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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年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林宣政執行長     貢獻度：20％ 

參與提案人：吳欣珮副局長     貢獻度：15％ 

            莊玫紅主任       貢獻度：15％ 

            詹佳芬聘用研究員 貢獻度：20％ 

      許健輝股長       貢獻度：10％ 

            石子翎聘用技術員 貢獻度：10％ 

            黃伊筠聘用研究員 貢獻度：10％ 

提案範圍 

（一）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

策等之改進革新事項。 

（八）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如:促進性

別平等、高齡化社會之因應措施、工作環境、節能減碳、

開源節流…等）。 

提案名稱 打造友善社會企業發展環境－以產業局之輔導與創新措施為例 

提案緣起 

一、市長施政白皮書重要政策 

推動社會企業於本市發展，打造本市成為最友善的城

市，為市長市政白書內包括103項、107項、188項、189項、

190項、191項等多項施政項目，其中本局負責以提供資金、

空間、技術、和各種獎勵，協助以社會企業的模式並鼓勵有

志青年創業圓夢，發揮專業職能，以社會企業來實現自我等。 

二、推動「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 

本局為落實市政白書之相關施政措施，自104年度起，提

出「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並以推廣倡議、輔導育

成、資源媒合等三大項工作項目進行推廣，截至106年6月，

輔導30家社會企業，另與外部相關領域單位合作辦理各各項

講座、論壇與交流活動，共24場次，計1,142人次參與。 

三、全國首創跨機關合作之社會企業輔導資源 

    本局除辦理「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外，另為

提供社會企業完善之各項輔導資源，提供包括空間支持共 12

家進駐本局督導營運之新創基地，提供獎勵補助計 17家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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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 萬元，共同推動 B 型企業城市共好競賽，協助社會企

業平台如社企流週年論壇活動等，營造多元豐富之產業生態

環境，另更重要的是經與外部單位合作，提出全國首創，由

本局與信保基金及國泰世華銀行合作推出「臺北市社會企業

低利專案融資」，提供目前全國最低利之優惠政策貸款，協助

社會企業取得所需資金，以導引企業朝向開拓更多社會效益

之社會企業營運型態外，亦突破不同單位間之規範與作業程

序，成功結合跨機關間之業務優勢與功能，創造最優質之輔

助資源，且本局與外部合作單位之間未額外另編列預算辦理

本項措施。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充分瞭解社會企業之需求 

本局自 104 年推動社會企業輔導計畫，於計畫執行過程

所，所瞭解到社會企業主要面臨的主要包括如下： 

(一)民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不足。 

(二)缺之商業營運與財會能力。 

(三)市場與行銷管道較為不足。 

(四)資金取得不宜。 

(五)缺乏產業支援包括人才培育與創新研發等。 

    因此本局為規劃相關輔導措施與資源時，針對上述社會

企業所面臨之挑戰與問題，逐步提出適切之應因措施，說明

如下： 

(一)推廣與交流：104 年迄今已辦理 19 場次，共計 839 人次

參與，實際參訪小旅行共 4 場次，共 143 人次參與，國

際論壇 1 場次，共 160 人次參與，總計達 1,142 人次參

與，有效向社會大眾推廣社會企業，進而瞭解與支持，

提升民眾對社會企業之認知。 

(二)陪伴式輔育：104 年迄今已遴選共計 30 家社會企業接受

本局社企輔育措施，提供每家至少 10次，期間長達三至

五個月之客製化陪伴式輔導，強化社企之商業模式與財

務能力，以建立永續經營之基礎。 

(三)資源媒合：104年迄今總計辦理 3場次產業資源與商機媒

合會，協助社企拓展市場與強化行銷通路，總計協助共

21家次，計 49案，產值達 3,113萬。 

(四)資金協助：本局辦理中小企業融資貸款、青年創業貸款，

提供設立於本市之中小企業申請，其中 104 年迄今已協

助 10家取得 880萬元資金；另本局辦理產業獎勵補助，

提供相關補貼、品牌、研發、育成及創業補助，104 年

迄今總計 17家社企獲補助達 2,361萬元。 

(五)教育課程：本局辦理中小企業知識學苑，自 104 年起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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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辦理與社企相關之人才培育課程總計達 5 班次，共  

359 人次受訓，提升相關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與培育社

企創新思維。 

 

二、多元且完善之輔導措施 

   本局輔導措施除上述各項包括針對社會企業發展之問題

提出適切之輔導措施外，另在硬體空間部分，本局督導營運

之創業空間包括「臺北創新實室 Taipei CoSpace」 、「臺北

創新中心 CIT」及「新富町市場」，提供新創企業進駐，其中

屬社會企業部分，104 年迄今總計 12 家新創社會企業進駐，

提供營運空間及相關育成輔導。 

另為強化擴大產業面之影響力，與社企相關之民間平台

與社團合作推廣相關活動，包括支持社企流於 105 年與 106

年「社企流週年論壇」活動；與 B 型企業協會合作辦理 106

年「Best for Taipei城市共好」之活動；與國際扶論社合作

辦理 105年、106年之「社企相扶，輪轉台灣」活動，協助社

企媒合相關企業資源。104年與台灣公平貿易推廣協會合作辦

理「臺北公平貿易城市推廣」系列活動等等，有效串連民間

產業網絡，積極建構更完美之社企發展環境。 

 

三、與本府相關局處之合作 

    本局辦理社會企業推廣交流講座活動，其中主題與協助

弱勢就業議題相關時，均於本府勞動局辦理之社企大樓(身障

大樓)舉行，透過講座交流會方式，讓更多人瞭解本府於推動

弱勢就業之輔導成果。另本局辦理資源媒合會活動時，邀請

本府社會局共同參與，以積極協助運用社會企業模式執行社

會福利措施之目的。另包括動物保護相關議題之合作，亦協

助媒合本局所屬動保處及農業相關議題與本局農業發展科

等，以達到運用社會企業提供各項社會公共服務之效益。 

 

四、全國首創跨單位合作推動「臺北市社會企業低利優惠融資專

案」 

社會企業最主要的困境之一係資金取得因難，係由於社

會企業非追求獲利最大化，而係將合理的利潤回歸到企業營

運或轉投入公益使用等，因此在財務方面不易獲得高評價，

因此為解決此一困境，由本局與國泰世華銀行及信保基金合

作辦理全國首創之低利專案政策貸款「臺北市社會企業優惠

融資專案」，提供經本局輔導完成之社會企業，且獲得信保基

金之直接保證承諾函，即可向國泰世華銀行申請低利融資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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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本措施最大特色在於，在各機關原有執行之業務範圍

內，突破原各單位之業務規範，經由跨單位之協調合作，以

不另編列或增加預算之方式，成功結合各單位之功能，由本

局負責輔導育成，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強化，最後由國泰世

華銀行提供貸款資金，達成跨單位合作之創新措施，共同推

出全國首創專供社會企業之優惠貸款；其中本局針對所輔導

之社會企業提供推薦函，信保基金由直接保證業務審查後函

給予承諾函，社會企業經取得本局與信保基金之推薦與承諾

文件後，即可向國泰世華銀行申請全國最低率(1.65%)之優惠

貸款，以協助社會企獲取所資金。本局另訂定本專案之實施

計畫如附件一。國泰世華銀行亦訂定專案計畫配合推動詳如

附件二。 

 

五、充分運用跨機關單位合作，降低所需預算成本 

本專案計畫除「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以每年

編列 270 萬元預算執行外，無其他專屬社會企業輔導之額外

預算；其中更如「臺北市社會企業低利優惠融資專案」，係透

過與外部跨單位（國泰世華銀行、信保基金）之合作方式，

由國泰世華銀行提供專款資金（一億元）、信保基金提供八成

以上之信用保證及優惠之手續費減免，本局則運用現有之社

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相關人力與經費，無額外增加人力與預

算，即可推動本項創業措施。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一、空間支持 

   目前進駐於本局督導營運之新創空間內，共計 12 家社會

企業。 

二、推廣、倡議與培育人才 

   自 104年起本局辦理各項講座、論壇與參訪共計 24場次，

計 1,142人次參與。另 106年度協助推動「Best for Taipei

企業挑戰賽活動，自 4月份起跑，截至 6月已逾 20家企業參

賽，共同追求對台北最好的企業。另 104 年起迄今，辦理與

社企相關之人才培育課程總計達 5班次，共  359 人次受訓，

提升相關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與培育社企創新思維。 

三、資源與商機媒合 

   自 104 年度辦理商機與資源媒合活動，共協助 21 家次，

計 49案，產值達 3,11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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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陪伴式輔導育成 

   由本局成立團家顧問輔導團，針對每年遴選出之 10 家社

會企業，提供客製化之陪伴式輔導，自 104 年起，截至 106

年 6月，總計輔導 30家社會企業。 

五、資金取得 

   本局辦理有青創融資款、中小企業貸款，104年起截至 106

年 5月底，總計 10家社會企業獲得 880萬元協助。另全國首

創之「臺北市社會企業低利優惠融資專案」，於 106年 7月開

辦，首月預計協助 3家社會企業，初估可獲得 1,600萬資金。

另產業獎勵補助 104年迄今總計 17家社企獲補助達 2,361萬

元。 

六、整體輔導成效 

    本局整體各項社會企業輔導措施及結合外部單位與資源

之協力輔助支持，包括輔導、資金獎補、空間支持、平台推

廣、產業媒合等等各項針對公司型社會企業之協助，自 104

年起，截至 106年 6月底止，共計協助 62家社會企業，占全

國社會企業總數(依經濟部商業司查詢統計共 125 家)達

49.6%。 

相關附件 

附件 1：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推薦社會企業申請專案低利貸款

實施計畫。 

附件２：國泰世華銀行「社會企業」優惠融資專案辦法。 

聯絡窗口 

姓名：林宣政 

電話：27256619 

Email：ea-41206@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不超過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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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推薦社會企業申請專案低利貸款實施計畫 

壹、依據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6年6月7日北市產業科字第 10632103100號函

辦理。 

貳、目的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下稱本局)為協助「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

務計畫」所輔導之社會企業，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及財團法人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共同合作，提供經本局輔導並獲推薦函之社會企業，取得

所需之營運資金，以積極拓展運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之效益，持續

發揮社會影響力，打造本市成為社會企業最友善的發展環境。 

參、實施對象 

    (一)符合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所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並獲遴

選參與本局「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之陪伴式輔育方案，

且完成各項輔導作業之社會企業，得申請參與本計畫。 

    (二)參與本計畫之社會企業，應同步申請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

金(下稱信保基金)之直接保證。 

肆、執行方式 

    (一)自 103年度起，經遴選並獲參與本局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陪伴

式輔育方案之社會企業，經向本局提出申請並審核通過者，得獲本

局推薦函(格式詳附表二)；另應同步申請信保基金之直接保證，並

取得承諾函(格式依信保基金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之社會企業貸款，係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社會企業優惠融資

專案提供，經取得本局推薦函及信保基金承諾函之社會企業，可逕

向國泰世華銀行忠孝分行申辦。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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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與本計畫之社會企業，向國泰世華銀行申請優惠貸款前，應已完

成取得本局推薦函及信保基金承諾函後始得申請該貸款。 

    (二)申請本計畫之社會企業，應檢附本計畫所定之相關表格與資料備齊

後，向本局提出申請，並應遵循本計畫所定之各項申請流程與作業，

相關內容詳參附件。 

    (三)本計畫相關融資條件(如額度、利率、寬限期、相關費用)，依國泰

世華銀行社會企業優惠融資專案及信保基金相關條件與規定辦理。 

    (四)經申獲社會企業優惠貸款，於貸款期間應接受本局、國泰世華銀行

及信保基金不定期之查核。 

陸、本實施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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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申請流程與表格 
一、申請流程 

作業流程 說  明 
作業 
期限 

 ˙應為本局「臺北市

社會企業推廣服務

計畫」之陪伴式輔

育方案所輔導完成

之社會企業，始得

提出申請。 

˙依本計畫及信保基

金所定表格並備妥

相關文件後提出申

請。 

˙不符合資格之廠商

通知未獲推薦。 

 

 

˙由本局「臺北市社

會企業推廣服務計

畫」之社企專家輔

導及顧問團隊與本

局成員至申請單位

進行訪察並提出訪

視評估報告。 

 

˙依社會企業所提社

會影響力營運計畫

及訪視評估報告，

綜合評判後，作成

審查結果。 

˙通知申請廠商推薦

函副知國泰銀與信

保基金。 

˙獲推薦函與承諾函

之社企，得至國泰

世華銀行申請優惠

貸款。 

 

˙0.5日 

 

 

 

 

 

 

 

˙2.5日 

 

 

 

 

˙6日 

 

 

 

 

 

 

˙4日 

 

 

 

 

˙1日 

註:總計約 14工作日(不含假日) 

通知未

符資格 

產業發展局推

薦函 

 

資格審查 

 

不符合 

 

社會企業提出申請 

訪視小組 

 

實地訪察並提出

訪視報告 

審查與評估 

符合 

 

通過 

 

未通過 

 

通知未

獲推薦 

產業發展局收理 

申請推薦 

信保基金收理 

申請直接保證 

審查與訪視 

直接保證 

承諾函 

 

審查與評估 

未獲

承諾 通過 

 

未通過 

 

國泰世華銀行忠孝分行

申請優惠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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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表格： 

  附表一 

單位名稱  
受本局

輔導之

年度 

 

英文名稱  

通訊地址 ☐☐☐-☐☐ 

負 責 人  電 話  E-mail  

聯 絡 人  電 話  E-mail  

成 立 日 期 統一編號 資本額 營業額 員工雇用人數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組織型態 公司：□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商號  

社會影響力營運計畫 

經營現況 
請說明公司願景、使命、長程規劃，及產品或服務內容、主要用途/功能/特點

/售價等，以及所欲解決之社會問題或實踐之社會目的(創業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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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請檢附下列資料 

1.公司執照或公司登記證明書、營利事業登記證、法人社團設立登記證（製造業請

加附工廠登記證）。 

2.其他事蹟證明相關文件電子檔（如相關認證、專利或獎項紀錄等證明文件）若無

則免。 

 

 

以上各項資料暨檢附之附件均按實填列 

 

此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申 請 人              （簽名及蓋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營運分析 

1.請說明公司營運模式(解決社會問題之商業模式)，包含目標市場、產品或服

務之相關策略、銷售方式、競競優勢，如何擴大社會影響力或社會效益之作

法。 

2.請說明未來三年市場潛力及社會影響力展望 

簡易償貸

與資金運

用 計 畫 

1.請提出預估損益表 

2.請說明貸款還款來源、債務履行方法及預計貸款實質提升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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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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