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移送保證案件
發生信用異常後之處理

(不含代償作業)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大綱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參、代償前、後案件共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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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弱化應通知事項

二、信用惡化應通知事項及處理原則

三、逾期列管通知期限及通知方式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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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及早了解中小企業營運困境，信用保證案件發生
下列信用異常時，授信單位請於知悉日起15日內通
知本基金

(一)授信對象已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經濟部移送
企業債權債務協商案件自律規範」申請債權債務協商。

(二)未依約分期攤還逾7日，未逾1個月者。

(三)應繳付之利息延滯期間逾1個月，未逾3個月者。

(四)授信對象或負責人發生退票未達3張者。

通知時，請填報「營運弱化通知單」。

信用弱化應通知事項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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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證案件尚未到期，有下列信用惡化情形之ㄧ，授
信單位請於知悉日起15日內，最遲應於2個月內通知本
基金：

(一)授信對象停止營業者

(二)未能依約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者

(三)授信對象或其負責人受票據交換所拒絕往來處分者

(四)應繳付之利息延滯期間已超過三個月者

(五)授信對象或其負責人受破產宣告，或清理債務中，或其
財產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分或拍賣之聲請者

(六)授信對象或其負責人被提起足以影響償債能力之訴訟者

信用惡化應通知事項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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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惡化處理之原則

送保案件有本基金所列信用惡化應通知事項

之一時，應依總管理機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於本基金規定之通知期限內，主張送保授信

是否視為立即到期。

(一)不視為立即到期者：填報「期中管理通知單」

(二)視為立即到期者：填報「逾期列管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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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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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惡化通知期限：
授信單位應於知悉之日起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

通知期限二個月之計算：

知悉之次日起，迄二個月後相當日之前一日止

，如期限之末日為星期例假日，則順延一日

例如：2月1日知悉 次日2月2日

4月2日之前一日 4月1日止

＊＊＊ 總結：2月1日～4月1日 ＊＊＊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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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未能依約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者

授信單位於106.8.5核貸中期週轉金500萬元予A公

司，期間5年，以一般貸款送保，到期日為111.8.5，

本息按月分期攤還，109.4.5未依約分期攤還，至

遲應於何時通知信保基金？

109.4.5
本金未還

109.7.6前
應通知

109.3.5 
前依約攤
還本息

109.5.6
已超過一個月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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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應繳付之利息延滯期間已超過三個月者

授信單位於108.8.8核貸短期週轉金500萬元予B公司，

期間1年，以一般貸款送保，到期日為109.8.8，約定

按月繳息，到期還款。108.12.8應繳之利息未繳，至

遲應於何時通知信保基金？

108.12.8起
未繳息

109.5.9前
應通知

108.11.8前
依約繳息

109.3.9已
超過三個月

109.1.8 109.2.8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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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知悉之日起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

致本基金在該二個月期限後，對該授信

戶及其關係人新增保證債務者，就該新

增保證金額範圍內解除保證責任
 不代位清償準則(第七條)

信用惡化未依規定通知之結果

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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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列管通知期限及通知方式
授信到期或視同到期後，應於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授信

單位通報授信逾期列管時，應將借戶於授信單位之各筆授

信(含尚未屆期及視同到期)同時通報為原則，惟授信單位

如有主張暫不視同到期之授信，應於逾期列管通知單上敘

明。前業經通知本基金列管之逾期戶，原主張暫不視同到

期之授信，授信單位嗣後主張提前視同到期或屆期仍未清

償，亦應於授信到期或視同到期後二個月內通知。

通知期限二個月之計算：

除起算日係以每筆授信到期日之次日起算外，其他準用信

用惡化通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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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代償前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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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代償帳務沖轉

二、債權管理及追償

三、收回款匯還之處理

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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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知沖轉代位清償備償款
(註:新代償案件未做沖轉通知，無法填送收回款通知單）

2.代位清償備償款內部沖帳原則：

本金沖本金、利息沖利息，餘做其他收入。

3.未依規定沖帳：整帳或調整債權比率

代位清償備償款沖轉規定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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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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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沖本金，利息沖利息，訴費沖訴費。

․代償款大於帳列本金及催收息時，請列雜收。

代位清償備償款沖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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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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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執行名義罹於時效，喪失追索權

避免漏參與分配、呈報債權不足

＝＞就影響數，匯還代償款

避免未留意係送保案件，僅就自負成數
收回，逕予結案、解保。

送保案件債權不得讓售

債權管理及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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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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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帳

2.計算債權比率**

3.計算應匯還金額＝（收回款－擔保授信－訴費）＊債比

4.填送【收回款匯款通知單】

5.匯還款之處理

收回款匯還之相關處理
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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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基金查核後、代償前有收回款，亦應按債權比率匯還。

說明：
基金於審理一般案件或處理收回款通知單時，就代償後（或前次核帳
後），審查銀行期間沖帳明細，以確認期間之收回款確已按正確債權
比率匯還。

徵提相關資料：
1.送保案及自貸案之催收/呆帳帳卡、沖帳明細表、預收明細表、訴費
明細表等帳卡資料。

2.如有分配表，審查是否足額呈報債權。

審查結果：
1.是否已按正確債權比率匯還短溢匯
2.是否已足額呈報債權

核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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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1.
WHO：釐清還款來源(誰還的)?
WHAT：釐清債務人保證債務有哪些?

2.

3. 匯還款＝（收回款－擔保債權優先受償－訴訟費用）＊債權比率

註
1.單純送保案件(無自貸案)，債權比率可參考代償計算表。

2.若有自貸案，原則上以【本金】基礎計算債權比率。

3.調整項目：如擔保收回、自貸案外幣、不同保證人前有收回…

   
        

     
       

調整項目信餘額代償時保證之自貸案授送保案授信餘額

調整項目代償本金
債權比率






計算應匯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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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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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回款未按債權比率匯還，經基金核算有短匯者：

 線上回覆（或函覆）。

 定期追蹤，函補匯還。

 一定期限未補足，嗣後本基金交付同一單位之代償款
將予以抵銷。

三、有溢匯者，處理方式：

1.留抵日後應匯還款。

2.申請退還。

收回款匯還之相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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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償後案件之處理

一、應於收回當年度通知並匯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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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異常案件通知信保基金流程

二、應申請基金同意之常見事項

三、申請基金審查案件應檢附相關文件

四、收回款之帳務處理

參、代償前、後案件共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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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異常案件通知信保基金流程

參、代償前、後案件共同事項

信用合作社或農、漁會信用部 合庫商銀、農業金庫 信保基金

於「信保基金信
用保證網路作業
系統」填送

代償前：
營運弱化通知單
期中管理通知單(不視為立即到期)

逾期列管通知單(視為立即到期)

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逾期金額有收回)

代償後：
沖轉代位清償備償款項備查表
收回款匯款通知單

應以公函申請基金同意事項(參
後頁)
應先依總管理機構之規定陳報核准，函
洽本基金同意後，再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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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審核後以
公函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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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能依基金公函，採取必要催收措施者。

二、塗銷抵押權、撤銷假扣押、假處分、更換
保證人、解除保證人保證責任

三、未能依一般銀行催收作業程序辦理，影響
授信收回者，例如：催收措施影響債權收
回者(ex.可收回之款項未全數清償債務)/
將借保戶非送保逾期授信出售予AMC(涉塗
銷抵押權、撤銷假扣押、假處分者)

參、代償前、後案件共同事項

應申請基金同意之常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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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部簽核文件

2.相關帳務資料(預收帳/存摺、訴費明細、
代償後交易明細、催呆餘額)

3.如涉不動產應檢附:謄本、鑑價資料…

4.其他與本次申請有關之文件

申請基金審查案件應檢附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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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代償前、後案件共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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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款之帳務處理(1/2)

帳務處理原則

確認收回款來源及由誰償還

有無優先抵償之債權

按償還者所保證之債務餘額比率
沖償

參、代償前、後案件共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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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送保授信逾期或視同到期後，對主從債務人之債

權有收回時，除係處分擔保品之收回款，得優先

抵償徵提該擔保之債權外，其餘收回款均應按送

保授信及未送保授信之餘額比率沖償，不得僅沖

還未送保部份。

2.逾期案件於逾期金額有收回時，授信單位應通知

本基金。

參、代償前、後案件共同事項

收回款之帳務處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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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償前案件：
(02)2321-4261分機378

代償後案件：
(02)2321-4261分機778

業務諮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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