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
「補助創新研發」與「輔導精實創業」提案說明會簡章
壹、目的
本次說明會的目的主要為以延續原住民族知識為根基，積極鼓勵原住民
族企業精進核心能量，提升技術能力，增加商品的附加價值，協助原住民族
企業技術創新或服務創新，以創造競爭優勢；且另為延續前期原住民族產業
示範區政策效益，亦針對產業示範區計畫輔導成立之產業聯盟，鼓勵朝向以
公司型態永續經營，以使其組織健全發展，穩定在地產業結構；除上述目的
外，
「輔導精實創業」也是說明會目的之一，
「投資未來‧榮耀返鄉！」是「原
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輔導精實創業」之口號。藉由本會的創業補助金
的投資，加速族人縮短創業歷程，並透過輔導訓練等知識流、資訊流及投資
之金流激盪出商業、文化、創意間撞擊的各種想像與可能性，創造一條族人
回家的路。
為鼓勵有志投入原住民族產業之原住民個人，以及協助合法立案之原住
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踴躍申請 108 年度「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
，爰
分區辦理「補助創新研發」與「輔導精實創業」計畫申請作業說明會，以宣
達計畫願景並說明申請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另辦理創新創意構想書撰寫課程，針對欲申請「輔導精實創業」之族人
協助創業者依照構想書架構，能更有系統及脈絡的思考創業動機、目的、待
解決之問題、產業競爭力等，並透過相關理論工具將未來的創業藍圖更清楚
具體的描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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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邀請參加對象
一、【補助創新研發】
1. 依公司法設立登記的原住民族企業。
2. 本會前期輔導之產業示範區計畫所成立之產業聯盟。
二、【輔導精實創業】
1. 年滿 20 歲有志投入原住民族產業，且尚未辦理公司登記之原住民；
或由 2 位以上國民共同組成之團隊（團隊負責人為原住民，成立
公司後，原住民股東之股份須達 80%）。
2. 開展全新事業之既有公司行號負責人，且負責人為原住民，惟需
於申請時揭露原經營事業資訊，新事業與原有事業需有明顯不
同。
3. 曾受過「99-102 年度臺灣原住民族創業育成中心計畫」輔導之原
住民族業者、曾經通過歷年「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
及「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輔導精實創業」之決選審查會議
獲得創業補助金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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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時間及地點：
場次

活動時間

地點

臺東創客園區 TTMAKER 原創基地創業
第1場
107 年 10 月 29 日(一)
團隊工作區
【臺東場】
14：00～16：00
(台東市鐡花路 82 號)

第2場
107 年 11 月 01 日(四)
【屏東場】
15：00～17：00

屏東縣政府勞工處 3 樓 306 會議室
(屏東市自由路 17 號)

107 年 11 月 02 日(五) 桃園市婦女館 3 樓 303 會議室
第3場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桃園場】
10：00～12：00

第4場
107 年 11 月 02 日(五) 原住民族委員會 14 樓大型會議室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新北場】
14：00～16：00

第5場
107 年 11 月 05 日(一) 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5 樓會議室
(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花蓮場】
14：00～16：00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高雄服務處
第6場
107 年 11 月 07 日(三)
16 樓第 4 教室
【高雄場】
10：00～12：00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32 號 16 樓)

台中市東區勞工服務中心後棟 2 樓簡
第7場
107 年 11 月 07 日(三)
報室
【台中場】
14：00～16：00
(台中市東區仁和路 36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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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導精實創業計畫諮詢服務暨由下而上說明會
一、 巡迴諮詢服務
1. 為強化族人創新創意構想書之撰寫技巧，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將舉辦
三場巡迴諮詢駐點服務服務地方部落，由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團
隊深入部落與族人直接面對面教學與諮詢。
2. 計畫巡迴諮詢服務無需報名，請有需求之族人根據規劃時間前來指定地點
即可。
3. 為使族人更能理解精實創業的實績，本次特地選定台東與花蓮之場地是為
過去成功團隊營業場域，促進新創業者與過去團隊雙方交流。其規劃時間
及地點如下表：
日期

時間

11/27(二)

14:00～16:00

地點
臺東-薩哩咖咖居食屋 (第三屆團隊)
臺東市中興路三段 139 號

11/28(三)

13:00～15:00

花蓮-原醉酒餐館 (第一屆團隊)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 73 號

11/29(四)

14:00～16:00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街 50 巷 7 號

二、 計畫說明會三場由下而上選取機制
11 月 13 日、14 日及 15 日將規劃辦理由下而上的計畫說明會，有意辦理
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可向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提出申請，
且須說明保證參與人數及辦理地點，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審查後核定即可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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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及活動資訊官網
一、 說明會相關資料請自行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的最新消息下載，網
址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E93DA6B5E21
30657
二、 各場次報名截止日期如下：
場次

報名截止日

10/29 台東場、11/1 屏東場

107 年 10 月 26 日

11/2 桃園場、11/2 新北場
11/5 花蓮場、11/7 高雄場

107 年 10 月 31 日

11/7 台中場
三、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網址：goo.gl/GwrQVw

 E-Mail ：apc@cpc.tw stu@cpc.tw
 傳真號碼：(02)2698-9049
陸、費用
請自行負擔前往說明會場之交通費及停車費。
柒、 諮詢窗口：
計畫名稱

連絡資訊
【原住民族委員會】
服務窗口/周小姐

補助創新研發

服務電話/(02)8995-3215
電子信箱/ellechou1981@gmail.com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5

聯絡電話/(02)2698-2989 分機 2820 沈先生
2886 程先生
2243 劉小姐
傳真號碼/(02)2698-9049
電子信箱/apc@cpc.tw
【原住民族委員會】
服務窗口/沙小姐
服務電話/(02)8995-3212
電子信箱/lunisasa@apc.gov.tw
輔導精實創業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聯絡電話：(02)2698-2989 分機 2998 江小姐
7450 王小姐
傳真號碼：(02)2698-9049
電子信箱：stu@cp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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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說明會報名表
單位
姓

名
職稱

電 話

手機
10/29 (一) 14:00~16:00 台東場
11/01 (四) 15:00~17:00 屏東場

參 加
場 次

11/02 (五) 10:00~12:00 桃園場

(報名截止日：107 年 10 月 26 日)

11/02 (五) 14:00~16:00 新北場
11/05 (一) 14:00~16:00 花蓮場
11/07 (三) 10:00~12:00 高雄場

(報名截止日：107 年 10 月 31 日)

11/07 (三) 14:00~16:00 台中場
單位
姓

名
職稱

電 話

手機
10/29 (一) 14:00~16:00 台東場
11/01 (四) 15:00~17:00 屏東場
11/02 (五) 10:00~12:00 桃園場

參 加
場 次

(報名截止日：107 年 10 月 26 日)

11/02 (五) 14:00~16:00 新北場
11/05 (一) 14:00~16:00 花蓮場
11/07 (三) 10:00~12:00 高雄場

(報名截止日：107 年 10 月 31 日)

11/07 (三) 14:00~16:00 台中場
1.
2.
3.

報名傳真至(02)2698-9049 或 E-mail 至 apc@cpc.tw 或 stu@cpc.tw。
完成報名者優先取得會議書面資料，請於活動當天現場完成簽到並領取。
若表格不足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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