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臺中⽂創產業輔導團隊



1
為深耕臺中在地業者，110年臺中市⽂化創意產業輔導計
畫以「產業化」為主軸，透過搭建「⽂創輔導平台」，
以深度諮詢診斷進⾏產業輔導，依業者發展需求，提供
與媒合最適切的輔導資源；並辦理「⽂創資源及貸款說
明會」、「⽂創⼈才培訓課程」、「⽂創觀摩交流」
等，建⽴同(異)業交流平台。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介紹

2

3
彙整臺中市政府與⽂創相關資源

臺中⽂創政策資源

．政府資源搜尋
．政府資源補助計畫彙整
◎ 創業資源             ◎ 資⾦流通
◎ 國內外獎項         ◎ ⾏銷推廣市場拓展
◎ 創新資源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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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臺中 - 引動產業⽂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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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臺中 - 引動產業⽂創⼒  



推動策略
1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

市政願景

⽂創政策

推動策略

富市臺中 新好⽣活

⽂創 BRAVO !

搭建⽂創輔導平台 推動⽂創產業發展&

「 諮詢診斷輔導 」 +  「 ⽂創資源及貸款說明會」

「 ⽂創⼈才培育課程」 +  「⽂創觀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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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主軸
1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

引動產業 ⽂創⼒ !

⽂創15+1產業 

產業創新

開創事業 
新創 /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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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才培育課程
1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

1

2

3

4

5

課程名稱 預計授課講師

基
礎
課
程

透過設計思考，為社會創造意義 林承毅 / 林事務所執⾏⻑

⽂創產業智財權保護與加值運⽤ 林亮宇律師 / 真亮法律事務所 

設計導向地⽅創⽣ ⽂化導向都市再⽣ 陳⼀夫 / 南臺科技⼤學地⽅創意發展中⼼主任

從斜槓拓荒，打造地表最潮 吳宗穎 / 地表最潮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

品牌形象規劃與設計美學 馮宇 / IF OFFICE 負責⼈

進
階
課
程

超世代⾃媒體瞬成術-Youtube與Podcast 周振驊 Ryan / 燒賣研究所 創辦⼈

⾃媒體時代養成術-⼿機短影⽚拍攝與剪輯 洪⾺克 / 洪⾺克影業有限公司負責⼈

數位⾏銷 x 群眾募資 ⾙殼放⼤Backer-founder 數位⾏銷⼈員

策展學？！策展⼈ vs 活動企劃 陳國政 / 空總⽂化基地⾏銷總監

6

7

8

9

30Hrs，引進⽂創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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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臺中 - 引動產業⽂創⼒  

．政府資源搜尋

．政府資源補助計畫彙整

◎ 創業資源             
◎ 資⾦流通
◎ 國內外獎項         
◎ ⾏銷推廣市場拓展
◎ 創新資源



1
政府資源搜尋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開創萌芽

成⻑茁壯

創新加值

．臺中市⻘年⼀站式創業服務站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台灣設計研究院

．⽂化內容策進院

．⽂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國家⽂化藝術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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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式
創業服務

1 摘星⻘年築夢
創業基地

2

Young！
好樣市集

3

⼀通電話，解決創業難題！

．創業評估需求

．專業顧問業師諮詢

．創業講座及交流媒合活動

．轉介創業輔導資源

(04) 2229-1785

．審計新村．光復新村

．摘星⼭莊

提供96位創業⻘年

進駐三個創業基地

各項創業補助

．外部訓練費         ．數位⾏銷廣告費
．產品包裝設計費  ．營運空間整理費
．辦理活動費⽤

．創業競賽獲獎或通過創業補助計畫
(04) 2229-1785 徐專員
tym22291785@gmail.com

台中⻘年創業啟航-
Young！好樣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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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年⼀站式創業服務站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www.tcdream.taichung.gov.tw



創業服務平台專線
04-22555948

臺中市政府勞⼯局

04- 22289111 分機 35623、35624

摘星介紹

https://www.tcdream.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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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年⼀站式創業服務站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1創新加值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搜尋攻略

將完整的創業相關資訊整
合在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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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1創新加值
創業懶⼈包，秘訣全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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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infopack/index.php


1
按年資，
提供每個不同階段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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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funding/index.php


1創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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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資源地圖，從落腳
處踏出第⼀步。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rmap/index.php


1
課程

1
競賽與獎項

2

推展與⾏銷
⼯藝品牌

3

．⼯藝中⼼(技術組⼯坊)
．各分館

    - 臺北當代⼯藝設計館
    - 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
    - 苗栗⼯藝產業研發分館

．獎項申請

     - 徵件⾄5/19中午12:00⽌
     - 網路報名 https://event.culture.tw/NTCRI
     - 8個獎項，最⾼100萬獎⾦

． ⼯藝之夢特展 (新光三越巡迴展)

國家⼯藝成就獎 

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識別標章

．臺灣⼯藝品牌形塑

．協助個⼈品牌整體設計規劃

．參與國內外展會

臺灣⼯藝競賽 

https://www.ntc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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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event.culture.tw/NTCRI


輔導資源
(最新公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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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https://www.ntcri.gov.tw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www.ntcri.gov.tw/informationlist_130.html?typeId=1760&searchkey=


．設計服務業者 / 企業內設計部⾨
．5+2產業
   鎖定「循環經濟、智慧⽣活、⼯具機械、醫療保健」

1
產業輔導

1
國內外市場
拓展

2

設計獎項

3

02-27458199 分機530 產業輔導組
．透過「申請徵選」參與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

    倫敦TENT設計展、法蘭克福消費品展、
    東京禮品展、曼⾕國際禮品家飾展、
    紐約禮品展、上海國際時尚家居⽤品展等
． 提供業師及買家網絡之媒合等輔導機制

5-6⽉公告

國內展售 

台灣設計研究院

Fresh Taiwan Pop-up Design 巡迴展，
2020年曾於台北華⼭、台北松菸、宜蘭傳
藝、嘉義⽂創園區、台南古蹟出張所展出

．⾦點設計獎

．⾦點概念設計獎

．⾦點新秀設計獎 (新⼀代設計展)

國外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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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dri.org.tw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輔導資源
4

 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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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設計研究院
https://www.tdri.org.tw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www.tdri.org.tw/bulletin/consultancy-resource/


1創新加值https://taicca.tw
⽂化內容策進院

單⼀窗⼝：https://solution-taicc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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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solution-taicca.tw/


1創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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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cca.tw
⽂化內容策進院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1創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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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rants.moc.gov.tw/Web/
⽂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grants.moc.gov.tw/Web/index.jsp


1創新加值
分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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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rants.moc.gov.tw/Web/
⽂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https://grants.moc.gov.tw/Web/index.jsp


1創新加值https://www.ncafroc.org.tw
國家⽂化藝術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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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1創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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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afroc.org.tw
國家⽂化藝術基⾦會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1創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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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afroc.org.tw
國家⽂化藝術基⾦會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搜尋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開創萌芽 成⻑茁壯 創新加值

．教育部U-start

．中⼩企業網路⼤學校

．⼥性創業⾶雁計畫

．新創圓夢網

．臺中市⻘年⼀站式創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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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資源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中⼩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加強⽂化創意產業升級轉型貸款

．企業⼩頭家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年創業及啟動⾦貸款

．⽂化創意產業⻘年創業及啟動⾦貸款

開創萌芽 成⻑茁壯 創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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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 1年 5年

資⾦融通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企業⼩頭家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主管機關 經濟部中⼩企業處 勞動部

申請對象 微型企業，僱⽤員⼯10⼈以下 

⼥性 20 ~ 65 歲
中⾼齡國⺠ 45 ~ 65 歲
離島居⺠  20 ~ 65 歲

經營事業員⼯數 (不含負責⼈) 未滿5⼈

3年內參加政府創業研習課程滿 18 ⼩時

事業成⽴年限 N / A < 5年

最⾼貸款額度
．週轉性⽀出：500萬
．資本性⽀出：不超過計畫經費8成為原則

．⼩規模商業者：50萬
．其他：200萬

保證成數 8 ~ 9 成 9.5成，免保證⼈、擔保品

利息上限
機動計息

依郵政儲⾦2年期定期儲⾦機動利率
+ 2% ~ 3.625% 

機動計息
按郵政儲⾦2年期定期儲⾦機動利率

+0.575% 
利息補貼 N / A 前2年，勞動部全額補貼

辦理單位 經濟部中⼩企業處⾺上辦服務中⼼
0800-056-476

服務專線 0800-092-957

「 微型創業 」貸款彙整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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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融通



<資料來源：⽂策院 >

創業⻘年 ⽂創⻘年

主管機關 經濟部 ⽂化部

貸款專案 ⻘年創業及啟動⾦貸款 ⽂化創意產業⻘年創業及啟動⾦貸款

貸款政策分配 350億 100億

產業別 不限產業 ⽂化創意產業

創業者年齡 20 ~ 45 歲

事業成⽴年限 < 5年

最⾼貸款額度
．準備⾦及開辦費：200萬
．週轉性⽀出：400萬元
．資本性⽀出：1,200萬元

保證成數
．100萬元以內：9.5成
．超過部份：8 ~ 9成

利息上限 郵局2年定儲機動利率+0.575% (⽬前1.42%)

利息補貼 100萬內，5年免息 1,800萬內，5年免息
( 若超過100萬需額外申請「⽂創貸款利息補貼」 )

辦理單位 14家銀⾏ + 3家合作社 ⽂策院
15家銀⾏ + 2家合作社

「 ⻘創貸款 」彙整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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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資⾦融通



中⼩企業 ⽂創類 

主管機關 經濟部中⼩企業處 ⽂化部

貸款專案 中⼩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加強⽂化創意產業升級轉型貸款

最⾼貸款額度

．資本性⽀出：計畫所需8成、不超過8,000萬
．週轉性⽀出：不超過2,000萬

>>貸款對象：負責⼈20~45歲或申貸企業曾獲政
府各類創業貸款，並具⾃⾏研發之創新性產
品、技術、製程、流程、服務能⼒；曾獲政府
相關創新獎項；曾獲政府研發補助…等。

．中⼩企業：總額度8,000萬、營運週轉⾦3,000萬
．⾮營運組織：總額度8,000萬、營運週轉⾦3,000萬
．⼤型企業：總額度2億、營運週轉⾦6,000萬
．符合以上3類+⽂創專案合約：總額度1億

保證成數 9.5成 8 ~ 9成

利息上限
機動計息

按中華郵政⼆年期定存利率+2%
(⽬前約 0.845 % + 2% )

機動計息
按中華郵政⼆年期定存利率加碼，
⾦融機構加碼利率上限 2 % 

利息補貼 100萬內，5年免息 最⾼補貼2%，5年免息
(補貼額度最⾼3,000萬)

辦理單位 財團法⼈中⼩企業信⽤保證基⾦
0800-089-921

⽂策院
02-2745-8161

「 促進創新與升級轉型貸款 」彙整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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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資⾦融通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點概念設計獎
．⾦點設計獎

．臺灣⽂創精品獎 (結合臺灣⽂博會)
．臺灣精品獎-時尚、⽣活及⽂創類
．臺灣OTOP產品設計獎

．美國IDEA
．德國if設計獎 
．德國紅點設計獎

．臺灣⼯藝競賽 ．國家⼯藝成就獎

．新創事業獎 ．中⼩企業創新研究獎
．創意⽣活事業評選

．⽇本G-mark
    (Good Design)

．⼩巨⼈獎

．國家磐⽯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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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獎項

設計類

⼯藝類

事業體



⾦點概念設計獎
報名時間：4⽉1⽇⾄ 6⽉22⽇17:00截⽌．無須報名費

早⿃報名：2021年4⽉1⽇⾄5⽉31⽇23：59⽌．費⽤3,500
⼀般報名：2021年6⽉1⽇⾄6⽉30⽇17：00⽌．費⽤5,000

⾦點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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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精品獎
時尚、⽣活及⽂創類

報名時間：即⽇起⾄6⽉30⽇中午12:00

臺灣⽂創精品獎
每屆⽂博會最驚豔之30件作品

該年度臺灣⽂博會參展廠商均可報名參加，報名項⽬須為
本屆參展之作品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國內外獎項-設計類



商品化指標  ⽇本優良設計獎
報名⾄2021年5⽉26⽇

挑戰設計⾼峰  美國傑出⼯業設計獎
報名期間：每年1-3⽉

設計界的奧斯卡  德國 IF 設計獎
報名期間：每年6-9⽉報名隔年度設計獎

全球最具影響⼒的設計競賽  德國紅點設計獎
報名⾄2021年6⽉25⽇⽌

 義⼤利A' Design Award
報名期間：每年2⽉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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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獎項-設計類



國家⼯藝競賽獎 臺灣⼯藝成就獎
．報名資格：凡具中華⺠國國籍者皆可參加，不限年齡資

歷、不限作品材質、不分組別、不限制主題

．最⾼獎項 獎⾦達100萬元
．⼊選作品將於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舉辦頒獎典禮，
    並進⾏北中南巡迴展出

．報名時間：2021年5⽉5⽇⾄19⽇中午12時⽌

聯絡窗⼝：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02-23887066分機118

https://event.culture.tw/NTCRI

聯絡窗⼝：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臺北當代⼯藝設計分館 廖⼩姐 
02-23887066分機120

．報名資格：凡具中華⺠國國籍者皆可參加，不限性別年
齡，舉凡投⼊⼯藝領域達三⼗年以上之經
歷，並在傳承技藝及培育⼈才、創新技法、
學術研究及⽂化交流等⽅⾯的顯著貢獻。

．報名時間：2021年5⽉3⽇⾄7⽇⽌，請將報名⽂件以
掛號郵寄⾄國立臺灣⼯藝研究發展中⼼，郵戳為憑逾

期不受理
．得獎者可獲得獎⾦新臺幣60萬元、證書⼄張及獎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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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獎項-⼯藝類

https://event.culture.tw/NTCRI


創意⽣活
事業評選

．宣傳表揚，樹⽴產業典範

．識別標章，提升形象與商譽

．加⼊創意⽣活事業聯盟

．申請經濟部⼯業局輔導補助案

     (50~75萬元)

以創意整合⽣活產業之「核⼼知識」，

提供具有「深度體驗」及「⾼質美感」

之產業。

欲了解詳情，歡迎詢問「臺中⽂創輔導團隊」

中⼩企業
創新研究獎

即⽇起⾄110年6⽉15⽇⽌

為⿎勵中⼩企業從事產品、技術、流程、服務等創新

及研究之發展，甄選傑出標的予以適當獎勵，以期技

術⽣根，進⽽達到產業升級與健全發展之⽬的。

獲頒證書與獎助⾦15萬元

https://tsia.moeasmea.gov.tw/masterpage-tsia

(02)2366-0812 分機215
中華⺠國全國中⼩企業總會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36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國內外獎項-事業體



創新事業獎 創意⽣活事業評選 中⼩企業創新研究獎 ⼩巨⼈獎 國家磐⽯獎

報名 
資格

獎項
製作得獎專輯 
公開舉辦頒獎典禮 
頒發獎座及獎狀⼄只

創意⽣活事業標章 
⼯業局協助⾏銷推廣

頒發獲獎證書
頒發⼩巨⼈獎座及中英⽂證書 
出版「出⼝績優中⼩企業得獎 
專輯」擴⼤拓展海外商機

頒發獎座及證書 
磐⽯獎聯誼會廣宣活動 
中⼩企業處輔導計畫導師

報名 
時間

即⽇起 
⾄6⽉1⽇17:00⽌ 全年受理

即⽇起 
⾄6⽉15⽇23:59⽌

即⽇起 
⾄6⽉18⽇23:59⽌

即⽇起 
⾄5⽉28⽇⽌

聯絡 
窗⼝

全國中⼩企業總會 
 02-23660812分機 326 
https://startupaward.sme.gov.tw/

 經濟部⼯業局  
02-23911368 #1449 
https://www.creativelife.org.tw

全國中⼩企業總會 
02-23660812分機215  
https://tsia.moeasmea.gov.tw/masterpage-tsia

社團法⼈中華⺠國管理科學學會  
⼩巨⼈獎⼯作⼩組   
翁⼩姐  02-33435401 
https://award.moeasmea.gov.tw/article-rsa-780-9601

全國中⼩企業總會 
國家磐⽯獎選拔委員會⼯作⼩組 
02-23660812分機 154 
https://smeaward.moeasmea.gov.tw/article-
smea-696-9648

105年6⽉1⽇（含）之後
成⽴，依據經濟部商業
司商⼯登記核准設⽴⽇
期），並符合中⼩企業
認定標準之企業

於中華⺠國境內合法登
記，符合創意⽣活產業
定義之事業體，包括⼀
般企業、合作社與⾮營
利組織等之營利事業體

1.⾏政院核定「中⼩企業認定標
準」且⽬前仍在營運中之中⼩
企業 
2.⾃⾏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
術、製程、流程、服務(包含技
術服務、知識服務、商業服務)
等項，於⺠國109年完成，並已
商業化運⽤者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1億元以下
者，或經常僱⽤員⼯數未滿
200 ⼈者，企業負責⼈須擁有
中華⺠國國籍，且企業設⽴登
記時間⾄少3年(含)以上 
前⼀(109)年出⼝⾦額占公司總
營業額

採推薦制，需有團體推薦受理 
1.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實
收資本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者；
或經常僱⽤員⼯數未滿200⼈者 
2.成⽴時間在5年（含）以上，且
近5年未獲本獎項者 
3.最近3年其中2年稅前稅後均獲
利，且最近1年無累積虧損者

�37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國內外獎項-事業體

https://startupaward.sme.gov.tw/
https://www.creativelife.org.tw
https://tsia.moeasmea.gov.tw/masterpage-tsia
https://award.moeasmea.gov.tw/article-rsa-780-9601
https://smeaward.moeasmea.gov.tw/article-smea-696-9648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開創萌芽 成⻑茁壯 創新加值

．⽂化部110年度時尚跨界活動補助

．⽂化部補助⽂化團體及個⼈從事⽂化交流活動處理要點(⾮專案補助項⽬)
．⽂化部110年度國際⼯藝設計競賽⼊選或得獎者補助
．⽂化部促進⺠間提供適當空間供⽂化創意事業使⽤補助

．臺灣⽂博會 ．⽂化部⽂化創意產業國際拓展計畫

     (FRESH TAIWAN )
．台灣設計展．臺灣⽂博會(Talent100)

�38

⾏銷推廣市場拓展



⽂化部110年度國際⼯藝設計
競賽⼊選或得獎者補助

為⿎勵⺠間團體、個⼈參與或協⼒推辦多⾯向拓展⽂化交流活動，特
訂定本要點

1．個⼈：具中華⺠國國籍，且具⽂化相關學識、經驗
2．團體：依中華⺠國法律設⽴登記或經政府⽴案，
     且從事與⽂化相關事務之法⼈、團體、機關

申請項⽬之活動前兩個⽉

．⾮專案補助項⽬，每案補助350萬元為限。
．專案類型補助，包含東南亞地區、亞⻄及南亞地區、
    拉丁美洲、東南亞紐澳及⼤陸巡演補助等5項。
    原則於每年4⽉及10⽉辦理徵件，
    第⼀期已於4/30截⽌申請。

⿎勵國內⼯藝相關創作者參與國際⼯藝設計競賽

⽂化部補助⽂化團體及個⼈從事⽂化交流活動
處理要點(⾮專案補助項⽬)

具中華⺠國國籍且於國際⼯藝設計類競賽中⼊選
或獲獎者

110年分三期受理
截⽌⽇期訂為5⽉15⽇、8⽉15⽇及10⽉30⽇

補助⼊選／得獎者、住宿、作品運費等經費，受
補助者返國後依約於期限內提交結案報告，並檢
據相關收據證明辦理核銷撥款⼿續

https://reurl.cc/KxgY2g

02-23887066 分機 126
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謝⼩姐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銷推廣與市場拓展

02-85126000
⽂化部⽂化交流司

https://reurl.cc/9Z8N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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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110年度時尚跨界活動
補助作業要點 

為促進⽂化創意產業發展，⿎勵私有不動產之所有⼈或使⽤權⼈(以下
簡稱空間提供者)將其空間提供予本部主管之⽂化創意事業作為各類型
創作、育成、展演等設施使⽤

1．補助對象以提供空間者為限
2．空間提供者與受提供之⽂化創意事業者須共同提出

即⽇起⾄110年12⽉31⽇ (隨到隨審)

提供之空間須為合法空間及須符合⼟地使⽤分區相關規
範，且該空間⾯積⾄少應有百分之五⼗以上係提供予員
⼯數未滿五⼈之⽂創事業使⽤，並提出具體空間修繕規
劃、空間使⽤計畫。

https://reurl.cc/o9G2Xg

為推動國內時尚產業積極參與國際時裝週活動及
海外商業性展覽，並⿎勵國內時尚產業合作與跨
界交流，創造國內時尚產業良好發展環境，提升
產業競爭⼒與商機發展

110年⽂化部促進⺠間提供適當空間
供⽂化創意事業使⽤補助

02-85126594 
⽂化部⽂創發展司 王⼩姐

須為設計品牌時尚產業，且依法設⽴或登記之公
司、社團法⼈或⺠間捐助之財團法⼈，或依商業登
記法設⽴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或依有限合夥法
設⽴登記之商業組織。 

即⽇起⾄110年5⽉14⽇

補助「國外時裝週展演」、「國際性成⾐服裝商
業展覽」、「國內時尚活動」(2家服飾品牌x1家
跨領域產業) 相關費⽤

https://reurl.cc/1gRAqG

 02-85126229 
⽂化部⽂創發展司 張⼩姐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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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開創萌芽 成⻑茁壯 創新加值

．台灣品牌耀⾶計畫

．⽂化部110年度設計驅動跨域整合創新計畫

．⼩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中央型SBIR)

�41

創新資源



110年台灣品牌耀⾶計畫

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創新資源

<資料來源：台灣品牌耀⾶計畫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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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牌耀⾶計畫

110年6⽉30⽇⽌ 
(品牌診斷)

免費提供諮詢與輔導 ．公司及商業登記法登記 
．品牌為台灣企業所擁有 http://www.branding-taiwan.tw 

Tips

．需如實填寫相關調查簡章及品牌強度線上⾃評系統。
．優先提供輔導之企業類型:
     1. ⼯業局公告之中堅企業
     2. 品牌或產業相關公協會推薦企業
     3. 符合政策優先扶植產業相關品牌潛⼒企業

為協助具競爭發展潛⼒之企業再升級轉型，以品牌厚實企業軟實⼒，並協助企業了解品牌發展構⾯的問題癥結點，以利後續品牌發展進⾏重
點突破。

．「品牌診斷」：協助檢視既往品牌經營基礎及通路布局，以釐清品牌發展的癥結點。

．「品牌輔導」：協助發展品牌策略、擬定通路經營及市場拓銷內容、規劃品牌視覺形象與溝通素材、建置品牌管理架構與落實推動⽅案。

(02)8978-3855#306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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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 設計驅動跨域整合創新計畫

⾄5⽉14⽇⽌ 補助300萬
國內依法登記或設⽴之公司、社團
法⼈、財團法⼈、⼤專院校、商業
組織、合作社等  https://space.moc.gov.tw/E9W4Fv 

Tips

．提案設計構想 及 提案創新 (可⾏性、創新性、影響⼒、永續性、公共性( 限公共服務創新類))。
．⼯作團隊履約能⼒與實績(是否具有相關專業能⼒與相關實績經驗)。
．計畫期程規劃進度安排是否合理。

．經費編列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勵提案團隊連結在地⽂史⼯作團隊、 地⽅企業、NPO 或 NGO 等組織進⾏跨域協作，針對具⽂化價 值的公共服務或社會議題導⼊設計思維，產出
具科技涵量的創新機制，打造出可永續經營的商轉模式， 達到帶動地⽅創⽣、均衡臺灣的願景⽬標。

．「公共服務創新」：以設計跨域創新思維，協助公共場域轉型或體驗服務改造，透過商業運轉持續運⾏之公共服務。
       1、平衡再⽣：以「平衡在地缺⼝」及「活化閒置場域」為⽬標。 2、印象翻轉：在既有公共設施及服務流程上，引⼊科技與創新設計。
．「社會創新」: 運⽤社會設計思維及科技⽅法，以參與式設計形式，打造具滿⾜社會公益或市場價值之永續創新解⽅。
      1、共融社計：以解決「社會議題」為⽬標。 2、責任樂活：在利他精神基礎上，以永續發展及社會實踐為⼰任，建構樂活社會。

⽂化部 ⽂創發展司 
02-8512-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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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中央型SBIR)

無截⽌送件⽇期 
．個別申請補助

100~500萬 
．聯盟申請補助 
500萬~2,500萬

．符合「中⼩企業認定標準」， 
    不限產業領域      
．資本額在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 
    員⼯數未滿200⼈者 

https://www.sbir.org.tw/ 

Tips

．計畫創新性與可⾏性完整說明(技術具有亮點、創新、獨特性，應⽤明確)
．計畫進度與查核點具有可⾏性與可達到之⽬的 
．委託單位是否具備承接能⼒、費⽤部分是否合理編列 
．預期成果與產業效益是具有產業影響⼒、市場潛⼒ 

⿎勵國內中⼩企業加強技術與服務創新的研發。主要以個別申請、⾃提式聯盟、主題式聯盟等形式進⾏申請，旨在帶動國內中⼩企業創新研發活動，
協助其知識布局培育研發⼈才，並期望運⽤研發成果扶植產業體系，促進臺灣經濟發展。

．「創新技術」係指與技術相關之「創新應⽤」或「創新研發」；具創新性或能提升產業技術⽔準。
．「創新服務」透過科技之整合與創新運⽤，驅動創新經營模式與新興服務業之興起，創新產業價值活動。 

經濟部中⼩企業處 
0800-88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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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創新資源

https://www.sbir.org.tw/


臺中⽂創政策資源     3

Bravo!臺中 - 引動產業⽂創⼒  



服務與⽀援中⼼ 獎補助計畫與資⾦融通 品牌通路拓展 創新研發育成

臺中⽂創資源彙整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年⼀站式創業服務站

．中臺灣電影中⼼

．臺中市地⽅型產業創新研發補助計畫 (SBIR) 
．110年7⾄12⽉視覺藝術創作國際交流補助
．110年下半年度藝⽂暨⺠俗節慶活動補助
．臺中市視覺藝術活動補助

．臺中市表演藝術活動補助

．臺中市⻘年創業及中⼩企業貸款

．臺中市政府勞⼯局⻘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臺中⼗⼤伴⼿禮

．第4屆纖維創作獎
． 2021TIAF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短⽚競賽

．摘星⻘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臺中軟體園區智慧創新應⽤

     加速器基地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

．其他創育基地、育成中⼼、

    加速器、 共同⼯作空間等

．創意臺中

．藝術亮點

．2021臺中⽂創選品
．臺中⽂創設計聯合展

．臺灣⽂博會-臺中館
．臺中⽂學館商品寄售

．鐵道 217 市集
． Young！好樣市集
．臺中購物節

．《⽂化報報》、《⽂化臺中》、

   《漾臺中》等刊物
．第 26 屆⼤墩美展及國際交流展
．2021 葫蘆墩藝術節
．2021 臺中⽂學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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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年⼀站式創業服務站

服務與⽀援中⼼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中臺灣電影中⼼

為協助⻘年創業孵化，臺中市政府勞⼯局設⽴「臺中市
⻘年⼀站式創業服務站」，由專⼈提供創業評估需求、
安排專業顧問業師諮詢、規劃進修創業相關知能及轉介
各式創業輔導資源等⼀站式服務，透過政府輔導的資源
⼒量，陪伴⻘年渡過創業關卡。服務站也結合本市⼤專
院校及其他育成單位資源，合作辦理相關創業講座及交
流媒合活動，到校推廣⻘年⼀站式創業服務，協助⻘年
提升知能，以有效解決創業各階段的問題並加強跨域整
合能⼒。

(04)2229-1785

tym22291785@gmail.com

臺中市北區精武路291之3號7樓

https://www.tcdream.taichung.gov.tw

為打造臺中市成為國際電影交流及⽂化觀光城市，分別
於霧峰區設置具備拍攝、製作功能之「中臺灣影視基
地」，並於⽔湳智慧城，打造具有新創、放映、展演及
休憩功能之「中臺灣電影中⼼」，藉此整合並串連影視
產業鏈上下游，打造影視城市品牌與擴展國際視野。

預計2021年底開放，兼具「放映展演」、「⼈才
培育」、「新創⼯作室」、「⽂創⽣活」等功能。

https://supr.link/kJroe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48



獎補助計畫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地⽅型產業創新研發補助計畫 (地⽅型SBIR)

每年約5-6⽉
收件

．個別申請補助100萬 
．聯合申請補助200萬

．符合「中⼩企業認定標準」 
．於臺中市依法辦理公司、 
    商業登記之業者。 https://www.taichung-

sbir.org.tw/01abo_01.php

Tips

．計畫創新性與可⾏性完整說明(技術具有亮點、創新、獨特性，應⽤明確)
．計畫進度與查核點具有可⾏性與可達到之⽬的 
．委託單位是否具備承接能⼒、費⽤部分是否合理編列 
．預期成果與產業效益是具有產業影響⼒、市場潛⼒ 

協助中⼩企業透過技術研發創造⾼附加價值之產品，提升企業整體效益。2020年補助類別為⾦屬機械、創新服務、⺠⽣化⼯、
⻝品與⽣技醫療、 光電資通及運動休閒等六⼤領域，且計畫內容具「創新技術研發」、「創新服務」特質。

．創新研發：所提計畫之技術或產品指標，應具有創新性或能提⾼國內產業技術⽔準
．創新服務：透過科技之整合與創新運⽤，驅動創新經營模式與新興服務業之興起，或透過服務創新，創新產業價值活動。

04-25675713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臺中市政府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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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計畫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110年下半年度藝⽂暨⺠俗節慶活動補助
為補助臺中市優秀藝術創作者、⽂化團體辦理視覺藝術創作國際
交流及徵件⽐賽，廣拓藝術多元創作活動，以培育視覺藝術⼈
才，提升視覺藝術之國際能⾒度，促進本市視覺藝術創作及與國
際間之交流。

1.個⼈：設籍於本市，年滿⼆⼗歲，並具⾏為能者。
2.團體：設址於本市，經向政府主管機關⽴案，並取
得財稅機關編配扣繳單位統⼀編號，從事美術活動
之⽂化團體。

110年5⽉1⽇起⾄5⽉20⽇

以受邀參與國外政府機關、國際藝⽂組織、美術館、
博物館辦理之視覺藝術類型活動為限，且為應邀參展
(個展或聯展)或應邀駐村(館)創作或應邀擔任策展⼈者。

https://www.culture.taichung.gov.tw/
artsGrants.aspx

本市優質之藝⽂暨⺠俗節慶活動，其活動主題明確， 
有助提升本市藝⽂⽔準者

110年7⽉⾄12⽉視覺藝術創作國際交流補助

04-22289111分機25221
臺中市政府⽂化局  視覺藝術科 曾⼩姐

設籍於本市並經向政府主管機關⽴案之藝⽂團體、
⽂化社團、協學會及基⾦會等之⾮營利公益團體。

即⽇起⾄110年5⽉31⽇

廟會、遶 境、宗教活動及才藝類研習課程與娛樂性團
體活動等，⾮本要點辦理範圍。

https://www.culture.taichung.gov.tw/
artsGrants.aspx

04-22289111分機25204
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王⼩姐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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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計畫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表演藝術活動補助

為推動臺中市視覺藝術之多元發展，提升展覽品質，培育藝術專
業⼈才，拓展藝術欣賞⼈⼝，有助於健全各類視覺藝術發展，帶
動多元藝術創作，增進⽂化交流。

1．個⼈：中華⺠國國⺠
2．團體：經向政府主管機關⽴案之⽂化團體，並取
得財稅機關編配扣繳單位統⼀編號者

依⽂化局審查核定之計畫內容所需
經常性經費⽀出為主

為推動臺中市表演藝術之多元發展，包含⾳樂、舞蹈、
現代戲劇、傳統戲曲及⺠俗技藝等演藝活動。拓展藝術
欣賞⼈⼝，帶動多元藝術創作，增進⽂化交流。

臺中市視覺藝術活動補助

1.個⼈：中華⺠國國⺠
2.團體：經向政府主管機關⽴案之演藝團體、⽂化藝
術財團法⼈、社會團體、藝術⼯作室、⽂化事業機
構等，並取得財稅機關編配扣繳單位統⼀編號者。

https://www.culture.taichung.gov.tw/
artsGrants.aspx

04-22289111分機25221
臺中市政府⽂化局  視覺藝術科 曾⼩姐

依⽂化局審查核定之計畫內容所需經常性經費⽀出
為主，限於本市各級學校、公園綠地、社區及各表
演場所舉辦之演藝活動

https://www.culture.taichung.gov.tw/
servicesDownload.aspx?forewordTypeID=196

04-22289111分機25421
臺中市政府⽂化局  表演藝術科 陳⼩姐

每年3⽉1⽇⾄15⽇⽌受理下半年度7⽉⾄12⽉辦理之活動
每年9⽉1⽇⾄15⽇⽌受理下⼀年度1⽉⾄6⽉辦理之活動

每年3⽉1⽇⾄15⽇⽌ 受理 下半年度7⽉⾄12⽉辦理之活動
每年9⽉1⽇⾄15⽇⽌ 受理 下⼀年度1⽉⾄6⽉辦理之活動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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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融通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年創業及中⼩企業貸款

每年約5-6⽉
收件

．創業準備⾦：最⾼得申請額度100萬，不得分次申請；應於完成公司、商業登記後8個⽉內提出。 

．資本⽀出：應於申請⽇後6個⽉內完成購置，同⼀申貸⼈最⾼貸款累積額度300萬，得分次申請。 

．營運週轉⾦：應於申請⽇前實際營運⼀年以上，同⼀申貸⼈最⾼貸款累積額度300萬，得分次申請。 
>>貸款利率：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年期定期儲⾦機動利率加年息1.375%機動計息為上限。 

郵政⼆年定期儲⾦1.095%+固定利率1.375%=2.22%。 
>>貸款期限最⻑5年，本⾦寬還期限最⻑1年

．符合「中⼩企業認定標準」，於本市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之業者 
﹒設籍於本市20-45歲的⾃然⼈

．若同為本市地⽅型產業創新研發補助計畫  (SBIR)補
助廠商、創櫃版創新推薦或符合符合經濟部具創新能

⼒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者，最⾼累積貸款額度500萬
．簡化額度100萬以下之申請案件，免經審查會，授權
銀⾏加速審核

提供⻘年創業者及中⼩企業資⾦協助，以激發創業能量，幫助實踐創業夢想，進⽽發展城市的創意經濟。

https://www.taichung-sbir.org.tw/01abo_03.php

04-25675713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創夢想家專案辦公室

Tips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52



資⾦融通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政府勞⼯局⻘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即⽇起⾄ 
110年12⽉31⽇

﹒18歲以上未滿46歲的⾃然⼈，且須
設籍本市滿⼀年以上 

．於臺中市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案、
設⽴稅籍。且原始設⽴未超過六年

https://www.labor.taichung.gov.tw/
1229008/1229015/1247865/1368070
/1368071/post

04-22289111分機35612
臺中市政府勞⼯局  就業安全科 呂⼩姐

利息補助24個⽉ 
額度300萬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提供經濟部中⼩企業處之「⻘年創業貸款」或「⻘年築夢創業啟動⾦貸款」、「⻘年創業及啟動⾦貸款」、「企業⼩頭家貸款」，以及
臺中市「⻘年創業及中⼩企業貸款」、原住⺠族委員會之「原住⺠族綜合發展基⾦原住⺠⻘年創業貸款」、⾏政院農業委員會之「⻘年
從農創業貸款」及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之「⻘年農⺠創業及農企業貸款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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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與獎項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第⼗三屆臺中⼗⼤伴⼿禮

每年9⽉~11⽉ ．於臺中市依法辦理商業或公司登記 
．商品須為臺灣製造、⽣產，並符合 
    ⽅便攜帶、富設計感與環保等特性 
．商品不得有抄襲、仿冒等情事

．⼀家參選廠商報名以 1 個分類、1 項參選商品為限。 
．評選分為三階段，第⼀階段為書⾯審查，第⼆階段為專家評選， 
    將依專家評選結果公布前100名⼊圍名單進⼊第三階段⺠眾票選。 
．獲獎廠商可獲市府與活動主辦單位宣傳。

http://www.top10gifts.com.tw/

04-2222-6443
臺中市⼯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Tips

獲媒體曝光機會 

得使⽤活動主題LOGO
強化⾏銷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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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與獎項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第4屆纖維創作獎
為⿎勵國內動畫藝術創作，建⽴國際動畫⼈才交流平臺，由財團法
⼈臺中市影視發展基⾦會策劃主辦之「2021TIAF臺中國際動畫短⽚
競賽」。競賽組別包含「短⽚競賽」、「學⽣短⽚競賽」、「臺灣
短⽚競賽」、「臺灣學⽣短⽚競賽」與「兒童短⽚競賽」。

1.報名影⽚需於109 年1⽉1⽇後完成，且從未以其他版本
報名過本競賽。
2.報名影⽚需含創作⼈員名冊，⽚⻑須於 25 分鐘以內。
3.報名「臺灣短⽚競賽」及「臺灣學⽣短⽚競賽」者，導
演需具備中華⺠國（臺灣）身分證明或居留證，或在臺
灣製作費⽤達總製作費⽤⼆分之⼀以上，或該⽚製作⼈
員⼆分之⼀以上具中華⺠國（臺灣）身分證者。

即⽇起⾄110年6⽉30⽇

⾸獎獎⾦⾼達50萬元

https://twtiaf.com/2021rg/

為⿎勵各種纖維材質之開發及設計應⽤，提升美學層
次，活絡⽣活應⽤與藝術創作，展現優秀的物質⽂明
與精神品味，纖維⼯藝博物館以「纖維‧時尚‧綠⼯
藝」之⽴館精神，舉辦纖維創作獎，獎勵優秀之創作
者與創作團隊，開發纖維創作的可能性，以促進臺灣
纖維⼯藝之蓬勃發展。

2021臺中國際動畫影展短⽚競賽

04-23236100 分機23
財團法⼈臺中市影視發展基⾦會－臺中國際動畫影
展短⽚競賽組 劉先⽣

．具備中華⺠國國籍之個⼈或團體均得報名。
．參賽作品於決審送件期限前，未曾獲得國內縣市
政府以上舉辦公開競賽獲前三名或受有獎⾦之獎
項，亦無抄襲、仿冒或侵害智慧財產權者。

110年6⽉1⽇⾄6⽉10⽇

⾸獎獎⾦⾼達12萬元

http://mofia.taichung.gov.tw/DownloaderList

04-2486-0069分機306
臺中市纖維⼯藝博物館 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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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通路拓展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化報報》為⽉刊，刊載臺中市政府⽂化
局各⼤⽂化中⼼、地⽅⽂化館、臺中藝術亮
點店家等辦理之藝⽂活動資訊；《漾台中》
為雙⽉刊，介紹臺中市各種⽣活資訊⼤⼩
事；《⽂化臺中》為季刊，刊載臺中市之藝
⽂主題深度報導，提供⺠眾深⼊瞭解臺中在
地歷史、⽂化及藝術。 
三者皆於各⽂化館所、圖書館、藝⽂展演空
間等處供⺠眾免費索取

刊物《⽂化報報》、《⽂化臺中》、《漾臺中》

藝術亮點

提供在地藝⽂⼯作者展覽、發表以及⺠眾親近參與的新空間，建⽴廣泛
且⽣活化的臺中⽂化藝術版圖 
．凡有⼼推廣⽂化藝術活動之業者(不限產業型式)及基⾦會均可申請 
．⽂化局將協助或輔導藝術亮點規劃與推廣活動 
．申請時間：每年4⽉-11⽉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林⼩姐 
                     04-22289111分機25105

連結、推廣地⽅特⾊產業、創意設計及在地⽂化， 
⾏銷城市形象、進⽽帶動觀光發展。 
活動時間：110年9⽉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陸⼩姐 
                  04-22289111分機25123

創意臺中

 臺中⽂創設計聯合展
由本府17個局會之⽂創成果與110年度臺中⽂創輔
導團隊輔導之在地品牌，塑造臺中優質⽂創⼒。 

預計舉辦時間：110年9⽉ 
地點：綠空鐵道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陳⼩姐 
                  04-22289111分機25106

臺灣⽂博會-臺中館
⼀年⼀度的臺灣⽂博會由⽂化部主辦，為全臺最⼤的⽂創展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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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通路拓展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創品牌選品計畫，提升品牌價值 
．臺中市⽴案之公司⾏號、法⼈、團體或個⼈⼯作室，已
依法申請相關許可上市販售、並已量產之⽂化創意商品 
．獲選品牌得配合本局之活動宣傳、展售、推廣，介紹或
導⼊政府創業輔導資源 
．徵件時間：即⽇起⾄2021年5⽉31⽇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林⼩姐 04-22289111分機25105

2021臺中⽂創選品

臺中⽂學館
商品寄售

為推動臺中⽂化產業，豐富臺中市政府⽂化局所轄臺中⽂學館⽂化商品 
．具⽂學性、歷史⼈⽂之意涵，或具臺中市古蹟、歷史建築與城市⽂化 
    意象，以臺中市⼈、⽂、地理相關設計為主軸，並具特⾊主題者。 
．徵件時間：每年3⽉及10⽉進⾏徵件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研究科 賴⼩姐  
    04-22289111分機25314

臺中購物節
．位於臺中之商家，有開⽴統⼀發票或免⽤統⼀發票，配合在
活動期間提供折扣的優惠店家即可加⼊ 
．參與商家將露出於官⽅APP及市府宣傳露出 
．活動時間：2021年7⽉-8⽉ 
．店家登錄時間：2021年6⽉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葉⼩姐 

04-22289111分機31619

好漾
市集

．提供創業⻘年進⾏市場前測、增加品牌曝光度，並結合台中市各⼤
專院校創育資源，舉辦20場次「Young！好樣市集」，分別於光復
新村⻘創基地及台中⽕⾞站站前廣場各辦理10場次 
．須為原創商品，審核條件依序為本市創業⻘年學⽣、臺中在地創
業、設籍臺中、有意來臺中開發市場者。 
．時間：2021年共舉辦20場，活動前1.5個⽉於官⽅臉書招商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勞⼯局 徐專員 04-22291785

鐵道217市集
．配合本府都發局，在鐵道⾼架化後規劃的綠空廊道上舉⾏
鐵道217市集活動，讓⺠眾在休憩空間感受藝⽂氣息。 
．活動時間：預計110年9⽉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陸⼩姐  04-

22289111分機2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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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育成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摘星⻘年築夢臺中 創業基地 霧峰光復新村．⻄區審計新村

為匯集⻘年的創造⼒，激發⻘年的創業能量，實踐⻘年創業夢想，協助20⾄
45歲從事⽂創、電⼦商務等⻘年，結合藝術、創作、設計者、樂活等無限創
意與活⼒，賦予⽼建築新⽣命。

．申請條件：
1.年滿20歲且45⾜歲以下⻘年(截⾄申請⽇⽌)。 
2.申請⼈及其合夥⼈於申請階段不得為任何事業體之代表⼈或負責⼈。 
3.審查通過之申請⼈，應設籍或將⼾籍遷⾄本市，且開辦事業應辦理公司或其他商業登
記，並完成稅籍登記，其營業地點及登記地點須為本計畫所規定基地之⼀。 
4.進駐者經營事業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1.需提送進駐申請單及計劃書進⾏書⾯資格 
2.評選會複審

https://www.tcdream.taichung.gov.tw/1524474/Nodelist

04-2255-5948
臺中市政府勞⼯局 摘星計畫創業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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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育成
3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以「⾮營利組織、志⼯、社會企業、⻘創」為培⼒主
體，希望整合臺中市社會企業、⻘年創業、社區營造及
志⼯資源平台，藉由系統化的課程規劃、⼈才培育、組
織診斷、資訊交流與共同⼯作空間互相激盪下，公私協
⼒跨域合作，發展出社會創新的⽅式與解決社會問題的
能⼒，嘗試以實驗與孵化的模式，創造更多的可能。 

地點：臺中市北區精武路291號(國⽴圖書館舊址) 
聯絡窗⼝：04-37077606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

為延續推動跨境經濟政策⽬標，打造產業交流及資
源共享樞紐，整合臺中跨境電商媒合平臺、智慧場
域、商務諮詢等虛實輔導資源，提供企業和創業⻘
年商務諮詢、顧問輔導等服務。協助企業鏈結國內
外跨境商務資源，如舉辦媒合會、創業課程等，吸
引臺中企業及創業⻘年進駐。

地點：臺中市中區綠川⻄街 145 號 2 樓(東協廣場)
聯絡窗⼝：04-22255670

臺中軟體園區智慧創新應⽤加速器基地

其他創育基地、育成中⼼、 加速器、 共同⼯作空間
．勞動署TCN創客基地 
#⼯程科技與數位⽣活 #免費硬體設備  
#研習⼯作坊 

．各⼤專院校 
#創業輔導 #培訓課程 #育成中⼼

．TC Incubator 提攜孵化 
#策略顧問 #⼈才培訓 #精準⾏銷 

．范特喜微創⽂化公司 
#創業輔導 #育成中⼼ #空間改造

臺中軟體園區以輔導新創產業為發展⽬標，並以智慧製造、智
慧零售為主軸，期望引進相關之新創產業投⼊中軟園區，提供
新創團隊展露能量之平臺。

地址：台中市⼤⾥區中興路⼀段159之⼀號3樓 
聯絡窗⼝：(04)2496-3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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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創臺中

Website

臺中⽂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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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年創業及啟動⾦貸款說明

⽴勤資訊顧問(股)公司 洪婉純專案經理
(⽂化內容策進院⽂創⻘創專案執⾏單位)



Q & A



新創教戰守則

中華創業家跨界交流協會 曾暐志 理事⻑
(經濟部中⼩企業處創業輔導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