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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局推動重點方向

創業資源整合青年公共參與青年職涯發展青年多元培訓 青創深化輔導

1. 規劃青年培力課
程及訓練

2. 推動城市青年交
流、青年體驗與
學習

1. 活絡高雄創新創
業生態圈

2. 整合高雄大專院
校與其他創育機
構

3. 研擬幸福高雄移
居津貼2.0

4. 大專院校工讀實
習

1. 推動青年公共、
政策參與

2. 大專院校志工
參與

1. 專業導師輔導
制度

2. 青創基地營運
管理

3. 舉辦青年社群
交流、國際論
壇與創業競賽

1. 建構創業投資媒合
平台

2. 青創資金投資

3. 青創事業補助

4. 青年創業貸款



青年多元培訓推動作法

開設入門知識課程 新創公司參訪見習 青年達人講座

✓ 辦理系列課程包含一對一職涯
諮詢、輔導撰寫計畫書及申請
創業相關補助或貸款，並開設
創業前的入門知識課程。

✓ 與本市各大企業合作辦理「企
業參訪活動」，青年可實地走
訪企業內部，親身體驗工作環
境，可作為就業選擇的參考。

✓ 邀請各領域優秀的產業達人分
享多年的職涯心得及成功策略，
使青年了解最新的產業趨勢及
業界需求。

暑期職場體驗計畫

✓ 就讀本市大專院校或戶籍設在
本市18-25歲青年，至本局媒
合之在地企業體驗暑期實習，
藉由實作方式累積實務經驗。

青年資源彙整 國際體驗學習

✓ 舉辦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國內
外產業參訪實習計畫、國際青
年創業工作坊、青創產業體驗
活動或外語商業會話研習營等。

✓ 彙整市府各局處資源，提供補助
或諮詢等資源彙集成冊，解決青
年出國的各種疑難雜症，增加高
雄青年出國學習與體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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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多元培訓推動作法-國際交流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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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青年與國際市場接軌：建立產業國際化專業諮詢窗口，辦理國際青年創業及就業相關座談

會或活動，建立資訊交流平台，提升高雄青創產業國際能見度與前瞻性。

• 擬定「青創事業國際交流獎補助辦法」，獎補助獲邀國際時裝週、電子科技展等展參展者，或

入選國際級產業競賽等青年，赴海外進行產品發表及各類交流競賽活動，厚實青年「立足高雄，

放眼天下」國際競爭力。

青年創業接軌國際
諮詢窗口 交流平台 出國補助



青年公共參與推動作法

• 有效利用社群媒介，如Line、FB、
IG、YouTube等多元互動參與管
道，促進青年參與公共議題，廣
泛與青年進行交流，以深入瞭解
青年想法。

• 透過社群媒介了解民意、蒐集各
方多元意見想法，並加以分析、
統計回應。以制定符合公共利益
的政策、強化青年公共政策參與。

• 規劃定期或不定期之高雄特色活動，
提供青年擁有專業與興趣之交流舞
台，提升青少年的社交與學習經驗。

• 例如首屆「南區高中職聯合舞展」，
匯聚來自屏東、高雄、台南三個地
區 18 所高中職青少年，提供學生
一個展現自己長才與交流的舞台。

廣泛應用
社群媒介

建構雙向
互動平台

• 蒐集整合青年於FB粉絲專頁及網路
問卷表單回饋之意見，再以實體論
壇理性思辨方式，舉辦青年政策座
談會。

• 邀集產、官、學、專家顧問共同參
與，回應青年提出社會問題的解決
策略與方案，讓公共政策持續滾動
立法與時俱進，同時增進青年的公
民素養。

增進社交
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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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大專
院校志工

• 本局將介接彙整各局處、NGO
網路平台，提供在地青年參與
國際志願服務更為便捷之管道。

• 介接平台除了協助媒合需求單
位及青年志工之外，亦輔以結
合民間資源平台，以建置長期
重點認養點及合作關係。



創業資源整合推動作法(1/5)

成立青年創業發展基金

• 市府編列3億預算
• 民間5筆主動指定用途捐贈，合計2,467.7萬。

青創發展基金用途：

青創基地營運 創業育成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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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事業跟投 青創貸款及補助

• 間接：跟投本市潛力青創事
業，發揮乘數效果。

• 青創貸款利息補助
• 新創公司培育補助(取得優先認
股權)

• 公辦共創空間租金補助

• 軟硬體營運、輔導、活動費用 • 輔導協助高雄青年相關業務



創業資源整合推動作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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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事業補助跟投本市潛力青創事業

青創基金
投資審議委員

委託專業顧問初審

評估是否跟投

已獲得天使投資之個案

• 本局提供創業基金以跟投方式，
落實新創產業在地化與特色化。

• 研擬『青年創業補助辦法』，協
助具發展潛力之青創事業、本局
認可之創業團隊。

曾獲得國際創新設計比
賽前3名之新創團隊

獲得經濟部多項專利之
新創團隊

大專院校或民間創育輔
導機構兩家以上推薦之
新創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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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青年創業貸款業務

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人需設籍本市3個月
以上，20-45歲以下。

3年內曾參與創業輔導相關課程達20小時以
上者。

貸款額度最高200萬元，貸款期限最高7年
(含本金寬限期最長一年)，利息補助最長3
年。

公司設立於高雄市，登記未滿5年，實收
資本額未達1000萬元之公司或商業。



民間
資金

市府
資金

創業資源整合推動作法-創業基金 (3/5)
百億青創基金
資金來源

創投事業

或私募基金

(ex.台灣創速基金3億元、

穀神星資本10億元)

天使投資人

或機構

(ex.識富天使會、

工研院新創協會)
民間企業

(ex.台中廠商12億元)

公務預算撥入

(ex.目前暫編列3億元)

捐贈收入

(ex.109 預 算 編 列

3600萬元，目前已

收 5 筆 捐 贈 ， 約

2467.7萬元)

投資(處分)

收入

(ex.續回流基

金，永續循環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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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貸款

(ex.提供7.5億元貸款

總額度，並補貼貸款

利息3年。)



創業資源整合推動作法-六都創業貸款比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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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高雄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貸款額度

最高200萬元，僅能申請

1次(已清償貸款可再申請

1次，累積不得超過400

萬元)

每次200萬元

(經產業局認可獲獎申請

人可提高至300萬元)，

最多2次

最高200萬元

(僅能申請1次)

1、創業準備金100萬元

~250萬元

2、營運週轉金及廠設購

置金200萬元~500萬元

1、最高200萬元

(可分次申請)

2、如具創新創意，最高

300萬元

3、創業準備金最高100萬

元(不得分次申請)

最高100萬元

(僅能申請1次)

貸款利率
(郵局2年期定
儲機動加碼)

目前規劃：除台北市外，

低於其他縣市政府

加碼0.555%

(目前1.65%)

加碼1.2%

(目前2.295%)

加碼1.45%

(目前2.545%)

加碼1.375%

(目前2.47%)

加碼1.45%

(目前2.545%)

利息補助

補助以3年(36個月)為限，

再次申貸不再補助

貸款期間利息全額補助 視年度預算提供

(目前為前2年全額補助，

第3-4年補助4成，第5年

補助2成利息)

補助以24個月為限，申請

利息補助之貸款金額以

300萬元為上限

補助以24個月為限，申請

利息補助之貸款金額以

100萬元為上限
無

貸款期限

最高7年(含本金寬限期最

長1年)

無擔保最高5年、擔保最

高7年(均含本金寬限期最

長3年)

最高5年(含本金寬限期

最長1年)

最高5年(含本金寬限期最，

長1年)

最高5年(含本金寬限期最長

1年)

最高5年(含本金

寬限期最，長1

年)

保證人

1. 無徵提擔保品。

2. 申請營運週轉金者，應

徵提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

責人為連帶保證人，得視

申請案件情況加徵具資力

之連帶保證人

視情況徵提 由公司申請者，其負

責人為連帶保證人

貸款企業之負責人為連帶

保證人，得加徵其他保證

人

視情況徵提 貸款人為中小

企業公司，負

責人為連帶保

證人



創業資源整合推動作法-青創課程認列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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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辦單位：

大專以上院校

政府自辦、委辦

主管機關認可之單位

2. 課程內容：

實體或虛擬課程或講座

青創輔導課程
20小時

大專院校

文藻大學/和春技術學院/
高科大/高雄醫學大學/高
雄餐旅大學/樹德科大/高
雄市立空中大學/義守大
學/高雄大學/中山大學

民間機構

高雄好課/高雄市青年創
業協會/亞堤教育/創業閣
樓/創業台槓/中華民國創
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青
創總會/工研院創新協會

政府機構
網路課程

經濟部中小企業網路大
學校

KO-IN智高點/Mzone大
港自造特區/駁二共創基
地/數位內容創意中心

創業育成
創新技術
科技趨勢
經濟情勢
產業環境

經營管理
財稅管理
人資管理
行銷企劃
法律新知

產品設計
商業模式
資金募集
專利申請

備註：以上為舉例，認可單位不限於以上機構



青創深化輔導推動作法

專業導師
輔導制度

• 規劃針對不同產業類別提供堅強輔導資源，並整
合大專院校與民間機構專家資料庫，引入專業輔
導諮詢制度，組成青年導師顧問團隊。

基地營運
招商進駐

• 掌握青創團隊產業類別與實際需求，運用市府公
辦共創空間(世運、數創、M.ZONE、KO-IN..等)之資源，
協助青創團隊進駐適宜之場地。

社群交流
論壇競賽

• 創新交流聚會：邀請技術先驅、創業成功者等分享營
運經驗與產業新知。

• 國際趨勢論壇：探討國際新創生態趨勢、科技發展。
• 青年創業競賽：產官學研合作，推薦知名創投業界專

家及天使投資人擔任評審委員，邀請企業出題，由新
創團隊提供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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