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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為協助受 COVID-19（新
冠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之僑臺商事業，對其取得所需資金提供專案
信用保證，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信用保證對象
受 COVID-19（新冠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僑臺商事業，自 2020
年 1 月起任一個月、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任一季、半年或全年之營
業額，較 2020 年起任一個月、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任一季、半年或
全年之營業額、2019 年下半年之月平均、2019 年同期或同期月平均、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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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
之十五，經金融機構認定屬實者。
第三條 信用保證之授信
與本基金簽訂信用保證契約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金融機構）依本要點
之規定所辦理之授信。
第四條 貸款用途
營業週轉或資本支出，資本支出不含購置土地。
第五條 貸款金額
同一借款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得申請貸款金額合計最高二十五萬
美元或等值外幣。

已申請前項者，其還款正常，且金融機構認定能掌握足資還款之訂單或
有相當還款來源，得再向同一金融機構申請增加貸款額度，惟與前項合
計最高四十萬美元或等值外幣為限。
貸款金額得分次申請，惟不得循環動用。
第六條 貸款期間
前條第一項貸款期間最長三年，必要時得經本基金同意就餘額展延一次，
貸款期間合計最長六年。
前條第二項貸款期間最長三年。
第七條 信用保證成數
九成。
第八條 保證手續費
免向借款人計收。依保證金額及保證期間，按年費率百分之零點二由主
管機關循預算程序撥補之。
第九條 保證人及擔保品
連帶保證人及擔保品之徵提由金融機構依據授信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還款方式
貸款之本金還款寬限期最長一年，並自寬限期屆滿日起分期償還，每期
最長為三個月。
第十一條 利率及補貼
貸款利率由借款人與金融機構洽定。
金融機構就前項利息得申請部分補貼予借款人，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
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如
金融機構實際核貸利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依實際核貸利率補貼，同
一借款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申請第五條第一項貸款者，補貼金額
以二千美元或等值外幣為上限，再申請第二項貸款者，合併第一項貸款
之補貼金額以三千二百美元或等值外幣為上限，由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
撥補之。
第十二條 申貸期限
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受理申請單位
與本基金簽約之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或子公司。
第十四條 保證責任準備之提列
本專案保證之保證責任準備依本基金現行之提存保證責任準備之規定酌
予增提。
第十五條 保證限額
本專案之信用保證總額度，以本基金資金新臺幣十億元承作十倍為限，
惟貸款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新臺幣十億元時，本信用保證即停
止辦理。
第十六條 舊貸展延
符合本要點第二條規定之現有保證借款人，有繼續經營意願且繳息正常
者，於第十二條規定期間內，得申請舊貸餘額展延(含本金寬限最長一年)。
但當地國政府之紓困政策規定利息得以展延者，亦得申請。
展延期間、利率及還款條件由借款人與金融機構洽定。
展延期間金融機構如減免借戶利息，得申請部分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
年，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
算。如金融機構實際核貸利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依實際核貸利率補
貼，每一案件補貼金額以二千美元或等值外幣為上限，由主管機關循預
算程序撥補之。
展延期間第一年保證手續費按年率百分之零點二計算，免向借戶收取，
由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撥補之，展延期間第二年起依本基金現行規定辦
理。
第十七條 申貸必備文件
如附表甲、乙，及其他金融機構或本基金另行要求提供之文件。
第十八條 其他
（一）同一借款人得申請第五條之貸款及第十六條之舊貸展延，不受同
一借款人送保案件貸款額度最高二百萬美元之限制。
（二）第五條之貸款不得用於收回金融機構既有貸款或用於償還他行貸
款。

（三）為快速協助僑臺商在疫情中之緊急需要，依現行作業需提報董事
會討論之案件，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先行核定，並於次月彙整提報
董事會核備。
（四）金融機構移送保證之作業及與本基金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本要點
未規定者，悉依本基金與金融機構簽訂之信用保證契約及本基金
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但本基金就第十六條第一項但書之利息展
延案件，日後代位清償之積欠利息及逾期利息合計以六個月為限。
（五）金融機構如有不當利用信用保證之情事或有高風險之虞者，本基
金得隨時通知暫停送保。
第十九條 施行
本專案經本基金董事會通過並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申請必備文件及相關說明如下：
1.附表甲:新貸
必備文件

說明

(1) 信用保證申請書【 COVID-19
請 逕 至 本 基 金 網 站
（新冠肺炎）專案使用 】
www.ocgfund.org.tw，請點選網站
(2) 個人資料表
之「資料下載」選擇相關書表下
載。
(3) 營運狀況報告書
(4)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依本基金現行規定辦理

(5) 會 計 師 簽 證 或編 製 之 財 務 報
表。但金融機構依當地法令規
定或實務辦理，同意以借戶報
稅報表、附聲明書之自編報表
或經金融機構認可之銷售報表
辦理徵信者，從其規定或慣例。 由僑臺商提供
(6) 當地主管機關註冊登記文件或
營業證照。
(7) 最近納稅證明文件。但依規定
不須繳稅者，免檢附。

(8) 股東名簿
(9) 金融機構之徵信報告

由金融機構提供

(10) 擔保品估價報告(未徵者免附)

2.附表乙:舊貸展延
必備文件

說明

(1) 信用保證案件內容變更申請書 請 逕 至 本 基 金 網 站
【COVID-19（新冠肺炎）專案 www.ocgfund.org.tw，請點選網站
之「資料下載」選擇相關書表下
使用 】
載。
(2) 金融機構之徵信報告
由金融機構提供
(3) 新增提擔保品之估價報告(未
徵者免附)。
(4) 會 計 師 簽 證 或編 製 之 財 務 報 由僑臺商提供
表。但金融機構依當地法令規
定或實務辦理，同意以借戶報
稅報表、附聲明書之自編報表
或經金融機構認可之銷售報表
辦理徵信者，從其規定或慣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