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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解答 
COVID-19 經濟損害賑災貸款（EIDL） 

1. 提交申請時，我還需要提交其他哪些文件？ 

只需在sba.gov/CoronavirusRelief的簡化貸款申請表上填寫您的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的資訊。SBA

的處理人員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資訊。 

2. 我已申請COVID-19 EIDL貸款，但還未收到關於此申請的任何消息。我是否應重新申請？ 

不需要。任何額外申請都將被標記為「重複」，並且不會被受理。請致電1-800-659-2955（聾

啞人和聽力障礙人士請致電1-800-877-8339）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以查詢您的申請狀態。如果您已

經申請，無需再次提交您的資訊。 

3. 我需要幫助才能完成申請。SBA是否可以幫助我？ 

您可以致電1-800-659-2955聯繫SBA的客戶服務中心。此外，當地的小企業發展中心（SBDC）

或女性企業發展中心（WBC）等SBA資源合作夥伴可以幫助您免費填寫和提交COVID EIDL申

請。要查找離您最近的SBA資源合作夥伴，請訪問sba.gov/LocalAssistance。 

4. 我的貸款目前正在進行複議/我已申請提高金額；截止日期過後會發生什麼？ 

申請截止日期和有效期已延長至2021年12月31日。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的複議申請或調整金

額申請將繼續獲得受理。 

5. 我是否可以在截止日期後申請複議？ 

可以。即使已超過2021年12月31日的申請截止日期，申請人仍可在申請被拒絕之日起6個月內

要求複議。 

請將複議申請寄送至： 

電子郵件： pdcrecons@sba.gov  

郵寄地址： 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saster Assistance Processing and Disbursement Center 
14925 Kingsport Road 
Fort Worth, Texas 76155 

請提供您的申請號、推翻拒絕理由所需的任何資訊，以及可以幫助我們處理您請求的任何其
他資訊。 

根據拒絕的理由，受理過程和所需文件可能會有所不同。如果拒絕信要求提供特定資訊或文

件以進行複議，您必須提供這些資訊或文件。 

請務必提供： 

 企業名稱  

 借款人的名稱 

 稅號/雇主身份識別號（EIN）或社會保障號（SSN） 

 申請/貸款編號 

 IRS 表格 4506-T（該表格必須自簽署之日起120天內收到） 

060 - Traditional Chinese-繁體中文 

http://www.sba.gov/coronavirusrelief
mailto: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https://www.sba.gov/local-assistance
mailto:pdrecons@sba.gov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ela/s/article/Paper-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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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IDL 和定向 EIDL 補助金之間的區別？  

 

  

 經濟損害賑災貸款（EIDL） EIDL補助金（已關閉）以及 

定向EIDL補助金（有限資格） 

描述 EIDL 是 SBA 提供的長期直接貸款。 定向 EIDL 補助金是一項緊急補助，用於向

位於低收入社區內、收入減少超過30%且僱

員人數等於或少於300名的企業和非營利組

織提供運營資金。 

目的 用於償付未發生災害的情況下本來可以

清償的債務和運營費用。 

使小企業保持連續性、適應性和復原力。此

外，還可用於 EIDL 貸款允許的任何用途。 

可提供的金額 六個月的運營資金，最高不超過150,000

美元。 

原先的 EIDL 補助金提供每位僱員1,000美

元，最高不超過10,000美元；定向EIDL補助

金向符合資格標準的某些小企業提供全額

10,000美元。收到的原先EIDL補助金和定向

EIDL補助金的總和不得超過10,000美元 

條件 對於企業，固定年利率 3.75% 應急資金；不必償還，受領人不必符合貸款

資格且不必接受貸款。 

對於非營利組織，固定年利率2.75% 

最長30年償還期 

 

抵押品 超過25,000美元的貸款必須提供 不適用 

個人擔保？ 對於超過200,000美元的貸款要求提供個

人擔保  

不適用 

是否可免還？ 不需要。貸款可隨時償還，無需支付提

前還款罰款。 

EIDL補助金不是貸款，而是不需要償還的補

助。 

第一期付款  第一期付款推遲一（1）年；您可以根據

需要付款。在延期期間內計收利息。 

在Pay.gov上填寫並提交 SBA 表格 1201 借

款人付款 (SBA Form 1201 Borrower 

Payments)。 

不適用 

申請 線上申請 企業只有在收到來自SBA的直接電子郵件邀

請後才能申請。申請人目前無需採取任何行

動。 

SBA將主動聯繫符合資格條件的申請人。 

http://www.pay.gov/
https://www.pay.gov/public/form/start/3723407
https://www.pay.gov/public/form/start/3723407
https://covid19relief.sb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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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我已收到PPP貸款，是否可以申請COVID-19 EIDL？ 

可以。借款人可以同時申請PPP和EIDL，雖然兩者的資金不能用於同一目的。 

8. 我可以將COVID-19 EIDL資金用於哪些用途？而該資金與 PPP 基金有何不同？ 

EIDL資金可用於支付廣泛的運營資金需求和正常運營支出，例如醫療保健福利、租金、公用事

業費和固定債務的持續支付。關於 PPP 貸款資金用途的資訊，請造訪 

sba.gov/CoronavirusRelief。 

9. EIDL補助金或定向EIDL補助金是否將從我的PPP貸款免還額中扣除？ 

不會。2020年12月施行的《經濟援助法》廢除了從PPP貸款免還額中扣除補助金的要求。 

10. 誰有資格獲得COVID-19 EIDL？ 

申請人必須實際位於美國境內或指定地區，並且由于冠狀病毒大流行遭受運營資金損失。合

格的申請人包括： 

 僱員人數等於或少於500人，或符合sba.gov/SizeStandards定義的小企業  

 僱員人數等於或少於500人的合作社  

 僱員人數等於或少於500人的農業企業 

 大多數私人非營利組織 

 信仰組織 

 獨資企業和獨立承包商 

不合格的企業包括從事非法活動、貸款包裝、投機、傳銷、賭博、投資或借貸的企業。 

註：定向EIDL補助金的資格要求與COVID-19 EIDL項目的資格要求略有不同。請訪問

sba.gov/CoronavirusRelief了解詳情。 

11. 如果我不是美國公民，但我的企業符合COVID-19 EIDL的所有其他標準，該如何處理？ 

擁有企業20%或以上權益的非美國公民如果屬於「非公民國民」或「合格外國人」，則符合條

件。 合格外國人包括目前持有有效綠卡的永久居民。請查閱SOP 50 30 9，附件7。 

12. 透過何種程序可以收到SBA COVID-19 EIDL貸款？ 

COVID-19 EIDL申請程序有四個步驟： 

1. 在 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 上申請。  

2. 收到貸款報價。這是合格貸款金額的估算；並不意味著貸款已被核准。申請人需要在此最

高額限內選擇貸款金額。 

3. 申請審核。貸款專員將審查申請的完整性；如果需要更多資訊，可能會聯繫申請人。 

4. 決定。決定核准或拒絕申請。 

如果核准： 

 電子郵件寄送給申請人，由申請人選擇貸款金額並簽署貸款文件。請確保下載一份副本以
留作記錄。 

 貸款資金將在5-10個工作日內轉入您的銀行賬戶。 

 使用貸款資金支付的所有款項的收據和合同應保留三（3）年。 

http://www.sba.gov/coronavirusrelief
https://www.sba.gov/federal-contracting/contracting-guide/size-standards
http://www.sba.gov/coronavirusrelief
https://www.sba.gov/document/sop-50-30-9-disaster-assistance-program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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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站Pay.gov上付款，或者將付款郵寄至： 

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O.Box 3918 
Portland, OR 97208-3918 

付款不應寄送到SBA的服務中心，因為這會導致處理遲延。 

如果郵寄付款，請提供： 

 企業名稱  

 借款人的名稱 

 借款人的地址 

 賬號 

 稅號/雇主身份識別號（EIN）或社會保障號（SSN） 

 10 位數SBA貸款編號 

如果被拒絕： 

 透過電子郵件寄送拒絕信。 

 申請人可以在拒絕信送出之日起六（6）個月內以書面方式申請複議。寄送至： 

電子郵件： pdcrecons@sba.gov  

郵寄地址： 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saster Assistance Processing & Disbursement Center 
14925 Kingsport Road 
Fort Worth, Texas 76155 

請提供您的申請號、推翻拒絕理由所需的任何資訊，以及可以幫助我們處理您請求的任何其
他資訊。 

根據拒絕的理由，受理過程和所需文件可能會有所不同。如果拒絕信要求提供特定資訊或文

件以進行複議，您必須提供這些資訊或文件。 

13. 如何查詢我的貸款申請狀態？ 

申請人將收到一封邀請函。申請人可以透過此邀請函登錄到客戶門戶網站查看申請，選擇合

格的貸款金額，並提交進行最終審核。如果貸款未獲核准，申請人將收到一封電子郵件通

知，其中詳細說明了拒絕貸款的原因，包括關於如何對決定提出上訴的說明。 

要查詢申請狀態，請致電 1-800-659-2955（若是聾啞人或聽力障礙人士，請致電 1-800-877-8339）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聯繫客戶服務。 

14. 我收到了一份初始貸款報價。這是否意味著我已經獲得核准？ 

不是，這只是您可能有資格獲得的貸款的預估。收到初始貸款報價後： 

1. 登錄您的SBA貸款門戶網站  

2. 選擇您想要的貸款金額，但不得超過報價的貸款最高額 

3. 請務必點擊提交按鈕  

完成後，您的申請將進入最終審核階段。貸款專員可能會與您聯繫以提交其他資訊。請及時

答覆，以便您的申請可以得到盡快處理。 

http://www.pay.gov/
mailto:pdcrecons@sba.gov
mailto: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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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已收到貸款；我該如何付款？ 

COVID-19 EIDL貸款還款期將推遲12個月，儘管會產生利息。您可以提前還款或隨時還款。在

網站 Pay.gov上填寫SBA 表格 1201 借款人付款 (SBA Form 1201 Borrower Payments) 以設置線上

付款。提前還款沒有罰款。 

如果您希望郵寄付款，請將其寄送至： 

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O.Box 3918 
Portland, OR 97208-3918 

註：付款不應寄送到SBA的服務中心，因為這會導致處理遲延。 

請將支票或匯款單支付至SBA。請務必提供您的10位數SBA貸款編號。 

如果郵寄付款，請提供： 

 企業名稱  

 借款人的名稱 

 借款人的地址 

 賬號 

 稅號/雇主身份識別號（EIN）或社會保障號（SSN） 

 10 位數SBA貸款編號 

16. 如果已核准的金額超過我需要的金額，該怎麼辦？ 

選項A：如果您只收到初始貸款報價，您可以選擇一個更低的金額 

1. 登錄您的SBA貸款門戶網站  

2. 您可以降低您希望獲得的貸款金額，最高為報價的貸款金額 

3. 請務必點擊提交按鈕 

選項B：如果您已透過直接存款方式收到貸款資金，您可以返還資金 

開具抬頭為 SBA 的支票，支票的附註應註明資金是否用於償還EIDL、放款金額或兩者同

時；此外，還應說明： 

 企業名稱  

 借款人的名稱 

 稅號或社會保障號（SSN） 

 貸款編號 

SBA的災害客戶服務中心還可以提供貸款還清資訊，請致電1-800-659-2955（1-800-877-8339）或

寄送電子郵件至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進行聯繫。 

寄送至： 

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O.Box 3918 
Portland, OR 97208-3918 

17. 我有一個企業合夥人，但該合夥人不想被包括在COVID-19 EIDL申請中。我是否還能申請？ 

為了使申請能夠被受理，擁有企業中20%以上權益的所有業主都應在申請中註明，並且至少

81%的所有權權益需要對申請負責。 

http://www.pay.gov/
https://www.pay.gov/public/form/start/3723407
mailto: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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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果我不接受被核准的全部金額，該怎麼辦；我現在是否可以拿到全額款項？ 

如果申請人接受的貸款金額少於最初提供的全部金額，其可以在貸款借據出具之日起兩（2）

年內請求提高貸款金額以獲得額外資金，即使其在申請截止日期2021年12月31日後提出此請
求。 

如果申請人拒絕接受原先的貸款要約，則視為該貸款要約已被撤回。申請人可以在原先要約

之日起6個月內請求重新接受該要約，即使其在申請截止日期2021年12月31日後提出此請求。 

無論哪種情況，該請求均應寄送至： 

電子郵件： pdcrecons@sba.gov 

郵寄地址： 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saster Assistance Processing & Disbursement Center 
14925 Kingsport Road 
Fort Worth, Texas 76155 

請提供您的申請號以及可能會幫助我們處理您請求的其他資訊，包括更新的財務報表。 

請務必提供： 

 企業名稱  

 借款人的名稱 

 稅號/雇主身份識別號（EIN）或社會保障號（SSN） 

 申請/貸款編號 

 IRS 表格 4506-T（該表格必須自簽署之日起120天內收到） 

19. 如果我需要的金額超過已核准的金額，該怎麼辦？ 

可以將金額最多提高至6個月的運營資金或最高150,000美元（兩者以較低者為準），以修改

COVID-19 EIDL。可以在接受貸款之前或之後請求提高金額。如果申請人急需資金，則可以接

受所提供的最高貸款額，然後透過提供其他文件要求提高貸款額。 

如果您已獲得貸款核准並且想要申請額外資金，請寄送電子郵件至pdcrecons@sba.gov，主題

行應註明「INCREASE」一詞，以聲明您需要提高貸款額。其中應包括可能有助於我們考慮提

高您的申請金額的其他資訊。例如： 

1. 您最近為您的企業提交的聯邦納稅申報表，以及已簽署的 IRS 4506-T 表 

2. 關於更新的財務資訊（總收入、銷售商品成本、運營成本或其他報酬來源），請提交表格 

3502。 

20. 我有多家企業。我是否可以提交多項 COVID-19 EIDL 申請？ 

可以。您可以為每個符合條件的企業提交一份申請。但是，申請中的每個企業至少需有81%的

所有權權益被計在內。 

21. 我的 COVID-19 EIDL 申請被拒絕。拒絕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申請人被拒絕的原因對其來說是唯一的。最常見的拒絕原因如下： 

 信用記錄不良。由於EIDL是政府貸款，因此聯邦法規要求申請人符合最低信用標準。 

 無法驗證資訊。 如果申請人在7天內未答覆貸款專員關於提供其他資訊的要求，其申請可

能會被拒絕。您可以申請複議以重新開始您的申請。 

 不符合條件的非美國公民身份。申請人必須是美國公民、非公民國民或合格的外國人。請

參閱 SOP 50 30 9，附件 7 以獲取更多資訊。 

mailto:pdcrecons@sba.gov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ela/s/article/Paper-Forms
mailto:pdcrecons@sba.gov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ela/s/article/Paper-Forms
https://www.sba.gov/document/sop-50-30-9-disaster-assistanc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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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活動不符合條件。 

 未證明經濟損失。此類拒絕有以下兩種可能的原因：1）經濟損失少於收到的EIDL放款金

額；或2）提交的資訊未能表明經濟損失。 

 品信原因。申請人可能會因以下原因而被拒絕：過去五年內被判重罪；曾經從事製作或分

發被有管轄權的法院認定具有淫穢性質的任何產品或服務；目前被暫停或取消與聯邦政府

簽約或獲得聯邦補助或貸款的資格；和/或目前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內受到刑事控訴、刑事

檢舉、提訊或其他形式的刑事指控。 

 未答覆。如果申請人未答覆要求提供其他資訊的電子郵件，或者未簽署貸款文件，申請通

常將在60天后失效。 

22. 如果我的COVID-19 EIDL申請被拒絕，我是否可以申請複議？ 

申請人可以在6個月內請求複議，即使其在申請截止日期2021年12月31日後提出請求。請將複

議申請寄送至： 

電子郵件： pdcrecons@sba.gov 

郵寄地址： U.S.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saster Assistance Processing & Disbursement Center 
14925 Kingsport Road 
Fort Worth, Texas 76155 

請提供您的申請號、推翻拒絕理由所需的任何資訊，以及可以幫助我們處理您請求的任何其
他資訊。 

如果拒絕信要求提供特定資訊或文件以進行複議，您必須提供這些資訊或文件。 

請務必提供： 

 企業名稱  

 借款人的名稱 

 稅號/雇主身份識別號（EIN）或社會保障號（SSN） 

 申請/貸款編號 

 IRS 表格 4506-T（該表格必須自簽署之日起120天內收到） 

視拒絕原因而定流程將有所不同。 

示例： 

申請人從SBA收到其COVID-19 EIDL申請的拒絕信，其中載明的拒絕原因是「Economic injury not 

substantiated」（未證明經濟損失）。這是常見的原因，如果申請人在其簡化申請表中自我確

認的財務資訊，例如疫情大流行之前12個月的總收入和貨物銷售成本的數字，不能反映經濟

損失，或者未提供該資訊。 

企業主應該以書面電子郵件/信函的形式提出複議申請，其中應包含： 

 申請人的書面請求，要求對已被拒絕的 COVID- 19 EIDL 申請進行複議，其中應註明申請編

號、企業/實體的名稱、業主的姓名以及企業地址 

 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為企業提交的最新聯邦納稅申報表的副本，包括所有附表和附件 

 已經為企業填寫並簽署的 IRS 4506-T 表 

 企業賬戶的已作廢支票副本 

 在SBA處理複議時，SBA可能會要求提供其他資訊，其中可能包括SBA表格3502 – EIDL 相關

證明資料  

mailto:pdcrecons@sba.gov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ela/s/article/Paper-Forms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ela/s/article/Paper-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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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果我已收到COVID-19 EIDL，並且受到其他災害（例如洪水或野火事件）的影響，我是否可

以申請更多資金？ 

如果您所在地區有災害公告，其中包括洪水、風暴破壞、野火或地震等災害，您則可能有資

格獲得額外的SBA賑災貸款，以彌補您的房屋、個人財產和/或企業遭受的損失。 

請查閱 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以查看您所在地區是否有災害公告。SBA的PPP和EIDL

等COVID-19救災計劃針對冠狀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影響，而不是針對因其他災害而造成的

實物損壞或經濟災害損失。 

24. 我已收到COVID-19 EIDL貸款資金，而且我的企業還沒有從COVID關閉的影響中恢復過來。我是

否有資格申請其他聯邦援助？ 

如果您收到的COVID-19 EIDL貸款資金少於150,000美元，則可以請求增加現有的SBA EIDL貸款。

作為《向遭受重創的小企業、非營利組織和場館提供經濟援助法》【以下簡稱「《經濟援助

法》」，2020年12月27日頒布施行，包括開放第一筆和第二筆薪資保護計劃（PPP）貸款】，

您還可能有資格獲得SBA的其他冠狀病毒救助選項。請在sba.gov/CoronavirusRelief上查閱更新

公告和資訊。 

25. 如果我因不同的災害事件而獲得另一筆賑災貸款，我是否可以將新貸款與我的COVID-19 EIDL

合併？或者，我是否可以用新貸款清償COVID-19 EIDL？ 

不需要。每項SBA賑災貸款是單獨的貸款；它們不能合併或用於清償之前的貸款。 

如果由於您所在地區宣布的其他災害而使您有資格獲得另一筆SBA賑災貸款，新貸款必須用於

貸款文件中規定的目的，其中可能包括運營資金或修理損壞的財物。其他賑災貸款的條款和

條件可能與COVID EIDL的條款和條件不同，並且新的貸款不能用於再融資或清償因以前的災害

事件（包括COVID-19）提供的現有SBA賑災貸款。用貸款資金支付的所有款項的收據和合同應

保留三（3）年，以書面證明如何使用每筆貸款資金。 

26. 鑑於我的企業尚未從COVID停工中恢復，我該如何處理還款？ 

COVID-19貸款的還款自動延期一（1）年。對於 COVID-19 之前發生的災害，已經處於還款狀態
的賑災貸款將推遲到2021年3月31日。針對其他災害的新賑災貸款也會自動延期一（1）年。 

如果您有資格獲得新的賑災貸款，則可以請求SBA延長其他貸款的還款期，以幫助解決財務困

難。要提出此請求，請致電 1-800-659-2955 (1-800-877-8339)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聯繫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 

27. 申請自然災害貸款的流程與COVID-19 EIDL流程有何不同？ 

如果您僅針對COVID-19根據EIDL計劃申請了SBA賑災貸款，您會發現針對已宣布的災害（例

如，自然災害）的貸款流程有所不同。 

有兩種援助計劃： 

 實物損壞貸款，涵蓋已宣布的災害中受損的，但保險不承保的有形資產的修理和更換。 

 經濟損失貸款，涵蓋發生已宣布的災害後的小企業運營費用。 

申請門戶網站有所不同。請透過 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進行申請，或訪問

SBA.gov/Disaster獲取更多資訊。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
http://www.sba.gov/coronavirusrelief
mailto: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https://disasterloanassistance.sba.gov/
http://www.sba.gov/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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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BA如何定義總收入？ 

總收入包括申請人的企業從各種來源以各種形式收到或應計（按照申請人企業的會計方法確

定）的所有收入，包括產品或服務銷售、利息、股息、租金、許可使用費、收費或佣金，但

扣除退款和津貼。 

29. SBA如何定義銷貨成本？ 

銷貨成本（COGS）是指生產公司所售貨物的直接成本。該金額包括直接用於創造貨物的材料

和人工成本。它不包括間接費用，例如分銷成本和銷售人員成本。請訪問小企業自僱者 | 國

稅局（irs.gov），了解關於銷貨成本的其他詳細資訊。 

30. 如果有人竊取我的身份以我的名義申請並獲得EIDL援助，該怎麼辦？ 

如果您懷疑有人在您不知情或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使用了您的個人資訊獲得EID援助，請下載身

份盜用信，並按照其中說明的步驟向SBA舉報身份盜用案件。該信函還包括建議您採取的後續

措施，以保護您免受身份盜用造成的進一步經濟損害，例如透過IdentityTheft.gov向聯邦貿易

委員會（FTC）舉報身份盜用案件以及在您的信用報告中添加欺詐警報或進行信用凍結。 

31. SBA是否會由於身份盜用而從我的信用報告中刪除硬性徵信？ 

可以。您可以對硬性徵信提出異議，並要求以身份盜用為由從您的信用報告中刪除硬性徵

信。為此目的，請致電 1-800-888-397-3742 聯繫 Experian，或者透過 Experian Disputes 進行網

上申請。 

32. 向SBA報告身份盜用後，為什麼我仍然收到月結單？ 

當SBA正在審查您的身份盜用文件並解決未償還的貸款債務時，您可能會繼續收到月結單。這

些月結單並不反映正在進行的身份盜用審查狀態。身份盜用審查完成並且貸款債務得到解決

後，SBA將向您寄送單獨的書面確認。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small-businesses-self-employed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small-businesses-self-employed
https://www.sba.gov/document/support-covid-19-economic-injury-disaster-loan-identity-theft-letter
https://www.sba.gov/document/support-covid-19-economic-injury-disaster-loan-identity-theft-letter
http://www.identitytheft.gov/
https://www.experian.com/disputes/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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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賑災援助概覽 

援助類型 借款人 目的 最高金額 

企業賑災貸款（實際

有形損失） 

各種規模的企業以及

私人非營利組織  

房地產、存貨、設備

等的修理或更換 

2百萬美元 

經濟損害貸款

（COVID-19 EIDL） 

小企業、農業企業、

某些私人非營利組織  

運營資金（農業企業
和非營利組織的運營
費用） 

6個月的運營資金（農
業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的運營費用），最高
不超過150,000美元 

經濟損害貸款（所有

其他災害） 

小企業和私人非營利

組織 

運營資金 2百萬美元 

軍事預備役人員經濟

損害賑災貸款

（MREIDL） 

擁有軍事預備役人員

被要求服現役的小企

業 

運營資金 2百萬美元 

住宅貸款—不動產 房主 主要住所的修理或更

換；損壞不在保險承

保範圍內 

200,000美元 

房屋貸款—動產 房主和租客 保險不承保的動產的

修理或更換 

40,000美元 

減輕損失 企業、私人非營利組

織和房主 

減輕損失/防止將來同

類損失 

最多增加經證明的有

形財物損壞價值的

20%。房主限額為 

200,000 萬美元。 

我們鼓勵您在Twitter上關注SBA，訂閱SBA的新聞簡報，並經常造訪 sba.gov/CoronavirusRelief 以了
解最新動向。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twitter.com%2Fsbagov&data=04%7C01%7CPamela.Cohen%40sba.gov%7Cfcb2d033a03d4d20a1d208d8c137ff6c%7C3c89fd8a7f684667aa1541ebf2208961%7C1%7C0%7C63747179353210215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2Bf9MhroWKUMUAttAloLX5VRtEjbY1xYLj3uQx56YE1g%3D&reserved=0
http://www.sba.gov/updates
http://www.sba.gov/coronavirus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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