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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金 

文創事業國際參展補助 

行銷 
補助 

國際
鏈結 

TIEC前進矽谷補助選拔會(未設立~設立5年內) 

臺北市補助新創團隊海外參與創業計畫 

創意啟蒙 

課程
活動 

馬上辦服務中心0800-056-476 

市場
行銷 

臺灣品牌耀飛計畫 
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 
臺灣經貿網 

資
源 

創業團隊 新創公司 卓越成長 創業階段 
資源類別 

最後更新：111.03 

臺灣創新創業中心 TIECTW 

亞洲．矽谷創新創業鏈結計畫 TITAN 

投資 
創櫃版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計畫 

文化內容投資計畫 
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推動計畫 

科技部產學研鏈結中心-價創計畫 Taiwan Startup Institute(TSI) 

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設立5年內) 

厚創新創意實現平臺(未設立~設立5年內) 

獎項 

新創事業獎(設立5年內) 
女性創業菁英賽 

創業楷模選拔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小巨人獎 

國家磐石獎 

創新應用實驗-創新法規沙盒 

設立 
登記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設立5年內) 

各縣市政府創業貸款 

企業小頭家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設立5年內)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文化創意產業青創貸款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貸款
融資 

客庄地方創生優惠貸款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支援辦理出口貸款 

台灣新創募資第一站 FINDIT 
新創圓夢網 

資訊
平臺 

臺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 TRIPLE 

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0800-000-257 
中小企業商機媒合整合服務網 

新創圓夢網 
知能服務平台 FAST 

資訊
平臺 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服務計畫 (投資媒合平台)  
  

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 

臺北e大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Taiwan Startup Hub 新創基地 

女性創業飛雁計畫 

微型創業鳳凰 
農民學院 

臺灣就業通(技能培訓) 

育成
加速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原漾計畫 

FITI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TAcc+加速器 
各縣市政府創業基地、育成中心 

研發成果創業加速及整合推廣計畫 iCAN 

林口新創園 Startup Terrace 

科技部國際科技創業基地 Taiwan Tech Arena 

女性創業加速器 
科技部產學研鏈結中心-價創計畫 Taiwan Startup Institute(TSI) 

文化新創加速推進計畫 

亞灣新創園 Startup Terrace 

工作
空間 各縣市政府創業基地、育成中心 

創業
補助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原漾計畫 

FITI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未設立~設立3年內) 

臺北市產業發展創業補助(設立1年內) 
SBIR創業概念海選計畫(設立5年內) 

台灣新創資訊平台  

國際
鏈結 

預見．新創計畫(未設立～設立5年內) 

亞洲．矽谷推動平臺計畫 ASVDA 

臺灣新創競技場 TSS 
運動創新加速計畫 

AI Star 國際進擊新創加速計畫 

經濟部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各縣市創業補助/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劃 (地方型SBIR)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補助計畫 
臺北市產業發展研發補助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產業升級創新平臺計畫TIIP 

研發
補助 

創業家實證計畫(新創採購) 
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 SBTR 

AI 領航推動計畫 

臺北市產業發展品牌建立補助 
臺灣雲市集 

經濟部補助公司商號海外參展計畫 

加強文化創意產業升級轉型貸款 

臺灣精品獎 

諮詢
輔導 

微型創業鳳凰 
青年農民輔導平臺 
社會創新平台Social Impact(需先登錄社會創新組織資料庫) 

馬上辦服務中心暨財會資訊服務網 
中小企業法律諮詢服務網 
中小企業智權加值服務中心 
城鄉特色網OTOP 

Taiwan Startup Hub 新創基地 
創業諮詢專線0800-58-9168 

中小企業接班傳承數位成長計畫-N世代學苑 
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 
地方創生分區輔導中心 

文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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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ipo.org.tw/?page_id=705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page_result.aspx#downloadblock2
https://aiip.tdp.org.tw/index.php
http://tiip.itnet.org.tw/
https://www.spp.org.tw/spp/
https://sbtr.org.tw/frontend/index.aspx
https://aiip.tdp.org.tw/template/aiip_ai/index.html
https://www.industry-incentive.taipei/page_result.aspx#downloadblock3
https://www.tcloud.gov.tw/Default.aspx
https://tpsp.trade.gov.tw/espo/home/notice/front
https://taicca.tw/article/8b163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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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cademy.coa.gov.tw/YF/advisor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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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0800056476.sme.gov.tw/index.php
https://law.moeasm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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