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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各項寬緩措施申辦程序 

壹、 前言：為本行就學貸款戶，因有還款困難並符合教育部就學貸款（下稱本借款）相關規

定者，得視個人實際情形提出緩繳貸款本金或延長還款期限/利息補貼（下稱寬緩措施）之

各項申請，並依本申辦程序辦理。 

 

貳、 基本條件： 

一、 借款人經查詢聯徵中心無申請債清條例之前置協商、前置調解或更生、清算註記（雖有

更生或清算註記，但經查證已撤回或法院駁回者，不在此限）且於本行無債信不良者。 

二、 緩繳貸款本金及其他償還期限展延 1.5倍或 2倍之案件，皆須由借、保人共同提出申請。 

 

參、 緩繳貸款本金----依申請人身分與利息負擔之差異，分為只繳息暫免還本之「自付利息」

緩繳及低所得、低收入/中低收入戶之「免付息」緩繳二種，各提供最長 4年之緩繳貸款本

金優惠，借款人可依個人條件與需求斟酌提出申請。如有需要皆可依規定提出申請，且二

種緩繳申請順序不設限，緩繳案件生效後，貸款期限順延。 

一、 申請只繳息暫免還本之「自付利息」緩繳貸款本金措施：  

（一） 適用對象：已屆期還款之一般就學貸款戶（呆帳戶或於本行有前置協商、前置調解及

更生、清算註記者除外）。 

（二） 緩繳期間：以年為單位，每次申請至少 1年，最多 4年，不得中途取消。緩繳期間暫

免償還本金，惟借款人須依原約定收息日期，按月自付利息。 

（三） 利率：依規定，學生負擔利率為中華郵政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加 0.15％計算。 

（四） 每一帳號得申請本項緩繳總期數以 4年為限，可連續或不連續申請（建議分次申請為

宜）。 

（五） 本借款如有逾期情事應先繳清積欠款項，惟有還款困難者，得洽承貸分行協商，經同

意暫緩繳納逾期本金者，得於繳清其他相關款額（包括積欠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

用）後，申辦本緩繳措施。其中已轉列催收款項者申請本項緩繳時，須繳交全部積

欠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並經本行轉正後，本項申請始告成立。 

（六） 前項逾期戶申請本緩繳措施之案件（僅繳交積欠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逾期本

金暫緩繳納者），因逾期本金尚未繳清，故當次申請緩繳之期間須回溯自「上次收

息日」起算。（舉例說明：A君學貸繳至 107年 4月 1日後，即因故未再繳款，107

年 9月 3日向申請本緩繳措施 2 年，經本行同意後，應即繳交截至 107年 9 月 1日

止應繳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則其本次緩繳 2年之期間應為 107年 4月 1日~109

年 4月 1日） 

（七） 申辦方式：本借款目前繳款情況正常，無逾期未繳款項者，得以通訊方式將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掛號郵寄」原就讀學校附近之承貸分行辦理（詳本行就學貸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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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loan.bot.com.tw）。其他有逾期情形須經協商之個案，請洽承貸分行臨

櫃辦理。 

（八） 注意事項： 

1、 借款人於本項緩繳期間，如有就學貸款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3款情形，致須中斷

當次緩繳期間時，得檢具證明文件通知本行（如未主動告知，但於本行有新增就學貸

款時，本行得逕行）依規定變更償還期起算日，則該帳號當次申請緩繳之剩餘期間未

足 1年部分，依規定不予保留(即全數扣減)。 

2、 申請緩繳之帳號倘未展延達 4年，且未於本次申請緩繳屆滿前重新提出申請者，於本

次申請屆滿之次日起，即恢復按原借據約定之利率計算並按月還本付息。 

3、 逾期戶因無力繳清全部積欠本息等款項，經洽承貸分行協商獲同意暫緩繳納逾期本

金，但可繳清部份款額（指積欠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之緩繳案件，因緩繳起日

須回溯自「上次收息日」，爰建議宜視逾期期間長短審慎填寫申請緩繳年數，以免回

溯後所剩緩繳期限已不足 1年，很快又面臨還款壓力。 

4、 原已申請授權扣繳且本行未收到本項申請暨切結書前，本行已扣繳之就學貸款本息、

遲延利息及違約金等款項均無須退還。 

5、 原採用電子帳單繳款者，如申請本項緩繳生效後，將暫停寄發電子帳單；建議親赴本

行開戶，申請授權自動扣繳，以免緩繳期間須改採匯款或臨櫃方式繳納利息。 

6、 本項申請生效後，借款人倘已享有低所得或低/中低收入戶緩繳貸款本金後之 0.1%利

息補貼部份將告中止；俟本項申請期滿後，如仍符合相關申請要件，可自行重新檢具

證明文件提出補貼 0.1%之申請。 

7、 緩繳期間借款人如另有符合低所得或低/中低收入戶得由政府補貼利息之緩繳貸款本

金資格時，須俟本次申請緩繳期間屆滿，方可改提該項申請(含 0.1%利息補貼)。 

8、 借款人得依個人條件與需要，適時申請本項「自付利息」緩繳本金與低所得、低/中

低收入戶之「免付息」緩繳本金案；惟本項「自付利息」緩繳本金申請成功後，不得

中途取消或更改緩繳方案。建議申請本項「自付利息」緩繳本金時，一次申請 1或 2

年，待期滿後再評估申請何種緩繳措施為宜。 

9、 本借款原為半年繳者，須往來正常且先申請改為「月繳」方可提出申請。 

（九） 應備文件： 

1、 由借款人及全體連帶保證人會同親自簽名並蓋章之本行「就學貸款 
緩  繳  本  金  

(借款人自付利息)

申請暨切結書」，倘有虛偽不實情事應自負法律責任。 

2、 借款人及全體連帶保證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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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所得或低收入/中低收入戶申請「免付息」之緩繳貸款本金：  

（一） 適用對象：借款人於本行之全部就學貸款須為繳款正常並具備低所得或低收入/中低

收入戶資格之一者。 

（二） 低所得：借款人本人前一年度所得每月平均不足 3.5萬元者(以實際得工作月數計

算，前一年度如係應屆畢業生或服義務兵役退伍者，自畢業或役畢日起計算其工作月

數，就學或服役期間不予列計)。 

（三） 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借款人持有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核發當年度低收入或中低收

入戶證明者。 

（四） 借款人得於償還期起算日（起息日）前或其後任一時點提出申請緩繳本金 1年，緩繳

期間利息由政府負擔。 

（五） 暫以「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申請緩繳本金者，倘未依限補繳證明或平均每月所

得超逾 3.5萬元者，本行即取消申請，借款人應補繳已到期之本息，但不計入已申請

緩繳之次數。 

（六） 申請本項緩繳貸款本金，每次申請緩繳期限為 1年，借款人可連續或不連續申請，最

多以申請 4次為限。若就學貸款借款人於緩繳期間內，因繼續升學等因素而致中斷，

原申請緩繳期間雖未滿一年，仍計入申請次數。 

（七） 應備文件： 

1、 由借款人及全體連帶保證人會同親自簽名並蓋章之本行「就學貸款
緩 繳 本 金

還款期間延長申請暨

切 結書」，倘有虛偽不實情事應自負法律責任。 

2、 借款人及全體連帶保證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3、 低所得--稅捐稽徵機關所開具之借款人應還款起日（即起息日）之前一年度「個人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 

4、 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借款人戶籍所在地地方政府開具之當年度低收入/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正本。 

5、 前一年度為休退學或應屆畢業生或役畢者，如申請低所得緩繳本金，其在學或服義務

役期間之所得額免予計入，爰請提供相關所得或薪資資料俾便正確核算實際可工作月

份之所得數額。 

6、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肆、申請延長償還貸款期限及（或）利息補貼：已申請前項「免付息」緩繳貸款本金 4

次後，仍符合原申請條件者，得選擇： 

一、 申請延長償還貸款期限為 1.5 倍或 2倍並由政府補貼年率 0.1％之利息補貼： 

（一） 低所得—得申請延長償還貸款期限為 1.5倍。 

（二） 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得申請延長償還貸款期為 1.5倍或 2倍（僅能擇一申請乙次且

申請後不得要求變更）。 

（三） 上述延長還款期間，由主管機關固定補貼按年率 0.1％計算之利息，借款人負擔按就

學貸款學生負擔利率扣減年率 0.1％後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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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僅申請政府補貼年率 0.1％之利息，不延長還款期間：由借款人提出申請即可。 

三、 應備文件：同第參條第二項申請「免付息」之緩繳貸款本金案。 

四、 注意事項： 

（一） 前揭由政府（各級主管機關）固定補貼利息 0.1％之申請案件，得於第 4 次緩繳期

滿前（或後）提出。各帳號申請一次即可，還款期間無需逐年申請。 

（二） 還款期間由政府補貼年率 0.1％利息之案件，惟因償還期限異動或申請自付利息緩

繳本金或逾期經轉列催收款項時即中止補貼，再屆還款期或催收轉正後之分期攤還

本息期間，倘仍具上述資格者，可檢具證明文件重新申請本項利息補貼。 

 

伍、專案申請延長償還貸款期限為 1.5倍且還款期間自利息：【一般戶】 

一、 借款人因經濟困難，無力依原約定期間分期攤還本息時，得偕同連帶保證人向本行專案

申請將還款期數延長為 1.5倍，可適度降低每月還款壓力。 

二、 本專案申請延長償還貸款期限為 1.5倍者，若於還款期間因收入減少並符合低所得或低

/中低收入戶緩繳標準時，亦得依本申辦程序檢具證明文件，申請緩繳本金或政府補貼年

率 0.1％之利息。 

三、 應備文件： 

（一） 由借款人及全體連帶保證人會同親自簽名並蓋章之本行「就學貸款
緩  繳  本  金

還款期間延長申請暨

切結書」，倘有虛偽不實情事應自負法律責任。 

（二） 借款人及全體連帶保證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陸、申辦方式： 

一、 請至本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 →表單下載處，依實際需要選

擇列印「就學貸款 
緩  繳  本  金  

(借款人自付利息)申請暨切結書」或「就學貸款
緩 繳 本 金

還款期間延長申請暨切結

書」，並於填寫前先洽原就讀學校所在地之承貸分行或本行客服中心諮詢（02-21910026

或 0800-025168）。 

二、 借款人及全體連帶保證人應於申請書上親自簽名並蓋章。（僅申請政府補貼年率 0.1％

之利息，不延長還款期間者，由借款人提出申請即可） 

三、 本行各項寬緩措施之申請，其中填寫「就學貸款
緩  繳  本  金

還款期間延長申請暨切結書」之案件一律

採掛號郵寄方式通訊辦理，請將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逕寄承貸分行（郵寄地址與電話

詳本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首頁→承貸分行）。 

四、 申請人如將前述文件裝封送請非原借款之承貸分行轉交者，該分行得酌收轉件費用，惟

其僅負責轉件，原則上不代辦對保或文件審核手續。 

五、 每年 1~4月間以「低所得」身分申請緩繳或展延還款期限/利息補貼者： 

（一） 應提出稅捐稽徵機關開具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惟為配合國

稅局於 5月 1日後方能申請該項證明之作業時程，如就學貸款起息日為 4月 30日之

前者，可先向勞工保險局申請「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暫代，該資料表前一年

https://sloan.bot.com.tw）。送交其他分行代收者，酌收新台幣
https://sloan.bot.com.tw）。送交其他分行代收者，酌收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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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薪資收入每月平均未達 3.5 萬元者，得併其他應附之證明文件，填寫申請書後

辦理，俟同年 5 月底前補送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二） 倘申請人無法如期前往稅捐機關申領、補送前項所得資料清單者，得另填具「委任

書-1~4間委託臺銀申請所得資料」（請至本行就學貸款入口網/表單下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交由承貸分行代為申領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惟該申領資料所載金額經核算已逾規定者，本行當即回溯取消本次緩繳等相關優

惠，申請人應依約補繳已到期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等款項，不得異議。 

六、 其他於 5~12 月間以「低所得」身分申辦之案件，請自行備妥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其他應備文件，送本行憑辦。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全部或部分連帶保證人因故無法會同簽章申請或需辦理更換者，應先至本行臨櫃提出「連

帶保證人變更」之申請並繳納必要費用，經本行同意後，方可申辦各項寬緩措施。 

  二、提前退伍者，依就學貸款辦法規定，起息日為『服役期滿 1年之次日』。 

  三、借款人如有還款方式為半年繳者，申請本寬緩措施前（含申請償還期限延長 1.5倍或 2

倍）應先行填寫「就學貸款變更分期償還方式申請書」將半年繳改為月繳（交易代號 S24）。 

  四、借款人如同時有 2個以上貸款帳號，應依帳號分別填寫相關申請書（連保人相同之貸款

帳號，得填寫於同一申請書）。 

  五、休退學、提前退伍或畢業者應通知本行調整償還期起算日。依就學貸款辦法第 10條規定，

償還期起算日為事實發生之『服役期滿或畢業或休退學 1年之次日』。惟申請人倘於服

完義務役再就讀「在職專班」，或雖無需服役但最後學程亦為「在職專班」，則其貸款

償還期起算日均為『畢業或休退學日之次日』。 

  六、「於償還期起算日前申請低所得緩繳者」，因前一年係應屆畢業生、教育實習或服義務

兵役方始期滿，就業期間不足 12個月，應按畢業、教育實習期滿或服役期滿後當年度剩

餘月數計算平均每月收入是否未達 3.5萬元。 

  七、前項申請人如係於前一年度 12 月份畢業、教育實習期滿或退伍者，因畢業年度（若為

105年）實際工作月數不足 1個月，應以償還起算日年度（106 年）為核計所得之年度。 

  八、學生在學時有工讀收入，請借款人提出在學時之工讀收入證明，再將工讀收入自應計入

之年所得內扣除後，按實際可工作月數計算平均月所得。 

  九、符合本寬緩措施之借款人於申請「免付息」緩繳本金 4 次後，始得申請延長還款期間為

1.5 倍或 2 倍，此延長倍數係指還款期間按「貸款 1 學期以 1 年 6 個月或 2 年計算」，

所以不含畢業（或服義務役或教育實習期滿）後之 1年寬限期及緩繳 4次之緩繳期間。 

  十、已申辦還款期間延長 1.5 倍或 2 倍之借款人，若繼續就學，於新教育階段畢業後再次申

請延長還款期間時，只能就新教育階段之還款期間延長為 1.5 倍或 2 倍，即每一教育階

段僅能辦理一次延長。 

十一、本行保留上述申請事項核准與否之權利，申請書及各項檢附文件，恕不退還。申請結果

由承貸分行另行通知，借款人亦可申請本行網路銀行查詢功能後，自行查詢或洽本行客

服專線 02-21910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