中有稅籍登記且每月銷售額未達20萬元之營利事業，貸
款額度於新臺幣50萬元以下，貸款利率在1%以下者，得由信保基金

提供10成信用保證，其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 

小規模營業人 

可依「振興資金」利息補貼規定申請利息補貼 

央行因應疫情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C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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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紓困方案 
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
站地勤業及空廚業 對象 

維持正常營運資金
之融通貸款 額度 

最高郵政1年定儲(目前0.81%) 
補貼 
利率 

1年 
補貼 
期限 

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 其他 

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
及計程車客運業 

109.3.12前已辦理營業車
輛融資或貸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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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紓困方案-續 
備註 

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申請補貼利息之貸款額度如下： 
實收資本額超過新臺幣100億元或營運未滿1年者：以

109 年2月29日登記實收資本額20%為上限 
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100億元者：以108年營業額

20%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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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紓困方案 

授信用途 資本性 週轉性 

額度 3,000萬(民宿1,000萬) 2,000萬(民宿600萬) 

期限 最長15年(寬限期3年) 最長5年(寬限期2年) 

補貼利率 郵政2年定儲(目前0.845%) 

補貼期限 3年 1年 

信保成數 9成 

信保手續費 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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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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備註 

資本性貸款：用途為更新設備、整(修)建、重建營業場
所及資本性修繕所需的資金 
週轉金貸款：用途為支付員工薪資及其他維持基本營運
所需的資金 

交通部觀光局紓困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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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 2,000萬 500萬 

利率 
最高郵政2年定儲+1% 

(目前1.845%) 
- 

補貼利率 全額補貼 
最高郵政2年定儲+1% 

(目前1.845%) 

補貼期限 1年 

信保成數 10成 - 

信保手續費 免收 - 

衛福部紓困方案 

員工薪資貸款 短期週轉金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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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機構、住宿式機構、社會福利事業單位、
其他照顧服務單位 

對象 



衛福部紓困方案-續 

備註 

 員工薪資貸款額度，按109年2月投保勞工保險之人
員及其投保薪資總額核給之；最高以核給3個月薪
資總數為限 

 員工薪資貸款期間，不得減薪或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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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紓困方案 

補貼利率 
最高郵政1年定儲 

(目前0.81%) 
最高郵政2年定儲+1% 

(目前1.845%) 
最高郵政2年定儲 

(目前0.845%) 

補貼期限 1年 6個月 1年 

補貼限額 每家22萬 每家5.5萬 每家22萬 

舊貸展延 營運資金 振興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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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產業符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規定之貸款，而未符合
其利息補貼資格之營運困難事業，得向文化部申請利息
補貼 

對象 



農委會紓困方案 

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向貸款機構申請貸款並申請利息補
貼 

新貸案件經農業信用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之貸款，於利息補貼期間免
收保證手續費。 

利息補貼之項目、對象、基準、金額及相關事項內容由農委會另定：
舊貸案件原則補貼至110.2.28、新貸案件原則第1年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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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農產業或事業之法人、團體及自然人，因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農糧業、漁業、
畜牧業、休閒農業、其他經農委會公告之農產業或事業 

對象 



銀行受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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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申辦/銀行受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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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各部會紓困專區 

農委會 

文化部 

衛福部 

交通部 
觀光局 

交通部 

經濟部 

https://www.coa.gov.tw/COVID_19/index.php 

https://www.moc.gov.tw/content_434.html 

https://topics.mohw.gov.tw/COVID19/mp-205.html 

https://admin.taiwan.net.tw/BusinessInfo/GuanguangTuigua
ng/Revitalize.htm 

https://event.motc.gov.tw/index.jsp?webid=202002100001 

https://www.moea.gov.tw/Mns/covid-19/home/Home.aspx 

https://www.bot.com.tw/Services/Pages/User2.aspx 

臺銀紓困專區 

https://www.cbc.gov.tw/tw/np-31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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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    指教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