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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函
地址：10066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6
號3至5樓
承辦人：李志軍
電話：23214261分機：385保規一科：714

受文者：臺灣銀行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3日
發文字號：保證規劃一字第1096279131A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為配合實務作業，修正本基金各項作業規定有關「代位清償」
等用語，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並惠轉貴屬分行(社)。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109年12月28日經授企字第10900772190號函暨本
基金109年11月27日第15屆第12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
議辦理。
二、本基金「簽約金融機構續捐作業要點｣等64項作業規定(詳附
件)，有關「代償」、「代位清償」及「先行交付代位清償
之備償款項」等用語，修正為「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等。
三、有關各項修正規定暨修正對照表，請至本基金官方網站通函
區 下 載， 網 址 如 下： https:// www. smeg. org. tw/ basic/?
node=10228。

...............................................................................................

正本：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
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輸出入銀行、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花
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臺南第三信用合作社、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聯邦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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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有限
責任金門縣信用合作社、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央銀行業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
金融局、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均含附件）

電子交換：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
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
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信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
任臺南第三信用合作社、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聯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凱基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有限責任金門縣信用合作社、全國農業金庫股
份有限公司、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央銀行業務局、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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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配合實務修正「代位清償｣等用語之各項作業規章
項次
規章名稱
主辦部門
1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簽約金融機構續捐作業要點
企劃部
2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績優簽約金融機構及授信經理人敘獎作業
要點
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手續費計收要點
4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直接信用保證要點
5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供應商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6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7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批次信用保證要點
8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中小企業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融資信用
保證要點
9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信扶專案創業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0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
要點
11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0206 震災受災戶住宅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2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0206 花蓮震災受災戶住宅貸款信用保證
要點
1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非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4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地方創生事業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5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社會創新事業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6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高雄市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性貸款
(第四類案件)信用保證要點
17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新北市三鶯及溪洲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
建購住宅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8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花蓮縣 0206 震災未設籍於受毀損住宅所
有權人重建(購)住宅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9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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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證要點
20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勞工紓困貸
款信用保證要點
21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航空產業紓困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22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航運業者紓困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2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
機構事業產業紓困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24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教育事業資金紓困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25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企業相對保證專案信用保證要點
26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微型創業鳳凰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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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規章名稱
主辦部門
27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信用保 企劃部
證要點
28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離島永續發展優惠貸款信用保證
要點
29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中小型運動服務業貸款信用保證
要點
30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貸款信用保證
要點
31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原住民族企業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32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受災旅宿業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3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客庄地方創生優惠貸款信用保證
要點
34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振興觀光產業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35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文化創意產業合約與著作權質押
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36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信用保
證要點
37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信用保
證要點
38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新北市創新創業及中小企業融資
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39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新北市政府幸福創業微利貸款信
用保證要點
40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新北市原住民創業及所營事業融
資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41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桃園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融資
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42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臺中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
4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臺南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
44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高雄市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略
性貸款(第一類至第三類案件)信用保證要點
45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高雄市青年創業貸款信用保證要
點
46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基隆市中小企業圓夢貸款信用保
證要點
47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新竹縣圓夢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48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新竹市中小企業及個人便利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
49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彰化縣幸福圓夢貸款信用保證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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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規章名稱
主辦部門
50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彰化縣輔導特定工廠登記貸款信 企劃部
用保證要點
51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南投縣青年創業貸款及中小企業
融資一般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52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雲林縣艱苦人創業微利貸款信用
保證要點
53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嘉義縣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
54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嘉義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
55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屏東縣中小企業貸款信用保證要
點
56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宜蘭縣幸福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57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宜蘭縣青年創業貸款信用保證要
點
58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臺東縣繁榮家園貸款信用保證要
點
59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對保證金門縣中小企業及青年創業信用
保證融資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60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接受委託代為辦理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 審查二部
就學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61
62
63
64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不交付備償款項作業要點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整批約定交付率方案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案件催收作業委託要點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案件委託簽約金融機構
催收獎勵要點

如有相關疑問，請撥總機 02-23214261 轉各主辦部門業務聯繫窗口：
企 劃 部：綜合規劃科陳科長佳婷 分機 765 (項次 1)
保規一科李志軍 分機 385、趙副科長襄蓉 分機 714 (項次 2~8)
保規二科郭和益 分機 705 方綉雯 分機 622 (項次 9~59)
審 查 二部：承保作業科楊科長宗叡 分機 724 (項次 60)
備 償 部：備償三科蘇副科長瑞萍 分機 523 (項次 61、62)
債權管理部：逾期資產管理科徐珮璇 分機 525 (項次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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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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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