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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振興措施辦理情形 

111.10.26 

一、摘要 

(一)2022 新一波措施 

項目 經費 金額(辦理情形) 備註 

公股銀行提供紓困振興方案 無 一、 配合辦理各部會紓困振興方案 

截至 111 年 10 月 25 日，受理申請共 3,984

戶、411 億元，核准 3,895 戶、399 億元。 

二、 公股銀行自辦方案 

(一) 企業戶 

受理申請 870 戶、149 億元，核准 889 戶、

197 億元。 

(二) 個人戶 

受理申請 1,715 戶、132 億元，核准 1,703

戶、130 億元；信用卡緩繳核准 1,147 件。 

個人/紓

困/振興 

 (二)4．0 措施 

項目 經費 金額(辦理情形) 備註 

公股銀行提供紓困振興方案 

 

 

無 一、 配合辦理各部會紓困振興方案 

截至111年6月30日，受理申請共123,081

戶、12,571.30 億元 (新增 34,817 戶、

3,419.06 億元 ) ，核 准 122,511 戶、

12,416.87 億元(新增 34,805 戶、3,401.71

億元)。 

二、 公股銀行自辦方案 

(一) 企業戶 

受理申請 251,515 戶、31,682.62 億元(新

增 71,912 戶、12,868.27 億元 )，核准

250,446 戶、31,281.79 億元(新增 73,148

戶、12,739.69 億元)。 

(二) 個人戶 

受理申請 28,287 戶、2,150.82 億元(新增

12,145 戶、816.51 億元)，核准 28,197 戶、

2,140.41 億元(新增 12,165 戶、818.81 億

元)；信用卡緩繳核准 11,385 件(新增 6,826

件)。 

個人/紓

困/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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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3．0 措施 

項目 經費 金額(辦理情形) 備註 

公股銀行提供紓困振興方案 

 

無 一、 配合辦理各部會紓困振興方案 

截至 110 年 6 月 3 日，受理申請共 88,264

戶、9,152.25 億元，核准 87,706 戶、

9,015.16 億元。 

二、 公股銀行自辦方案 

(一) 企業戶 

受理申請 179,603 戶、18,814.35 億元，核

准 177,298 戶、18,542.1 億元。 

(二) 個人戶 

受理申請 16,142 戶、1,334.31 億元，核准

16,032 戶、1,321.59 億元；信用卡緩繳核

准 4,559 件。 

個人/紓

困/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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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整資料 

(一)2022 新一波措施 

類別 紓困/

振興 

項目 經費 備註 

資 金

寬 緩

措施 

紓 困 /

振興 

一、公股銀行配合政策推動相關紓困振興措施，鎖定中小與微型企業，

以低利、拉長天期、線上申辦、快速撥款為四大要素因應辦理；針

對個人戶亦提供信貸、信用卡紓困方案。 

二、辦理情形：  

(一) 截至 111 年 10 月 25 日，受理申請共 3,984 戶、411 億元，核

准 3,895 戶、399 億元。 

(二) 截至 111 年 10 月 25 日，公股銀行自辦方案提供紓困，企業戶

部分受理申請 870 戶、149 億元，核准 889 戶、197 億元；個人

戶部分受理申請 1,715 戶、132 億元，核准 1,703 戶、130 億元；

信用卡緩繳核准 1,147 件。 

無 個人 

(二)4．0 措施 

類別 紓困/

振興 

項目 經費 備註 

資 金

寬 緩

措施 

紓 困 /

振興 

一、公股銀行配合政策推動相關紓困振興措施，鎖定中小與微型企業，

以低利、拉長天期、線上申辦、快速撥款為四大要素因應辦理；針

對個人戶亦提供信貸、信用卡紓困方案。 

二、辦理情形： 

(一) 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受理申請共 123,081 戶、12,571.30 億

元(新增 34,817 戶、3,419.06 億元)，核准 122,511 戶、12,416.87

億元(新增 34,805 戶、3,401.71 億元)。 

(二) 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公股銀行自辦方案提供紓困，企業戶部

分受理申請 251,515 戶、31,682.62 億元(新增 71,912 戶、

12,868.27 億元)，核准 250,446 戶、31,281.79 億元(新增 73,148

戶、12,739.69 億元)；個人戶部分受理申請 28,287 戶、2,150.82

億元(新增 12,145 戶、816.51 億元)，核准 28,197 戶、2,140.41

億元(新增 12,165 戶、818.81 億元)；信用卡緩繳核准 11,385 件

(新增 6,826 件)。 

無 個人 

 (三)1．0-3．0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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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紓困/

振興 

項目 經費 備註 

資 金

寬 緩

措施 

紓 困 /

振興 

一、 公股銀行配合政策推動相關紓困振興措施，鎖定中小與微型企

業，以低利、拉長天期、線上申辦、快速撥款為四大要素因應辦

理；針對個人戶亦提供信貸、信用卡紓困方案。 

二、 辦理情形：(比照金管會填報方式 3.0 統計至 110.6.3) 

(一) 截至 110 年 6 月 3 日，配合辦理各部會紓困方案，受理申請共

88,264 戶、9,152.25 億元，核准 87,706 戶、9,015.16 億元。 

(二) 截至 110 年 6 月 3 日，公股銀行自辦方案提供紓困，企業戶部分

受理申請 179,603 戶、18,814.35 億元，核准 177,298 戶、

18,542.10 億元；個人戶部分受理申請 16,142 戶、1,334.31 億

元，核准 16,032 戶、1,321.59 億元；信用卡緩繳核准 4,559 件。 

無 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