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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創業圓夢類」和「地方深耕類」之差別為何？
答：
(一) 創業圓夢類：
1. 說明：協助想創業的青年能夠有充裕的創業資金，加以運用在
創業初期所需的各項開銷補貼，包含創業顧問諮詢、產品開發
材料、設計、包裝、廣宣、網站架設、機械及設備(限購置耐
用年限 2 年以下且金額未達 1 萬元之機械及設備)、辦公室租
賃（以租賃契約覈實支付，並以補助 6 個月為限）等項目。
2. 補助對象及金額：設籍本縣 18 歲以上 45 歲以下，且須於申請
日前 3 年內參與本府或中央各部會自辦、委辦之創業輔導相關
課程達 30 小時以上之青年，每人最高補助 30 萬元整。
(二) 地方深耕類：
1. 說明：鼓勵創業成功的青年或是團體，於本縣內舉辦創業講座、
交流座談或創意市集等促進創業青年交流或產品行銷等具有
公益性質的活動，也讓青年在創業過程中能夠彼此分享創業心
路歷程。
2. 補助對象及金額：
(1) 設籍本縣 18 歲以上 45 歲以下之青年，每人最高補助 3 萬元
整。
(2) 依法立案之民間團體，且團體組織章程訂有與從事青年事務相
關之任務規定，每案最高補助 10 萬元整，同一年度最多補助
2 案為限。
(3) 教育部所轄之各級國立大專院校及經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各級
私立大專院校，每案最高補助 10 萬元整，同一年度最多補助
2 案為限。
二、問：個人可以同時申請「創業圓夢類」和「地方深耕類」嗎？
答：個人申請者，如已獲本補助，不得再重複申請同類補助項目，
例如獲「創業圓夢類」補助者，雖不得再另提計畫申請「創業圓
夢類」補助，但仍可申請「地方深耕類」；反之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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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是否有限定哪些產業類型才能申請「創業圓夢類」補助？
答：於彰化縣境內從事文化創意、手工及製造產業、農業產銷及
地方特色服務等領域者皆可提創業計畫向本府申請「創業圓夢類」
補助。
四、問：創業圓夢類的補助項目有包含營運所需的機具設備嗎？
答：創業圓夢類的補助項目包含創業顧問諮詢、產品開發材料、
設計、包裝、廣宣、網站架設、機械及設備、辦公室租賃等項目，
其中營運所需的機具設備僅限購置耐用年限 2 年以下且金額未
達 1 萬元之機械及設備，各項設備耐用年限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
處公告之什項設備分類明細表。
五、問：若今年已滿 45 歲是否還能夠申請獎勵補助？
答：依司法實務見解，所稱一定歲數以下者，係指當日剛滿該歲
數及未滿該歲數之人，並不包括已滿該歲數者，因此以申請日為
主，如申請當日申請人適滿 45 歲，則符合申請資格，若申請當
日，申請人已超過 45 歲，即未符合申請資格。
六、問：如果已經申請其他政府機關之補助，還可以申請本補助嗎？
答：申請者向本府提報之補助申請計畫，如果該計畫同時已經申
請其他政府機關之補助，仍可申請本補助，但已獲補助之同一項
目不再補助。
七、問：如要申請創業圓夢類必須具備 30 小時創業輔導相關課程的
時數，請問所謂創業輔導相關課程有哪些，縣府如何認定？
答：舉凡自 107 年起曾參加縣府、勞動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行政院新創基地所舉辦的創業研習課程，並取得研習時數證明，
經本府審查由申請者提出之研習時數中，與創業準備、財務管理、
行銷策略、資源運用及創業技能相關之課程時數達 30 小時以上，
即具備申請資格。上述研習時數僅限實體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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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今年縣府有開設那些創業輔導課程協助想申請創業補助的民
眾取得時數資格呢？
答：今(110)年度縣府將陸續開辦青年圓夢創業學堂、彰化農客
松-青農就創業講座、網路新經濟就創業學堂及女力展翅就創業
促進課程等，共計 19 班，課程內容包括創業準備、財務管理、
行銷策略以及創業資源運用等創業重點項目，並邀請各領域實務
界講師指導學員創業所應具備的專業技能，包含創業必須的電商
平台銷售與網路直播行銷等技巧，藉此培養創業者一定創業基礎
概念與能力，有助於提高日後創業成功率。各計畫說明如下：
(一) 青年圓夢創業學堂計畫：開辦「電子商務暨社群行銷組」
、「餐
飲服務暨經營管理組」及「門市經營暨鋪貨管理組」等組別課
程各 2 班，總計 6 班，時數總計 30 小時(另含半天參訪課程)，
預計於 4 月至 10 月辦理。課程內容如下：
1.電子商務暨社群行銷組(預計辦理 2 班)：
(1)創業基礎課程(12 小時)：創業法規與趨勢、政府資源(含說
明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稅務與商業法規、智慧財產、
故事行銷與品牌策略、創業資金規畫、成功創業經驗分享。
(2)專業課程(18 小時)：行動購物的發展趨勢、電商平台的類型
與選擇、行動購物的消費族群分析、數位行銷工具操作應用
實務等。
2.餐飲服務暨經營管理組(預計辦理 2 班)：
(1)創業基礎課程(12 小時)：創業法規與趨勢、政府資源(含說
明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稅務與商業法規、智慧財產、
故事行銷與品牌策略、創業資金規畫、成功創業經驗分享。
(2)專業課程(18 小時)：餐飲市場解析、自營與加盟優劣分析、
顧客管理、促銷及提升業績技巧。
3.門市經營暨鋪貨管理組(預計辦理 2 班)：
(1)創業基礎課程(12 小時)：創業法規與趨勢、政府資源(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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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稅務與商業法規、智慧財產、
故事行銷與品牌策略、創業資金規畫、成功創業經驗分享。
(2)專業課程(18 小時)：進貨鋪貨動線設計、門市場地規劃、產
品品質管理與售後服務。
(二) 農客松-青農就促進計畫：預計開辦無毒有機青創班及休閒農業
青創班等 2 班，每班上課 9 天，每班招生 30 人，研習時數總計
48 小時(另含 1 天參訪課程)，預計於 6 月至 9 月辦理，課程內
容如下：
1.農業技術與方法(18 小時)：農業產業概論、有機農法概論、栽
培技術與實務、土壤與肥料、病蟲害管理與診斷技術、無毒友
善農業技術及方法。
2.農業創業經營與管理(18 小時)：農企業經營管理、農產品加工、
農業成本分析與利潤、銀行貸款、投資計畫、小農農業經營與
管理及田園與休閒結合商機經營等。
3.農產品創新銷售模式(12 小時)：包裝設計與行銷、電子商務與
網路行銷、FB 及 LINE 行銷等。
(三) 女力展翅就創業促進計畫：開辦「電電商平台培訓班」、
「直播
達人創意班」及「婚禮新娘秘書培訓班」等班別各 1 班，總計
3 班，時數總計 48 小時(另含 1 天參訪課程)，預計於 8 月至 11
月辦理。課程內容如下：
1.電商平台培訓班：
(1)創業基礎課程(12 小時)：創業相關法規說明、政府資源說明
(含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品牌設計與行銷策略、創業
資金規劃、產品銷售與行銷規劃及成功創業經驗分享。
(2)專業課程(36 小時)：如網拍經營、電子商務解析與實務分享、
line@2.0 的行銷術、Line 貼圖創意設計、一頁式廣告行銷實
作、客製化電商平台設計、電商平台銷售經營、商品美編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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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播達人創意班：
(1)創業基礎課程(12 小時)：創業相關法規說明、政府資源說明
(含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品牌設計與行銷策略、創業
資金規劃、產品銷售與行銷規劃及成功創業經驗分享。
(2)專業課程(36 小時)：網拍經營暨網路免費資源運用、社群行
銷直播技巧、line@2.0 的行銷術、Line 貼圖創意設計、一頁
式廣告行銷實作、境外批貨流程及網路批貨網、商品美編設
計。
3.婚禮新娘秘書培訓班：
(1)創業基礎課程(12 小時)：創業相關法規說明、政府資源說明
(含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品牌設計與行銷策略、創業
資金規劃、產品銷售與行銷規劃及成功創業經驗分享。
(2)專業課程(36 小時)：新娘及新郎造型設計、快速變化眼妝技
巧、快速眉型彩妝技巧、美甲基礎護理技巧、水晶甲造型技
巧、婚紗拍攝實務技巧、影像婚紗實務設計。
(四) 網路新經濟就創業輔導計畫：預計開辦 8 梯次，每梯次上課 2
天，每梯次招生 30 人，研習時數總計 12 小時，預計於 6 月至
9 月辦理，課程內容如下：
1.講座課程(9 小時)：網路新經濟介紹、各電子商務平台、虛擬
社群經營與網路行銷、打造網路行銷品牌、網路新創家心得分
享。
2.實作課程(3 小時)：產品形象設計、產品包裝設計、產品之網
路行銷文案設計、產品攝影教學，協助學員將自有產品塑造為
獨一無二且具特色之商品，使其得以在市場上脫穎而出。
九、問：何時可以開始申請補助？
答：自 109 年 7 月 9 日起開始受理計畫申請，並以每 3 個月為一
期辦理計畫審核作業。110 年彰化縣政府青年創業獎勵補助收件
及 審 查 作 業 期 程 可 至 彰 化 縣 政 府 勞 工 處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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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bor.chcg.gov.tw/00home/index1.asp)-青年創業獎勵補助
專區下載。
十、問：有關提報補助之計畫，對於計畫執行期間有無規定？
答：補助計畫執行期程以本府核定補助名單時一併公告，「創業
圓夢類」依核定計畫期程辦理，「地方深耕類」補助計畫執行期
程以 1 年為限。
十一、 問：提報補助申請計畫後，計畫的審查機制為何？
答：申請者向本府提報補助申請計畫後，申請計畫審查程序分
為「資格審查」及「計畫審查」2 階段，說明如下：
(一) 資格審查：申請者向本府提報補助申請計畫後，即由業務
承辦單位針對申請人補助資格及所附資料進行資格審查，
如有資格不符，或所附資料有缺漏或不齊備之情形，將通
知申請人補正，經本府通知後未於 10 日內補正者，將視
同資格審查不通過，申請案不予受理。
(二) 計畫審查：資格審查通過後，將由業務單位及評審小組依
據申請計畫的內容、計畫執行方式、財務規劃與總體效益
等項目進行評審。
十二、 問：核定補助經費後，為何要簽訂契約？
答：
(一) 有關「彰化縣政府促進青年結合在地特色資源留鄉返鄉進
鄉創業及參與多元文化補助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獲補
助者須與補助單位(即縣府)辦理簽約作業，此處所稱之簽
約即是指簽訂「行政契約」。
(二) 所謂行政契約是指，補助款發放之條件皆由補助機關單方
決定，由申請人提出申請，經補助機關核准後，由補助機
關與獲補助者所簽訂之契約。
(三) 簽訂行政契約之用意在於，補助機關核准補助予特定補助
者係行政處分行為，且該行政處分僅係賦予受補助者資格
及決定補助之比例，至於補助機關與獲補助者雙方間的權
利義務則須藉由簽訂行政契約加以約束，以保障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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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問：撥款方式為何？
答：
(一) 申請「創業圓夢類」者，經核定予以補助金額 10 萬元(含)
以上者，須於完成簽約作業後 10 日內，檢具領據及核定函
影本向本府請款，經本府審核無誤後，即先撥付補助款總額
30%，其餘剩餘補助款則於計畫執行完成後 30 日內，由獲補
助者向本府請款，經本府審核無誤後始撥付。
(二) 申請「創業圓夢類」者，經核定予以補助金額 10 萬元以下
者，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 30 日內，由獲補助者向本府請款，
經本府審核無誤後始撥付補助款。
(三) 申請「地方深耕類」者，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 30 日內，由
獲補助者向本府請款，經本府審核無誤後始撥付補助款。
十四、 問：經縣府審查獲補助後，有無其他規定或應配合事項？
答：
(一) 補助計畫執行期間應配合事項：
1. 獲補助者因執行計畫而辦理記者會、產品發表會及其他廣宣
活動時，應於活動開始 14 日前通知縣府，並於文宣適當位置
標明「彰化縣政府補助」之字樣。
2. 獲補助者應配合出席本府舉辦之各項活動及成果發表會或其
他相關會議。
3. 獲補助者執行計畫期間如有僱用人員，應遵照行政院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要求，注意性別平衡，落實兩性友善職場之觀念與
作為，且不得有就業歧視之情事，並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
理。
(二) 補助計畫執行完成後應配合事項：
1. 獲補助者應於受本府補助完成創業後一年內，於每季提報經
營情形(含每月營收、人員僱用、經營項目)，以作為縣府業務
執行與政策擬定之參考。
2. 縣府及縣府授權之人基於非營利目的，得無償使用獲補助者
於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如成果報告書、照片、廣宣
短片拍攝(包含影像紀錄、微電影、紀錄片等)、文宣資料及其
他相關成果等之著作財產權，以作為本府推動相關業務之參
考運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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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問：計畫執行過程中如果發現有執行困難的項目，或是有不可
抗力之原因，是否可以變更計畫內容或是延長計畫執行期間？
答：(一)經核定之計畫如果因執行困難有變更計畫之必要時，應
先向本府敘明變更計畫之原因及內容，經本府同意後才
能變更執行，如果是因為不可抗力事件未能於事前提報
者，至遲應於不可抗力原因消滅後 10 日內向本府申請
計畫變更。
(二)獲補助者如因上述原因認定計畫無法於契約期間完成
者，應於契約執行期間終止前，敘明變更理由及項目，
報本府同意後，才能延長計畫執行期間；但延長計畫期
間最長以 3 個月為限。
十六、 問：什麼樣的狀況會造成已獲核定補助款會被收回？
答：於計畫執行期間，本府得不定時派員訪查補助對象之辦理
情形，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通知限期改善；不能改善或
屆期未改善者，將視情節終止補助案並重新檢討補助額度，或
撤銷或廢止一部或全部補助，並追繳已撥付之補助經費：
(一) 妨礙或拒絕本府訪查。
(二) 無法依原核定期間及計畫內容執行，且未報經本府同意者。
(三) 未依規定繳交執行資料、成果報告或內容不實、品質不良。
(四) 有延遲核銷經費、浮報經費等情況。
(五) 申請人或團體以不實資料申請補助，經查證屬實。
(六) 其他違反法令禁止或本要點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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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問：計畫執行完成後 30 日內必須檢附哪些資料辦理核銷？
答：(一)核銷資料包含成果結案報告（含電子檔光碟片 1 份）、
經費支出明細表、領據、指定匯入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本府核定函影本，以上這些相關資料皆可至彰化縣政府
勞工處網頁下載。
(二)若補助金額是 10 萬元(含)以上者，除了須檢附上述的
核銷資料外，需另外依據上述經費支出明細表，檢附各
經費項目的支出憑證(即收據、統一發票等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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