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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聯輔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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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聯輔基金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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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原名「財團法人省屬
行庫中小企業聯合輔導
基金」，係於71 年間由
臺灣銀行等7家金融機
構捐助基金成立 

配合政府精省作業，
88年間改隸財政部，
91年10月更名「財團
法人中小企業聯合輔
導基金」 

92年4月間改隸經濟部，
嗣於94年8月更名為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1.提供綜合輔導 

2.協助資金融通 

3.改善財務管理 

4.培育專業人才 

5.補助計畫推動 

經營理念：「熱忱、專業、公信」 

隸屬於 隸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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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融資診斷服務 

中小企業債權債務協處 

政府補助計畫帳務查核 

健全企業財務管理輔導 

消費者債務清償協助 

資金監控作業（財務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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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聯輔基金會介紹 
服務內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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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補助計畫推動與執行 

補助計畫流程設計與控管 

補助計畫審查機制顧問 

業者計畫輔導 

大型成果展策畫 

新興市場趨勢產業小聚策畫 

創新應用工作坊策劃 

推動國內外業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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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聯輔基金會介紹 
服務內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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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紓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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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部會貸款方案信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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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貸款方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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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部資金紓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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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貸款方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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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部資金紓困貸款 



11 

肆、央行中小企業及小規模營業人貸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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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輔導案例 



北臺灣知名連鎖按摩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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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案例 

主要業務： 

該企業是以健康休閒為發想之養身事業，推廣
健康養身新觀念，是唯一ISO及GSP雙認證之
優良企業。 

遭遇狀況： 

因COVID-19疫情持續影響，並配合政府三級
防疫政策警戒措施，民俗調理業被迫停止營運，
導致自110年05月中起營業額為零，期能獲得
政府支持及資金奧援。 

協處過程： 

因應三級防疫警戒期間，企業處於強制停業 
階段，企業每月應付款初估達新台幣1,000 
萬元，本會協助企業得到「營運資金」 
1,500萬元及「受影響事業」貸款 
1,500萬元，讓企業能持續為台灣 
養身事業盡心努力。 
 

振興資金貸款 



台灣最大的跨網域媒體及極受歡迎的科技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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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案例 

主要業務： 

該企業希望成為網路應用創作新興品牌，在商業端，
數據廣告系統在市場上已有長足突破，受到海外大型
企業青睞，目前更著力在擴編研發人力及市場推廣力。 

遭遇狀況： 

因COVID-19疫情影響，技術專案合作因大環境鉅變
而使企業合作夥伴態度漸趨保守，導致營收衰退， 
但自主營運媒體及數位廣告項目則仍保持正常營 
運，企業樂見疫情過後的成長及經銷獨家銷售 
的權利改變計畫，期望政府注資奧援，度過 
本次疫情難關。 

協處過程： 

該企業因業務性質特殊，2020年初組建業 
務團隊，從2021年中取回自家研發之產 
品銷售權，預計需要2,000萬元金流， 
並可期半年後現金流將逐漸回穩， 
透過輔導單位轉介金融機構評估貸 
款，橋接此業務過度期，促使臺 
灣新創產業在國際上站穩腳步。 
 
 

振興資金貸款 



南台南青年民宿旅宿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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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該企業位於南臺灣，主要營業收入為青年旅
客住宿。 

遭遇狀況： 

受Covid-19疫情影響，打亂國內旅遊，期
間該公司規劃重新整修民宿環境並更新軟硬
體設備，但因其往來銀行不看好旅宿業，導
致申請紓困貸款遭多家銀行婉拒，最後轉往
向民間借貸業者借款。 

協處過程： 

透過本會融資診斷服務與協助向銀行提出營
運計畫書，讓其順利取得經濟部受影響事業
貸款，逐步舒緩其所面臨之資金周轉困境。 

伍、輔導案例 
受影響事業貨款 



新一代臺灣網路軟體服務的國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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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企業致力於打造「消費金融科技」服務軟體，透過網路
提供線上及線下的多元收付功能，方便進行產品或服務
買賣。目前更發展「無卡分期」及「信用額度」等創新
金融應用，拓展新形態消費服務。 

遭遇狀況： 

因COVID-19疫情影響，洽談中之矽谷創投進度 
延宕，原計畫開發之行動收付平台推廣作業進 
度延期，雖已獲得國發基金之資金奧援，因企 
業淨值為負，導致申請紓困貸款遭多家銀行 
婉拒。 

協處過程： 

經由輔導單位現場診斷後，建議企業先行 
整理營運規劃書及提出增資計畫，後續 
轉介彰化銀行內湖分行進行評估與協 
助企業溝通，獲得經濟部之營運資 
金貸款之資金挹注。 

伍、輔導案例 
營運資金貸款 



成立近 50 年的國內老牌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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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製造塑膠日用品為主，其所生產之PET、PP材質冷
飲塑膠杯、杯蓋等產品提供給星巴克集團等知名連
鎖企業。 

遭遇狀況： 

前有民間借貸、關係企業營運狀況異常，同時工 
廠遭遇颱風造成損失。另逢COVID-19疫情影 
響，外銷船位難求，訂單延遲導致公司資金 
調度困難。 

協處過程： 

參與政府紓困方案，除獲舊貸款展延之外， 
另由本會協助函轉中央銀行辦理「寬延 
退票」協處，提供6個月暫緩通報為拒 
絕往來戶。協助企業極力維持正常營 
運，逐步舒緩其所面臨之資金周轉 
困境。 

伍、輔導案例 
負面案例 



中部遠眺270度山海空美景景觀庭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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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該企業位於中臺灣的一隅，可瞭望遠方山海空一線
美景，占地約15000餘坪，園區還提供泡湯區、露
營區、烤肉區等複合式景觀庭園餐廳。 

遭遇狀況： 

因COVID-19疫情影響，國外遊客近趨於零，配合
政府三及防疫政策，更暫停對外營業，營收遽降， 
導致營運資金出現缺口，合作廠商支票據無力 
清償，爰申請經濟部紓困協助，期能度過本 
次疫情難關。 

伍、輔導案例 
負面案例 



資源回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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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該企業位於南臺灣，從事塑膠環保回收業約
五年，主要營業收入為廢塑膠回收再製。 

遭遇狀況： 

Covid-19疫情使國內相關產業停產而回收價
格大幅下跌，公司計畫借機進行設備擴充及
大規模備料，因年營收下滑及財務報表欠佳
而遭銀行拒貸，轉向數家民間借貸業者借貸，
月利率9%，每月利息費用高達90萬元，當無
力償還本金及利息後立即遭民間借貸業者軋
票，造成該公司跳票且無力清償。 

伍、輔導案例 
負面案例 



善用政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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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案例 
正確處理模式 

2、可透過中小企業營運與融資協處計畫申
請『債權債務協處』，藉由與銀行債務協商，
尋求東山再起的 機會。 

1、因Covid-19疫情影響，可藉由紓困方案，辦理
「寬延退票」協處，提供6個月暫緩通報為拒絕往
來戶，逐步舒緩其所面臨之資金周轉困境。 

優點 

舊貸展延：只繳息不繳本，減少金流支出。 

保存債權：不動產之設定，有保存機會。 

降低利率：減少利息支出，成本降低。 

還款年限：逐步攤提，最多可至10年。 



21 

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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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一、5P授信原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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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者應具備之觀念與認知(1/4) 

除了由政府提供必要之協助輔導外 
中小企業經營者自身亦應具有如後之觀念與認知 

一、應強化自我融資條件 

2. 主動檢測本身的財務體質 

財務結構：自有資本比率、長短期資金配置 

償債能力：負債比率、短中長期償債能力 

獲利能力：毛利率、營業利益率、淨利率 

經營效能：帳款回收、存貨水位、資產使用效能 

成長力：營收成長率、每人營收 

1. 建立健全的財會制度，提升財會透明度與管理能力，讓銀行更了解

企業營運、獲利前景，為強化銀行融資條件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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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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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者應具備之觀念與認知(2/4) 

除了由政府提供必要之協助輔導外 
中小企業經營者自身亦應具有如後之觀念與認知 

二、應適度控制營業與財務風險 

1. 固定成本比率較低之事業，其營業風險較低。 

2. 舉債比率較高者，其財務風險較大。 

3. 資金的取得與運用關係到營業風險及財務風險。 

營業風險大的投資計畫應提高自有資金比率， 

減少舉債經營，以降低 財務風險。 

財務風險  業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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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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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者應具備之觀念與認知(3/4) 

除了由政府提供必要之協助輔導外 
中小企業經營者自身亦應具有如後之觀念與認知 

三、善用營運數位工具，增加融資管道 

推動「數位轉型」，結合數位工具，如POS(Point 

of Sales，銷售點終端、信息系統)、電子發票、電

子商務等，有利於即時掌握現金流訊息，消弭金融

機構對企業主營收與資金流資訊不對稱，以營運數

位工具所產生的營收、財務數據為基礎而提供的融

資服務。 

四、應避免倚賴地下金融 

企業以地下金融管道取得的資金作為週轉金，

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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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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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者應具備之觀念與認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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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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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銀行建立良好往來關係 

1. 可邀請銀行人員及主管到公司或工廠實地瞭解營運現況，增加銀行融資信心。 

2. 參加政府或財經單位舉辦的融資座談會，藉以瞭解銀行新的融資資訊。 

3. 維護公司、負責人、負責人配偶或關係企業的信用，避免退票、借款逾期、假扣押、假處分等信

用不良紀錄。 

4. 按時還本付息，建立良好信用紀錄。  

5. 充分運用有限資金集中往來，包括薪轉、勞保等費用之轉帳代繳，累積存款及其他業務往來實績。 

6. 及早備妥銀行辦理融資所需的相關文件，加速銀行核貸時程。 

7. 盡量將有利業務或相關財務資料提供銀行授信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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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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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保保證對象 

註： 

關係人為負責人、配偶、負責人
或配偶擔任負責人之關係企業 

中小企業、創業個人 

一、票據沒有拒絕往來情形 

-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 

-未依約定分期攤還超過1個月 

-應繳利息未繳付超過3個月 

二、債務沒有下列情形之一 

28 

陸、如何與銀行申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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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核貸的常見狀況 



金融機構認定信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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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或其配偶有下列信用狀況 

信用卡循環額度、強制停卡、 
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應繳利息延滯、 
票信拒往紀錄(尚未解除)、信保基金列管、 
催收呆帳戶、 
 

柒、不予核貸的常見狀況 

申請人或其配偶有下列紀錄狀況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辦理銷金融案件無擔保
債務協商機制」或「金融機構辦理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作業準則」之協商註記
戶(尚有相關註記紀錄)、從債務(為他人連帶
保證或一般保證人)本金逾期未清償、貸款
未繳遭法院查封情事、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 

所屬企業近一年資產負債表淨值為負、所屬
事業實際所在地未經合法登記使用、非實際
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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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融資貸款 

申請人或所營事業有下列狀況 

經營金融及保險、特殊娛樂業者 
聯徵查詢次數最近3個月內達12次以上(所營
事業達7次以上) 
信用卡遭強制停卡情形 
被聯徵中心列為催收呆帳戶 
票信拒往紀錄(尚未解除) 
違反商業會計法或刑法尚在訴訟中 
貸款未繳遭法院查封情事 
信保基金逾期列管戶 
違反本貸款之實施要點者 
經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不予核貸者 
屬國內外公司分支機構者 
申請人(或負責人、保證人)有本金未清償、
未依約定分期攤還或已超過一個月、應繳息
而未繳延滯期達三個月以上，或有信用卡消
費款未繳納，遭強制停卡情形 
 

柒、不予核貸的常見狀況 

申請人及其配偶有下列狀況 

信貸(不含長期放款)合計達2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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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青創融資貸款條件外另有以下情形者 

規模超過「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者 

勞保費用逾期聯續未繳次數達4次以上 

申請人(或負責人及其配偶)信用卡分期帳款餘額合計達100

萬元以上 

申請人(或負責人及其配偶)現金卡及信用卡循環餘額(含預

借現金)合計達100萬元以上 

申請人(或負責人及其配偶)信貸(不含長期放款)合計達200

萬元以上 

 

 

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 柒、不予核貸的常見狀況 



電話：(02)2396-9314 
傳真：(02)2396-9860~1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1號5樓 
https://www.sme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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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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