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業懶人包
桃園青創基地

解決您創業大小事



需求項目

找資金
Funding

找輔導
Resource

找空間
Space

找競賽
Competition



找資金

統整現有創業貸款、計畫補助、
募集資金及創投等整合資訊，協
助青年排除創業障礙。

桃園青創基地將因應新創公司資
金需求，評估現況條件，安排業
師輔導，以尋求最適切的申請管
道。

找輔導
統整輔導資源網以利創業者整合
相關資訊進而充分利用，主要以
諮商單位、諮詢輔導與學習課程
為輔導主軸。

桃園青創基地提供免費創業輔導
資源，尋找各領域專業者擔任業
師，提供法律諮商、行銷通路、
申請募資等等諮詢。



統整台灣每年公辦之例行性創業
競賽及國際間行之有年的年度設
計類獎項徵件項目說明。

桃園青創基地可協助建議創業者
或新創團隊挑選適合的比賽，根
據欲報名的參賽項目安排專業的
業師進行個案輔導。

找競賽

統整桃園境內創業基地、創客空
間(Maker Space)及相關輔導創
業之育成中心資源簡介。

桃園青創基地可協助引導或轉介，
讓您有最佳化的創業環境及資源。

找空間



找資金

創業
貸款

募資
與
創投

計畫
補助



• 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

協助桃園市中小企業營運發展，提供企業及年滿20~45歲之
創業個人貸款，融資用途於購置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
備、營運週轉金或創業準備金為限。

諮詢窗口：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電話：(03)3322101

創業貸款（地方）



•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由勞動部辦理，協助微型創業並促進就業，針對20-65歲女
性、45-65歲國民、20-65歲設籍於離島之居民提供創業貸款。

諮詢窗口：勞動力發展署創業諮詢服務中心 電話：0800-092-957

•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營造有利青年創業環境，促進創業精神，創造經濟發展，
協助取得創業經營所需資金，辦理青年創業及啟動金專案融資貸款。

諮詢窗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 電話：0800-056-476

• 企業小頭家貸款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企業小頭家貸款，為促進小規模事業發展，協助取得營
運所需資金，活絡經濟動能，創造就業機會。

諮詢窗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 電話：0800-056-476

創業貸款（中央）



•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為協助中小企業以創新與高科技的服務模式促進國際發展，並鼓勵青年創新，提供其創新經營振興
發展資金。由公民營金融機構辦理核貸事宜，資金適用於週轉性支出或購建（置）土地、廠房、營
業場所、設備及機器等所需之資本性支出。

諮詢窗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 電話： 0800-056-476

創業貸款（中央）



• 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文化部委由文化策進院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從事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貸款範圍有形資產、無形資產、營運週轉金、新產品或技術之開發製造、研究發展及
培訓人才等範疇。

諮詢窗口：文化創意產業 投資及融資服務 電話：(02) 2713-6450

•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配合輔導及培育農業青年人力政策，支應青年從農創業所需資金。
諮詢窗口：全國農業金庫專案農貸 服務專線 (02)2380-5180

農委會農業金融局 免付費電話0800-388-599

創業貸款（中央）



• 原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各項業務，協助原住民族經濟社會健全
發展，本基金貸款類別包含經濟產業貸款、青年創業貸款及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諮詢窗口：原住民金融服務專線 0800-508-188

•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為健全新創事業投資市場機制，改善台灣天使投資環境，藉由與
天使投資人共同投資，並提供新創企業創立初期營運資金，運用天使投資人投資經驗，
提供被投資事業後續輔導諮詢與網絡連結。

諮詢窗口：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聯絡窗口：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服務辦公室 (02)2546-5336

創業貸款（中央）



•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為活絡投資創業環境，協助中小企業順利募集資金，特運用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100億
元，採政府結合民間資金搭配投資方式， 帶動民間與創投資金共同投資國內中小企業。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投資服務窗口：02-23680816 分機 342 陳專員 / 分機 354 楊專員

• 創櫃板

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設立創櫃板，創櫃板主要係取其「創意櫃檯」之意命名，定位為提
供具創新、創意構想之非公開發行微型企業「創業輔導籌資機制」，提供「股權籌資」
功能但不具交易功能，協助扶持我國為型創新企業之成長茁壯，厚植我國經濟未來發展
之基石、利於國家未來產業發展，達成政策目標。

諮詢窗口：新創發展部—楊專員(02)2366-8091；鄭專員(02)2366-5923

募資與創投（中央）



• flyingV

綜合型募資平台，期待每一個專案透過募資傳遞理念，讓更多元的價值能與群眾展開對
話。同時，flyingV供提案者從提案準備、影片製作、文案內容至募資推廣等專案優化
完整教學內容，讓專案在最佳狀態下開始募資，向成功里程邁進。

諮詢窗口：flyingfive@ontoo.cc

• 創夢群眾募資平台

創夢市集希望集結台灣遊戲、行動應用、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業能量，透過「創業育成」、
「群眾募資」與「創業投資」等三大服務，提供全方位的發展規劃，支持新創產業。

諮詢窗口： service@ditfunding.com 電話：02-2912-5798分機7028

• 嘖嘖zeczec

「嘖嘖」是一個群眾集資平台。刊登各式各樣的創意計畫，歡迎每一位喜歡夢想、喜歡
美好事物的朋友。

諮詢窗口：hello@zeczec.com

募資與創投（一般）

mailto:flyingfive@ontoo.cc
mailto:service@ditfunding.com


• 群募貝果

把您的創夢計畫想法上傳到群募貝果WeBackers上，成為提案人。讓群眾透過群募貝
果了解您的提案，而喜歡並願意贊助您想法的人，可以透過群募貝果WeBackers用資
金幫助您完成夢想！

諮詢窗口： service@webackers.com

• 貝殼放大

透過貝殼放大，贊助者能透過更好用的工具和管道，找到全世界最酷最棒的募資產品。
而募資者也可以透過我們，找到更多願意支持他們的人。

諮詢窗口： (02)2587-5252

• weReport

「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係由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所創設，為台灣首個非營
利調查(深度)報導媒合與產製平台，期望透過大眾的資助及參與，為台灣的調查報導札
根，為新聞業的重建鋪路。

諮詢窗口： wereport2011@gmail.com 電話：(02)2341-1788

募資與創投（一般）

mailto:wereport2011@gmail.com


• PressPlay

「PressPlay」是一個專為內容創作者而生的平台，我們提供「付費訂閱」幫助創作者
的作品與創作，並以此使其獲得被更多觀眾看見、發掘，並同時獲得資金與支持的舞台。

諮詢窗口： hello@pressplay.cc

• 104夢想搖籃

由群眾來決定什麼是社會最關心的議題，再由群眾贊助資金、幫手和物資，來募集勇士
的夢想平台。

諮詢窗口：(02)2912-6104 分機8899

• 勾勾gogo募集平台

「勾勾gogo募集平台」是一個串連信任與美好、讓感動與愛心能從個人、家庭乃至於
社區擴散到台灣各地角落的募集平台。以公益為出發點的平台，所以不收取任何服務費，
也不要求資源的需求方要有任何回饋給贊助者。

諮詢窗口：foryou@gogonow.cc 電話： (02)2755-7666

募資與創投（一般）

mailto:foryou@gogonow.cc


• 桃園市地方型SBIR-地方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透過輔導及協助本市中小型企業運用政府研發資源達成研發創新、技術深化轉型升級。
計畫內容應具有「創新技術研發」特質，創新技術研發計畫內容分為「電子資通」、
「食品及生技製藥」、「金屬機械」、「民生化工」及「創新服務」等五大領域。

諮詢窗口： 桃園市地方型SBIR計畫辦公室 電話：4951008#143 張小姐

• 桃園市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桃園市政府為鼓勵青年勇於創業，並減輕創業初期貸款利息之負擔，年滿20~45歲設籍
桃園市之市民，所營之事業體辦理政府相關計畫貸款，提供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最高
24個月，貸款利息補貼之貸款金額以新臺幣300萬元為上限，共同創業之出資人，同一
事業體數人同時申請利息補貼以3人為上限。

諮詢窗口：青年事務局職涯發展科 電話：(03)422-5205#5010 楊小姐

補助型計畫（地方）



• SBIR-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經濟部為鼓勵國內中小企業加強創新技術或產品的研發，期
望能以此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創新研發，加速提升中小企業之產業競爭力，以迎接面臨之
挑戰。

諮詢窗口：SBIR計畫專案辦公室 電話：(02)2396-4828

• CITD-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業者「產品開發」建立自主開發之能力；導入「產品設計」美學，以增進
新產品之獨特性與差異化，提高產品附加價值；配合產業發展政策，以「研發聯盟」推
動產業上中下游體系或產業群聚落聯合開發新產品。期以提高傳統產業研發普及率及競
爭力，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諮詢窗口:CITD計畫專案辦公室 電話：(02-2709-0638

補助型計畫（中央）



• SIIR-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以「服務業研發創新與價值創造」為總目標，透過部份補助之方式，持續推動已建立之
補助機制，鼓勵企業積極投入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新行銷模式及新商業應用技術
（四新）之創新研發。

諮詢窗口:SIIR計畫專案辦公室 電話：( (02)2701-1769分機231~242

•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補助企業投入創新研發業務，推動前瞻技術研發計畫，誘發企業投入高階先進技術開發，
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技術、或能大幅提升我國產業之附加價值與國際市場競爭力。

諮詢窗口：經濟部技術處A+企業創新專案辦公室 電話：(02)23412314

補助型計畫（中央）



• 產業升級創新平臺輔導計畫

鼓勵企業從事技術創新及應用研究，或發展具科技涵量之應用與服務，計畫項下可分為
產業高值化、創新優化、新興育成三種類別，以補助方式協助廠商股入技術、產品或服
務。

諮詢窗口：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計畫專案辦公室 電話： (02) 2704-4844

補助型計畫（中央）



《創業貸款》申請受理時間總覽
計畫名稱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創
業
貸
款

地
方

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融資貸款

中
央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企業小頭家貸款

產業升級創新平臺
輔導計畫研發貸款計畫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原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創櫃板

全年皆接受受理



《補助型計畫》申請受理時間總覽
計畫名稱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補
助
型
計
畫

地
方

桃園市地方型SBIR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桃園市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中
央

SBIR-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CITD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SIIR-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全年皆接受受理

全年皆接受受理

公告日至
109/06/20截止

公告日至
109/06/01截止

公告日至
109/01/15截止

產品開發、產品設計、
研發聯盟、產學合作
(共同申請、聯盟申請) 
公告日至109年11月30日截止



找輔導找輔導

地方
資源

中央
資源



地方資源

青創指揮部
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
連絡電話：03-427-9796

新明青創基地
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60號
連絡電話：03-492-8797

安東青創基地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安東街111號
連絡電話：03-335-5530

虎頭山創新園區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1號
連絡電話：03-333-7127



中央資源

• 中小企業服務創新推動計畫

協助微、中小企業投入更多服務創新工作，提供消費者更好的服務體驗，針對不同數位
能力之微、中小企業，以數位科技進行服務設計與加值，發展消費者有感的新服務模式。

諮詢窗口:企業服務創新能力診斷、微型企業輔導—企總：(02)2366-0812#435 施先生

消費體驗數位創新輔導—商研院：(02)7707-4940 李小姐

數位科技新服務輔導—資策會：(02)6607-2260 黃小姐

• 中小企業經營成長加值計畫 -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

協助中小企業媒合與轉介至政府各項輔導資源，並提供短期診斷與個廠輔導服務，透過
現場診斷深入瞭解企業實際營運狀況與遭遇困難，進行問題分析提供企業諮詢與建議。

諮詢窗口：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邱先生／(02) 2368-0816分機224



中央資源

• 女性創業飛雁計畫

依據不同階段之創業女性，提供創業課程、諮詢服務、女性創業加速器、女性菁英典範
選拔、資金籌措、網絡建置等服務，聚焦提升女性創業科技化及國際化能量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諮詢窗口：馬上辦服務中心免費專線：0800-056-476

•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

徵求優秀的學校教授與青年加入創業行列，透過計畫輔導與培訓進入科技創業，主要以
生技醫療、創新科技與設計、資訊應用與服務為範疇。

主辦單位 :科技部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諮詢窗口: 02-8771-1254



找輔導找空間

青創
基地

共同
工作空間

育成
中心



找輔導青創基地

青創指揮部
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
連絡電話：03-427-9796

新明青創基地
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60號
連絡電話：03-492-8797

安東青創基地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安東街111號
連絡電話：03-335-5530

虎頭山創新園區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1號
連絡電話：03-333-7127



找輔導育成中心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100號
連絡電話：03-450-6333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佳安段481號
連絡電話：03-471-2201#329151

龍華科技大學創新創業發展中心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00號
連絡電話：02-8209-3211 分機 3766

國立中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連絡電話：03-490-8851

中原大學產業加速器暨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499號

(知行領航館301)
連絡電話：03-265-1850



找輔導育成中心

健行科技大學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229號
連絡電話：03-458-1196 #4609

長庚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連絡電話：03-2118800 #5507

萬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
連絡電話：03-433-1244

元智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連絡電話：03-463-8800



找輔導共同工作空間

共坐Cospace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大仁五街35號1樓
聯絡電話：（03）431-7869

桃園創客國際生活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1段30號8樓
聯絡電話：0979133728

財星共同工作空間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24號12樓
聯絡電話：（03）422-3310

鉄席共同工作空間 Take A Seat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61號7樓

(企業家辦公大樓)
聯絡電話：0968-008-657

林口新創園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496號
聯絡電話：（02）2369-2358

人才孵化基地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藝文一街48號三樓
連絡電話：03-316-8777



找輔導找獎項

各式獎項



找輔導找獎項
• 桃園市金牌企業卓越獎

提共設籍或設廠在桃園之公司申請桃園金牌企業卓越獎，依產業特色分為:智多星

獎、愛地球獎、好福企獎、隱形冠獎、新人王獎等五種類型獎項，每年約表揚15

家績優卓越企業。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新世紀公共事務有限公司(1111人力銀行)

• 新創事業獎

為鼓勵青年、女性及熟齡創業者(50歲以上)，發展具備優質營運模式之新創事業，

樹立成功典範 ，提振創業家精神，帶動國內創新創業之風氣。

諮詢窗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電話：(02)2366-0812 #170、324



找輔導找獎項

•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為鼓勵中小企業從事創新研究發展、提升技術與服務水準、增強競爭力，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針對持續以有組織、有系統之方法，自行從事創新研究而有具體成效

之中小企業，甄選較為傑出者予以適當之獎勵，以期技術生根，進而達到轉型升

級與健全發展之目的。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電話：（02）23660812 #308



找獎項
• 尤努斯獎

目的在鼓勵青年提出創新、永續、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或結合

企業社會責任，共同解決社會問題，擴大社會影響力。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諮詢窗口：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電話：（03）4227151 #66621

• 台灣精品獎

台灣精品獎依據「研發」、「設計」、「品質」、「行銷」4大專業項目，同時考
量「臺灣產製」條件，綜合評選出具「創新價值」之產品，授予台灣精品獎，作
為臺灣產業的表率。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諮詢窗口：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電話：（02）2725-5200



找輔導找獎項
• 金點設計獎

「金點設計獎」針對不同目標族群分設「金點設計獎」、「金點概念獎」、
「金點新秀設計獎」等三大獎賽，旨在褒揚傑出的創新設計產品與作品。
透過金點設計獎的專業肯定，鼓勵企業重視產品設計與研發，以設計力增
加品牌之附加價值，同時更為消費者與市場提供優質設計的認證。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台灣設計研究院

諮詢窗口：
金點設計獎 gpaward@tdri.org.tw 電話：（02）2745-8199 #331
金點概念設計獎 gpconcept@tdri.org.tw 電話：（02）2745-8199 #396
金點新秀設計獎 youngpin@tdri.org.tw 電話：（02）2745-8199 #337

mailto:gpaward@tdri.org.tw
mailto:gpconcept@tdri.org.tw
mailto:youngpin@tdri.org.tw


找輔導找競賽

創業競賽
設計競賽



• 桃園社會企業創業競賽
鼓勵青年投入社會企業，輔導青年經營社會企業。透過競賽的舉辦，持續發掘有潛力
之優秀社會企業團隊，
用創新的商業模式共同解決桃園市乃至於全國的社會問題。
諮詢窗口:桃園市政府社會企業中心 電話：(03)427-3650 宋小姐

• 女性創業菁英賽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表揚女性創業典範，藉由遴選國內具創新性商品、服務或營運模
式的女性菁英企業或新創企業，對其創業歷程、創新模式及社會影響力進行表彰，期
能培育女性企業亮點，傳承女性創業精神，進而鼓舞更多國內女性投身創業活動，創
造經濟成長動能。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山管理教育基金會

諮詢窗口：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31 號 7 樓之 2 電話：( 07 ) 332 - 1068

找競賽



• 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

為了持續激發青年學子的創新創意發想，培養創業知能與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實踐理論
知識在創業上的應用。

主辦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電話：(02)2331-6167 #7216、7212、7215

• 龍騰微笑創業競賽

此競賽理念為希望參賽者能體現微笑曲線的精神，並藉由競賽將校園的研發能量與創
意釋放出來，對社會有所貢獻。

諮詢窗口：宏碁基金會 電話：(02) 3366-2689

找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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