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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有夢  政府相挺

為鼓勵創新創意，協助有志創業民眾圓夢，經濟部推動系列創新輔導措施，

投入各項資源，以培育創業人才，提供民眾開創新創事業的場域，為我國企

業發展注入新活力。

經濟部提供創業輔導作為包括「設立創業服務單一窗口」、「建置青年創

業及圓夢網」、「辦理創業育成課程」及開辦「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等。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自 93 至

102 年已累積輔導 2,341 家新創事業，帶動了就業機會 13,036 名，促進民間

投資額 115.8 億元。今（103）年已協助 189 家企業順利營運，促進民間投資

額 21.32 億元，我國新創事業正朝向經營穩定與成長方向前進。

為提供創業民眾完整資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設立創業諮詢免付費專線

0800-589-168，全國共有 152 位創業顧問，每年提供上萬人次諮詢服務；另

針對青年族群，政府已整合各部會資源，設置「青年創業及圓夢網」，提供

各單位創業資源，包括輔導計畫介紹及申請資訊、創業課程課表、創業空間

地圖等內容。

針對協助創業青年取得資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將「青

年築夢創業啟動金貸款」及「青年創業貸款」整併為「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

款」。截至 103 年 10 月底，已辦理 2772 件，提供保證金額 22.83 億元，協

助創業青年取得融資金額 25.37 億元。103 年 1 月 27 日起新增 300 億元額度

推動「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提供 20 歲至 45 歲曾獲政府各類創業

貸款之青年，或創新之中小企業（曾獲政府研發補助、國內外創新獎項、與國

外合作等企業），更多資金上的協助。加強投資國內中小企業，國發基金匡列

100 億元，由中小企業處於 96 年起執行「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並

於 101 年 8 月開辦「早期階段投資專戶」，加強投資誘因，截至 103 年 10 月

底，投資早期階段企業共 88 家，占整體投資 47.06%，投資金額達 24.2 億元，

專業管理公司 ( 依「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辦理 ) 搭配投資 25.1 億元。

經濟部自 103 年起並推動示範性「創業 café」空間，每月定期安排創業諮

詢，提供創業民眾及顧問諮詢交流的專屬空間，目前已辦理6場「共好講堂」。

未來政府會持續協助有志創業民眾圓夢，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一同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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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旺食品有限公司【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林運鍾因在臺北講堂元亨寺當義工的機

緣，體認到健康飲食的重要， 在 100 年成

立宏旺食品有限公司，提倡健康飲食新概

念，致力推廣健康養生素食，並專攻伴手禮

市場。

宏旺將堅果、果乾、蒟蒻、乳酪絲等系列

養生休閒食品，結合吉祥、幸福的諧音與意

涵，發展出一系列健康美味的素食產品，如

椰棗夾杏仁的「棗到杏福」、椰棗與榛果結

合的「棗到榛愛」、椰棗搭配南瓜子的「棗

生貴子」以及「杏福核樂禮盒」等多種祝福

系列伴手禮。

林運鍾表示，創業迄今，在資金籌措方面，

因為有信保基金提供保證，才能順利取得融

資；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因為有熱誠專業

的輔導顧問陪伴，才能及時諮詢獲得協助。

宏旺食品會持續堅持健康、安全及美味的良

心食品，並盡一己之力幫助弱勢及回饋社

會。

棗到杏福
傳統食品中創造不平凡

● 獲經濟部監管之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100 至 103
年提供融資保證協助。

●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1年「微小型企業亮點計畫案」
亮點企業卓越企業獎。

● 102 年經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協助，成功申貸青年創業
貸款。

更多有關「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資訊，請參閱
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1715&ctNod
e=609&mp=1

負責人林運鍾先生 ( 右二 )
出席微型企業案例分享會

政府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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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olook 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手機 App「Who's Call」的發想，緣起於創

辦人之一的郭建甫接到一通香港賽馬協會的

詐騙電話，令他發現這對很多人來說，是相

當困擾的事情，因此決定發展「Who's Call」

APP 來滿足人們的安全需求，直到 Google 董

事長 Eric Schmidt 來臺，在公開場合稱讚這

款應用程式相當貼心，促使該軟體持續開發，

並於 99 年 5 月 7 日正式上線。

隨著「Who's Call」國內用戶及流量成長，

也吸引了政府創投及天使投資人資源挹注，

逐漸布局海外市場。102 年更被 Google Play

在 8 個國家選為當年度最佳十大 App。

由於 Line 臺灣區副總經理陶韻智的牽線，

意外開啟了與韓國 NAVER 的合作契機，102

年由其子公司 Camp Mobile 以新臺幣 5.29 億

元增資收購「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目前更積極拓展美國市場，並深入

東亞與阿拉伯國家，期望以更優質的技術，

在全世界發揮影響力。

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
讓全球30個國家都「走著瞧」的臺灣App

● 獲經濟部監管之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提供相對基
金保證，使走著瞧公司 102 年獲得臺北市青年創業貸款
協助。

● 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2年「雲端運算推廣服務計畫」
及「財會資訊應用與輔導計畫」之輔導資源。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已投
資企業。

走著瞧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合影

www.careernet.org.tw/tmp/invest/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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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點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業諮詢服務計畫】

臺灣多數學生總是為了考試而學習英文。

VoiceTube( 紅點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的理念

則是利用生動活潑的影片，讓大家以「興趣」

培養英文能力 !

VoiceTube 不像傳統的英文學習網站，死板

板地要求讀者背單字文法，也不是純粹看影

片，就催眠自己能夠在不知不覺中進步。該

網站配合中、英文字幕，讓讀者一邊看影片、

一邊聽發音，還有英文字幕能對照參考，每

一句話都能夠「單句重覆」播放聆聽，更棒

的是所有的英文單字都有「即時字典」可供

查詢，輔以「收藏單字」、「標示佳句」和「筆

記功能」，所有的學習記錄皆收錄在個人學

習簿裡，相當完整。

VoiceTube 的影片分門別類，讀者可以按照

自己的「興趣」學習英文，也可以搜尋自己

喜歡的影片，共享到這個平台上集合成很棒

的學習資源，不但長知識，也能從中提升英

文能力，與世界接軌。

從興趣培養
      英文能力

學 習 不 間 斷

●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2 年「創業點子星光大道」第
二名，並經由「創業諮詢服務計畫」創業顧問指導事業
營運方向，開拓更大的線上英語學習商機。

●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3 年主辦 APEC Accelerator 
Network Initiative (AAN) 第一名。

● 榮獲經濟部工業局 2014 臺灣數位學習金質獎、經濟部
商業司 2014IDEAS Show 最具中國大陸市場潛力獎肯定。

sme.moeasmea.gov.tw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創業諮詢服務計畫」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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頡欣機械有限公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協調中心】

頡欣機械主要提供客製化壓出機械設備，

不僅力求產品創新與客製化服務，滿足客戶

多元化需求。

頡欣機械也不斷升級技術理念，提供市場

異型材押出機設備，高度客製化服務使其以

後進者之姿，創造營運佳績。目前產品已行

銷 80 餘國，超過 1600 套銷售實績，其藉

自行投入大量研發資源以及育成中心鏈結產

業上下游廠商與其合作，5 年來逐步建構出

南臺灣押出機產業群聚，大幅提升臺灣押出

機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頡欣機械不僅讓自己成功走向世界舞台，

更使 MIT 押出機設備在全球被廣泛推廣，成

為我國名符其實的中堅企業。

力求產品創新
        客製化服務

贏 占 全 球 商 機

● 98 年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中心計畫，由遠東
科技大學精密機械創新育成中心營造檢測、研發、量產
一條龍輔導，獲得技術研發及整合供應鏈上的協助。

● 102 年獲得經濟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憑證計
畫 (SBIV)」、經濟部工業局「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
畫 (CITD)」輔導資源。

●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3 年度「破殼而出企業」。

incubator.moeasmea.gov.tw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中小企業創新育成協調中心」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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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聲志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協調中心】

悅聲志業執行長陳冠宏與品牌執行總監陳

映宏兩兄弟非常熱愛音樂，在 102 年攜手創

業時，選擇投入與音樂相關的耳機市場。由

於耳機是已經發展幾十年的成熟產業，當時

很多人都不看好這對資金有限的年輕兄弟，

有機會在國內外品牌林立的耳機市場做出成

績。歷經兩年多努力，悅聲志業終於端出亮

眼績效。

悅聲志業以「調性」為主訴求，開發「調

性耳機」，並以「Chord&Major」為品牌，

鎖定具一定消費力且注重生活品味的小資世

代為目標客群，致力於發展個性化的產品；

並透過設計、包裝打造整體質感與品味，布

局耳機市場。除產品一上市便獲得消費者青

睞，也獲得國家級「金點設計獎」肯定，如

今更拓展海外，為臺灣耳機品牌攻占全球市

場，注入一股活水。

兄弟檔
   熱血創業
高質感設計帶領品牌打進全球市場

● 101 至 103 年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計畫與育成
中心的輔導下，赴香港參加香港貿發局秋季電子展，並爭
取免費攤位，降低企業參與國際展覽之成本。同時，協助
該企業參與展覽之買家 ( 如日本、新加坡、法國、香港等
地 ) 進行媒合交流，提升其對產品之瞭解，以及媒合香港
當地經銷商及百貨通路。

●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2 年「育成亮點企業」。

● 102 年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 12 屆「新創事業獎微型
企業組金質獎」，與經濟部工業局「金點設計獎」。

incubator.moeasmea.gov.tw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中小企業創新育成協調中心」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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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婦女創業飛雁計畫】

傳統市場總給人潮濕、悶熱、髒亂不堪的負

面形象，人員也缺乏團隊及服務概念，瀚朝物

流總經理蕭美萍以「食在當地，吃在地」的經

營理念，創辦瀚朝物流，從家庭主婦搖身變為

公司負責人，導入專業化系統，顛覆傳統市場

文化，開創食品物流業新商機。另外，該公司

推動打卡制出勤管理，建立人員的時間觀念，

革新推動市場文化，讓前輩瞠目結舌，紛紛跟

進上班制與「不喝酒、不賭博、不翹班」三不

文化，成功推展公司經營文化。

食安問題日漸重要，蕭美萍期許食材從產地

到餐桌的一貫作業供應鏈，以「服務第一，品

質實在，價錢公道，互利共榮」的精神，提

供完善服務。目前該公司已通過食品工廠認

證，順利導入「企業資源規劃 (ERP)」系統，

今年也導入 ISO22000 與「危害分析關鍵控制

(HACCP)」專業認證。未來，將朝多角化經營

管理，提高市場競爭力與占有率，開創物流業

的藍海市場。

顛覆傳統
   市場文化

開創食品物流新商機

● 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2 至 103 年「婦女創業飛雁計
畫」輔導服務，協助調整財務與憑證分類註記，為未來
上市櫃計畫準備。

● 受邀擔任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3年「婦女創業飛雁計畫」
交流會分享業師。

www.sysme.org.tw/woman/internet/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婦女創業飛雁計畫」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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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錡創意有限公司【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

鑫錡創意成立以創造優質商品並以臺灣原

創設計精神出發，包袋設計製作與販售為主

要營業項目，負責人段凱隆認為，好的多功

能包袋可以讓生活更有品質，且設計始終要

服務於人們的生活，因此以「life style」概

念創立公司。

鑫錡創意公司設計之包袋強調簡單、實

用，由「要創造屬於自己的經典款」之理念

著眼，每一款都具備多功能內袋，無論筆記

型電腦、手機、悠遊卡、水壺、充電器、證

件等都能各歸其所；除實用性外，其包袋也

要求品質，甚至找來了國際名牌包的代工

廠，要求每一個車縫線都不得歪斜。

101 年鑫錡創意發生原有商標 Lovebag 註

冊問題，經過「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

計畫」專家顧問群的協助，重新以新品牌

「Amore D+ 愛在生活 設計愛」出發，並利

用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完成實用商品來滿

足生活所需，發展出品牌的另一片天空。

好創意
帶來好設計

開創品牌另一片天空

● 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1 年「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
輔導計畫」輔導，提供完整診斷，並透過陪伴輔導機制，
協助該企業降低經營風險及成本。

micro.sme.gov.tw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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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誠蜂蜜有限公司【創業圓夢計畫】

來自高雄大崗山龍眼蜜產地重鎮，實踐大

學資管系畢業的陳政誠，畢業後選擇回到家

鄉傳承爸爸一生的辛苦結晶。這對年紀相差

46 歲的父子檔決定攜手打造自己的品牌。

但是，他們的創業一開始就面臨了困境， 

94 年天災頻傳、蜜蜂死亡，收成只有往年

的十分之一；隔年，務農的阿姨因農藥使用

過度導致病變過世，讓使陳政誠思考，有沒

有方法可以改變，走出困境。

99 年陳政誠成立了文誠蜂蜜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為龍眼花蜜、荔枝花蜜以及野花花

蜜，並運用改變包裝及品牌形象，使傳統蜂

蜜搖身一變成為高質感的伴手禮，不但有效

提升了銷售量，也成功將傳統農業轉型成

「文創農企業」。

父子檔
   圓夢計畫
傳統好味道也能帶來新幸福

● 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1 至 102 年「創業圓夢計畫」，
提供短中期陪伴輔導服務，顧問建議以「創新 x 創意」
企劃業務整合行銷為經營策略，結合口碑行銷，增加網
路曝光度，並與誠品咖啡合作推出「春蜜卡布」產品，
大獲好評；另結合高雄在地資源參與「臺灣好物 ‧ 小農
市集」展售會，開創品牌新契機及提升企業知名度。

●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2 年第 12 屆「新創事業獎」
微型企業組優質獎。

陳政誠與爸爸陳聰文合影

sme.moeasmea.gov.tw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創業圓夢計畫」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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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

嚮網科技創立於 89 年，是一群六年級生組成

的團隊，為國內第一家以社群流量推薦成功經營

導購之網路公司，並與國內外大型電商客戶，包

括 Yahoo、富邦 momo、特力屋及淘寶等合作。其

旗下經營之優仕網、愛逛街等網站以及部落格平

台「樂多日誌 roodo」，成功將社群流量轉化為推

薦導購經營，收錄商品數高，具市場競爭力。

嚮網科技董事長高儷玲表示，「優仕網」屬於

社群網站，是國內第一家開始收費的社群網站。

高儷玲認為現在需要的是「有貢獻的會員」，而

不是「會員數」。因此「優仕網」決定提早公告

收費決定，當時被許多網友砲轟，揚言要集體出

走，但高儷玲認為，網站若要持續經營，必須破

除網路資源免費的迷思，而收費是必經的過程。

嚮網科技陸續開發了許多網站，每一次都是一種

嘗試，例如「愛逛街」網站為集結知名購物網站

的商店導航，提供包括商品評價搜查、商品評價

搜尋、市場商品優惠訊息的購物服務；而今年也

併入「樂多日誌」開發部落格的經營平台。

瞄準
   網路市場

六年級生開發新社群

● 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投資服務辦公室提供募資輔導及
客製化媒合，成功減少案源與創投溝通成本及障礙，提
高媒合成功率。

● 102 年榮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
業實施方案」投資，透過創投公司引薦大型通路商及其
他通路作為合作夥伴，有效擴充服務通路。

www.issip.org.tw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資訊，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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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協衡設計有限公司【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Balance Wu Design Co.,Ltd 吳協衡設計有限公

司，是由吳協衡和楊以勤所創立的設計團隊。以

細小觀察當作出發點，運用天馬行空的路線作為

發想，內斂與專注為創造，以「在設計與生活之

間取得平衡」為目標。

吳協衡和楊以勤運用平板喇叭技術與紙漿材質

設計，突破傳統喇叭的空間侷限，呈現開透的圓

環造型，搭配平板喇叭共振原理，使聲音進行

360 度全方位的擴散。也使用環保再生紙漿，製

造上也利用模組化重複單一元件的設計，使產品

更環保。

「人們看到它第一個會問的問題是，這玩意兒是

什麼啊？」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揚聲器的商品

叫做 PULPOP，吳協衡和楊以勤從蘋果電腦使用再

生紙漿的包裝中找到了 PULPOP 的靈感。不過這個

環保的好點子在實現前，有個棘手的問題得先克

服：「聲音如何透過紙漿傳遞？」把產品設計成「空

心環」型是他們想出的解決方案，利用環形共振

原理，讓聲音透過在揚聲器的表面迴盪而集中起

來，居然展現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 PULPOP 的

外殼易於被生物自然分解，相較於市面上 75％的

家電用品最終走向垃圾掩埋場，PULPOP 可說是連

淘汰後的回收方式都考慮到的友善設計。

環境友善
        新設計

傳統產品也能有新樣貌

● 獲得經濟部工業局 100 至 101 年「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
發計畫」補助，協助導入新技術及科技美學，提升傳統
產品之附加價值。 

www.citd.moeaidb.gov.tw/CITDweb/Web/Default.aspx

政府加值

更多有關「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資訊，請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