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立

為營造優質的創業環境，協助創業種子期及創建期企業穩健發展，提高新創事業成功機率，政府透過各式創業輔導政策幫助新創企業，並彙整13個部會之創業輔導資源為「青年創業專案」。 

本表包含了「青年創業專案」之所有計畫，並增加多項政府計畫，讓準備創業及創業中的青年對政府提供的創業資源有全盤了解，並能依自身的創業階段，取得最適合需要的創業資源，讓政府成為青年創業成功的墊腳石！

說明： 1.網頁及PDF版本，點選左方「資源類別」，可連結到該類別各計畫的比較表；點選各資源名稱，則連結到各計畫網頁。

2.網址：青年創業及圓夢網 > 青創基地與巡迴車 > 政府創業資源    http://goo.gl/Z6YIJX

3.  *表示適用身份 (學生、女性、客家、原住民、退除役官兵)。

4.本圖表由行政院青創基地製作，並隨時更新，引用時請標示出處及版本日期。 Last Update : 2016.04

登記

*技專校院創新創業課程
*大學校院創新創業課程
創業知能養成學習網 (實體課程)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數位課程)
行動創業368巡迴車 (全國巡迴課程)
*婦女創業飛雁計畫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
*農民學院 

*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
行政院青創基地

青年創業及圓夢網 (政府創業資源單一入口網站)
創業諮詢 0800-58-9168
*婦女創業飛雁計畫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
青年農民創業入口網
*退輔會創業輔導活動計畫

行政院青創基地
產業輔導1999

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
創業圓夢計畫 (設立5年內)
中小企業財會資訊服務網
中小企業財會諮詢服務網
法律諮詢服務網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U-Start (6月)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FITI (1,7月)
*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
*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 (設立3年內)(年度)
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 (3月)
強化農業創新育成中心服務能量計畫

全國各育成中心
台灣新創競技場 TSS
台灣創新創業中心 TIEC
創業 A+ 行動計畫  (設立5年內)(5月)
加強培育農業工作者
*客庄青年新創事業競賽 (設立2年內)(年度)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台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
中小企業行銷價值躍升計畫
台灣精品
台灣經貿網
台灣名品網(簡體)

*微型創業鳳凰楷模
*女性創業菁英賽 
新創事業獎 (設立5年內)(6月)

創業楷模選拔 (7月)

全國各育成中心
各縣市政府共同工作空間 

青創文創承租臺鐵公用不動產方案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供創業空間

iMatch文創咖啡廳媒合平台
Aplustart創新創業資源分享平台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設立5年內)
各縣市創業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設立2年內)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金融挺創意產業計畫

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貼
各縣市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農村再生整體發展計畫
*退輔會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U-Start (135萬)(6月)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FITI (168萬)(1,7月)
運動服務業創新創業競賽 (120萬)(4月)
創業天使計畫 (3年內)(1,000萬)
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 (1年內)(50萬)(11月)
*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 (3年內)(2-102萬)

臺北市產業發展創業補助 (100萬)
*客庄青年新創事業競賽 (2年內)(50萬)

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 (20萬)(2月)
生活服務業加值應用示範案 (100萬)(3月)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1,000萬)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地方型SBIR)(100萬)(6月)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 (200萬)(2月)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200萬)(1,6月)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補助計畫
臺北市產業發展研發補助 (500萬)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計畫 (500萬)(12月)

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業務計畫 (10月)
獎助參與文化創意類國際性展賽 (4,10月)
臺北市產業發展品牌建立補助 (500萬)

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 (500萬)(9月)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

補(捐)助設置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500萬)
臺北市產業發展創新育成暨天使投資補助 (500萬)
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計畫 (300萬)

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
創櫃板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服務計畫 (投資媒合平台)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
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
金融挺創意產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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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Z6YIJX
http://ecsos.moe.edu.tw/
http://learningup.sme.gov.tw/
http://www.smelearning.org.tw/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about.php
http://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index.asp
http://beboss.wda.gov.tw/cht/
http://academy.coa.gov.tw/
http://www.hakka-cdri.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tartup.hub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talk/
http://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index.asp
http://beboss.wda.gov.tw/cht/
http://ifarmer.coa.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tartup.hub
https://assist.nat.gov.tw/
http://micro.sme.gov.tw/
http://www.nasme.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11113
https://friap.moeasmea.gov.tw/index.php
http://www.careernet.org.tw/accounting/index.php
http://law.moeasmea.gov.tw/
http://ustart.yda.gov.tw/bin/home.php
http://fiti.stpi.narl.org.tw/
http://www.hakka-cdri.com.tw/
http://startup.cpc.tw/
http://sta.sme.gov.tw/
http://incubator.moeasmea.gov.tw/
http://www.startupstadium.tw/
http://www.tiectw.com/chi/index.aspx
http://www.aplus.org.tw/
http://www.hakka.gov.tw/hakka_go/index.htm
https://www.branding-taiwan.tw/
http://www.mittw.org.tw/Home/
http://mkt-sme.pro/(S(ama1zyldjsh12qc1pa2fmlyk))/index.aspx
http://www.taiwanexcellence.org/index_tw.html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ch-index.html
http://www.taiwantradefair.com.tw/ORG/index.jsp?assocRequestId=mpw
http://beboss.wd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8&article_id=2906
http://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competition/competition_introduction.asp
startupproject.org.tw
http://www.careernet.org.tw/modules.php?name=kaimo
http://incubator.moeasmea.gov.tw/incubation-addressbook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pace/
http://www.railway.gov.tw/tw/news1.aspx?NewsType=9&n=19512
http://www.fnp.gov.tw/Edict.php?page=RuleInfo&TRE_ID=88&act=ArtAll
http://imatch.moc.gov.tw/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715&ctNode=609&mp=1
http://beboss.wda.gov.tw/cht/
http://ipl.efarm.org.tw/108DownForm.aspx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18_20823.html
http://www.boaf.gov.tw/boafwww/index.jsp?a=ct&xItem=169651&ctNode=240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788&ctNode=609&mp=1
http://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409&parentpath=0,8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page_result.aspx#downloadblock1
http://www.swcb.gov.tw/class2/index.asp?ct=laws&m1=10&m2=55&AutoID=229
http://ustart.yda.gov.tw/bin/home.php
http://fiti.stpi.narl.org.tw/
http://sports.bestmotion.com/imsports/
http://www.angel885.org.tw/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Key=40&P=742
http://startup.cpc.tw/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page_result.aspx#downloadblock5
http://www.hakka.gov.tw/hakka_go/index.htm
http://www.itap.tw/
https://www.facebook.com/lifeindustryincubator/
http://www.sbir.org.tw/SBIR/Web/Default.aspx
http://www.sbir.org.tw/SBIR/Web/Exist_local.aspx
http://gcis.nat.gov.tw/neo-s/Web/default.aspx
http://www.citd.moeaidb.gov.tw/
http://dcp.itnet.org.tw/index.php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page_result.aspx#downloadblock2
http://www.aiuc.org.tw/
http://aiip.tdp.org.tw/
http://tiip.itnet.org.tw/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Key=40&P=736
https://espo.trade.gov.tw/tbjq/login.jsp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3_35043.html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page_result.aspx#downloadblock3
http://www.imdp.org.tw/index.php
http://mvp-plan.cdri.org.tw/index.aspx
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7072&ctNode=670&mp=1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page_result.aspx#downloadblock4
https://grants.moc.gov.tw/Web/PointDetail.jsp?Key=40&P=1775
http://gofunding.tpex.org.tw/
http://www.tpex.org.tw/web/regular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php?l=zh-tw
http://www.careernet.org.tw/tmp/invest/
http://www.issip.org.tw/ctlr?PRO=Index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18_20644.html
http://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409&parentpath=0,8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startup_grant.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startup_grant.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course.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course.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subsidy.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consultant2.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consultant2.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accelerator.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accelerator.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accelerator.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incubator_grant.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incubator_grant.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award.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loan.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loan.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research.php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research.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