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是英雄錢是膽 

認識政府創業資金超實用Tips 



創 業 小 劇 場 

某天，學校的暑假創業營隊結束後，
小劉、小徐、小黃與小邱，幾個天真
的鮮肉聚在教室討論創業點子，殊不
知常協助創業者解惑的助教小C剛好
路過，於是加入他們並開始討論： 



小
劉 

我們目前都還是學生， 
想創業但沒有太多錢，該怎麼辦？ 

現在有針對學生、還未設立公司的
團隊，提供創業獎補助與培訓輔導，
跟你介紹兩個計畫吧：「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FITI 創新創業
激勵計畫」 

小
Ｃ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計畫目的 

主辦單位 

獎勵補助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提升校園創新創業文化，鼓勵大專校院優化校園創業環境，以培育具
創業家精神之人才。結合學校育成輔導資源，提供青年創業實驗場域
與資源，協助青年學生創業實踐。 

教育部青年署 

執行期間 每年4-5月  

第一階段提供新臺幣(下同)35萬元補助款進行「創業構想驗證(6個
月)」，第二階段提供最高100萬元補助款進行「新創公司營運(1年) 

設有育成單位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全國大專校院在校生、近5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社會人士及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1.大專校院育成單位提出補助申請，創業團隊至少3人組成 
2.每年6月15日前，檢具營運計畫書育成及輔導相關文件申請 
3.由從製造、服務、文化創意及社會企業組成16委員進行審查 
4.每年8月14日前公布結果 

注意事項 
第一階段通過者，若要邁進第二階段，則需於隔年1月
5日前，備齊相關公司登記文件，由育成單位協助申請 

備  註 107年計畫申請已結束，再請關注計畫後續發展 



FITI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計畫目的 

執行單位 

獎勵補助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從資通訊、生物、醫學、理工等領域學生的創業需求出發，提供為期
六個月的專業商業培訓，期間將經歷創業營隊、課程培訓、投資媒合
會、評選、創業獎勵金100萬。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執行期間 每年分兩梯次舉辦，每一梯次期程約為期半年 

分創業獎勵金與創業基金，前者獎勵金額3萬至100萬元；後者為100
萬元。 

至活動官網下載簡章，填寫簡章內之創業構想書、團隊切結書、
教授推薦函、推薦銜接申請表等內容，Email至
fiti@stpi.narl.org.tw  

注意事項 
可跨校組隊、與社會人士組隊，惟團隊內之社會人士
比例不可超過50% 

設有可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
在校生、一年內之畢業生或研究人員。 



眾人莫不驚喜，此時小劉想
到半年內將會全家移民出國
念書，只能給予精神支持，
剩下三人遂開始分工，並跟
小C要了電話。 

TIPS：創業初期，錢不是最主要
的問題，「人」才是需要考量的
哦，熱忱、能力、時間、資金、
對創業想像，都是必須在事情就
先溝通清楚。 



小
邱 

小C你好，上次我們參加計畫並拿到補助，現在成立公司，想
再請教設立公司之後，我們想在申請創業資金，但聽到很多種
計畫與貸款，但不是很了解哪一個適合我們。我們負責人是30
歲的女生，目前做在地文化的科技應用事業， 

這樣的話，提供給妳三種創業資金
的方案供參考，可能是妳可以申請
的，再聽C姐娓娓道來 

小
Ｃ 

(一年後……..)嘟嘟嘟… 



青年創業啟動金貸款 

申請方式 

檢具文件 

填寫創業貸款計畫書及檢具相關文件向14家承貸銀行提出
申請，由銀行依一般審核程序核貸之。 

身分證、事業設立登記或立案證明文件、創業計畫書、貸
款切結書、參與創業輔導相關證明文件、個人資料同意書、
申請同意書、經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中心培育證明文件等。 

申請條件 
個人條件：年滿20-45歲之國民、三年內取得至少20個小
時創業相關課程時數證明、負責人或出資人登記之出資額
應占該事業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等。 

事業條件：經營事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之事
業；成立未滿五年、負責人為外國人者，須年滿20-45歲
且取得政府核發之創業家簽證。 

資金額度 
準備金及開辦費用：最高200萬元；週轉性支出：
最高300萬元；資本性支出：最高1200萬元 

諮詢窗口 創業諮詢服務專線0800-589168#3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申請方式 

檢具文件 

申請條件 

資金額度 

填寫創業貸款計畫書及檢具相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 

身分證、創業計畫書、貸款申請書、事業核准設立登記影
本、貸款切結書、近三個月聯徵信用報告影本、三年內政
府相關課程證明影本等。 

20-65歲女性、45歲-65歲國民、 20-65歲離島居民；依法
設立登記，包含稅籍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立案登
記；員工人數未滿五人、三年內參與政府創業研習時數達
18小時 

最高額度100萬元(稅籍登記者最高50萬元)；低利率(按郵政
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0.575%機動計息)；貸
款年限7年，由勞動部補貼前2年利息 

聯繫窗口 
勞動部創業諮詢服務中心諮詢專線 
0800-092-957 
 



SBTR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 

計畫目的 

檢附文件 

申請類別 

資金額度 

協助中小企業導入循環經濟、數位經濟及體驗經濟等三大概念所設
計之生產流程及創新營運模式，以「生產、生活、生態」經營模式，
接軌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及創新場域之各項功能發展。 

提案申請表、計畫書(申請企業聯合、平台經營者，需附合作意向
書)、最近一年之『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新創未滿1年之公司
以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替代)。如因新設公司而未曾申報營利
事業所得稅者，應以收件截止日前2個月內之第三方會計師簽證代
替、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之投保人數資料』及『納稅義務人違
章欠稅查復表』 

單一企業、企業聯合、平台經營、設計活化 

單一企業上限200萬元、企業聯合上限1000萬元、
平台經營上限3000萬元、設計活化上限500萬元。 

計畫官網 https://sbtr.org.tw/frontend/index.aspx 



TIPS：申請前，務必
了解計畫內容、時程、
培育重點，不要為了
錢就失去企業目標以
及影響到既有發展。 

小邱點點頭道聲謝後就掛斷
電話，繼續跟他的快樂創業
夥伴繼續努力去 (待續….) 



創業是跟時間賽跑  

結果資金到位跑得比時間還慢! 

政府創業貸款與補助種類這麼多 

申請對象是什麼? 我適合哪一種 

在錢之外，其實你應該在意？ 



先了解創業資金的需求目的 

拓展店面 

NO YES 

購買設備 

產
品
開
發

 

人力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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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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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設計 

網站設計 

國外批貨 

店面裝潢 

市
場
布
局

 

賺錢 

營運週轉金 千萬不可以將貸款、補助、投資人的
錢當作企業營收，這些錢是用於企業
發展上，並非納入企業主的口袋之內。 

場地租金 

房地租金 



這個階段主要在短時 
間內加速企業成長， 
包含投資、人脈、產 
業對接。 

以競賽或收件形式， 
針對具潛力新創企業 
或個人，提供獎補助 

創業資金的來源百百款 

群眾募資 

政府創業貸款 

政府獎補助 

投資/加速器 

我跳 

FlyingV 

嘖嘖 

群募貝果 

WeReport 

pressplay 

多為專案性計畫，但 
也可能成為支撐創業 
的火種。 

 青年創業啟動金貸款

小頭家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文化創意產業貸款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貸款 

地方政策性貸款 

針對不同身份、年齡 
行業，多為協助已創 
業者取得創業資金 

針對具潛力的企業進 
行投資，用股份來交 
換資金，從天使輪、 
種子倫、A輪、B輪 

appWorks 

SparkLabs Taipei 

紅杉資本 

華威創投 

TXA創新加速器 

臺灣創速  

國發基金天使投資 

新創事業獎 

國發會天使計劃 

U-START計畫 

文創產業圓夢計畫 

FITI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SIIR、SBIR、SBTR 

地方政策性產業補助 



申請時要特別注意的眉眉角角 

A 

B 

C 
D 

E 

評審 
資歷 

股份
交換 

專案
期程 

專注 
領域 

信用 
評價 

創業資金來源 
必須注意項目 

是否會影響到本身商品或服務
的相關時程 

對方過去是否發生
糾紛或不良的紀錄，
在業界的評價如何 

交換比例是否合乎常
理、是否會影響到公
司董事會運作。 

機構發展重點領域是
否跟企業本身相符、
是否能搭上業界人脈。 

評審是否對這個產業
領域了解、相關背景
與成就為何。 



創業之前的獎勵補助創業資源  

※活動辦法以該主辦單位公告為主，計畫內容請上新創圓夢網「找資金」專區查詢 

專案項目：U-START創新創業計畫、FITI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計畫補助：25-100萬元 

專案項目：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國發會創業天使計畫 

計畫補助：50-1000萬元 

大專 
學生 

社會
人士 

族群 
產業 

專案項目：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高雄客委會人才留美計畫 
                    我是運動家創業競賽 

計畫補助：50-5000萬元 

若企業過去曾參加並獲得政府創業資金
補助時，部分計畫申請時不會通過哦。 



創業之後的創業貸款與補助資源! 

20歲 

45歲 

- 

未滿

五年 

專案項目：青年創業啟動金貸款、微型鳳凰創業貸款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新創事業獎 

創業貸款：最高2000萬元  

※微型鳳凰可至65歲，最高100萬創業貸款 

超過

五年 

專案項目：企業小頭家貸款、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畫 

創業貸款：最高500萬元 

※企業小頭家需企業員工人數五人以下 

特色

產業 

專案項目：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 
                    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SBTR 

計畫補助：最高100萬元 

創業補助：最高240萬元  

創業貸款：最高3000萬元 

計畫補助：最高1億元 

※活動辦法以該主辦單位公告為主，計畫內容請上創業圓夢網「找資金」專區查詢 



除了錢，其實你還需要 

關鍵產業夥伴：接地氣突破產業疆界 
前輩業師夥伴：了解圈子的潛規則 
同甘共苦夥伴：最苦的時候一起撐著 



對於你的事業還是充滿問號? 

來電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免付費創業諮詢服務專線 

0800-589168#3 
一通讓你大順暢 

或可掃描下方QRcode獲得更多資源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