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辦理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之貸款項目及諮詢窗口彙整表
製表日:110年2月3日
銀行
代號

004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貸款項目

貸款對象

貸款額度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諮詢人員

臺灣銀行

005 臺灣土地銀行

006 合作金庫銀行

政策性

政策性

機械設備輸出貸款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主

1.依交易性質逐案核定，
每案貸款額度最高不得超
過新臺幣 (以下同)10 億
元。
2.每一申請人累計貸款額
度最高不得超過20億元。
同一關係企業累計不得超
過 30 億元。
3.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貸款案件得不受
上述限制。

機器設備輸出(第三期)貸款

輸出機器設備並經營相關
業務之國內出口商、國外
進口商、本國整廠整案、
系統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
業主。

本貸款每案最高10億元，
每一借款人累計最高20億
元，同一關係企業累計最
高30億元。

政策性

機器設備輸出(第二期)貸款

相關產業之國內出口商、
國外進口商、本國整廠整
案、系統整合輸出業者或
國外業主

政策性

辦理非中小企業專案貸款

規模超過行政核定之中小
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1.每案：不得超過新臺幣
10億元。
2.單一廠商：累計不得超
過新臺幣20億元。
3.同一關係企業：累計不
得超過新臺幣30億元。

諮詢電話

吳彥慧

02-23493492

楊萬雄

(02)2348-3327

高旭青

(02)21738888-3625

按實際需求、本行及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關規
定辦理。

非政策性

政策性
008 華南商業銀行

非政策性

一般週轉性及資本性支出貸款 一般企業

機器設備輸出(第三期)貸款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主

一般週轉性及資本性支出貸款 一般企業

按實際需求、本行相關規
定辦理。
1.每案最高不得超過新台
幣10億元。
2.每一借款人累計核准適
用本貸款額度不得超過新
台幣20億元。
3.同一關係企業累計不得
超過新台幣30億元。

按本行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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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c@tcb-bank.com.tw

https://www.firstbank.com.tw/服務據點
/國內營業單位

請洽鄰近之服務據點洽詢

007 第一商業銀行

http://www.bot.com.tw

楊福增

(02)23713111分機1119

楊福增

(02)23713111分機1119

銀行
代號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貸款項目

政策性
009

非政策性

011

貸款額度
1.依交易性質逐案核定，
每案最高
不得超過新臺幣10億
元。
2.每一申請人累計不得超
過新臺幣
20億元。同一關係企業
累計不得
超過新臺幣30億元。
3.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
貸款案件得不受上述限
制。

王嘉恩

(02)25362951#2121

按本行相關規定辦理

王嘉恩

(02)25362951#2121

機器設備輸出貸款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
主。

1. 每案不得超過新台幣
10億元。2. 單一廠商累
計不得超過新台幣20億元
，關係企業累計不得超過
新台幣30億元。3. 經中
央目的主管機關核定之貸
款案不受上述限制

尤雅青

02-25817111#4130

機器設備升級貸款

購置機器設備之企業

依機器設備升級(第二期)
貸款要點辦理

賴圳信

02-27716699#62718

海外投資融資貸款

海外投資之企業

海外投資融資(第十期)貸
款要點辦理

黃郁翔

02-27716699#62716

綠能/節能貸款

興建「綠建築標章」之企
業/ESCO廠商或節能設備買 依本行額度申請規範辦理
方/太陽能板系統業主

劉張旭

02-27716699#62827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非中小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企業專案貸款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衡酌擬申請人資金需求，
依本行徵授信辦法及專案
貸款要點等相關規定辦
理。

李存孝
葉昱辰

02-87226666 #7759
02-87226666 #7752

海外營建工程融資

1. 向國外購置施工設備
與機具融資：最高為工程
合約金額之30%。
2. 施工期間融資：最高
為國內供應之技術、勞
務、施工機具、設備及器
材價額之80%，或工程合
約金額之40%。

機器設備輸出(第三期)貸款

彰化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政策性

貸款對象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
主。

一般週轉性及資本性支出貸款 一般企業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政策性
01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非政策性

0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15 中國輸出入銀行

政策性

政策性

國內廠商或工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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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ximbank.com.tw/
王威凱

02-33220566

銀行
代號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政策性

016 高雄銀行
非政策性

01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政策性

018 全國農業金庫

政策性

048 王道銀行

政策性

貸款項目
貸款對象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辦理非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點
一般週轉性及資本性支出貸款 一般企業

機器設備輸出(第三期)貸款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
主。

貸款額度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關規
定辦理。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邱美玲

07-5570535#231

林佳燕

(02)2563-3156#2562

蘇襄理育興

02-23805172

林祺函

(02)8752-7000#10612

按本行相關規定辦理
1.每案:最高不得超過新
臺幣10億元。
2.單一廠商:累計不得超
過新臺幣20億元。
3.同一關係企業累計不得
超過新臺幣30億元。
4.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貸款案件得不受
上述限制。

1. 每案：不得超過新台
幣10億元。
2. 單一廠商：累計不得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超過新台幣20億元。
機器設備輸出貸款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3. 同一關係企業：累計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主
不得超過新台幣30億元。
4. 經行政院專案核定者
得不受上述限制。
依本行徵授信辦法及政策
機器設備升級貸款
國內之公民營企業
性貸款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理
依本行徵授信辦法及政策
機器設備升級(第二期)貸款
國內之公民營企業
性貸款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理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依本行徵授信辦法及政策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性貸款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機器設備輸出(第二期)貸款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
理
主。
依本行徵授信辦法及政策
符合"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貸款
性貸款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動方案"適用對象
理
依本行徵授信辦法及政策
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 符合"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
性貸款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款
資行動方案"適用對象
理
依本行徵授信辦法及政策
符合"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款
性貸款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動方案"適用對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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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gribank.com.tw/SP/ABTSP
070/ABTSPQ070.aspx

銀行
代號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貸款項目

貸款對象
符合行政院「歡迎台商回
台投資行動方案」適用對
象及取得經濟部資格認定
核定函之企業。

貸款額度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
人財務狀況核定，最高不
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567

符合行政院「根留台灣企
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 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適
款
用對象及取得經濟部資格
認定核定函之企業。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
人財務狀況核定，最高不
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95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貸款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

符合行政院「中小企業加
速投資行動方案」適用對
象及取得經濟部資格認定
核定函之企業。

機器設備升級(第二期)貸款

國內之公民營企業。

政策性
050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屬金管會定義之：1.智慧
機械產業、2.亞洲矽谷產
業、3.生技醫藥產業、4.
新創重點產業優惠(第二期)貸
綠能科技產業、
款
5.國防產業、6.新農業產
業、7.循環經濟產業。

辦理非中小企業專案貸款

053 台中商業銀行

054 京城商業銀行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
人財務狀況核定，除中期
營運週轉金外，最高不得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566
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1.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
申請人財務狀況及申貸額
度核定，核貸額度最高不
得超過該計畫成本之
80％。
本行客服專線0800007171或本行各分行中小企業融資服務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355
2.申請人申請核准適用本
窗口
貸款總額度最高為新臺幣
4億元，購置污染防治設
備之投資計畫最高可為新
臺幣10億元。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關規
定辦理。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惟不含金融及保險業、特
殊娛樂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關規
定辦理。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362

https://www.tbb.com.tw/web/guest/-3

非政策性

本行專案貸款

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相關規
定辦理。

政策性

中小企業貸款

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核定之
中小企業標準

依實際需求，本行與中小
企業信保基金規定辦理

周俊吉

04-22236021#5702

營造業工程合約貸款

有保證暨資金需求之營造
業，得憑其參加投標之投
標公告或工程合約，據以
向本行申請專案貸款。

依各貸款項目規定申請額
度。

郭宥葶

(06)213-9171#0586

非政策性

第4頁

銀行
代號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貸款項目

貸款額度
按實際需要及本行授信相
請洽鄰近之服務據點洽詢
關規定辦理。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https://www.taipeistarbank.com.tw/

https://www.hwataibank.com.tw/aboutus/aboutu
s02/

101 瑞興商業銀行

非政策性

102 華泰商業銀行

政策性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非中小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企業專案貸款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請洽鄰近之服務據點洽詢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103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政策性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飛中小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企業專案貸款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108 陽信商業銀行

政策性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非中小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企業專案貸款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請洽鄰近之服務據點洽詢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118 板信商業銀行

工程合約保證

貸款對象
為對工商企業標(購)貨物
或承攬(工程或服務)與第
三者簽訂契約，須繳納一
定成數之押標金、保證金
者。

(02)8758-7288#7169

www.sunnybank.com.tw/服務據點

營造業工程合約貸款

有保證暨資金需求之營造
業，得憑其參加投標之投
標公告或工程合約，據以
向本行申請專案貸款

依各貸款項目規定申請額
度

鄧淑娟

02-29629170
#3371

中小企業專案貸款

符合行政院核定「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鄧淑娟

02-29629170
#3371

非中小企業專案
貸款信用保證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
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非政策性

政策性

請洽鄰近分行服務據點

147 三信商業銀行
非政策性

803 聯邦商業銀行

陳炎信

政策性

一般週轉性及資本性支出貸款

一般企業(含中小及非中小 依本行及信保基金相關規
企業)
定辦理

機器設備輸出(第三期)貸款

1.依交易性質逐案核定，每案最
高不得超過新臺幣10億元。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商、本國整 2.每一申請人累計不得超過新臺
廠整案、系統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 幣20億元。同一關係企業累計不
業主
得超過新臺幣30億元。
3.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之貸款案件得不受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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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鄰近分行服務據點

https://www.cotabank.com.tw/web/location/

https://www.ubot.com.tw/service_location

銀行
代號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貸款項目

貸款對象

805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政策性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非中小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企業專案貸款暨信用保證要點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806 元大商業銀行

政策性

辦理非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信用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中
保證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807

法金營管
陳俊雄

(02)7733-6980

徐美智

02-21736699#7317

符合｢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
動方案」適用對象及取得
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函之
企業。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
人財務狀況核定，最高不
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王銘山

(02)2183-5662

符合｢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
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 資行動方案」適用對象及
款
取得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
函之企業。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
人財務狀況核定，最高不
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王銘山

(02)2183-5662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款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
符合｢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
人財務狀況核定，除中期
動方案」適用對象及取得
營運週轉金外，最高不得
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函之
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百分
企業。
之八十

王銘山

(02)2183-5662

機器設備升級(第二期)貸款

國內之公、民營企業

1.每案核貸額度最高不得
超過該計畫成本之80%。
2.每家廠商累計核准適用
本項貸款額度最高不得超
過新臺幣4億元。
3.購置污染防治設備之投
資計畫最高可為新臺幣10
億元。

連瑞鑫

(02)2183-5671

企業紮根專案貸款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企業戶

按企業實際需要、本行相
關規定辦理。

王銘山

(02)2183-5662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專案貸款

有建置/購置太陽光電廠需 按企業實際需要、本行相
求之企業戶
關規定辦理。

陳昭維

(02)2183-5740

中小企業專案貸款

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按企業實際需要、本行及
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相關規
定辦理。

連瑞鑫

(02)2183-5671

永豐商業銀行

非政策性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依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貸款

政策性

貸款額度
依要點說明，本政策專案
貸款總額度新臺幣5,000
億元
承作銀行：全體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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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代號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貸款項目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貸款

貸款對象

取得經濟部「歡迎台商回
台投資行動方案」資格核
定函之廠商。

政策性
808

取得經濟部「根留台灣企
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
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資
款
格核定函之廠商。

玉山商業銀行

非政策性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

符合「中小企業加速投資
行動方案」，並取得經濟
部資格認定核定函之中小
企業。

太陽光電專案融資

依規設置太陽能電站並以
售電作為營業收入之企
業。

一般週轉性及資本性支出貸款 一般企業
政策性

貸款額度
1.總申貸額度合計最高不
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2.各分項額度不得超過該
計畫投資分項成本80%。
3.申請案件之投資計畫若
已取得銀行借款資金，不
得借新還舊。
1.總申貸額度合計最高不
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2.各分項額度不得超過該
計畫投資分項成本80%。
3.申請案件之投資計畫若
已取得銀行借款資金，不
得借新還舊。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https://www.esunbank.com.tw/

林科敬

(02)2175-1313#9725

https://www.esunbank.com.tw/

林科敬

(02)2175-1313#9725

https://www.esunbank.com.tw/
最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投資
成本80%。

朱亦寧

(02)2175-1313#9740
https://www.esunbank.com.tw/

依本行相關規定辦理

白諭

(02)2175-1313#7335

依本行相關規定辦理

沈彥丞

(02)2175-1313#7032

依本行授信辦法辦理

童淑慧

https://www.esunbank.com.tw/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非中小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企業專案貸款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https://www.kgibank.com/

809 凱基商業銀行

工程履約保證貸款

工程相關產業

一般貸款

相關產業之國內外業者、
工程營造業者

非政策性

第7頁

(02)2171-7530

銀行
代號

銀行諮詢窗口
銀行名稱

貸款項目

非政策性

貸款額度

中小企業專案貸款

中小信保基金核定之中小
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新創重點產業放款

屬「智慧機械產業」、
「亞洲矽谷產業」、「生
技醫藥產業」、「綠能科
技產業」、「國防產
業」、「新農業產業」及
「循環經濟產業」之企業
戶。

由本行視個案狀況辦理。

一般貸款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相關規
定辦理。

政策性
810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貸款對象

銀行揭示貸款項目網址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http://www.dbs.com.tw/smezh/default.page
葛似媛

(02)6612-8790

http://www.dbs.com.tw/corporatezh/default.page

政策性或非政策性質

「能源建設輸出」及「交通建
設輸出」等…工程產業之海外 工程建設業、營造業…等
貸款

視個案而定

吳佳明先生
林冠廷先生

政策性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非中小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之中
企業專案貸款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本行各分行皆可諮詢或轉介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02)55763898
(02)2326-8899~3957

8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貸款
815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政策性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
碳永續家園專案貸款信用
保證實施要點」規定提出
貸款與信用保證申請之我
國企業或個人。

按實際需要、本行、低碳
永續家園專案貸款信
用保證實施要點及信保基
金相關規定辦理。
周俊宇

規模超過行政院核定「中
辦理非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信用
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
保證要點
業。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按實際需要、本行及中小
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林祐榆

依本行授信辦法辦法

翁毓謙

816 安泰商業銀行

政策性

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非中小
申請之我國企業或個人。
企業專案貸款

82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政策性

機器設備升級貸款

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
商、本國整廠整案、系統
整合輸出業者或國外業
主。

www.taishinbank.com.tw

註一：本表係依各銀行提供資料彙整，如欲瞭解詳情或資料是否異動請上各銀行網站查看或直接洽詢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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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561-5888#2115

(02)8101-2277#195

(02)3327-7777#1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