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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為協助受莫拉克颱風影響企業儘速復工營業，已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特別條例」第16條及19條規定，訂定「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提

供受災企業復工營業所需資金。此外，為協助受災企業向金融機構申請復工營業貸

款之利息補貼及金融機構原有貸款合意展延利息損失之補貼，特訂定「莫拉克颱風

受災企業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以紓緩受災企業資金週轉壓力。 

經濟部為協助國內遭受莫拉克颱風災害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或需要輔導之中小

企業度過營運困境，特委託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等輔導團隊執行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以提供財務診斷、輔導及相關諮

詢服務，協助中小企業取得銀行融資或申報災害損失等，俾協助產業重建。 

經濟部協助受災企業重建，除上開措施外，受災中小企業擔保品不足者，得由

金融機構送請信保基金提供9成之信用保證，其送保期間並免收保證手續費。另為

提供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復工營業貸款之完整資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特編製本手

冊，彙整申貸者可能面臨之各項疑問，以提供申貸者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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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復工營業貸款問與答
問1、政府對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提供那些協助措施?

答：(一)受災企業之貸款本金及利息展延協處。(請參考問答第5-9題)

(二)復工營業所需營運資金申貸協處。(請參考問答第9-15題)

(三)復工營業貸款之利息補貼。(請參考問答第16-22題)

(四)信用保證及補貼保證手續費。(請參考問答第26-28題)

(五)融資諮詢服務及財務、經營管理等輔導。

問2、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以下簡稱受災企業)申請融資協處，應具備何種條件？

答：(一)於莫拉克颱風時遭遇災害損失依法辦理登記之事業組織。

　　　　1.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2.僅辦理營業登記之獨資或合夥事業。

　　　　3.依法辦理登記之事業組織之企業（含中小企業、非中小企業）

　　(二)於受災地區之企業，其營業場所、廠房設施、機器、設備、原物料、半成

品或成品因颱風災害而損毀。

　　(三)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稅捐稽徵

機關、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

之受災證明文件，或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之受災企業。

問3、何種企業為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答：依商業登記法第5條之規定，下列各款小規模商業，得免依商業

　　登記法辦理登記。

(一)攤販。

(二)家庭農、林、漁、牧業者。

(三)家庭手工業者。

(四)民宿經營者。

(五)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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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4、小規模商業應申請受災居民或受災企業貸款?

答：依規定，小規模商業經營者僅能自擇優選擇其中一項辦理。

問5、受災企業如何申請貸款本金及利息展延?

答：受災企業應檢具貸款申請書、營業計畫書、切結書、營業登記證書、個人基本

資料表、企業基本資料表、受災證明及其他承貸金融機構授信規定之表單，向

各承貸金融機構申請辦理。

問6、金融機構補貼利息之規定為何?

答：(一)企業受災前已辦理之借款，經金融機構同意展延利息者，其展延期間之利

息損失應予補貼。

(二)每筆合意遲延之利息損失，於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週轉金最長一年，按

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補貼利息損失。

問7、原有貸款償還期限展延金融機構申請利息應備那些文件?

答：承貸金融機構應檢具受災企業受災文件、受災前貸款與餘額資料及合意展延文

件，向經理銀行提出申請。

問8、受災企業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本金及利息展延或「復工營業貸款」如遭遇困

難時，可向誰請求協助?

答：可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洽詢（0800-056-476免費服務專

線）或財務融通輔導體系（0800-219-666免費服務專線）申請協助。受災企

業於申請協助時應填寫服務申請表，並檢附公司（企業）登記影本、最近3年

財務報表影本及近1年營業稅影本，以傳真：(02)2367-1134 或寄送至106臺北

市羅斯福路2段95號3樓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務融通組馬上解決問題中心。

問9、受災企業貸款本金及利息展延或「復工營業貸款」之申請期限為何?

答：受災企業應於遭受災害之次日起至中華民國99年6月30日止，向承貸金融機構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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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0、受災企業如何申請「復工營業貸款」?

答：受災企業應檢具貸款申請書、復工營業貸款計畫書、切結書、營業登記證書、

個人基本資料表、企業基本資料表、受災證明及其他承貸金融機構授信規定之

表單，向各承貸金融機構申請辦理。

問11、「復工營業貸款」有何限制？

答：承貸金融機構受理復工營業貸款應依一般審核程序辦理。但受災企業在莫拉克

颱風發生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受理：

(一)停業或歇業。

(二)使用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辦妥清償註記之張數已達

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三)債信有下列情形之一：

1.債務本金逾期尚未清償。

2.尚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 

3.應繳利息尚未繳付，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

問12、「復工營業貸款」之用途為何?

答：受災企業依據復工營業計畫用於資本性或週轉金之支出。

(一)資本性之支出

1.重建(置)廠房設施或營業場所（均得含土地）。

2.修繕廠房、營業場所。

3.重置機器或設備。

4.修復機器或設備。

(二)週轉金之支出購買原料、物料、商品等。

(三)前述二款之「復工營業貸款」均不可移作他用。

問13、「復工營業貸款」的貸款額度為何？ 

答：復工營業貸款之額度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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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復工營業計畫實際需要之八成範圍內，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別

狀況核貸。

(二)小規模商業或僅辦理營業登記之獨資或合夥事業資本性貸款累計總額不得

超過新臺幣（以下同）四百萬元、週轉金貸款不得超過一百萬元，得分次

申請。

(三)中小企業資本性貸款累計總額不得超過五千萬元、週轉金貸款不得超過

三千萬元，得分次申請。

(四)非中小企業資本性貸款累計總額不得超過一億元、週轉金貸款不得超過

六千萬元，得分次申請。

前項第三款所稱中小企業，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

問14、「復工營業」之貸款期限及寬限期規定為何？

答：(一)資本性貸款

1.重置(建)廠房、營業場所（均得含土地）：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十五

年，寬限期最長三年。

2.修繕廠房、營業場所：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十年，寬限期最長三年。

3.重置機器、設備：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七年，寬限期最長二年。

4.修復機器、設備：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寬限期最長二年。

(二)週轉金貸款：購買原料、物料、商品等所需週轉金，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

過五年，寬限期最長二年。

前項之寬限期屆滿，承貸金融機構得視企業實際需求同意展延。

問15、復工營業貸款之經理銀行及承貸銀行為何？

答：(一)經理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二)承貸銀行：

1.台灣銀行    

2.台灣土地商業銀行

3.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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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商業銀行

5.華南商業銀行    

6.彰化商業銀行

7.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8.高雄銀行

9.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0.慶豐銀行

11.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12.台中商業銀行

13.京城商業銀行   

14.聯邦銀行

15.玉山商業銀行  

16.陽信銀行

17.三信商業銀行  

18.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   

19.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20.兆豐銀行

21.全國農業金庫  

22.義竹農會

問16、「復工營業貸款」利息及本金攤還的方式為何?

答：復工營業貸款利息應按月繳納，本金應自寬限期屆滿之日起，按 季或按月平均

攤還。

問17、「復工營業貸款」利息如何計算?

答：復工營業貸款利率最高依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機動

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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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8、「復工營業貸款」利息補貼之規定為何?

答：(一)每筆利息補貼以實際貸款餘額按實際核貸利率計算，惟不得超過郵政儲

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其中實際貸款餘額不得超過復工

營業貸款規定之額度。

(二)每筆利息補貼期限，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週轉金最長一年。

(三)非中小企業利息補貼總金額不得超過每一受災企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災害損失金額。

問19、「復工營業貸款」金融機構申請利息補貼應備那些文件?

答：承貸金融機構應檢具受災企業受災文件、非中小企業案件需再檢具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之損失金額，向經理銀行提出申請。

問20、承貸金融機構申請利息補貼作業如何辦理?

答：承貸金融機構申請補貼利息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金融機構總行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彙整轄下分行前一個月請款資料，按月

填具申請補貼利息及遲延利息損失名冊，向經理銀行申請撥付補貼利息及

遲延利息損失；如金融機構疏於申請時，其當次之利息補貼以前一個月份

利息補貼之金額為限。

(二)復工營業貸款：每筆第一次由貸款利息起算日至申請日前一個月底止，嗣

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利息餘額。

(三)原有貸款利息展延：每筆第一次由合意展延日至申請日前一個月底止，嗣

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記帳利息餘額之損失。

問21、停止利息補貼或不補貼之規定為何?

答：停止利息補貼或不予補貼規定如下：

(一)經發現受災企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承貸金融機構應負責追回已補貼金

額，並自知悉日起停止核計利息補貼：

1.提供不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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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取得本要點補貼外，另取得其他政府部門依據本條例辦理之相關貸款

補貼。

3.申請復工營業貸款獲得一家以上金融機構撥貸，並均取得補貼。

(二)受災企業受拒絕往來處分、停業或歇業者，承貸金融機構應自知悉之日

起，停止核計利息補貼；已溢領者應於次月扣還。

(三)受災企業提前部分清償者，該清償部分不予核計利息損失補貼；已全部提

前清償或金融機構已予轉列逾放（呆帳），自該日起停止補貼。

(四)承貸金融機構違反總管理機構授信規定者，不予補貼，並應返還該案件已

請領之補貼。

問22、利息補貼之期限為何?

答：(一)復工營業貸款週轉金部分補貼期限至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止。

(二)復工營業貸款資本支出部分補貼期限至中華民國102年6月30日止。

問23、已申請災害復舊專案之企業應如何申請復工營業貸款?

答：已依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支援辦理或金融機構以其自有資金核貸案件，得由受災

企業洽原申貸金融機構以復工營業貸款償還前述核貸案件。

問24、金融機構合意展延之舊災害復舊專案之利息是否可以補貼?

答：受災企業已與金融機構合意展延利息者，金融機構得適用本要點申請展延期間

利息損失補貼。

問25、「復工營業貸款」是否有其他規定? 

答：依承貸金融機構總行授信規定辦理、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或其他相關規定辦

理。

問26、原有貸款償還期限展延政府之信用保證措施為何？

答：原有貸款償還期限展延：原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之貸款，其

展延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企業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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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27、「復工營業貸款」政府之信用保證措施為何？

答：復工營業貸款之信保規定如下：

金融機構辦理復工營業貸款，得送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貸款金額九成

之信用保證；其送保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企業計收。

問28、小規模商業之「復工營業貸款」是否可以移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

答：對屬青年創業貸款、微型企業創業貸款、創業鳳凰婦女小額貸款、微型創業鳳

凰貸款及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之復工營業貸款均

可移送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

問29、受災企業與承貸金融機構有那些義務?

答：受災企業與承貸金融機構應盡義務規定如下：

(一)受災企業應按月或按期提供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供承

貸金融機構查閱。

(二)承貸金融機構應對申請復工營業貸款企業，每半年應複審一次以上。

問30、「復工營業貸款」針對復工企業是否提供相關諮詢管道？

答：政府所設置的復工營業貸款窗口，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受

災企業可撥打（0800-056-476免費服務專線）或財務融通輔導體系（0800-

219-666免費服務專線），並於災區設置莫拉克風災財務協處窗口(0800-867-

888免費服務專線)諮詢。

問31、「復工營業貸款」輔導措施有哪些？

答：為協助受災企業申貸復工營業貸款，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另提供融資協處財務輔

導、財會職能訓練、復工經營協助、協助編擬復工營業計畫書、長期財管輔導

及諮詢等服務。

問32、小規模商業是否可以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輔導？

答：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不論規模大小，如果有需要各項輔導措施，得向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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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33、在申貸「復工營業貸款」時，政府可提供哪些協助？ 

答：(一)復工營業計畫書撰寫諮詢：蒐集復工營業計畫相關產業發展趨勢及市場資

訊，提供復工營業計畫書撰寫諮詢。

(二)融資諮詢與個案協處：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與各地銀

行融資服務窗口，強化申請「復工營業貸款」者之融資條件，並協助其取

得必要融資，運用經濟部財務融通輔導體系，提供相關資訊。復工營業貸

款單一窗口，處理復工營業貸款各項申訴及求助案件，可洽詢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

問34、受災企業如何申請「復工營業貸款」各階段輔導？各項輔導是否需負擔費

用？

答：申貸者對於復工過程中若有輔導需要，可洽詢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

中心（0800-056-476免費服務專線）由其轉介，所有各項相關輔導措施原則

上均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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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一、復工營業貸款作業流程圖

二、申請復工營業計畫書及簡式計畫書

三、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復工營業貸款切結書

四、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

五、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六、金融機構辦理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原貸款展延作業要點

七、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八、莫拉克颱風災區範圍

九、商業登記法

十、其他天然災害復舊及復建融資專業貸款協辦單位窗口一覽表

十一、小規模營利事業簡易資料表

十二、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服務申請表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 Q&A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14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 Q&A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附錄一

復工營業貸款作業流程圖

  

 

受災企業 

經理銀行或承

貸金融機構審

查及徵信調查 

簽約對保 

撥付貸款暨
貸款後追蹤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馬上解決問題中心 

派案 

個案協處 
復工營業貸款及 
財管融資諮詢 

審查
結果 

 

符合貸款資格 

不符貸款資格 

申請輔導 

 

貸款申請 

向承貸金融機構申貸應檢附文件： 
1.貸款申請書 
2.復工營業計畫書  
3.切結書 
4.營業登記證書 
5.個人基本資料表 
6.企業基本資料表 
7.受災證明 
8.其他資料(依各承貸金融機構 

              授信規定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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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申請復工營業計畫書及簡式計畫書

XXXX股份有限公司
復工營業計畫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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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企業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創立日期：  年  月
資 本 額：新台幣   萬元
負 責 人：
電話：
傳真：

登記地址：
工廠地址： 
員工人數：
廠房： 
主要產品：
銷售地區：
內外銷比例：內銷%，外銷％(含間接外銷)

最近年度營業額：
95年：                                   仟元
96年：                                   仟元
97年：                                   仟元
98年：                                   仟元

二、企業所面臨的困境

(請說明公司所受到的災害與損失)

三、繼續經營價值

(請說明公司的競爭力與技術能力)

四、持續經營之可行性

(請說明公司未來經營模式與獲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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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 Q&A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五、資金需求

(請說明公司預計復工所需金額與用途)                單位：新台幣仟元

貸

款

主

要

具

體

用

途

生財器具或生產設備名稱 修復/重購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小             計
週      轉     金
合              計

六、還款來源分析

1. 預估五年損益

公司名稱

預估損益表（請依融資後的情況評估）                      單位：新台幣萬元
項目/年月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營業收入淨額
減：營業成本
銷貨毛利
減：管銷費用
營業利益
加：營業外收入
減：營業外支出
財務支出
其他支出
本期稅前淨利
減：所得稅費用
本期稅後淨利
預估比率
銷貨增加率
毛利率（銷貨毛利/銷貨）
純利率（本期淨利/銷貨）

註1：「財務支出」主要項目為貸款利息。
註2：營收以每年成長XX%為預估基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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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估五年現金收支預估表

公司名稱

現金收支預估表（請依融資後的情況評估）              單位：新台幣萬元
項目/年月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上期結存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本期收入合計
營業成本
管銷費用
財務支出
其他支出
本期支出合計
收支相抵加上
年/月結存

資金

調度

A.銀行借款
增加
減少

B.民間借款
增加
減少

C.股東往來
增加
減少

D.現金增資
本期結存

註1：「財務支出」主要項目為貸款利息。

註2：營收以每年成長XX%為預估基礎計算

七、SWOT分析

XXXX有限公司S.W.O.T.分析

內部優勢 內部弱勢

外部機會 外部威脅

八、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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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復工營業計畫書(簡式)

一、企業資料                     E-mail：
企業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行業別 主要產品
企業地址 電話
工廠地址 電話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仟元 最近一年營業額 新台幣　　　仟元

二、復工資金用途
□重置（建）/修繕      □營業場所       □廠房設施
□重置（建）/修復      □機器               □設備
□購買原（物）料、半成品或成品週轉金   □其他

三、資金需求明細：

(一)營業場所或廠房設施　＊請檢附買賣契約、登記簿謄本或所有權狀、建築執

照、估價單
廠房或營業場所 重置（建）造價或修繕金額（仟元） 申貸金額（仟元）

土地坐落：縣市區段地號及面積、持分

建物：地址、建號、面積

(二）機器設備　＊請檢附機器型錄、買賣契約或報價單         
名稱 廠牌 規格、型號 數量 單價 總價(仟元) 申貸金額(仟元)

（三）復工週轉金
原（物）料、半成品或
成品名稱 用途說明 金額(仟元) 申貸金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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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總金額：新台幣                 仟元(一)+(二)+(三)；

申貸總金額：新台幣                 仟元(以計畫總金額8成為限)

五、受災情形及營業計畫：

受災情形(附受災證明或照片等)：

計畫完成後，預估營業、生產情形：

企業名稱：

負責人：　　　　　　　　　　　　　　　　　　　（簽章）                                         

                                            

年      月     日

六、附件(裝釘於後)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 Q&A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22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 Q&A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附錄三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復工營業貸款切結書

具結人                        為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及利息補

貼作業」，切結同意完全遵守下列各款事項：

一、未提供不實文件。

二、除取得本要點補貼外，不得另取得其他政府部門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例辦理之相關貸款補貼。

三、本貸款計畫僅向  貴行申貸。

四、具結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記錄及憑證，不得有移用貸款或不符貸款要點各

項規定之情事。

五、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貴行得隨時派員調查監督借款人

有關借款之帳目、憑證及貸款運用等情形，具結人不得拒絕。

六、具結人應按月或按期提供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稅額與稅額申報書」供承貸金

融機構查閱。

七、具結人同意倘經查出有違反切結聲明之情事者，願取消本貸款享有之優惠貸款

額度、優惠貸款利率等，並補足本項貸款已補貼之利息金額，絕無異議。

此  致

            __________________銀行

具 結 人：                                                                                         （簽名蓋章）

統一編號：

地    址：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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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
中華民國98年9月17日經企字第0980460503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8年9月17日經濟部經企字第0980460503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8年11月12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0980069897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98年12月1日經濟部經企字第09804606390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第7條、第12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六條第

二項及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因颱風災害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企業（以下簡稱受災企

業），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於本條例第三條所定災區之企業，其營業場所、廠房設施、機器、

設備、原物料、半成品或成品因颱風災害而損毀。

二、已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營業登記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

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營業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前項受災企業應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稅捐稽徵機關、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經濟

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證明文件，或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由特別預算編列受災企業信用保證專款，供作信用保證代位

清償及補貼保證手續費之用。

前項保證手續費之年費率為百分之零點五。

第五條      受災企業因颱風災害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

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期限，經金融機構同意，得予展延。

前項展延期限，週轉金最長一年，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原由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之貸款，其展延期間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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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計收。

主管機關對金融機構辦理第一項合意展延期間之利息損失，應予補貼。

第六條　  受災企業因復工營業計畫所需之營業資金，於八成範圍內，金融機構得

給予貸款（以下簡稱復工營業貸款），並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

九成信用保證；其送保期間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企業計收。

主管機關對前項貸款利息，於週轉金最長一年，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之

範圍內，予以補貼。

受災企業申請復工營業貸款利息補貼額度，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七條      受災企業申請復工營業貸款額度如下： 

一、中小企業週轉金為新臺幣三千萬元、資本性融資為新臺幣五千萬

元；小規模商業或已辦妥營業登記之獨資或合夥事業之週轉金為新

臺幣一百萬元、資本性融資為新臺幣四百萬元。

二、非中小企業週轉金為新臺幣六千萬元、資本性融資為新臺幣一億元。

第八條      受災企業得向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復工營業所需財務、經營管

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經理銀行辦理第五條第三項或第六條第二項之利息補貼

作業。

第十條      復工營業貸款、第五條及第六條利息補貼作業之查核監督事項如下：

一、經濟部及經理銀行負責監督撥款。

二、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利息補貼之相關資料，經濟部及經理銀行

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利息補貼之作業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三、經濟部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

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四、承貸金融機構應於復工營業貸款貸放後，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申

貸之受災企業非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不得變更用途；違反者，承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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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

第十一條　  公務員督導執行授信措施，承貸金融機構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辦理本條例原有貸款本金及利息償還期限展延、擔保調整事宜或復工

營業貸款及信用保證之相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

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

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三十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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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8年9月17日經濟部經授企字第0982039113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8年12月3日經濟部經授企字第09820391390號令修正

一、經濟部為協助遭受莫拉克颱風影響之受災企業復建，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九條第八項及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

協處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辦法第三條之受災企業及其融資承貸之金融機構。

三、本辦法第六條之復工營業貸款用途為受災企業依據復工營業計畫用於資本性

或週轉金之支出。

四、復工營業貸款資金來源為國內公民營金融機構之自有資金。

五、承貸金融機構受理復工營業貸款應依一般審核程序辦理。但受災企業在莫拉

克颱風發生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受理：

（一）停業或歇業。

（二）使用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辦妥清償註記之張數 

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三）債信有下列情形之一：

1.債務本金逾期尚未清償。 

2.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 

3.應繳利息尚未繳付，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 

六、復工營業貸款不得循環動用，其額度如下：

（一）依復工營業計畫實際需要之八成範圍內，由承貸金融機構就申貸企業個

別狀況核貸。

（二）中小企業資本性貸款累計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週轉金貸款不

得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得分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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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規模商業或僅辦妥營業登記之獨資或合夥事業之資本性貸款累計總額

不得超過新臺幣四百萬元、週轉金貸款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四）非中小企業資本性貸款累計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億元、週轉金貸款不

得超過新臺幣六千萬元，得分次申請。

七、復工營業貸款期限如下：

（一）資本性貸款

1.重置(建)廠房、營業場所（均得含土地）：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十五年，寬限期最長三年。

2.修繕廠房、營業場所：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十年，寬限期最長三

年。

3.重置機器、設備：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七年，寬限期最長二年。

4.修復機器、設備：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寬限期最長二年。

（二）週轉金貸款：購買原料、物料、商品等所需週轉金，貸款期限最長不得

超過五年，寬限期最長二年。

前項之寬限期屆滿，承貸金融機構得視企業實際需求同意展延。

八、復工營業貸款利息應按月繳納，本金應自寬限期屆滿之日起，按季或按月平

均攤還。

九、復工營業貸款利率最高依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機

動計息。

十、金融機構已受理企業相關申請案件者，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已依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支援辦理中小企業災害復舊專案貸款要點或金融

機構以其自有資金核貸案件，得由受災企業洽原申貸金融機構依變更授

信條件方式適用復工營業貸款，或由受災企業申請復工營業貸款償還前

述核貸案件。

（二）受災企業已與金融機構合意展延利息者，金融機構得適用本要點申請展

延期間利息損失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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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信用保證規定如下：

（一）復工營業貸款：金融機構辦理復工營業貸款，得送請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提供貸款金額九成之信用保證；其送保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

向受災企業計收。

（二）原有貸款償還期限展延：原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之

貸款，其展延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企業計收。

十二、補貼受災企業復工營業貸款利息規定如下：

（一）每筆利息補貼以實際貸款餘額按實際核貸利率計算，惟不得超過郵政

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其中實際貸款餘額不得超

過第六點所定貸款限額。

（二）每筆利息補貼期限，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週轉金最長一年。

（三）非中小企業利息補貼總金額不得超過每一受災企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 

定之災害損失金額。

十三、補貼金融機構原有貸款合意展延利息損失規定如下：

（一）企業受災前已辦理之借款，經金融機構同意展延利息者，其展延期間

之利息損失應予補貼。

（二）每筆合意遲延之利息損失，於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週轉金最長一

年，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補貼利息損失。

十四、申請期限及程序如下：

（一）復工營業貸款：受災企業應於遭受災害之次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復工營業貸款申請。

（二）原有貸款償還期限展延：受災企業應於遭受災害之次日起至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貸款償還期限展延申請。

十五、承貸金融機構申請補貼應備文件如下：

（一）復工營業貸款：承貸金融機構應檢具受災企業受災文件、非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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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需再檢具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損失金額，向經理銀行提出申請。

（二）原有貸款償還期限展延：承貸金融機構應檢具受災企業受災文件、受

災前貸款與餘額資料及合意展延文件，向經理銀行提出申請。

前項受災企業受災文件，承貸金融機構得以其申請補貼文件註明經調

查屬實代之。

十六、申請補貼作業程序如下：

（一）金融機構總行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彙整轄下分行前一個月請款資料，

按月填具申請補貼利息及遲延利息損失名冊，向經理銀行申請撥付補

貼利息及遲延利息損失；如金融機構疏於申請時，其當次之利息補貼

以前一個月份利息補貼之金額為限。

（二）復工營業貸款：每筆第一次由貸款利息起算日至申請日前一個月底

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利息餘額。

（三）原有貸款利息展延：每筆第一次由合意展延日至申請日前一個月底

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記帳利息餘額之損失。

十七、停止或不予補貼規定如下：

（一）經發現受災企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承貸金融機構應負責追回已補貼

金額，並自知悉日起停止核計利息補貼：

1.提供不實文件。

2.除取得本要點補貼外，另取得其他政府部門依據本條例辦理之相關

貸款補貼。

3.申請復工營業貸款獲得一家以上金融機構撥貸，並均取得補貼。

（二）受災企業受拒絕往來處分、停業或歇業者，承貸金融機構應自知悉之

日起，停止核計利息補貼；已溢領者應於次月扣還。

（三）受災企業提前部分清償者，該清償部分不予核計利息損失補貼；已全

部提前清償或金融機構已予轉列催收，自該日起停止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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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貸金融機構違反總管理機構授信規定者，不予補貼，並應返還該案    

件已請領之補貼。

十八、受災企業與承貸金融機構應盡義務規定如下：

（一）受災企業應按月或按期提供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供承貸金融機構查閱。

（二）承貸金融機構應依總行相關規定對申請復工營業貸款企業進行授信後 

之管理。

十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承貸金融機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或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

二十、本要點補貼期限至中華民國一０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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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金融機構辦理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原貸款展延作業要點
金管會98年10月2日金管銀國字第09800469970號函洽悉

一、訂定目的

為利金融機構辦理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原貸款本金及利息償還期限之展延相關

作業，特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經濟部頒定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及「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及利息補

貼作業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受災企業應符合之要件

（一）經行政院公告為災區之企業，其營業場所、廠房設施、機器、設備、原物

料、半成品或成品受損毀。

（二）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三）受災企業須為98年8月8日當天仍屬營運及繳息正常，上開「營運及繳息

正常」係符合「未停工停業」、「無退票紀錄」及「無積欠利息」等條

件。

（四）受災企業須提供受災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

所、稅捐稽徵機關、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經濟部委託之

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文件，或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

三、受災企業原貸款應符合之條件

（一）須為受災企業於98年8月8日前已辦理之貸款。

（二）申請展延之貸款須於98年8月8日當天尚未列報逾期放款或經訴追者，至

於98年8月8日當天已列報逾期放款或經訴追之案件，由金融機構自行衡

酌辦理，不適用本要點展延補貼之相關規定。

四、展延措施

受災企業因颱風災害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於災害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

金及利息之償還期限，經金融機構同意，得予展延。上述展延期限，週轉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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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1年，資本性融資最長3年。

五、展延期限屆滿後之償還方式

展延期限屆滿後，受災企業應依原契約約定條件繼續還款，惟原貸款契約約定

之借款期限得配合本金展延期間往後延長。展延期間之應繳利息總額得於貸款

剩餘期限(含延長之期間)內平均攤還。

六、申請文件

（一）展延申請書或約定書。

（二）受災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稅捐稽徵機

關、工業區服務中心、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經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

之受災文件，或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

（三）原貸款銀行要求之其他相關文件。

七、受理期限

自98年9月19日起至99年6月30日止。

八、授信列報

以受災企業申請展延時之履約狀態辦理授信列報，如經金融機構與受災企業雙

方合意，將展延期間之起算日回溯至98年8月8日開始起算者，則以98年8月8

日之履約狀態辦理授信列報。 

九、利息補貼

金融機構於原貸款展延期間，對受災企業展延之利息，得依「莫拉克颱風受災

企業融資協處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委託之經理銀行申請利息展延損失補

貼，並就展延之利息，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1％核計該利息

展延損失補貼金額。

十、金融機構辦理受災企業原貸款本金及利息償還期限展延之相關事項，金融機構

各級授信承辦人員辦理前揭展延事宜，免除相關行政責任。

十一、核定程序

本要點經提報理事會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備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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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98.09.24經授企字第09820391160號函同意備查，98.10.21第12屆第5次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追認

98.11.17經授企字第09820391330號函同意備查，99.1.20第12屆第6次董監事聯席會追認

99.02.05經授企字第09920390070號函同意備查

一、目的

依據經濟部「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以下簡稱協處辦法）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對

遭受莫拉克颱風影響致發生營運困難之受災企業，提供信用保證，協助其取得

復工營業所需資金，特訂定本保證要點。

二、用保證對象

符合協處辦法第三條及作業要點第二、五點之受災企業。

三、信用保證之授信

本項貸款信用保證之貸款用途、額度、期限、償還辦法、利率等事項，悉依作

業要點復工營業貸款相關規定辦理。

本項貸款保證額度係單獨計算，不受本基金對同一企業保證融資總額度最高

一億元之限制。

四、信用保證成數

信用保證成數九成。

五、保證手續費

保證手續費依移送信用保證之貸款金額乘以保證成數再乘以年費率百分之零點

五計算，逐年由信用保證專款及孳息負擔，免向受災企業計收。

六、移送信用保證方式

本項貸款一律以授權方式送保，授信單位應於授信送保前以「授權送保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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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辦理查詢，經查覆「得依規定授權送保」者，應於授信之翌日起七個營業

日內移送本基金追認保證。

七、展期或變更分期償還之申請

受災企業在授信單位無授信逾期及其使用票據均未受拒絕往來處分情形，如有

展期或變更分期償還之需求，授信單位得在符合作業要點第七點貸款期限及第

八點還款方式規定條件下，於受災企業未能依約分期攤還後之二個月內逕自核

准辦理並通知本基金。

八、信用保證範圍及訴訟費用之分攤

（一）保證範圍僅限本金。

（二）授信單位依法訴追之費用，俟訴訟終結及執行借保戶財產分配完畢後，

如有不足得向本基金申請按追訴當時保證範圍之金額佔追訴標的金額之

比率分攤。

九、抵押權之設定

信用保證之貸款，其用途為重置（建）或修繕（復）廠房、營業場所、機器、

設備之抵押權設定相關事宜得依總行規定辦理。

十、信用保證案件逾期之處理

（一）逾期之通知：授信屆清償期（含視同到期）而未清償者，授信單位應於

授信到期日後二個月內填報「逾期列管通知單（含授信到期、視同到

期）」通知本基金。

（二）逾期之催收：授信逾期（含視同到期）後，授信單位應即依一般催收

作業程序辦理催收。

（三）收回款之帳務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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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優先分配於徵提該擔保之債權外，其餘應按債權比率分

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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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代位清償之申請

授信單位已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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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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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求償權之處理

本基金交付代位清償款之案件自代償之日起，授信單位對債務人之求償權轉

移予本基金。本基金對於代位求償權之催收、執行與抵押物之處理，仍得委

託授信單位繼續辦理，授信單位不得拒絕。若有收回款項應按債權比率匯還

本基金。

十三、信用保證責任之免除

（一）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未依本要點第二點信用保證對象及作

業要點第七點貸款期限、第八點還款方式、第十四點第一款申請期限

規定辦理者，本基金得免除全部保證責任。

（二）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有具體理由經

本基金同意者外，本基金得免除全部保證責任：

1.未依作業要點第十八點第二款承貸金融機構應盡義務規定辦理者。

2.未依本要點第六點移送信用保證方式及第七點展期或變更分期償還

之申請規定辦理者。

3.信用保證案件逾期之通知，未依本要點第十點第一項規定於授信到

期日後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者。

4.違反授信單位總行之規定者。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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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免除保證責任：

1.未依作業要點第三點貸款用途及第六點貸款額度規定辦理者。

2.信用保證案件逾期後之催收，未依本要點第十點第二項規定辦理，

致影響授信收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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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信款項用於收回授信單位之原有債權（不論該債權是否經基金保

證）者，除係符合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外，依該部分佔送保授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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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其他

（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協處辦法、作業要點及各承辦金融機構總行有

關規定辦理，不適用本基金其他規定。

（二）送保案件之各項徵信、授信、催收資料及相關傳票、帳冊均請留存備

查。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基金得通知金融機構暫停移送本信用保證：

1.本信用保證總額度額滿時。

2.金融機構如有不當利用本信用保證時。

十五、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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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莫拉克颱風災區範圍

縣市 災      區
鄉（鎮、市、

區）數目

臺中縣 豐原市、東勢鎮、新社鄉、霧峰鄉、太平市、和平鄉 6

南投縣
南投市、埔里鎮、草屯鎮、竹山鎮、名間鄉、鹿谷鄉、中寮鄉、魚池
鄉、國姓鄉、水里鄉、信義鄉、仁愛鄉

12

彰化縣
彰化市、秀水鄉、芬園鄉、員林鎮、埔心鄉、二水鄉、埤頭鄉、大城
鄉、鹿港鎮、溪湖鎮、花壇鄉

11

雲林縣
斗六市、斗南鎮、土庫鎮、北港鎮、古坑鄉、大埤鄉、莿桐鄉、林內
鄉、二崙鄉、麥寮鄉、臺西鄉、元長鄉、四湖鄉、口湖鄉、崙背鄉

15

嘉義市 東區、西區 2

嘉義縣
太保市、朴子市、布袋鎮、大林鎮、民雄鄉、新港鄉、六腳鄉、東石
鄉、義竹鄉、鹿草鄉、水上鄉、中埔鄉、竹崎鄉、梅山鄉、番路鄉、大
埔鄉、阿里山鄉、溪口鄉

18

臺南市 安南區、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區、安平區 6

臺南縣

新營市、鹽水鎮、白河鎮、柳營鄉、後壁鄉、東山鄉、麻豆鎮、下營
鄉、六甲鄉、官田鄉、大內鄉、佳里鎮、學甲鎮、西港鄉、七股鄉、將
軍鄉、北門鄉、新化鎮、善化鎮、新市鄉、安定鄉、山上鄉、玉井鄉、
楠西鄉、南化鄉、左鎮鄉、仁德鄉、歸仁鄉、關廟鄉、龍崎鄉、永康市

31

高雄縣

鳳山市、林園鄉、大寮鄉、大樹鄉、大社鄉、仁武鄉、鳥松鄉、岡山
鎮、橋頭鄉、燕巢鄉、田寮鄉、阿蓮鄉、路竹鄉、湖內鄉、茄萣鄉、永
安鄉、彌陀鄉、梓官鄉、旗山鎮、美濃鎮、六龜鄉、甲仙鄉、杉林鄉、
內門鄉、茂林鄉、桃源鄉、那瑪夏鄉

27

屏東縣

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恆春鎮、萬丹鄉、長治鄉、麟洛鄉、九如
鄉、里港鄉、鹽埔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新埤鄉、枋
寮鄉、新園鄉、崁頂鄉、林邊鄉、南州鄉、佳冬鄉、琉球鄉、車城鄉、
滿州鄉、枋山鄉、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丹鄉

33

台東縣
台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卑南鄉、鹿野鄉、池上鄉、東河鄉、長濱
鄉、太麻里鄉、大武鄉、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達仁鄉

14

總計全台受災鄉(鎮、市、區)數目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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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商  業  登  記  法
修正日期    民國 98 年 01 月 21 日

第 1 條 商業登記，依本法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必要時得報經經濟

部核定，將本法部分業務委任或委辦區、鄉（鎮、市、區）公所或委託直

轄市、縣（市）之商業會辦理。

第 3 條 本法所稱商業，指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

第 4 條 商業除第五條規定外，非經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

第 5 條  下列各款小規模商業，得免依本法申請登記：

一、攤販。

二、家庭農、林、漁、牧業者。

三、家庭手工業者。

四、民宿經營者。

五、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

第 6 條 商業業務，依法律或法規命令，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領

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商業登記。

前項業務之許可，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確定者，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通知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

項。

第 7 條 商業之經營有違反法律或法規命令，受勒令歇業處分確定者，應由處分機

關通知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廢止其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第 8 條 商業登記之申請，由商業負責人向商業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之；其委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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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辦理者，應附具委託書。

商業繼承之登記，應由合法繼承人全體聯名申請，繼承人中有未成年者，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遺產管

理人代為申請。

第 9 條 商業開業前，應將下列各款申請登記：

一、名稱。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出資種類及數額。

七、合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出資種

類、數額及合夥契約副本。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前項及其他依本法規定應登記事項，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

抽查；商業負責人及其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10 條  本法所稱商業負責人，在獨資組織，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合夥組

者，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商業負責人。

第 11 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獨立營業或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者，申請登記時，應附送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法定代理人如發覺前項行

為有不勝任情形，撤銷其允許或加以限制者，應將其事由申請商業所在地

主管機關登記。

第 12 條  法定代理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經營已登記之商業者，則法

定代理人為商業負責人，應於十五日內申請登記，登記時應加具法定代理

人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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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經理人之任免或調動，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申請登記。

第 14 條  商業之分支機構，其獨立設置帳簿者，應自設立之日起十五日內，將下列

各款事項，向分支機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一、分支機構名稱。

二、分支機構所在地。

三、分支機構經理人之姓名、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前項分支機構終止營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分支機

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廢止登記。

分支機構所在地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核准或廢止登記後，應以副本

抄送本商業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

第 15 條  登記事項有變更時，除繼承之登記應自繼承開始後六個月內為之外，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申請為變更登記。

商業之各類登記事項，其申請程序、應檢附之文件、資料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商業遷移於原登記機關之管轄區域以外時，應向遷入區域之主管機關申請

遷址之登記。

第 17 條  商業暫停營業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業前申請停業之登記，並於復業前申

請復業之登記。但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申報者，不在此

限。

前項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一年。但有正當理由，經商業所在地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18 條  商業終止營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申請歇業登記。

第 19 條  已登記之事項，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公告之。

公告與登記不符者，以登記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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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商業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事項而未登記，或已登記事項有變更而未為變

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善意第三人。於分支機構所在地有應登記

事項而未登記，或已登記事項有變更而未為變更之登記者，前項規定，僅

就該分支機構適用之。

第 21 條  商業之登記，如依其他法律之規定，須辦理他種登記者，應實施統一發

證；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登記證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由各地方主管機關自行印製。

前二項規定之施行期限，由行政院定之。

第 22 條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對於商業登記之申請，認有違反法令或不合法定程式

者，應自收文之日起五日內通知補正，其應行補正事項，應一次通知之。

第 23 條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辦理商業登記案件之期間，自收件之日起至核准登記

之日止，不得逾七日。但依前條規定通知補正期間，不計在內。

第 24 條  商業登記後，申請人發現其登記事項有錯誤或遺漏時，得申請更正；必要

時並應檢具證明文件。

第 25 條  商業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

證明書。

第 26 條  商業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敘明理由，向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請求查閱

或抄錄登記簿及其附屬文件。但顯無必要者，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得拒絕

抄閱或限制其抄閱範圍。

商業之下列登記事項，其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公開於資訊網站，以供查閱：

一、名稱。

二、組織。

三、所營業務。

四、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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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在地。

六、負責人之姓名。

七、合夥組織者，其合夥人之姓名。

八、分支機構之名稱、所在地及經理人之姓名。

第 27 條  商業之名稱，得以其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名稱充之。但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

認為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以合夥人之姓或姓名為商業名稱

者，該合夥人退夥，如仍用其姓或姓名為商業名稱時，須得其同意。

第 28 條  商業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不得使用與已登記之商業相同之名稱。但

增設分支機構於他直轄市或縣（市），附記足以表示其為分支機構之明確

字樣者，不在此限。

商業之名稱，不得使用公司字樣。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於商業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商業名稱

於一定期間內，不得為其他商業使用；其申請程序、商業名稱與所營業務

之記載方式、保留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商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所在地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檢察機關通知或利

害關係人申請，撤銷或廢止其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一、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六個月以

上。

三、遷離原址，逾六個月未申請變更登記，經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通知仍

未辦理。

四、登記後經有關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有權人證明無

租借房屋情事。

前項第二款所定期限，如有正當事由，得申請准予延展。

第 30 條  申請登記事項有虛偽情事者，其商業負責人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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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未經設立登記而以商業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者，商業所在地主

管機關應命行為人限期辦妥登記；屆期未辦妥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 32 條  除前條規定外，其他有應登記事項而不登記者，其商業負責人處新臺幣

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33 條  逾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規定申請登記之期限者，其商業負責人處新臺幣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 34 條  商業負責人或其從業人員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商業

所在地主管機關人員抽查者，其商業負責人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第 35 條  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登記、查閱、

抄錄及各種證明書，應收取審查費、登記費、查閱費、抄錄費及證照費；

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停業登記、復業登記、歇業登記，免繳登記費。

第 3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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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其他天然災害復舊及復建融資專業貸款協辦單位窗口一覽表

主辦單位 專案名稱 專案內容

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發展

基金支援辦理

中小企業災害

復舊專案貸款

融資額度：

復工計畫八成，每家企業不超過3千萬。

保證成數：最高9成。

年利率：最高依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加百分之ㄧ，機動計息

承辦銀行：

台灣企銀、第一銀行、合作金庫及聯邦銀行

聯絡窗口：

台灣企銀02-25597171轉3149

第一銀行02-23481228

合作金庫02-23118811轉437

聯邦銀行02-27180001轉2354

各銀行

銀行自有資金

辦理天然災害

復建融資相關

專案貸款

臺灣銀行：（02）23493497 

合作金庫銀行：（02）23118811轉437 

臺灣土地銀行：（02）23483352、23483353 

彰化銀行：（02）25362951轉2136、2122 

高雄銀行：（07）5570535轉295 

第一銀行：營業時間(02)23481228

營業時間外(02)21811111 

華南銀行：（02）66181539轉1658 

金管會銀行局融資諮詢窗口：（02）89689665

諮詢服務窗口：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 0800-056-476

中小企業聯合輔導中心：0800-219-666

莫拉克風災財務協處窗口：0800-86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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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小規模營利事業簡易資料表

企業名稱：                                                                                                                          

地        址：                                                                                                                          

電        話：                                                                                                                          

（本表以在金融機構總授信金額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下；或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且具有

十足擔保者適用）（本表係銀行公會統一格式）

                                                      單位：新台幣千元

營利事業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                                                         

營 業 所 在 地：                                       電  話：                                                                         

資      本      額：                                       設  立  日  期  ：             年           月            日

組        織：□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合夥   □獨資   □其他
主要營業項目：                                                                                                                  

主
要
出
資
人

職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學      經      歷 其  他  投  資  事  業

員工狀況：目前員工人數共       名（家族從業人員     名，職員     名，其他     名）

營業場地：面積            坪，    □自有     □租用，    每月租金                          。

不
動
產

項目
座落所在地
區段、地址

地號
建號

地目
構造

持分
面積

（  坪/㎡）
使用分區
主要用途

時價 他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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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檢附所有權狀影本或謄本。                                                 

動

產

名          稱 摘       要 數量 現值 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

                                                      
最
近
一
年
營
業
概
況

主要商品名稱 銷量 金額 主要商品名稱 銷量 金額

月平均進貨金額       ，購貨方式：□現金  ﹪□期票  ﹪□其他  ﹪，購貨至交款期間   天。

月平均銷售金額       ，銷售方式：□現金  ﹪□期票  ﹪□其他  ﹪，銷售至收款期間   天。

最近三年繳納營業稅：   年       ，   年      ，   年      ，目前每月應繳納      。

                                                      單位：新台幣千元

銀

行

往

來

銀 行 名 稱
存款（  年  月  日  ） 借款（  年  月  日  ）

種  類 帳  號 餘額 種類 額度 餘     額

                                                     

財

務    

資

料

              年       月        日 年月日～年月日

資產 負債及資本 損益概況

現金及存款 短期借款 營業收入

應收帳款及票據 應付帳款及票據 （－）營業成本

存貨 其他負債 （－）營業費用

固定資產 資本主往來
（合夥人往來） （＋）營業外收入

其他資產 資本 （－）營業外支出

資產總額 負債及資本總額 本期損益

本表另檢送下列附件：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 Q&A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 Q&A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47

    □登記證照影本
    □點合夥契約影本（或股東名簿影本）
    □個人資料表：□獨資資本主   合夥事業合夥人   份      □保證人   份

□最近三年加蓋稅捐機關收件章或附網路申報回執聯之所得稅報表（每月營業額
不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之小規模營業人或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免辦所得稅結算申

報者，不須徵提本項資料，但須填妥上開財務資料表）

    □最近一年繳納營業稅收據影本
    □其  他（或說明）                                                                                                            

                                                                                                           

1.以上各項資料及附件均係按實填列

2.茲同意  貴行、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

金、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票據交換

所及其他經財政部指定或與  貴行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之機構（以下簡稱前揭

機構），於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之範圍內，得

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本公司（機構、行號）資料，且前揭機構

亦得提供其所蒐集之本公司（機構、行號）資料予  貴行，特此聲明。

 此致

                                 銀行                         分行

                  公司（機構、行號）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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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8年度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財務輔導計畫   服務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檔案編號:  ___________

企 業 名 稱

負
責
人

姓名 性別
□男

企 業 地 址 □□□ □女
身分證字號

工 廠 地 址 □□□ 年齡區間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最高
學歷

□A國小 □B國中□C高中(職)
□D專科□E大學□F碩士□G博士
□A.商學背景   □B.非商學背景電子郵件信箱

行業別 □A製造業 □B營造業 □C買賣業
□D服務業 □E其他        _______ 手機

企業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電話
實收資本額 萬元 員工人數   人 傳真
最近一年營業額 *是 聯絡人 手機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主要往來銀行：　 　　銀行　　　分行

債信
企業 □正常□其他

票信
企業 □正常□拒絕往來□其他

負責人/配偶 □正常□其他 負責人/配偶 □正常□拒絕往來□其他

二、申請服務：□融資□財務診斷輔導
三、問題屬性分類：

 □(一)融資問題  □1.週轉性貸款     □2.資本性貸款                 □3.債權債務協處
 □(二)財務問題  □1.編撰復工計畫 □2.會計制度與稅務處理 □3.財務內部控制
 □(三)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請略述說明申請服務事項之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表填妥後，請檢附以下資料

公司(企業)登記影本、最近3年財務報表影本及近1年營業稅申報書影本
傳真:(02)2367-1134 或寄送至中小企業處財務融通組馬上解決問題中心
地址:106臺北市羅斯福路2段95號3樓 電話:0800-056-476、(02)2368-0816分機347或348   

五、輔導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中小企業聯合輔導中心)
電話:0800-219-666、(02)2396-9314分機53  E-mail:sbiac.org@msa.hinet.net

六、注意事項:
(一)本項診斷輔導案，申請企業無須支付費用
(二)申請案件診斷報告皆列為機密文件，不會對外公開
(三)申請人同意輔導執行單位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本企業及負責人等往來金融機構票債信資料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同意章◎   
          申請廠商：
          負 責 人：　　   　　　  (請蓋企業大小章)
                              日　　期：99 年  　月　   日

　 

請

傳

瞭解 關心 服務 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