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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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99.01.20 本基金第 12 屆第 6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通過，99.02.01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09920390050 號函准予備查
99.07.14 本基金第 12 屆第 8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修正，99.07.28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09920390800 號函准予備查
100.10.12 本基金第 12 屆第 14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修正，100.11.04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10020391730 號函准予備查
103.04.17 本基金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更改主管機關名稱
104.06.24 本基金第 13 屆董事會第 9 次董事會議決議修正，104.07.06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10400065060 號函准予備查
106.12.26 本基金第 14 屆董事會第 10 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107.01.09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10700001040 號函准予備查
108.04.26 本基金第 15 屆董事會第 3 次常務董事會議決議修正，108.05.08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10800035890 號函准予備查
108.12.27 本基金第 15 屆董事會第 5 次董事會議決議修正，109.02.27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10900533680 號函同意核定
109.11.27 本基金第 15 屆第 12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修正，109.12.28 經濟部經授企字第 10900772190 號函同意核定

一、目的
為與勞動部合作，提供信用保證，協助依據該部「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協助辦法」（以下
簡稱協助辦法）申請貸款者取得貸款，特訂定本要點。
二、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
本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含微型創業鳳凰貸款信用保證），係以勞動部撥付之專款（以
下簡稱專款）及本基金提供相對資金（以下簡稱相對資金）合計數之十倍為限，惟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本信用保證即停止辦理：
(一)本貸款逾期保證餘額加計先行交付備償款項餘額達專款及相對資金合計數。
(二)申貸者所經營事業不符合本基金「保證對象要點」第二點第一款第一目之案件，其信
用保證融資總金額（含微型創業鳳凰貸款信用保證）達專款之十倍，或逾期保證餘額
加計先行交付備償款項餘額達專款。
三、信用保證對象及限制
(一)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協助辦法第五、六條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
(二)送保限制
依協助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四、信用保證之授信
本項信用保證之授信，其申請程序、額度、用途、期間、還款方式、利率等，悉依協助
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惟協助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則依授信單位總管理機構之規定辦理。
五、連帶保證人之徵提
依協助辦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六、信用保證成數
信用保證成數九點五成。
七、移送信用保證之程序
授信單位辦理本項信用保證，應先向本基金提出申請，由本基金核發載明保證額度、保
證成數及保證手續費率等相關條件之保證書，經授信單位依保證書辦理之授信，應於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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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翌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移送信用保證。
八、保證手續費
授信單位移送信用保證時，依信用保證金額及信用保證期間按年費率固定百分之零點三七
五代本基金向借款人計收保證手續費，其餘保證手續費之計收方式、匯繳、退補、逾期保
證手續費之計收等規定，依本基金「保證手續費計收要點」辦理。
九、展延或變更分期償還
依本基金「信用保證案件辦理展延或分期償還保證處理要點」辦理。
十、信用保證案件之逾期處理
(一)授信到期（含視為到期）未清償者，授信單位應於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
(二)授信逾期（含視為到期）後，授信單位應即依一般催收作業程序辦理催收。
(三)授信單位對債務人催討有收回時，除係處分擔保品之收回款，得優先沖償徵提該擔
保之債權外，其餘應按債權比率分配之。
十一、信用保證案件先行交付備償款項之申請
授信單位已對主從債務人依法訴追並取得執行名義後，得檢具相關憑證及催收紀錄等資
料，以「信用保證案件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申請書」向本基金申請。
十二、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範圍
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範圍如下：
(一)本金：指尚未收回之逾期授信保證部分之本金。
(二)積欠利息：指授信到期（含視為到期）前未收取之利息。
(三)逾期利息：指授信到期（含視為到期）後未收取之利息，最高以該到期（含視為
到期）日後六個月為限。
(四)訴訟費用：俟訴訟終結及執行借保戶財產分配完畢，如有不足再申請按追訴當時保
證金額占追訴標的金額之比率分攤為原則。
前項利息以原約定之擔保放款或政府規定之其他優惠利率計算，適用之利率遇有調整
或分期攤還陸續收回者，按各期之保證餘額分別計算。
十三、先行交付備償款項後之處理
經本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後之案件，授信單位仍應繼續積極催討或訴追，若有收回款
項（含訴訟費用、本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之日起至收回日止之利息）應即按保證比率
匯還本基金。
十四、信用保證責任之解除
(一)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信用保證對象及限制未依本要點第三點之規定辦
理，本基金得解除全部保證責任。
(二)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就不符合規定部分解除保證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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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信逾期（含視為到期）後之催收，未依本要點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致影響
授信收回。
2.信用保證之授信款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查有流入授信單位行員有關帳戶之情形。
(2)授信款項未按貸款用途使用而經查實用於收回授信單位之原有債權（不論該
債權是否經本基金保證）者，依該部分占送保授信金額之比率解除保證責任，
授信款項支領之日，收回授信單位之原有債權者，視同以該授信款項收回。
前述用於收回授信單位原有債權之金額應扣除當日進帳之信用狀押匯款、託
收款、票據提示兌償款、前一日存款餘額（不含備償專戶等已指定用途之款
項），或其他有明確來源收回之款項。
(三)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有具體理由經本基金同意者
外，本基金得解除一部或全部保證責任：
1.信用保證之授信未依本要點第四點之規定辦理。
2.連帶保證人之徵提未依本要點第五點之規定辦理。
3.移送信用保證之程序未依本要點第七點之規定辦理。
4.保證手續費之計收等未依本要點第八點之規定辦理。
5.展延或變更分期償還未依本要點第九點之規定辦理。
6.授信到期（含視為到期）未清償之案件，未依本要點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於二個
月內通知本基金。
7.未依勞動部核定之書面文件、申請保證文件或本基金之保證書、回覆書所列條件
辦理。
8.違反授信單位總管理機構之規定。
(四)授信單位填載資料不實或疏漏，足以影響本基金對保證風險之估計者，本基金得解
除一部或全部之保證責任。
十五、不當利用信用保證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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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其他
(一)移送本項信用保證案件應依本要點、協助辦法及授信單位總管理機構之規定辦理。
(二)移送本項信用保證案件之各項徵信、授信、催收資料及相關傳票、帳冊均請留存備
查。
十七、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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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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保證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二、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
本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含微型
創業鳳凰貸款信用保證），係以
勞動部撥付之專款（以下簡稱專
款）及本基金提供相對資金（以
下簡稱相對資金）合計數之十倍
為限，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信用保證即停止辦理：
(一)本貸款逾期保證餘額加計先
行交付備償款項餘額達專款
及相對資金合計數。
(二)申貸者所經營事業不符合本
基金「保證對象要點」第二點
第一款第一目之案件，其信
用保證融資總金額（含微型
創業鳳凰貸款信用保證）達
專款之十倍，或逾期保證餘
額加計先行交付備償款項餘
額達專款。
十一、信用保證案件先行交付備償款
項之申請
授信單位已對主從債務人依法
訴追並取得執行名義後，得檢
具相關憑證及催收紀錄等資
料，以「信用保證案件先行交
付備償款項申請書」向本基金
申請。
十二、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範圍
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範圍如下：
(一)本金：指尚未收回之逾期
授信保證部分之本金。
(二)積欠利息：指授信到期（含
視為到期）前未收取之利
息。
(三)逾期利息：指授信到期（含
視為到期）後未收取之利
息，最高以該到期（含視
為到期）日後六個月為限。
(四)訴訟費用：俟訴訟終結及
執行借保戶財產分配完
畢，如有不足再申請按追
訴當時保證金額占追訴標
的金額之比率分攤為原
則。
前項利息以原約定之擔保放款
或政府規定之其他優惠利率計
算，適用之利率遇有調整或分
期攤還陸續收回者，按各期之
保證餘額分別計算。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
配合實務修
本項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含微 正。
型創業鳳凰貸款信用保證），係
以勞動部撥付之專款（以下簡稱
專款）及本基金提供相對資金（以
下簡稱相對資金）合計數之十倍
為限，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項貸款信用保證即停止辦理：
(一)本項貸款逾期保證餘額加計
代償餘額達專款及相對資金
合計數。
(二)申貸者所經營事業不符合本
基金「保證對象要點」第二點
第一款第一目之案件，其信
用保證融資總金額（含微型
創業鳳凰貸款信用保證）達
專款之十倍，或逾期保證餘
額加計代償餘額達專款。
十一、代位清償之申請
配合實務修
授信單位已對主從債務人依法 正。
訴追並取得執行名義後，得檢
具相關憑證及催收紀錄等資
料，以「信用保證案件先行交
付代位清償備償款項申請書」
向本基金申請代位清償。
十二、代位清償範圍
配合實務修
代 位 清 償 保 證 責 任 之 範 圍 如 正。
下：
(一)本金：指尚未收回之逾期
授信保證部分之本金。
(二)積欠利息：指授信到期（含
視為到期）前未收取之利
息。
(三)逾期利息：指授信到期（含
視為到期）後未收取之利
息，最高以該到期（含視
為到期）日後六個月為限。
(四)訴訟費用：俟訴訟終結及
執行借保戶財產分配完
畢，如有不足再申請按追
訴當時保證金額占追訴標
的金額之比率分攤為原
則。
前項利息以原約定之擔保放款
或政府規定之其他優惠利率計
算，適用之利率遇有調整或分
期攤還陸續收回者，按各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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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十三、先行交付備償款項後之處理
經本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後
之案件，授信單位仍應繼續積
極催討或訴追，若有收回款項
（含訴訟費用、本基金先行交
付備償款項之日起至收回日止
之利息）應即按保證比率匯還
本基金。

行
規
定 說
明
保證餘額分別計算。
十三、交付備償款項後之處理
配合實務修
經本基金先行交付代位清償之 正。
備償款項後之案件，授信單位
仍應繼續積極催討或訴追，若
有收回（含訴訟費用、本基金
先行交付備償款項之日起至收
回日止之利息）應即按保證比
率匯還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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