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創業服務辦公室
104.03.31成立

│ 諮詢

│ 創業門診

│ 獎勵補助與融資

│ 臺北市潛力新創團隊輔導

│ 推薦申請創櫃

│ 海外補助

│ 國際創業週

服務項目

 已在臺北市創業的企業或個人

 有志於臺北市創業的企業或個人

 有意申請臺北市創業資源的企業或個人

服務對象



服務總覽

• 中央資源

• 臺北市創業資源

諮詢窗口

諮詢

• 創業門診

• 創業交流活動

• 創業團隊輔導

• 創業媒合活動

輔導

• 產業獎勵補助

• 青年創業貸款、

中小型企業融資

• 海外補助

資金

• 國際創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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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創業
我創業
創業中



創業台北網站

www.startup.taipei

Google：創業台北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1樓

北區工商服務科

諮詢窗口
整合中央及地方資源，提供創業的民眾諮詢

Email
teso@mail.taipei.gov.tw

電話

1999#1431、6498
現場諮詢



創業門診
創業內科：健全公司內部
會計科：境內外公司設立、財務問題、稅務問題、投資架構
商務法律科：商業糾紛、公司法及商事法、合約契約立定問題
公司法科：公司法制、股權結構、投資事宜、侵權事宜
智財科：專利申請、營業秘密設計、著作權、商標權
人才專科：包含人事管理、徵才技巧
創業外科：對外行銷、募資
市場行銷科、電商行銷科
中央資源科：營運計劃書撰寫輔導、中央政府資源申請建議
創櫃板科：櫃板介紹
外國人專科
外國人所開設的公司協助輔導營運相關問題
創業心法
創業心態調整、心理素質提升等諮詢
創業綜合科
還不了解到底要掛哪一科，就來掛創業綜合科吧!

一對一諮詢，每次30分鐘 (採線上報名)



臺北市潛力新創團隊輔導
Google：創業台北輔導團隊

參與資格
個案輔導
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新創團隊提出痛點，提供客製化
專業輔導，對症下藥輔助新創成長，每次輔導以2小時
為原則。如：資金募集、財務管理、行銷、法律方面。

團體輔導
針對有共同輔導需求的團隊，邀請頂尖業師進行
團體授課，傳授實戰經驗，現場讓團隊實際演練、
互相交流。

 已於臺北市完成公司或商業設立登記之新創團隊。
 已擁有產品、服務或功能之原型，及可驗證之商

業模式。
 曾獲得政府單位補助、入圍獲獎、受創業服務辦

公室門診顧問、育成單位等推薦之新創團隊。



創業媒合活動

 參與對象：參與臺北市潛力新創團隊輔導。

 入選資格：受輔導業師推薦。

創業服務辦公室已累積５年的輔導創業能量，多數受輔導團隊已脫離草創，進入拓展市場
的發展階段，對於資金、通路等需求更為迫切。



空間支持

• 目前北市府已正式營運15處創新產業基地

t.Hub 瓶蓋工廠

N24 明倫

新創基地 產業類別 聯繫資料

t.Hub
內科創新育成基地

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育
成加速、人才培育、
共同工作空間及自造實
驗空間

電話：02-2657-2799
信箱：service@t-
hubtaipei.com

N24台北方舟 區塊鏈、數位內容、金
融科技

電話：02-2651-6162
信箱：contact@chain.tw

台北製造所POPOP 
Taipei(瓶蓋工廠)

自造設計、會藝展演、
新創加速

電話：02-2785-9900
信箱
popoptaipei@gisgroup.com

D.Lab明倫設計新創基地 數位內容、設計產業 電話： 02-2371-5566



獎勵補助與融資

產業獎勵補助計畫
• 創業計畫：設立登記1年內提出，最高補助100萬

• 品牌、研發補助計畫：設立登記1年以上提出，
最高補助500萬

• 天使投資、創新育成補助計畫：最高補助300萬

融資貸款

• 青年創業融資貸款：放貸最高200萬，免利息。

 公司負責人年齡20~45歲並設籍臺北市滿１年以上

 3年內參加政府創業課程20小時以上

 公司未滿5年

• 中小企業融資貸款：最高放貸額度500萬，利息2.17%。

Google：臺北市產業獎勵補助網 Google：臺北市融資貸款申辦網



每年11月中旬
論壇 、 媒合會 、Meet Taipei國際展覽

歡迎大家參與

臺北國際創業週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臺北市補助
新創團隊海外參與創業計畫



申請資格

公司資格

 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或有限合夥法
於北市完成設立登記者，惟
※不含外國分公司。

 應於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五年（含）內
提出。

補助人員

 補助出國參與創業之人員以四人為補
助上限，團員須為公司、商業或有限
合夥之經營團隊或專職聘僱人員。

※105/5/1 (含)後設立登記的團隊



補助類別
國際性創業活動或創業競賽

包含創業資金媒合、新創團隊產品展示、創新創意模式發掘或協助新創團隊在其他國
家發展等不同形式，並有三個國家以上的新創團隊參與之創業活動或創業競賽。

實際進駐位於海外之創業加速器或育成中心

實際取得國外加速器、育成中心進駐資格。

參與海外創業加速器或育成中心提供之培訓課程或相關訓練

必須為海外育成中心、加速器開設之課程。



補助內容
申請金額

 每案最高申請金額新臺幣50萬元
 各申請單位每年以申請1次為限

補助經費科目

 機票、門票、攤位費、學費、進駐費

機票補助金額上限
補助案每位團員機票補助原則以往返1次為限
去程及返程應搭乘往返二地直接或最短航程班機之經濟艙座艙，不包含豪華經濟座艙，如須轉機，
其等候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補助金額上限如下，應實報實銷

北美東、中美洲區：新臺幣65,000元/人 東亞、東南亞區：新臺幣20,000元/人

北美西區：新臺幣55,000元/人 南亞、中亞、西亞、大洋洲區：新臺幣45,000元/人

南美洲區：新臺幣80,000元/人 歐、非洲區：新臺幣70,000元/人



受理流程

• 團隊回傳執行照片
• 核銷申請

• 排入審查會議
• 英文簡報審查
• 寄送審查結果函文

受理
• 資格符合、文件備齊
• 申請案正式受理
• 書面資格審查

審查 執行

申請受理期間：110年3月31日至4月30日止(郵戳為憑、親送請事先email告知前來送件)

補助期間：110年6月25日至12月10日止

申請表單下載：創業台北網站→海外補助→下載專區



審查項目
(一)新創團隊競爭力

• 產品或商業模式創新程度—10分

• 國際市場可行性—10分

• 市場規劃完整性—8分

• 新創團隊投資價值—7分

• 團隊組成—5分

(二)團員競爭力

• 英文簡報能力及表達能力—10分

• 專案執行力—10分

(三)出國計畫完整度

• 提報所參與活動、競賽、課程或進駐創業加速器或
育成中心之適切性—10分

• 出國計畫目的與預期效益—10分

• 出國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10分

(四)佐證事項

• 已取得產業局公告認可之創業加速器、育成中心所提供之
進駐或培訓資格，或經其他認證、競賽、篩選等方式獲得
參與創業活動或競賽之機會者—3分

• 於全國或國際性創新創業競賽有傑出表現或其他足資證明
專業造詣之經歷—3分

• 回饋事項有助於提昇本府形象—2分

• 曾參與產業局創業相關補助計畫及課程且表現優異—2分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之備案活動1項：列入評審評分加分項目(最多加2分)。



本(110)年度已核定之補助案，因應 COVID-19影響之彈性處理原則

序 放寬樣態 彈性處理原則

1 主辦單位取消活動 • 變更為備案活動，不限實體、虛擬、國內
國際型活動

• 參與線上虛擬展覽活動、國內國際型活動
所需費用(門票、攤位費)之原始憑證，補助
金額係檢具之原始憑證按原核定補助比例
予以核算。

2 舉辦地點列為疫情警示二級以上國家或地區

3
舉辦地點列為疫情警示二級以上之國家或地區，
主辦單位改線上虛擬形式

4 原申請活動地點列為旅遊警示二級以上國家或地區

• 提出申請時，請公司審慎評估該活動舉辦情況及後續確實執行該補助活動

• 如非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放棄補助，產業局將記1點，記點滿2點者，產業局將對該公司停止受理補助1~3年

備註：「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係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公布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等級及日期為主。

國內國際型展會定義：內容為創業資金媒合、新創團隊、產品展示、創新創意模式發掘或協助新創團隊在
其他國家發展等不同形式，並有３個國家以上的新創團隊參與之創業活動



請注意出國時間
去程以機票上的日期
回程以抵達臺灣的日期

用印公司大小章(與公司登記章相同)
申請書下方日期請填寫送件日期

申請填寫說明



團隊營運計畫書以6頁為限
採中文撰寫
內文：標楷體12號字、單行間距
各項標題採標楷體12號字加粗



出國計劃書計畫書以6頁為限
採中文撰寫
內文：標楷體12號字、單行間距
各項標題採標楷體12號字加粗

團員職稱請填寫與申請書上相同

必填1備案活動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地點／形式：



僅需填寫機票、門票、進駐費、
攤位費、學費，上述經費科目如
超過申請金額上限50萬，請將
餘款列為公司自籌款。

※團員的食宿、交通費等不必填寫

門票、進駐費、攤位費、學費，
以上費用請提供估價金額的依據。

如：擷取官網上的售票金額

機票限購買經濟座艙
※豪華經濟艙或補差價、信用卡里
程數換升等座艙等情形皆不認列
補助

匯率以出國前一工作日臺灣
銀行即期匯率為依據

※申請階段請依據公司填寫表單日
為主，並附上截圖臺灣銀行匯率
頁面。如換算匯率後所得之金額
含小數點，則採無條件捨去

補助計畫經費分攤
如未超過申請金額上限50萬全數
由北市府產業局認列，如補助經
費科目有超過才需列公司自籌款



申請應備文件

申請文件(申請書、營運、出國計畫書、經費支出明細表)
臺北市公司設立登記核准函文影本
設立登記表影本
出國團員勞保證明(最近一期繳費紀錄)
已取得進駐國際加速器or育成中心培訓資格、創業活動參與資格，如email收
到邀請函、購買攤位/入場門票等

曾參與臺北市產業局創業活動、補助或課程表現優異，於國內外獲獎或足資證
明專業造詣之經歷。

※提供影本文件請標示「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申請文件檢核表

最後一步即將完成!
 申請書
 團隊營運計畫書
 團隊出國計畫書
 經費支出明細表(申請用)
 公司證明文件(核准函文、設立登記表、勞保證明)
 其他佐證資料

上述文件請於核章處用印公司大小章，
影本文件請標註【與正本相符】



應注意配合事項

計畫變更

通過補助後，如遇展會取消、變更展出形式、出國日期、團員異動，請於出發/活動舉辦前20
日提出變更申請

變更須符合原補助目的，得酌以調整原補助金額，海外線上展出、國內舉辦之國際性創業活動
或創業競賽，補助金額原則以參與線上展覽展出、國內國際型活動所需費用(門票、攤位費)按
原核定補助比例予以核算。

執行期間回傳

影像紀錄：參與活動或培訓課程之清晰場景照片，每張照片需搭配說明文字至少30字

 800字心得：天數如超過15日者，每滿30日須回傳1篇至少800字心得(未滿30日者以30日計算)

如參與線上虛擬活動須提供活動網址

回國後

請款作業：補助案執行結束次日起算30日內提交，11月21日後執行之補助案請於12月20日前
繳交

參與本計畫相關成果發表會

配合產業局追蹤輔導調查

配合產業局進行經驗分享交流



重要資訊
申請受理期間：110年3月31日至4月30日止(郵戳為憑)

補助期間：110年6月25日至12月10日止

申請表單下載：創業台北網站→海外補助→下載專區

收件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樓北區工商服務科創業服務辦公室

海外補助申請-林詩婷收 02-2720-8889#6498

寄出紙本資料並同時將所有申請資料email至marylin@i2i.com.tw

如有任何問題請電洽02-2720-8889#6498、4542

紙本 電子
文件

完成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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