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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創資源彙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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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至6月視覺藝術創作國際交流補助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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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T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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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十大伴手禮 
．TCOD台中原創品牌計畫 
． Young！好樣市集 
．臺中文學館商品寄售 
．臺中文創設計聯合展 
．創意臺中 
．藝術亮點 
．《文化報報》、《文化臺中》 
     《漾臺中》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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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年創業啟航 
-Young！好樣市集

⼀站式
創業服務

1 摘星青年築夢
創業基地

2

Young！
好樣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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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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基地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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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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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年一站式創業服務站
1 臺中⽂創政策資源—服務與⽀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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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勞⼯局 徐專員  
(04) 2229-1785



．創業服務專線 
    (04) 2229-1785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04-22289111 分機 35623、3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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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年一站式創業服務站
1 臺中⽂創政策資源—服務與⽀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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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窗口：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沈專員 / 李專員 
2019guangfu@gmail.com 
04-22555948 
88698426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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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年一站式創業服務站
1 臺中⽂創政策資源—服務與⽀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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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臺灣電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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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開放，兼具「放映展演」、「⼈才培育」、
「新創⼯作室」、「⽂創⽣活」等功能。 

．提供本⼟電影、動畫、漫畫創作者共同⼯作空間。 

https://supr.link/kJ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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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電影中心
1 臺中⽂創政策資源—服務與⽀援中⼼



獎補助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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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5⽉16⽇⾄ 
6⽉13⽇中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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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補助六大領域為：淨零碳排、金屬機械、創新
服務、⺠生化工、 生技醫療、光電資通，以計劃的應用目的為主要領域選擇，且計畫內容具「創新研發」或「創新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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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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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臺中⽂創政策資源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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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1⽉1⽇起⾄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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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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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月至6月視覺藝術創作國際交流補助 

(04) 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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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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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9111 分機 2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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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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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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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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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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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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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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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TIA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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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1⽉1⽇後完成。
2.報名影片含創作⼈員名單，片長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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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30⽇

https://twtiaf.com/2022rg/

2022臺中國際動畫影展短片競賽 

(04) 2323-6100 分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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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姐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12

獎補助計畫
1臺中⽂創政策資源

https://twtiaf.com/2022rg/


資金融通
1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青年創業及中⼩企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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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貸款期限最長5年，本⾦寬還期限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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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5713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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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資金融通
1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全年可申請 
線上或書⾯ 
擇⼀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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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9111 分機 35626
臺中市政府勞⼯局  就業安全科 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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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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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品牌通路拓展 - 選品徵件
1 臺中⽂創政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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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TCOD台中原創」品牌計畫推廣城市共同品牌，提升臺
中⽂創品牌價值與競爭⼒，建立臺中優質⽂創品牌形象。分為
「⼯藝品」、「視覺及包裝設計」、「創意⽣活」三⼤類別。

TCOD台中原創品牌計畫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16

品牌通路拓展 - 選品徵件
1 臺中⽂創政策資源

https://www.tcod.com.tw/

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林⼩姐 
(04) 2228-9111 分機 2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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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選品牌可獲得⽂化局活動宣傳、展售、推廣，介紹或
導入政府創業輔導等資源

每年1-3⽉依官⽅公告，本年度已收件截⽌、完成評選



品牌通路拓展
1 臺中⽂創政策資源

臺中文學館商品寄售

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研究科 賴⼩姐  
(04) 2228-9111 分機 25314

好漾市集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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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1.5個⽉於官⽅臉書招商。

提供創業青年進⾏市場前測、增加品牌曝光度，並結合臺 
中市各⼤專院校創育資源，舉辦「Young！好樣市集」。

須為原創商品，審核條件依序為本市創業青年 
學⽣、臺中在地創業、設籍臺中、有意來臺中 
開發市場者。

臺中市政府勞⼯局 徐專員  
(04) 2229-1785

台中青年創業啟航 - 
Young！好樣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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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3⽉及10⽉進⾏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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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通路拓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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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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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官⽅公告。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李⼩姐 
                      (04) 2228-9111 分機 2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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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活動時間：111年10⽉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陸⼩姐 
                  (04)222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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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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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0⽉ 
地點：綠空鐵道 
聯絡窗⼝：臺中市政府⽂化局 ⽂化資源科 李⼩姐 
                  (04) 2228-9111 分機 25106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18
三者皆於各⽂化館所、圖書館、藝⽂展演空間等處免費索取。



創新研發育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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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匯集青年的創造⼒，激發青年的創業能量，實踐青年創業夢想，協助20⾄45歲
從事⽂創、電⼦商務等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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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滿20歲且45⾜歲以下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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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資訊請依勞⼯局最新公告⽽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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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cdream.taichung.gov.tw/1524474/Nodelist


創新研發育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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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為培⼒主
體，希望整合臺中市社會企業、青年創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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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7-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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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創業青年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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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創業青年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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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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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臺中市中區綠川⻄街145號2樓(東協廣場) 
聯絡窗⼝：(04) 2225-5670



聯合國宣布的「永續發展⽬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包含17項核⼼⽬標及169項細項⽬標，指引全球共同努⼒、邁向永續。

Inspiring：疫後新⽣活，加值⽂創⼒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臺中市政府⽂化局透過臺中⽂創輔導計畫進⾏跨域合作，導入專家學者諮詢
輔導，並配合中央政策宣導⽂創貸款及啟動⾦等⽅案，協助本市店家運⽤政
府相關資源及進⾏品牌拓展，有助於推動 SDG8.3 之運⽤創意與創新，⿎勵
微型與中⼩企業的正式化與成長 。

SDGs 的第8項⽬標：促進持久、包容性和永續的經濟成長，促進充分的⽣產
性就業和⼈⼈獲得適當⼯作。（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聯合國永續發展⽬標

執⾏計畫

21



Facebook

台中原創FB

Website

台中原創官網

22

臺中文創平台line

Line群組

https://supr.link/ErrEb https://www.tcod.com.tw https://reurl.cc/NANqOk



創新與創業資源介紹
．政府資源搜尋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 創業資源              
   ◎ 資金融通 
   ◎ 行銷推廣市場拓展 
   ◎ 創新加值 / 跨域整合

     2

培⼒進⾏式：
解析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



1
政府資源搜尋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開創萌芽

成長茁壯

創新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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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產業循環設計媒合服務平台 
    (6/17線上說明會) 

產業輔導

1 設計獎項

2

展售平台

3

(02) 2745-8199 分機540 產業前瞻組

專業榮耀的華人設計獎 
．金點設計獎 
．報名截止日期111年7月7日 
     (早鳥優惠6/14)

25

https://www.tdri.org.tw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https://www.tdri.org.tw/37062/

https://www.goldenpin.org.tw

．「設計點」平台，展售金點設計獎、 
       iF 、紅點等國內外獲獎商品 ( 實體+線上 )

https://www.tdri.org.tw/design-pin/

引領全球設計趨勢的概念獎項 
．金點概念設計獎 
．報名截止日期111年6月22日

新秀設計師夢寐以求的頂級獎項 
．金點新秀設計獎 
．本屆新一代設計展參展作品

台灣設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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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資源

26

https://www.tdri.org.tw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台灣設計研究院



1https://taicca.tw

■ 網路申請：https://solution-taicca.tw/

27

文化內容策進院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https://solution-taicca.tw/


28

https://taicca.tw

文化內容策進院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1

29

https://taicca.tw

文化內容策進院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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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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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rants.moc.gov.tw/Web/

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https://www.ncafroc.org.tw

32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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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afroc.org.tw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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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afroc.org.tw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搜尋



創業資源

．教育部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女性創業飛雁計畫 

．新創圓夢網

35

開創萌芽 成長茁壯 創新加值

https://woman.sysme.org.tw/

https://ustart.yda.gov.tw/

https://www.smelearning.org.tw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搜尋攻略 

將完整的創業相關資訊 
整合在同一平台

36

創業 
資源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創業懶人包，秘訣全收錄 37

創業 
資源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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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年資，提供每個不同階段的需求 38

創業 
資源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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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創業資源地圖，從落腳處踏出第一步。

創業 
資源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經濟部新創圓夢網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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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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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0年 1年 5年

開創萌芽 成長茁壯 創新加值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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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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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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資金融通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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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利息補貼 100萬內，5年免息 5年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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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創貸款 」彙整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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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

資金融通
2 創新與創業資源  - 政府資源與獎補助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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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貸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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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營利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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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貸款對象：屬文化部主管產業，或文策院輔導業種

保證成數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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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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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A 最高補貼2%，5年免息 
(補貼貸款額度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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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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推廣市場拓展

開創萌芽 成長茁壯 創新加值

．臺北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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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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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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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推廣市場拓展

(111年)文化部國際工藝設計 
競賽入選或得獎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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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國內⼯藝相關創作者參與國際⼯藝設計競賽

(111年)文化部補助文化團體及個人
從事文化交流活動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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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補助項⽬在活動開始前⼆個⽉提出申請，全年受理

．專案類型補助，包含亞太地區、歐非及美洲地區、
    及兩岸
．原則於每年4⽉及10⽉辦理徵件。

(02) 8512-6000
⽂化部⽂化交流司

https://reurl.cc/QLYn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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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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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ZOOO

(02) 2388-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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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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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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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創意混種，臺北培養⽫」為視覺概念，在品
牌識別象徵的培養⽫中，蘊含著蠢蠢欲動、相互
碰撞的創意細胞。競賽總獎⾦380萬元。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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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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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111/08/05~111/09/03
⾃然⼈  111/08/05~11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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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0YD

(02) 8512-6594 
⽂化部⽂創發展司 王⼩姐

．對設計有興趣者皆可參賽，不限個⼈或團體
．參賽作品須為作者原創
．作品需為2020年4⽉15⽇以後創作完成之作品

111年4⽉15⽇⾄111年7⽉15⽇⽌

．⼯業設計類
．視覺傳達設計類
．公共空間設計類

https://www.taipeidaward.taipei

(02) 2698-2989 #03133 / 02642 
財團法⼈中國⽣產⼒中⼼「2022臺北設計獎⼯作⼩組」 
陳先⽣ / 吳先⽣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行銷推廣市場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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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加值 / 跨域整合

開創萌芽 成長茁壯    創新加值

．台灣品牌耀飛計畫 
．文化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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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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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台灣品牌耀飛計畫

<資料來源：台灣品牌耀⾶計畫網站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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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牌耀飛計畫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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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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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306 

<相關資訊請依主辦單位最新公告⽽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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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中央型SBIR)

無收件期限 
全年受理 
並採線上申請

．個別申請補助
100~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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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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