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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用於提供有關 SBA薪資保護計劃 (“PPP”)的信息，該計劃是根據 2020年 3月美國聯邦政府通過的

《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 (CARES) 法案》制定，是政府協助受 COVID-19影響的小型企業的计

划。 本文提供的信息基於第三方 (包括 SBA) 提供的信息，因此可能會有差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 

1. 銀行什麼時候可以接受申請？ 

- 從 2020年 4月 3日開始，小型企業和獨資企業可以通過小企業管理局(SBA) 核准的銀行申請

貸款，以支付工資和其他某些費用。 

- 從 2020年 4月 10日開始，獨立承包商和個體經營者可以通過小企業管理局(SBA)核准的銀行

申請貸款，以支付工資和其他某些費用。 

- 請向您正在申請貸款的銀行查詢，以確定他們何時接受申請。 各機構都不盡相同。 國寶銀行

已開始接受申請。 
 

2. 薪資保護計劃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PPP) 申請何時終止？ 

2020年 6月 30日，或直到資保護計劃專款總共$3,490億美元全部用完。 
 

3. 誰可以申請？ 

小型企業以及非營利組織，退伍軍人組織，部族企業，獨資企業，自僱人士和獨立承包商，於 2020

年 2月 15日仍在營運，並支付僱員薪水和薪資稅，且僱員主要住所在美國，基本上就有資格申請，

申請人必須有 500名或更少的僱員才能申請。如果某些行業的企業擁有 500名以上的員工，但符合

SBA對這些行業的 員工規模標準，則他們也可以申請 。 欲知申請資格詳情，請登入網站

https://www.sba.gov/federal-contracting/contracting-guide/size-standards.  申請人的銀行可能也有其他

有關申請的限制。若想向國寶銀行申請，您必須是國寶銀行當前商業帳戶持有人，或者主申請人具有

國寶銀行業務關係。如您的公司業務是拥有和投资房地产，也是不符合条件的。 
 

註 1：關於薪資給護計劃(PPP)的申請資格，《國內稅收法》(IRC)第 501(C)(3)條所規範的免稅非營利組

織，《國內稅收法(IRC)第 501(C)(19)條所規範的免稅退伍軍人組織，以及《小企業法》第 31(b)(2)(C) 

條中所規範的部落商業。在符合上述條件下，宗教團體組織也有資格成為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的

借款人–請參閱 https://www.sba.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SBA%20Faith-Based%20FAQ%20Final.pdf 

4. 借款人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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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取決於您的貸款機構。 對於國寶銀行而言，我們將需要借款人填寫完整的薪資保護計劃(PPP)貸

款申請表 (SBA表格 2483)、2019年的薪資支付記錄、一份涵蓋 2/15/2020的薪資支付記錄，以及其他

表格。 您的國寶銀行業務代表可以為您提供申請表和國寶銀行所需文件清單。國寶銀行正在专门為

自僱人士和獨立承包商做一份所需文件清單。 
 

 5. 借款人需要提供哪些證明？ 

貸款申請表將包含借款人要求籤署的所有證明，包括 

• 因當前經濟的不確定性，用以支持企業的日常營運所需的貸款。 

• 資金將用於留住僱員並維持工資，或用於支付抵押、租賃和水電煤氣等費用的付款。 

• 借款人沒有也不會收到此計劃下的另一筆貸款。 

• 所有提供的信息及所有證明文件和表格中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真實準確的。 故意作出虛假陳述

以獲得該計劃下的貸款將受到法律制裁。 

• 借款人沒有從事任何聯邦、州或地方法律所規定的非法活動。 
 

6. 即使借款人符合申請資格的要求，仍會失去資格嗎？ 

• 借款人從事聯邦、州或地方法律所規定的任何非法活動； 

• 借款人是家庭雇主（僱用諸如保母或管家之類的家庭僱員的個人）； 

註：家庭雇主不符合資格，因為他們不算是企業。 

• 申請人的 20%或更多股權的所有者正執行緩刑、假釋或監禁； 目前受制於任何司法管轄區的起

訴、犯罪信息、提審或其他形式的正式刑事指控； 或在最近五年內被定罪為重罪；  

• 借款人，或由借款人或任何借款組織的所有人擁有或掌控的任何業務，已經從 SBA或任何其他

聯邦機構獲得了直接或擔保的貸款，且該貸款在過去七年內發生拖欠或違約至今，並導致政府

蒙受損失。 
 

7. 哪些費用符合薪資核算條件？ 

• 薪酬（包括薪金、工資、佣金或類似補償，現金小費或等值款項的支付） 

  註：現金小費或現金等價物的認定是根據雇主過去的小費記錄，或者在沒有此類記錄的情況

下，基於雇主對小費的合理和真實的估計； 

• 休假、育兒、家庭、醫療或病假的費用； 

• 解僱或離職津貼； 

• 提供團體醫療保健福利所需的付款，包括保險費； 

• 任何退休金的支付； 

• 雇主根據僱員薪資應繳納的州稅或地方稅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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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獨資經營者或獨立承包商：工資、佣金、收入或自僱職業的淨收入，每位僱員每年的最高

薪資認定限額為$100,000 美元。 
 

8. 哪些費用不符合薪資條件？ 

• 僱員/所有者的薪酬超過 100,000美元的部分； 

• 根據 IRS法規第 21、22和 24章徵收或預扣的稅款； 

• 對居住地在美國以外的員工的薪酬； 

• 以其他形式支付的合格病假和事假； 

• 雇員根據僱員薪資應繳納的州稅或地方稅中的部分。 
 

9.有哪些的用途是貸款允許的？ 

i. 支付薪資 

ii. 在帶薪病假、醫療或家事假期間，繼續提供團體醫療保險的相關費用及保費 

員工薪金、佣金或類似補償金 

iii. 抵押貸款的利息（但不包括抵押預付款或本金） 

iv. 租金（包括租賃協議下的租金） 

v. 水、電、煤氣費 

vi. 2020年 2月 15日之前所發生的任何其他債務之利息 

vii. 為借款人自 2020年 1月 31日至 2020年 4月 3日之間獲得的 SBA 經濟傷害災難貸款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EIDL) 再融資。 

註：如果您自 2020年 1月 31日至 2020年 4月 3日收到 SBA 經濟傷害災難貸款 (EIDL)貸

款款項，仍可申請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 如果您的經濟傷害災難貸款  (EIDL)未用於支

付薪資及債務豁免核准的項目，就不會影響您獲得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的資格。若借

款人自 EIDL貸款 中獲得最高可達$ 10,000的預付款，將從 PPP貸款的貸款豁免額中扣

除。 但如果經濟傷害災難貸款(EIDL)貸款用於支付薪資及債務豁免核准的項目，則必須使

用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為經濟傷害災難貸款(EIDL) 再融資。 
 

10. 借款人可以獲得一筆以上的薪資保護計劃貸款嗎？ 

不可以，一家企業只能申請一次薪資保護計劃貸款。每筆貸款將在小企業管理局  (SBA)以稅號進行註

冊，以防止向同一企業提供多筆貸款。 
 

11. 如果借款人還申請小企業管理局  (SBA) 提供的臨時性緊急經濟傷害補助金和小企業債務豁免計

劃，銀行是否仍可提供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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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經濟傷害補助金和經濟傷害災難貸款（EIDL）的借款人及透過小企業債務豁免計劃獲得貸款豁免

的那些借款人仍可申請並獲得薪資保護計劃(PPP) 貸款，只要資金使用沒有重複即可。有關詳情，請

參見本問題與解答 Q&A 問題 9的答案，第（vii）段。 
 

12. 貸款額度如何確定？ 

貸款可以使用兩個月的平均每月薪資成本，再加上該金額的 25%（即平均月薪的 250%）。該金額上

限為 1千萬美元。如果借款人是季節性企業或新企業，則將使用不同的適用時間段進行計算。每名員

工的年度薪資成本上限為 100,000美元。 
 

註 1：為了計算“平均月薪”，國寶銀行將使用 2019年的平均月薪，不包括為每位員工支付的超過

100,000美元的年度薪酬。對於季節性業務，申請人可以選擇使用 2019年 2月 15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期間的平均月薪，但不包括每位員工超過 100,000美元的年度費用。對於新業務，可能使用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2月 29日這段時間來計算平均每月工資，其中不包括每位員工每年超過

100,000美元的成本。 
 

13. 如何計算債務豁免額？ 

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的債務豁免額相當於在本貸款發放後的 8週內所支付的薪資與維持僱員及其

他債務豁免核准的項目總和。 （不含超過 100,000美元的薪酬），細節如下： 

• 薪資成本必須至少為貸款金額的 75％。 

• 為抵押，租金和水電費支付的利息不得超過貸款金額的 25％。 

• 如果貸款收入用於為經濟傷害災難貸款(EIDL)進行再融資，請加上 2020年 1月 31日至 2020年 4月

3日之間未償還的經濟傷害災難貸款(EIDL)，減去自經濟傷害災難貸款(EIDL)中 獲得的“預付款”額。 

有關詳細信息，請參見問題與解答 Q&A ＃ 9，第（vii）段。 
 
 

註：如果借款人不維持其員工人數及薪資，貸款豁免額將遭扣減： 

 如果借款人裁減全職員工人數。 

 如果借款人調降在 2019年年薪少於 100,000美元的僱員的薪資超過 25%以上。 

 如果借款人在 2020年 2月 15日至 2020年 4月 26日之間對全職僱員的工作和薪資水準進

行任何更改，直到 2020年 6月 30日之前才恢復這些僱員的工作和薪資水準。 

14. 企業可以重新僱用在 2月 15日之後解僱的員工嗎？ 

可以。企業須重新僱用員工及/或恢復員工的工資直至 2020年 6月 30日， 以增加 2020年 2月 15日

至 2020年 4月 26日之間向下調整的薪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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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借款人何時與如何要求債務豁免？ 

借款人將提交債務豁免請求給其貸款機構。 每個貸款機構所採用的文件要求有可能各不相同，例如

證明文件記錄，包括已取消的支票、付款收據、帳單或其他文件，以及貸款融資日期後的債務豁免證

明文件，包括對在 2020年 2月 15日之前即已存在之抵押債務、租賃債務、水電瓦斯費的付款，租金

協議/貸款文件（顯示債務 ），以及貸放後的涵蓋期內（從貸款融資日起 8週）所有在此期間的薪資

單登記冊。 如果您的貸款機構是國寶銀行，則您的國寶銀行業務代表將向您吿知需要提交哪些文

件。 
 

借款人最快可在貸放後的第 7週結束時請求債務豁免。 
 

16. 貸款機構何時可以確定貸款債務可否獲得豁免？ 

通常貸款機構需要在債務豁免請求後 60天內決定是否貸款債務可獲豁免。 

17. 如果使用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金於未經授權的目的會怎樣？ 

如果借款人將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金用於未經授權的目的，小企業管理局(SBA)會要求借款人償還

這些款項。 如果借款人故意將資金用於未經授權的目的，則借款人將承擔其他責任，例如欺詐費

用。 如果借款企業的股東、成員或合夥人之一將薪資保護計劃(PPP)資金用於未經授權的用途，則

SBA會向借款企業的股東、成員或合夥人追索未經授權的用途。 
 

18. 借款人的貸款何時到期？ 

2年。借款人可以延遲付款最久可達 6個月。 （延遲付款期間會 累計利息）我們認為，這筆貸款將

在 18個月內以攤銷的方式還清； 但我們仍在等待 SBA對此種還款辦法給予更清晰的解釋。 
 

19. 如果借款人提前兩年償還貸款，是否要收取任何費用或預付款罰款？ 

否。沒有預付款的罰款或費用。 
 

20. 借款人是否需要為這些貸款提供個人擔保或任何抵押品嗎？ 

不需要。不需要抵押或個人擔保。 
 

21. 利率是多少？ 

固定利率為 1.00%。 
 

22.如果貸款或貸款的一部分債務未獲豁免，貸款會發生什麼變化？ 

未獲得債務豁免的部分將按照與原本相同的條款繼續作為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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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提交虛假陳述以獲得 SBA保證貸款將面臨哪些懲罰？ 

包括根據刑法 18 USC 1001和 3571，得處以最長五年的徒刑和/或最高$ 250,000的罰款； 根據刑法 15 

USC 645的規定，得處以最長兩年的徒刑和/或最高$ 5,000的罰款； 且，如果提交給聯邦保險機構，

則根據刑法 18 USC 1014的規定，得處以最長三十年的徒刑和/或最高$ 1,000,000的罰款。 
 

24.如果我濫用 PPP貸款中的資金會怎樣？ 

SBA將指示借款人償還那些被濫用的金額。如果借款人故意濫用資金，則將承擔額外的責任，例如欺

詐費用。 
 

25.在哪裡可以獲得更多信息？ 

參見 SBA的網站-https://www.sba.gov/funding-programs/loans/coronavirus-relief-options/paycheck-
protection-program-ppp 
 

參見美國獨立社區銀行家網站-https://www.icba.org/advocacy/industry-issues/lending/small-business-
lending/community-bank-covid-19-
faqs/?utm_source=informz&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nformz&_zs=njOgU&_zl=WvI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