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8 年度協助措施資訊 

諮詢推廣類 獎項類 補助類 診斷及輔導類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社會創新企業支援平台及服務諮詢 中小企業馬上辦諮詢服務 推動中小企業跨域創新國際化 

以單一窗口、推動廣宣、串接國際及跨部
會資源、社會創新企業登記資料庫諮詢、
推動Buying Power獎勵等5項服務，協助
社創企業發展。 

設立0800056476一站式服務窗口，提供
經營管理、行銷 、財會、資訊輔導與創業
育成等多元諮詢服務。 
 

協助具出口實力或潛力企業，建立合作網
路、媒合管道等諮詢服務，並轉介政府國
際拓銷相關資源。 

社會創新企業或想成立社會創新企業者 創業者及中小企業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廠商且具出口實
績或潛力之中小企業 

全年接受諮詢/ 
週一至週五 9:00~18:00 

108/1/1~108/12/20 即日起至12/20止 

視需要辦理 視需求辦理 無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社會創新服務諮詢專線 
0800-589-168#3 

馬上辦諮詢服務專線 
0800-056-476 王先生 , 溫小姐 

(02)2698-2989#2962 廖先生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
modules/se/ 

https://0800056476.sme.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Interdiscip
linarycreative/ 

108年諮詢推廣類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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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創業生態系服務諮詢平台 女性創業輔導諮詢 法規諮詢服務 

提供網實整合創業服務: 
1. 新創圓夢網:查詢政府與民間創業資源 
2. 0800-589-168免費諮詢專線:回答創業

資源相關問題，安排顧問業師諮詢輔導。
3. 北中南新創基地:提供一站式創業諮詢

服務。 

針對不同階段與需求之創業女性提供多元
的配套服務措施及諮詢服務。 

解決及降低中小企業之適法成本，創造友
善中小企業發展與經營之法規環境。 

欲創業、已創業者 女性創業者及欲創業者 遇有法規適用障礙或有創新實驗需求之中
小企業 

全年/週一至週五 9:00~18:00 全年接受諮詢/ 
週一至週五 9:00~18:00 

全年/週一至週五 
9:00~17:30 

視需求而定 視需求而定 4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中山基金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創業諮詢服務小組專線 
0800-589-168 

飛雁專線 
(07)332-1068 葉小姐 

榮譽律師法律諮詢 
(02)2332-8558#317 汪小姐 
創新法規沙盒 
(02)2366-0812#271 吳先生 

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 https://woman.sysme.org.tw 榮譽律師法律諮詢 
https://law.moeasmea.gov.tw/ailt/ 
創新法規沙盒
http://www.sandbox.org.tw 

108年諮詢推廣類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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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早期資金投資資訊(FINDIT平台) 推廣中小企業行動支付普及應用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 (SBIR)搭配智慧財產諮
詢服務 

FINDIT平台提供： 
1.早期資金資訊：國內外股權投資資料(交
易事件、新創企業及投資人名單) 
2.全球早期資金趨勢報告，涵蓋創業趨勢、
群募趨勢、股權投資趨勢、名家專欄及國
內外創新創業與募資資源，以及投資熱門
關注領域研析報告 
3.募資小工具：群募評測站、估值計算機、
新創財務風險羅盤 

1.協助中小企業導入行動支付智慧應用服
務，擴大行動支付普及與加值創新應用。 
2.協助中小企業發展雲端物聯應用服務創
新模式，提升數位能力。 

提供智權諮詢訪視、顧問、推廣活動、相
關知識宣導等服務，藉此提高中小企業面
對智慧財產問題的應變能力。 

有募資需求的新創企業 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若非中小企業提
案，須說明推動、協助或輔導中小企業之
必要性及效益） 

對智慧財產權議題有興趣或對智權服務有
需求之中小企業 

全年接受諮詢/ 
週一至週五 9:00~18:00 

108/01/09~108/01/30 1.智權綜合服務：即日起~108/10/30 
2.企業訪診服務：即日起~108/9/30 
3.智權顧問服務：即日起~108/7/30 
(年度預算用罄即截止受理) 

搭配活動辦理 1/11(雲端) 
1/14(行動支付) 

搭配SBIR推廣及管考說明會時程辦理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台北市電腦公會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轉法律中心 

(02)2586-5000#303 楊小姐 
(02)2586-5000#361 周小姐 

(02)2358-4545#16 孫先生 
(02)2358-4545#23 許小姐 

(03)591-2361劉先生 

https://findit.org.tw/ https://www.moeasmea.gov.tw/conten
t.asp?CuItem=9519 

https://ipcc.moeasmea.gov.tw/   

108年諮詢推廣類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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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第22屆小巨人獎 第26屆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第 28 屆國家磐石獎 

遴選並公開表揚在國際市場具高度競爭力
之中小企業，鼓勵其以國內為主要經營基
地，積極開拓國際舞台，以作為國內中小
企業之典範。 

鼓勵中小企業從事創新研究發展、提升技
術與服務水準，針對自行從事創新研究而
有具體成效之中小企業，甄選傑出者並予
以獎勵。 

選拔經營穩健殷實，在各方面均表現卓越
之中小企業給予表揚，以作為典範。 

合於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
參選要件 

合於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
參選要件 

合於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
參選要件 
 

即日起至108年6月15日截止，掛號郵寄以
郵戳為憑 

即日起至108年5月31日17：30止(掛號郵
戳日期為憑) 

預定自3月下旬至108年5月31日止 

預定4月中旬辦理3場次說明會 預定4月中旬辦理3場次說明會 預定4月中旬辦理3場次說明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02)3343-5401 翁小姐 
 

(02)2366-0812#217 劉小姐 
 

(02)2366-0812 #154 林小姐 
 

http://award.moeasmea.gov.tw/ http://tsia.moeasmea.gov.tw http://smeaward.moeasm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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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新創事業獎 女性創業菁英賽 

為鼓勵優質營運模式之新創事業，依據新創事業獎選拔要點辦
理，選拔傑出新創業者給予獎勵，作為國內新創業者之典範。 

本競賽連結女性創業加速器培育機制，透過「女性創業菁英賽」
驗收培育結果，並藉由表揚女性創業者創業歷程及企業創新模
式，散播女性創業成功典範。  

5年內新創事業，即民國103年6月1日後成立之中小企業 企業代表參賽者為女性，且為：1.公司負責人 2.有決策權之股東 

4月1日至6月1日 3月上旬至4月25日 

舉辦全台巡迴說明會，聯合育成中心、民間coworking space一
同廣宣 
4月17日北區(暫定) 
4月19日中區(暫定) 
4月24日南區(暫定) 
4月26日東區(暫定) 

視需求辦理(屆時同步公布於計畫網站)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中山基金會 

新創事業工作小組 
(02)7737-8083 

飛雁專線 
(07)332-1068 葉小姐 

https://startupproject.org.tw/ https://woman.sysm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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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108年獎項類措施說明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補助小型企業創新研發(SBIR) 獎勵創業概念海選 補助行動支付普及應用服務 

鼓勵中小企業投入創新研發 鼓勵國內新創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構想，強
化團隊具體價值創造，帶動企業整體營收
以及活化產業加值活動，協助國內新創企
業追求成功商業化、事業化。 

鼓勵業者導入行動支付創新應用服務，優
化行動支付使用者經驗，提升民眾行動生
活的便利性。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依法登記成
立之獨資、合夥、   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依法登記成
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且成立日期未滿五年之中小企業。 

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 

隨到隨受理 預計108年4月（尚未公告） 預計8月公告受理(尚未公告) 

每月固定於北、中、南地區舉辦3場次計
畫推廣說明會及計畫書撰寫說明會(詳見
SBIR官網) 

預計3月份至4月初前舉辦3場次計畫說明
會（尚未公告，詳見SBIR官網) 

預計3月底至4月初前舉辦3場次計畫說明
會(尚未公告) 

SBIR計畫專案辦公室 SBIR計畫專案辦公室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0800-888-968 
(02)2396-4828  
機械領域 #814 / 電子領域 #816 /  
資通領域 #820 / 民生領域 #808 /  
服務文創 #807 #817 /  
生技製藥領域 #829 /其他 #9   

0800-888-968 
(02)2396-4828 #815 林小姐 
(02)2396-4828 #843 吳小姐 

(02)2396-4828#814 陳小姐 
(02)2358-4545#16   孫先生 
 

http://www.sbir.org.tw/index http://www.sbir.org.tw/index http://www.sbir.org.tw/download_mb
pay(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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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補助類措施說明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國際創業聚落示範計畫 
(林口新創園) 

新創採購 

鼓勵國內外具潛力策略性新創事業投資研發，吸引國際加速器
及創業人才培訓事業進駐，發揮國內外新創群聚效應，打造林
口新創園成為國際級創業聚落品牌 

協助新創業者進入政府市場 
1.成熟型產品：推動已商品化及具新興科技含量之新創產品，
上架政府共同供應契約。 
2.研發型產品：針對尚需進行研發以符政府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以「政府出題、新創解題」機制，促成合作。 

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或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有限合夥、公
司或法人及依公司法經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之外國公司 

成立期間5年以下之新創企業 

規劃中(屆時同步公布於本處官網、新創圓夢網及計畫網站) 5月~6月(暫定,以網站公告為主) 

規劃中(屆時同步公布於本處官網、新創圓夢網及計畫網站) 規劃中(屆時同步公布於本處官網及計畫網站)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資策會 

(02)2577-4249 #285 胡先生 新創採購專線 
(02)6607-2206 陳小姐 

https://www.startupterrace.tw/ https://www.spp.org.tw/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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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108年補助類措施說明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協助中小企業經營成長與商機媒合 新創黑馬聯合輔導 中小企業網路學習 知能產業服務平台 

1.提供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診斷輔導。 
2.提供中小企業合作經營建議，強化實質合
作模式。 
3.提供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商機資訊與法
令諮詢，並安排採購法規及實務課程，協助
中小企業建立正確採購觀念。 
4.協助中小企業商機媒合。 

透過現場輔導新創事業，
以解決其定位、銷售、
財務、通路等問題，支
援發展過程所需能量，
媒合上下游資源及具潛
力投資人等，促進商機
投資合作機會。 

1提供中小企業線上學習資源。 
2.提供「企業組織學習專區」
專屬平台，協助企業內訓。 

建構知能產業服務平台
FAST，提供雲端工具、業
師輔導、知能服務、國際
市場商情等輔導服務，加
速新創及中小企業提升創
新能量、帶動市場商機。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 成立期間5年以下之新創
企業 

1.中小企業從業人員及民眾 
2.中小企業 

創育產業/新創企業/欲進
行數位轉型之中小企業 

108/02/01~108/12/20 即日起至108/12/31 1.全年度 
2.即日起~108/3/15 下午5:00 

2月~4月(屆時同步公布於
計畫網站 

無辦理說明會，採單一窗口諮詢 隨到隨審 2月18日下午2:30-4:00 
報名連結：
https://goo.gl/tM3jFx 

2月~4月(屆時同步公布於
計畫網站 

1.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3.工業技術研究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
中小企業總會 
 
 

軟協 資策會 

中國生產力中心：(02)2366-2224 邱先生 
管科會：(02)3343-1124 曹小姐 
工研院：(03)591-3012 李先生 
 

新創輔導工作小組 
(02)7737-8083 

網大專線 
(02)2553-3988#607 呂小姐 

知能服務專線 
(02)6631-6623 張專員 

1.http://smeomcs.moeasmea.gov.tw/ 
2.https://www.smcps.org.tw/index.php 
   http://gpw.moeasmea.gov.tw 
3.http://www.technomar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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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_最新
消息 
https://www.smelearning.or
g.tw/ 

https://www.smefast.org.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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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108年診斷及輔導類措施說明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普及中小企業數位寬頻應用 小型企業數位群聚輔導 推動微、中小型民生服務業創新發展 

協助數位發展程度3-5級偏鄉街
區中小微型企業，開發及導入
數位寬頻應用，型塑具地方特
色之偏鄉「數位一街區」，促
進在地商機。 

鼓勵8家以上小型企業組成群聚，
輔導強化數位應用能耐，透過
數位科技導入、應用與加值並
整合資源，協助群聚帶動數位
營銷動能與商機 

針對微型及中小型民生服務業者，透過個案或群聚輔導，協助業者強化科技
工具應用提升行銷能力、導入科技應用提升經營效率、發展創新服務模式及
拓展多元通路等。 

依法設立之公司、商業行號、
登記有案之法人等均可提案 

依法設立之公司、商業行號、
或登記有案之法人組織。 

微中小型民生服務業者 

108/01/02~108/01/31 新案:108/01/19~108/02/20 
延續案:108/01/19~108/02/13 

微型企業陪伴式輔導 
 
群聚輔導申請受理時間: 
108/01/28~108/02/27 
個廠輔導申請受理時間: 
108/03/04~108/04/30 

中小企業智慧服務應用
群聚輔導 
申請受理時間: 
公告日起至108/02/27 
個廠輔導申請受理時間: 
108/01/28~108/04/30 

中小企業服務創新體驗
輔導 
群聚輔導申請受理時間: 
108/01/28~108/02/27 
個廠輔導申請受理時間: 
108/01/28~108/04/30 

以上為暫定，執行單位保有修正之權利 
 

1/11(台北) 
1/14(台中) 
1/15(高雄) 

108/01/29 (暫定) 臺中2/13、臺北2/14、高雄2/15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 

02-2553-3988#368詹先生 
 
 

(02)2553-3988#601鄭小姐 企總：(02)2366-0812#435 施先生 
商研院：(02)7707-4939 陳小姐、 (02)7707-4929 鍾小姐 
資策會：(02)6607-2589 吳小姐、 (02)6607-2260 黃小姐 

https://www.wistreet.org.tw/ http://www.198.org.tw/ http://micro.sm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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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108年診斷及輔導類措施說明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促進中小企業財務健全發展 中小企業融資診斷服務 促進群眾募資商品化 推動中小企業智慧製造 

提供中小、新創及傳承企業財會
診斷服務。辦理財會趨勢研討/
財會法規座談/企業融資實務研
討/籌資博覽會等活動。提供中
小企業財會新知、風險管理及財
務數位應用等服務。 

協助企業辦理一般性融資、貸款
展延及銀行債權債務協商，以取
得營運所需資金，進而提升中小
企業競爭力。 

協助新創及中小企業對接國內外
群募平台取得商品化營運資金並  
協助媒合代工生產廠商。  
 

協助中小型製造業導入數位技術
及智慧生產，提升企業數位能力
及國際競爭力。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
業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
小企業 

新創及中小企業 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系/群聚領
導業者可為非中小企業 

自108/2/15起至108/12/20止 108/1/1~108/12/20 108/1/14~108/12/20 108/02/15~108/11/30 

視需求辦理 視需求辦理 108年6月~10月於北、中、南、
東各辦理1場 

預計3月辦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
總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
總會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
基金會 
 

台灣經濟研究院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02)2332-8558#399 謝小姐 
(02)2332-8558#339 游小姐 

馬上辦諮詢服務專線 
0800-056-476 王先生 , 溫小姐 

(02)2586-5000#204 戴小姐 
(02)2586-5000#225 唐小姐 

中國生產力中心： 
(02)2322-3122#110 吳先生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 
(02)2701-3181#320  陳先生 
 

https://friap.moeasmea.gov.t
w/ 

https://0800056476.sme.gov.t
w/ 

建置中 https://myconsultan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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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108年診斷及輔導類措施說明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中小企業綠色小巨人輔導 地方產業國際化輔導 中小企業服務流程優化與產品設
計加值 

協助中小企業國際行銷輔導 

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循環
經濟趨勢，協助中小企業落實節
能管理，提升綠色永續能力。 

以臺灣OTOP整體意象扶植地方
特色產業前進國際市場，協助中
小企業提升海外拓銷能力與產品
市場競爭力。 

以「服務優化」及「特色加值」
為輔導主軸，協助中小企業創造
服務特色競爭優勢，建構商品價
值。 

協助中小企業應用跨境電子商務
平台、海外市場合作網絡及國內
外商機媒合，優化其行銷通路並
建立適地化商業模式，拓展海外
市場商機。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的中
小企業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及地方特
色產業定義之企業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
業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
業 

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3月至5月(暫定，以網站公告為
主) 

108/03/01~108/12/20 群聚及優質企業：3月~4月 
中小企業診斷輔導：公告日起申
請至108/9/30 

預計108年2月底至3月初辦理 預計3月份提供 預計108/03/01~108/03/15 預計108/03/01~108/03/15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預計2月中提供 預計2月底提供 

(04) 2359-5900#810/231 
林小姐 

(02)2391-1368#8912 蔡小姐 
 

預計2月中提供 預計2月底提供 

http://green2.pidc.org.tw/ 預計3月份提供 
 

預計2月中提供 預計2月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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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類協助措施說明 

108年診斷及輔導類措施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