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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設置就學貸款目的係培育國家人才，幫助在學學生求學期

間，毋須顧慮學費，專心向學所提供的一項就學協助；但就學貸款並

非社會福利，亦非就學補助，畢業後，借款者應即擔負起攤還本息的

還款責任。 

學生就學貸款與一般信用貸款不同，一般信用貸款銀行皆需審核

貸款人的抵押品、經濟及信用狀況始決定可否借貸，而學生就學貸款

僅需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條件，更無需再審核貸款人之抵押品、經濟及

其信用狀況，且學生於就學期間至畢業後滿一年止的貸款利息皆是由

政府負擔，學生勿需償負任何利息，較現行政策性貸款，一經核貸後，

申貸人即需負擔利息不同，故就學貸款利率自然無法與一般房屋貸款

或存款利率相比擬。 

在考量學生就學問題及日後減輕學生償還就學貸款的利息負

擔，政府現階段係以採行信用保證機制**方式，使就學貸款利率得以

大幅降低，基於這筆保證資金是來自於全體納稅義務人的錢，希望同

學們能夠確實珍惜就學機會，努力向學。另外，同學們在就學及緩繳

期間由政府全額或半額補貼的貸款利息，也都是來自全體納稅人的

錢，基此，同學於畢業就業後，務必自己要做好應負之還款責任，以

感恩的心來回餽政府的美意及社會每位納稅人所付出之貢獻與心

力，好讓政府能夠繼續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就學貸款並不是政府給予的免費贈與，而是一種貸款，故每位同學應於緩繳期屆滿時開始按期還

款；如因故無法如期還款時，同學應主動與承辦銀行協商調整還款時間與相關還款條件，銀行都

會給予善意的回應。 

同時需要一併提醒同學，貸款逾期不還的後果在國內外都是非常嚴重的。逾期未還款的人，承貸

銀行會將同學逾期還款資料送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這不僅會嚴重影響個人日後在社會上的

信用紀錄；將來如果向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也都會遭到拒絕，影響

未來個人在國、內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 

**這項信用保證機制是由教育部提撥專款，委託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代辦「學生就學貸款」的信用保證及理賠作業；其中教育部及學校分擔貸款的



風險為八成，承辦銀行自負風險降為二成；由於銀行承擔的貸款風險下降，貸

款利率才能大幅降低。 

  

 第一章  開辦目的 

  

問一、政府為什麼要開辦就學貸款？ 

答：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就學，減輕其籌措教育經費之負擔。 

  

 第二章  申請資格 

  

問二、學生就讀那些學校可以申請就學貸款？ 

答：凡在國內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且具有學籍的學生均可申請就學貸

款；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包括：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研究所、進修補

習學校等。 

  

問三、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的資格為何？ 

答：（一）學生本人及其他依教育部規定應查核其年所得者合計之家庭年收入，

經查詢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標準由教育部逐年公佈。 

目前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的規定為： 

1.  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目前訂為 114 萬元(含)以下），就學及

緩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其後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2.  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含）者，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

利息由政府半額補貼，其後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且應自貸款

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利息。半額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3.  家庭年收入超過 120 萬元，且家中有二位子女就讀高中以上學校

者，貸款利息不予補貼，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利息。 



4.  另各校對於失業勞工子女就學或經濟上或其他特殊情況有困難的

學生一旦經學校認定有貸款必要者，學校會依實際狀況給予從寬

認定辦理就學貸款。 

  （二）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配偶、保證人，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

戶籍登記者。但保證人如為父母，僅一方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

記，且雙方已同盡納稅義務者亦可。 

  

問四、學生申請就學貸款需要測驗嗎？ 

答：為使學生了解就學貸款的借款與還款規定，貸款之學生應參加貸款常識之宣導講習，學校得

於講習期間辦理貸款常識測驗。 

  

問五、學校由那些單位辦理就學貸款？ 

答：由各學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學生有任何問題，請逕向學生生活輔 

導組洽詢，若仍有疑義，基於落實承辦人員能確實了解承辦貸款之相關業務並能

落實協助學生日後所面臨類此等相關問題，請學生勿直接電詢本部而應由

學校承辦相關業務之人員洽詢本部各主管單位及各承辦銀行。 

  

問六、就學貸款之主管單位及聯絡人？ 

答：（一）高中（職）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吳彰民先生；賴東榮先生 TEL：（04）

2330-0024 轉 2231 或 2322 

  （二）專科、技職院校為技職司江義清先生；TEL：(02) 2356-5860 

  （三）師範院校為中教司劉炎芳先生；TEL：(02) 2356-5652 

  （四）大學院校為高教司林怡君小姐；TEL：（02）2397-6714 

 （五）有關貸款及與銀行之間任何相關問題，可逕向各承辦銀行請求協助。 

高雄銀行----張副理---（07）251-7012 轉 127 

     台北銀行----黃襄理---（02）2191-0089 轉 201~220 

     臺灣銀行----蕭襄理---（02）2312-4124 

  



第三章  貸款資格與標準 

  

問七、學生是否需要申請中低收入家庭證明或清寒證明？ 

答、無須自行提出任何證明，由學校統一報請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明。但事先

可自行核算是否符合標準，以免遭退件之困擾。 

  

問八、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所查核的年所得資料為何？ 

答、如某生於九十一學年度申請就學貸款，則財稅資料中心所查核的為九十年度

所得稅資料，包括薪資、銀行利息、營利、股利等。 

  

問九、第一學期申請就學貸款通過者，第二學期再度申請時還需經過財政部財稅

資料中心查明是否符合中低收入家庭嗎？ 

答：不需要。因為財稅資料中心查明中低收入戶係依據上年度報稅資料，故無需

重新查核。 

  

第四章  承辦銀行 

  

問十、就學貸款由那些銀行承辦？ 

答：貸款銀行依學校所在地行政區劃分，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學生貸款，凡在台

灣省地區者，由臺灣銀行承辦；在台北市地區者由台北銀行承辦；在高雄

市地區者由高雄銀行承辦；高雄大學則由臺灣土地銀行承辦。其他有意願

辦理之行庫，皆可向教育部申請辦理。 

  

問十一、銀行收到申請清冊後應如何處理？ 

答：銀行於收到申請清冊，經核對借據與清冊無誤後，將貸款本金撥付學校（非

學生本人帳戶），並代墊私立學校自註冊日起至撥款日止貸款利息；但期限

最高以三個月為限。 

  



問十二、承辦銀行能否因作業方便，要求申貸者填寫整數金額？ 

答：承辦銀行需要求學生依據學校所開具之可貸款金額證明詳實填寫金額，不得任意增加或刪減。 

  

第五章  申貸流程 

  

問十三、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的流程為何？ 

答：1.申貸之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應在註冊前親自至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2.學生於註冊時，出示銀行所開具之證明，向學校辦理緩繳學雜各費。 

  3.學校造具申請貸款清冊一份，送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明學生是否符合中

低收入家庭標準。 

  4.合格者，由學校將申請清冊送承辦銀行辦理貸款；不合格者，由學校刪除

其貸款資格並補繳學雜各費。 

  

問十四、申請就學貸款應準備哪些文件？ 

答： 

（一）學生及保證人之身分證、印章（親簽亦可）。 

（二）學生證（新生憑錄取通知單）及註冊繳費通知單。 

（三）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含學生本人、父母或監護人、配偶及連帶保證

人；如戶籍不同者，需分別檢附)。 

  

問十五、就學貸款多久辦理一次？ 

答：就學貸款每學期辦理一次。 

  

問十六、申請就學貸款是否需要抵押品？ 

答：不用。就學貸款是信用貸款，因此無需抵押品。 



 第六章  對 保 

  

問十七、什麼是對保？ 

答：就學貸款和其他貸款之對保並無不同，申貸學生與保證人皆應攜帶個人身分

證、印章及相關證明資料，且需親臨銀行向經辦人員表明學生有向銀行申貸

之意願，保證人願意為申貸學生做保，並應於銀行所提供之申請書借據上簽

名蓋章以示負責。 

  

問十八、學生及保證人至承辦銀行辦理對保手續時，需具備何種證件？ 

答：學生本人及保證人應於註冊日以前，親至承辦銀行各地分行辦理對保(各銀

行另有規定者，可按其規定辦理)。 

  （一）向戶政機關申請三個月內（自註冊日起算）之戶籍謄本： 

1.  申請人與保證人（父親）之戶籍謄本（包括父、母、本人）乙份。 

2.  父母離異者，備申請人與父或母（即擔任保證人者）之戶籍謄本

乙份。 

3.  父母均歿者，備申請人與保證人之戶籍謄本乙份。未滿廿歲者由

學生家人（或監護人）為保證人；成年者可擇親友之一為保證人。 

4.  已婚之申請人除上述１.之保證人外，其配偶必須為連帶保證人，

需另備配偶之戶籍謄本各乙份 

  （二）學生本人印章及保證人印章 

  （三）學生及保證人身分證 

  （四）學生證（新生憑錄取通知單） 

  （五）繳費聯單 

  

問十九、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保證人由誰擔保？ 

答：（一）依大法官會議，自八十五年九月廿三日起，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應

由父母共同行使，如其中一方未能前來對保，須出具公證委託書委由



他方辦理，或出具委託書經法院認證後委由他方辦理。在國外出具委

託書者應由本國駐外外事單位認證。 

  （二）年滿二十歲之成年人或雖未滿二十歲但已婚者，無法定代理人之問題，

原則由父母其中一方或配偶擔任保證人，如另覓適當之成年人作保，

作保者需具有保證能力。 

  （三）無家長之學生，以監護人或依民法親屬關係另覓適當之成年人作保。 

  

問廿、學生辦妥對保手續以後，是否已完成就學貸款的申請呢？ 

答：學生及保證人辦理完對保手續後，仍必須經過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核，是

否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後，再由學校將合格申貸清冊送請銀行辦理貸款。 

  

問廿一、學生及家長是否一定要到學校所洽辦的承辦分行辦理對保手續？ 

答：不用。凡學校所洽辦承辦銀行之全省各地分行均可辦理。 

  

 第七章  貸款金額 

  

問廿二、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之額度如何計算？ 

答：學生申請就學貸款金額，以下列各費為範圍： 

（一）該學期實際繳納之學雜等費 

（二）該學期實際繳納經核准徵收之實習費 

（三）書籍費：其金額依主管機關之規定，目前高中為一千元、大專三千元 

（四）住宿費：其金額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若學生住宿校外，則依校內住宿

費最高額辦理。 

（五）學生平安保險費 

（六）依規定繳納之私立學校退撫基金 

  



問廿三、在學學生修教育學程學分是否可以辦理就學貸款？ 

答：可以。教育學程學分費可視為學雜費 

  

第八章  利息計算方式 

  

問廿四、就學貸款的利率為何？ 

答：(一)自 92 年 2 月 1 日起，就學貸款利率改按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

機動利率為指標利率加碼 1.5%計算，指標利率每三個月調整一次，加碼

部分依各承貸銀行逾期放款情形，每年檢討調整一次，由本部公告之。 

(二)例如 92 年 2 月 1 日之指標利率(即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為

1.675%，加碼 1.5%後，就學貸款利率為 3.175%。至 92 年 5 月 1 日時，若指

標利率仍為 1.675%，則就學貸款利率維持不變，若指標利率調降為 1.5%，則

就學貸款利率亦同幅調降為 3%；反之，若指標利率調高，則就學貸款利率

亦同幅調高。 

加碼部分依據逾期放款情形每年檢討調整一次。 

  

問廿五、學生就學期間申請就學貸款是否需要負擔利息？ 

答：（一）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目前訂為 114 萬元(含)以下），就學及緩

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其後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二）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含）者，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

息由政府半額補貼，半額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且應自貸款撥款日

次月起每月繳付利息。其後全額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三）家庭年收入超過 120 萬元，且家中有二位子女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

貸款利息不予補貼，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利息。 

  

第九章 還款 

  

問廿六、學生申請就學貸款應該如何還款？ 



答、（一）依銀行還款通知，按期赴貸款銀行各營業部門繳款償還。 

 （二）請向貸款銀行申請活儲帳戶，辦理自動轉帳手續，既便捷又不會造成

利息損失。 

  

問廿七、就學貸款應於何時償還？償還方式及期限為何？ 

答：（一）貸款應於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

後滿一年之日開始，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但在職專班學生，

應於學業完成後；開始清償。 

  （二）償還期限為貸款一學期得於一年內以每月償還，依此類推（例如借八

學期者，則借款金額會合併成一筆，分 96 期平均攤還）。 

  （三）因故退學或休學未繼續升學者，應於退學或休學滿一年之日起開始償

還。 

（四）出國留學、出國定居或出國就業者應一次償還。 

  

問廿八、如因故無法按期償還就學貸款時，應如何處理？ 

答：就學貸款並不是政府給予的免費贈與，而是一種貸款，應於緩繳期屆滿時開始按期還款；如

因故無法如期還款時，同學應主動與承辦銀行協商調整還款時間與相關還款條件。 

  

問廿九、逾期未還款者，會有什麼不良後果？ 

答：學生逾期未還款者，承貸銀行會對積欠貸款者就貸款金額控訴求償，並將資料送請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列為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並開放金融機構查詢；這項紀錄將會影響同

學與銀行的往來關係，包括向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均將遭到拒絕；

同時也會影響同學日後在國、內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 

  

問卅、中途休學或退學應如何還款？ 

答、學生因休、退學中途離校，自離校日起滿一年應一次償還所有貸款金額；繼

續就學者，得向銀行申請延後至學業完成後償還。 

  

問卅一、學校及承辦銀行對於因故中途離校或畢業的學生資料應如何處理？ 



答：學校對於因故中途離校或畢業的同學，學校應主動提供資料給承辦銀行，承

辦銀行在收到相關資料後會立即發給學生償還貸款分擔表，載明貸款金

額、償還日期及地點。 

  

問卅二、大學畢業後若繼續升學，可繼續申請就學貸款及延後還款嗎？ 

答：學生若繼續就讀國內研究所，仍可申請貸款；若繼續在國內升學或服義務兵

役或替代役，請檢具申請書及證明文件向原承辦銀行申請辦理延期償還手

續。 

  

問卅三、貸款學生於各階段學業完成後如有異動，應否通知銀行？ 

答：申請本貸款之學生於各階段學業完成後如有異動，應於事實發生時即主動檢

附證明文件（註明身分證統一編號、繼續升學現階段之學生證、或服義務兵役

或替代役之在營證明、或教師實習證）通知承辦銀行，以延長其償還期限。 

  

第十章：參考案例 

  

問卅四、若父母親離婚，應由誰作保？ 

答：（一）若學生未成年，應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作保，若法院將監護權判

歸母親或協議將監護權歸母親，則應由母親作保。 

   （二）若學生已成年則任何一方皆可。 

  

問卅五、若父母雙亡、父親過世或失蹤，母親改嫁時，應由誰作保？ 

答：（一）若學生未成年，應由法定代理人作保。 

（二）若學生已成年，則依民法親屬關係另覓適當之成年人作保。如哥哥、

叔叔、伯伯等有正當工作收入者。 

  

問卅六、學生若已婚時，保證人可由配偶的父母擔任嗎？ 



答：已婚學生可以選擇本人或配偶的父母為保證人。 

  

問卅七、領有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或其他政府相關的補助，如軍公教遺族、

殘障人士及子女、現役軍人補助費或師範學院公費之學生，是否可以申

請就學貸款？ 

答：可以。但僅能貸款扣除公費或子女教育補助費或已享有學雜費減免之差額。 

  

問卅八、空中大學或空中行專的學生是否可以申請就學貸款？ 

答：可以。空中大學或空中行專具有學籍的學生可申請就學貸款。 

  

問卅九、因父親過世，母親改嫁而保證人不符合中低收入標準時，學生可以申請

就學貸款嗎？ 

答：應請學校認定是否為特殊狀況。 

  

問四十、若父母親離婚，父親為老師、領有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者，但父親

負債累累，以致家庭清苦，學生申請就學貸款可貸全額嗎？ 

答：不可以。學生仍可只貸扣除公費後的差額。 

  

問四一、學生是否可以一次申貸就學期間所有費用？ 

答：不可以。學生應每學期依實際需求辦理貸款。 

  

問四二、如父母經商失敗或突遭意外身亡，但不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可否申

請就學貸款？ 

答：學生可檢附相關證件，經學校檢定為特殊狀況需貸款，則可向承辦銀行辦理。 

  

問四三、超過法定修業年限，是否可繼續申請貸款？ 



答：可以。由於就學貸款非屬補助性質，所以和一般規定超過法定修業年限即不

可領取獎助金補助有所不同。 

  

問四四、在國外就讀的學生是否可以申請就學貸款？ 

答：不可以。本就學貸款適用對象僅限於國內就讀且具有學籍的學生。 

  

問四五、家裡同時有兩兄弟就讀私立大學，但不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時，學生

可申請就學貸款嗎？ 

答：可以。按現行規定，家庭年收入超過 120 萬元，且家中有二位子女就讀高中

以上學校者，仍可申請就學貸款，但利息不予補貼，且應自貸款撥款日次

月起每月繳付利息。 

  

問四六、申請研究所獎助學金者，是否可以申請全額就學貸款？ 

答：可以。 

  

問四七、具有雙重學籍的學生是否能同時辦理兩項就學貸款？ 

答：不可以。只能擇一辦理 

  

問四八、什麼是戶籍謄本，與戶口名簿有何不同？ 

答：所謂戶口名簿乃依戶籍法規定做為戶籍登記或戶口清查之用，每戶均有一

本；而戶籍謄本乃做為證明文件，需要到戶政事務所申請。 

  

問四九、未成年學生之父母離婚，應由何人擔任法定代理人兼保證人？ 

答：父母於 85 年 9 月 26 日前離婚者，有監護權協議依照協議由有監護權者任親

權人，行使法定代理人之權力並兼保證人；無協議者由父親任親權人，行

使法定代理人之權力並兼保證人。85 年 9 月 27 日以後離婚者，有監護權協

議依照協議，無協議者由父母雙方任親權人，一同行使法定代理人之權力

並兼保證人。 



  

問五十、未成年學生之父母之一方服長期徒刑，或因重病致無法擔任法定代理人

兼保證人時，可以由另一方單獨辦理嗎？ 

答：可以，但須檢附服監或重病證明。 

  

問五一、未成年學生如係非婚生子女，應由何人擔任法定代理人兼連帶保證人？ 

答：由生母擔任法定代理人兼連帶保證人，若經生父認領者，由生父母雙方協議

之親權人擔任，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時，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等之請求或依職權酌訂親權人，由該親權人擔任。 

  

問五二、學生之父或母非本國人，可以申請就學貸款嗎？ 

答：借款學生之父母，僅一方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有戶籍登記，且雙方已同盡納

稅義務者，才可以申請就學貸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