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5 日 

勞動發管字第 10805051431 號 

核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三十九

條第四款所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者，為雇主符合「具創新能力

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之華僑或外國人，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並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如附表）。 
本解釋令自即日生效。 
本部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四月八日勞動發管字第一○四○五○三九三五一號令，自即日廢

止。 

部  長 許銘春 

  



 

附表 

符合各認定原則申請新創事業認定之應備證明文件 

編號 名稱 基 本 應 備 證 明 文 件 主管機關 

1 公司登記 公司登記證明書 經濟部 

2 商業登記 商業登記抄本 經濟部 

編號                    符合各項認定條件應備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 

1 已獲得國內、外創業投資事

業投資，或於政府認定之國

內、國外或國際新創募資平

台籌資新臺幣二百萬以上。 

1-1 獲國內創業投資事業投資之

新創事業： 

1-1-1 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

發申請日二個月內之股

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

(股東欄須載明出資之

國內創業投資事業名

稱)或其他足資證明有

投資事實之文件(如與

創業投資事業單位有投

資協議或為股東且載有

名稱之投資證明文件

等)。 

1-1-2 國內創業投資事業之公

司設立（變更）登記表

（或合法設立證明）影

本。 

1-2 獲國外創業投資事業投資之

新創事業： 

1-2-1 申請日二個月內之股東

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

(股東欄載有出資之國

外創業投資事業名稱:

如 ○ ○ Venture 

Parteners 或 ○ ○

經濟部 

 

 

  



 

Venture Capital)。 

1-2-2 國外創業投資事業經外

國人投資主管機關或其

委託機關核准投資函

（准予投資經營業務應

包含創業投資業）影本。 

1-3 取得政府認定之國際性募資

平臺資金證明: 

1-3-1 募資平臺網站公佈或出

具投資新創事業投資額

頁面或文件。 

1-3-2 資金匯款單據或資金交

付等證明文件。 

2 已登錄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核發之同意登錄創櫃板函影

本。 

經濟部 

3 申請取得我國發明或設計

專利權、或經我國發明或設

計專利權人以其發明或設

計專利權讓與或授權實施

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

記。 

3-1 中華民國發明或設計專利證

書影本。 

3-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發之發

明專利權或設計專利權讓與

或授權准予登記函影本。 

經濟部 

4 於一年內曾經進駐或現已

進駐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

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及計畫；中央或地方政府核

定、直營、認定、或經濟部

近五年評鑑優良或認可之

育成機構。(詳附件一) 

申請團隊與進駐各園區或各育成

機構簽訂之相關合作（如進駐服

務、營運輔導、營運培育等）契約

書、合約書或備忘錄等影本。 

經濟部 

5 申請事業或其負責人曾參

加國內、外具代表性之創業

獲獎通知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經濟部 

 

  



 

及設計競賽獲獎。(詳附件

二) 

6 申請事業或其負責人曾於

國內、外具重要性之影展入

圍或獲獎。(所稱之具重要

性之影展，詳文化部影視及

流行音樂產業局電影事業

暨電影從業人員參加國際

影展獎勵輔導執行要點規

定之四類國際影展)。 

入圍或獲獎之影展主辦單位之入

圍或得獎證明。 

文化部 

7 獲中央政府核予創新相關

補助金額達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或地方政府核予創

新相關補助金額達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 

經中央或地方政府核予創新補助

之證明文件(如:審查核定函)。 

經濟部 

8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 

經濟部 

 

備註: 

1、條件四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育成機構名單，由相關機關核定或推薦增刪，亦可由

業者自行申請，並經相關機關認定增列。 

2、條件五創業及設計競賽名單，可由相關機關推薦增列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可。 

3、條件六國內、外具重要性之影展，由相關機關推薦增列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可。 

 

  

 

  



 

附件一 

符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條件四之園區及育成機構名單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中央或地方政府核定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1. 

臺灣新創競技場 

Taiwan Startup Stadium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

業天使計畫○○○年度

輔導資金契約書影本 

2. 

臺北創新中心 

(Center for Innovation Taipei 

CIT) 

臺北市政府 「CIT進駐契約書」影本 

3. Taipei Co-space育成空間  臺北市政府 
「臺北創新實驗室進駐

契約書」影本 

4. 新北市「新北創力坊」(INNOSQUARE) 新北市政府 
新北創力坊進駐合約影

本 

5. 桃園市青創指揮部青年創業基地  桃園市政府 

 

進駐有效期間內之合約

書影本 

 

 

進駐合約書影本(並於

契約書註明有效期間) 

 

 

 

 

 

 

進駐合約書影本(並於

契約書註明有效期間) 

6. 安東青年創業基地  桃園市政府 

 

進駐有效期間內之合約

書影本 

 

 

進駐合約書影本(並於

契約書註明有效期間) 

 

 

 

 

 

 

進駐合約書影本(並於

契約書註明有效期間) 

7. DAKUO高雄市數位內容創意中心 高雄市政府 

 

進駐有效期間內之營

運輔導行政契約書影

本 

8. 
林口新創園 

(Startup Terrace)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進駐有效期間內之營

運輔導行政契約書影

本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9. 
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基地及其進駐加

速器 
科技部 

「青年科技創新創業

基地進駐證明」影本 

10.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Fin Tech Space)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進駐有效期間內之合

約書影本 

中央或地方政府直營之育成機構 

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港軟體育 

成中心 

NanKang Software Incubation 

Center,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申請團隊與進駐之加

速育成機構簽訂有效

期間之相關合作（如進

駐服務、營運輔導、營

運培育等）契約書、合

約書或備忘錄等影本 

 

 

 

 

 

 

 

 

 

 

 

 

 

 

 

 

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產業及育成中心 

Hsinchu Biomedical Science 

Park Incubation Center,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科育成中心 

The SME Incubator at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高雄軟體育成中

心 

Kaohsiung Software Incubation 

Center, SMEA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創新

育成中心(部會直營)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of LRI, COA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創新

育成中心(部會直營)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of TARI, COA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創新

育成中心(部會直營)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of FRI, COA  

 

申請團隊與進駐之加

速育成機構簽訂有效

期間之相關合作（如進

駐服務、營運輔導、營

運培育等）契約書、合

約書或備忘錄等影本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創新

育成中心(部會直營)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of TFRI, COA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創新育成

中心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中央或地方政府認定之育成機構 

國 

外 

 

 

1. 500 Startup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申請團隊與進駐之加

速育成機構簽訂有效

期間之相關合作（如進

駐服務、營運輔導、營

運培育等）契約書、合

約書或備忘錄等影本 

 

2. AngelPad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3. Coin X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4. Founders Space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5. IndieBio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6. 
Joyful Frog Digital 

Incubator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7. 
Microsoft Ventures 

Accelerators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8. 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9. Tandem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10. Techstars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11. Wearable World 
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 

12. Y Combinato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3. 
Mobile-Only Accelerator

（MOX）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名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國

內 

 

 

 

 

 

1. App Works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申請團隊與進駐之加速

育成機構簽訂有效期間

之相關合作（如進駐服

務、營運輔導、營運培育

等）契約書、合約書或備

忘錄等影本 

2. 
Future Ward 

未來產房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3. 

台北創新中心 

(Center for Innovation 

Taipei CIT)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4. StarFab Accelerato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5. TXA創新加速器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6. 
台灣創速 

(Taiwan Accelerator, TA)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7. 
南星創速器 

(South Star Xelerato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8. 時代基金會(Garage+)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 創客咖啡園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 
國立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

開發策略中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1. 福爾摩沙雲創基地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2. 漢揚創業育成中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3. 一諾新創有限公司(iiiNNO)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4. 泛空間 1866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5. 
lfoundry 北科大點子工場 & 自

造工坊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6. 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17. 

國立中山大學南部晶片設計培育

中心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uth Taiwan IC 

Desig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工業局 

1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南港IC

設計育成中心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NanKang 

IC Desig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工業局 

19. 

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NanKang Biotech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近五年評鑑優良之育成機構 

1. 

國立臺灣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申請團隊與進駐之加

速育成機構簽訂有效

期間之相關合作（如進

駐服務、營運輔導、營

運培育等）契約書、合

約書或備忘錄等影本 

2. 

高雄醫學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3. 光明頂創育股份有限公司 

IDEAX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4. 

美和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Meiho University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8. 

國立臺東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Center of Innovative Incubator,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 

國立空中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 
中原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Chung Yuan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1. 

南臺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2. 
逢甲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Business Incubation Center of 

Feng Chia University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3. 

國立高雄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Advanced Business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4. 
財團法人時代基金會 Garage+育成

中心 

Garage+, Epoch Foundation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名 稱 主管/推薦機關 基本應備文件 

15. 

明志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6. 

朝陽科技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

心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7. 

遠東科技大學精密機械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 

Far East University Precision 

Machinery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8. 

長榮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cubation Center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附件二 

符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條件五創業及設計競賽名單 

分類 名稱 主辦單位 基本應備文件 

創
業
競
賽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臺

灣) 
科技部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獲

創業傑出獎獎狀影本 

建置矽谷創新創業平台

計畫 
科技部 

獲獎通知或其他證明

文件影本 

新創事業獎(臺灣)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新創事業獎獎狀影本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

畫 U-Start (臺灣)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獲績優創業團隊獎狀

影本 

APEC全球創業挑戰賽(臺

灣) 

(APEC Accelerator 

Network Summit& 

Global Challenge)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獲 APEC全球創業挑戰

賽(臺灣) 之獎狀影

本 

IDEAS SHOW網路創意展

(臺灣) 
經濟部 

獲 IDEAS SHOW網路創

意展(臺灣) 之獎狀

影本 

Disrupt(NY、SF) TechCrunch Inc. 
獲 Disrupt(NY、SF) 

之獎狀影本 

Echelon e27 co. 
獲 Echelon 之獎狀影

本 

IDG DEMO Show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獲 IDG DEMO Show之

獎狀影本 

Seedstars World Seedstars SA 
獲 Seedstars World

之獎狀影本 

Slush 
Startup Sauna 

Foundation 

獲 Slush之獎狀影本 

Web Summit(含

Collision及 RISE) 

Connected 

Intelligence 

Limited 

獲 Web Summit( 含

Collision 及 RISE) 

之獎狀影本 
設
計
競

賽 

 

Red Dot Award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Design Zentrum 

Nordrhein 

Westfalen 

獲 Red Dot Award(德

國紅點設計大獎)之獎

狀影本 

 

  



 

iF Design Award 

(德國漢諾威工業設計獎)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獲 IF design 

Award(德國漢諾威工

業設計獎)之獎狀影本 

G-Mark Award 

(日本通產省優良產品設

計獎) 

Japan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 

獲 G-Mark Award(日

本通產省優良產品設

計獎)之獎狀影本 

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  

(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 

Industrial 

Designers Society 

of America 

獲 IDEA Award (美國

傑出工業設計獎)之獎

狀影本 

金點設計獎(臺灣) 經濟部工業局 
獲金點設計獎(臺灣) 

之獎狀影本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

賽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獲獎獎狀影本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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