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庫銀行因應武漢疫情紓困方案
企業戶 ： 企業懶人包← 請點選
個人戶 ： 個人懶人包← 請點選
信用卡戶： 信用卡懶人包← 請點選

 企業戶
一、 既有貸款措施：
(一)適用對象：本行既有企業授信戶，因受疫情影響者。
(二)短期放款：對本金到期，依約還款有困難者，得准予延長 6 個月償還或申請分期
攤還。
(三)中長期放款：
1.可利用本行延長「本金寬緩期限」之授權規定辦理。
2.另對目前本金或本息攤還有困難者，本金部分得准予寬緩 6 個月。
3.前條所定寬限期屆滿後，得視企業實際需求給予展延。
二、 因應疫情新增金融協助方案：
(一)「新型冠狀病毒受災中小企業貸款專案」
1.適用對象: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及營運困難之中小企業。
2.辦理期間:自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3.貸款額度:最高 100 萬元；惟屬核定稅額者，最高 50 萬元。
(二)交通部「振興觀光產業貸款專案」
1.適用對象:依發展觀光條例取得營業執照或登記證之觀光產業(旅行業、觀光遊樂
業、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已辦妥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之民宿業者)。
2.辦理期間:自即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3.貸款用途:
(1)營運週轉金：支付員工薪資及其他為持績基本營運所需資金。
(2)資本性支出：更新設備、整(修)建、重建營業場所及資本性修繕所需資金。
4.貸款額度:
(1)營運週轉金：
甲、旅館、觀光旅館、旅行、觀光遊樂業者：每家最高 1,000 萬元。
乙、民宿業者：每家最高 300 萬元。
(2)資本性支出：
甲、旅館、觀光旅館、旅行、觀光遊樂業者：每家最高 3,000 萬元。
乙、民宿業者：每家最高 1,000 萬元。
5.貸款期限:

(1)營運週轉金：最長 5 年(含寬限期 2 年)。
(2)資本性支出：最長 15 年(含寬限期 3 年)。
6.利息補貼:
(1)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0.845％)補貼利息。
(2)補貼期間：資本性支出最長 3 年，營運週轉金最長 1 年。
(三)「經濟部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1.適用對象:
(1)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稅籍登記之事業，或依商業登
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2)自 109 年 1 月起連續 2 個月，其平均營業額較：
甲、108 年 12 月以前 6 個月或；
乙、108 年同期
減少達 15%(含)以上，並經濟部委任(託)之輔導機關(構)認定並出具證明文件，
或經金融機構認定屬實者。
2.貸款用途:
(1)舊有貸款展延及寬緩：要點施行前已辦理之貸款。
(2)營運資金貸款：限支付員工薪資及租金。
(3)振興資金貸款。
3.貸款額度:
(1)營運資金貸款：
甲、員工薪資貸款：按申貸前 1 個月投保人數及實際薪資總額核給之，最高以
核給 6 個月。
乙、租金貸款：按申貸前 1 個月實際支付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場所租金核給
之，最高以核給 6 個月。
丙、每家受影響事業前兩款貸款額度總計最高 500 萬元。
(2)振興資金貸款：
甲、中小型事業：最高 2,000 萬元。
乙、大型企業：最高 8,000 萬元。
(3)貸款期限：營運資金及振興資金貸款：最長 3 年(含寬限期 1 年)。
4.利息補貼：
(1)舊有貸款展延及寬緩：按中華郵政 1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目前為年息 0.81
％)補貼，每家上限 22 萬元，補貼期間最長 1 年。
(2)營運資金貸款：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固定加碼 1％(目前為年息

1.845％)補貼，每家上限 5.5 萬元，補貼期間最長 6 個月。
(3)振興資金貸款：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目前為年息 0.845％)補
貼，每家上限 22 萬元，補貼期間最長 1 年。
(四)「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機構住宿式機構藥商補償紓
困辦法」
1.適用對象: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下列情形之醫療(事)機構、住宿式
機構。
(1)受主管機關通知停業。
(2)自 109.1.15 起，連續六個月醫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得較前一年同期減少 15%。
(3)自 109.1.15 起，連續三個月醫務收入或執行業務所得較前一年同期減少 30%。
(4)專案認定。
2.利息補貼:
(1)短期週轉金:最高 2.095%。
(2)員工薪資貸款:全額補貼。
(3)最長一年。
(五)「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1.適用對象: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文化相關產業。
2.利息補貼:符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
振興辦法規定之貸款，而未符合其利息補貼資格者，得向文化部申請利息補貼。
(六)「農委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1.適用對象: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農產業及事業。
2.利息補貼:辦理本紓困專案，由農委會予以補貼利息差額。
3.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貸款經辦機構應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前完
成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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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戶
一、 既有貸款措施：
(一)因應疫情之金融協助方案：
1.適用對象：受疫情影響還款有困難之正常授信戶。
2.適用期間：自 109 年 2 月起至 7 月底止。
3.採行措施：
(1)本金或利息展延六個月。
(2)展延期間免收違約金及遲延利息。
(3)免收變更授信條件手續費。

4.申請方式：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前向往來分行提出申請。
(二)寬緩期申請或延長貸款年限：
1、適用對象：既有房貸客戶，個人因理財規劃之需或收入減少有還款困難者。
2、申請方式：個人因資金不足有還款困難者可向往來分行提出申請。
二、 降息措施：
(一)配合中央銀行降息 1 碼(0.25%)，本行指標利率將充分反應調降。
(二)另符合下列條件者，於新台幣 1,000 萬元以內部分，貸款利率得再調降，期間自
109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9 月 30 日止。
1.購置自用住宅貸款(即名下僅有一戶住宅之購屋貸款)：依借款人貸款利率調降 1
碼(0.25%)。
2、個人消費性信用貸款及汽車貸款(不含前置協商案件)：依借款人貸款利率調降 2
碼(0.5%)。
3、本項措施無需申請，本行對符合條件之客戶將以補貼之方式逕予調整。
三、 貸款需求：
(一)連鎖企業加盟主貸款：連鎖企業加盟主，最高可貸 200 萬元。
(二)個人小頭家貸款：農、漁民，最高可貸 100 萬元。
(三)醫護人員專案：醫護人員最高可貸 200 萬元。
(四)線上申請房貸增貸及信貸：一般民眾，房貸視擔保品及所需額度覈核評估；簡易
小額信貸最高可貸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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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戶
一、 對受疫情影響還款有困難之信用卡戶，訂定協處措施如下：
(一)適用對象：受疫情影響還款有困難之非逾期信用卡戶。
(二)適用期間：自 109 年 2 月起至 7 月底止。
(三)寬緩內容：信用卡卡費緩繳三～六個月，緩繳期間產生之違約金、循環利息等費
用免予計收。
(四)申請方式：致電客戶服務中心或洽各營業單位辦理。
二、對於信用卡循環餘額 1,000 萬元以內之循環利率調降 0.75 個百分點：
(一)適用對象：動用循環信用之一般個人卡戶且循環餘額1,000萬元(含)以下者。
(二)減息期間：109年4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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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窗口

分行一覽表← 請點選

如有相關問題，本行諮詢電話如下:
企金戶:(02)2173-8888#3625 高小姐
個金戶:(02)2173-8888#2856 陸先生
信用卡戶:(02)2331-7531#201 鄒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