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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據：行政院110年起推動Top-down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計畫

推動目標：以雲端世代為推動主力，布局數位時代、後疫情時代經濟動能與
國際競爭力。帶動我國中小企業勞工薪資成長、擴大海外市場占比，中小企業
上雲率達亞洲前三名。

政策六支綱要計畫：小微型企業、製造業、零售服務、農漁產銷等優先推動領域；以及跨領域的數位平台服務與科技計畫、
推動任務型補助如雲市集和數位青年的攻頂計畫。

發展SaaS雲服務 雲市集 數位青年
T大使

雲化整合

G2B服務

推升各領域典範

個案(lighthouse)

*小微型企業、製造、零售

服務、農漁產銷等領域

本
計
畫

中小微型
企業

資服業者
數位青年&

業師輔導團

5項計畫重要推動作法

壹、計畫定位(1/2)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hand-drawn-colorful-innovation-concept_20286053.htm#query=innovation&position=5&from_view=search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illustration-social-media-concept_2806723.htm#query=innovation&position=35&from_view=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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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定位(2/2)

二、計畫整體目標
鼓勵有接班規劃的中小型製造業，利用雲端與數位科技加速轉型，展開接班
傳承之創新商業模式，以提升海外營收與員工薪資。

企業傳承危機

現狀

策略

目標

•中小企業第一代年紀有
50%超過50歲，亟需找尋
接班人選。
•接班人欲導入數位科技，
因第一代不熟悉、不信
賴，缺乏表現機會。

通路/市場變動
•傳統銷售通路式微
•疫情加速市場與產業生態
改變

支持接班傳承

打造

新商模

導入雲端&數位科技

提升海外營收

提高員工薪資

接班規劃
+
數位團隊
+
經董事會通過
數位轉型藍圖
+
公司治理

新市場
新通路

https://www.freepik.com/premium-vector/hand-drawn-design-bankruptcy-concept_7473208.htm?query=lose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hand-drawn-international-trade-illustration_20285438.htm#query=export&position=25&from_view=search
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social-support-concept-residents-getting-basic-benefits-from-government_11235868.htm#query=salary&position=11&from_view=search


貳、申請對象及資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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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及資格

中小型製造業者：

一. 申請業者須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不含本國營利事業之分公司及外
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

二. 申請業者及委外廠商不得有陸資投資，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服務公告資料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進行認定

三. 申請業者以製造業為限，須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
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且合併營收須新臺幣20億元以下，若屬中堅企
業，可放寬至合併營收新臺幣100億元以下。公司營收之認定，以會計師簽
證之查核報告書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財務報表為準(以過去１年或
過去 3 年之平均孰低者計)，如有合併財務報告書應再檢附合併財務報告書
(1 式 1 份，影本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本計畫限具有接班規劃之中小型製造業者提案申請，計畫相關之業者應符
合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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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及資格

四. 申請業者須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之認定依
「台灣票據交換所」所出具證明資料為準，應由該所出具受理截止
日前半年內之「票據信用查覆單」，並加蓋查覆單位圖章

五. 請業者之公司淨值應為正值

 公司淨值之認定，以申請時最近一年度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
書為準；若無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則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之財務報表為準

 公司於計畫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得以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
核報告書，以及最近一期會計師期中查核/核閱報告或申請前一個月
之自編財務報表代替

 如公司淨值原為負數，但於計畫申請前因辦理增資，期中財務報表
已轉為正值，視同符合申請規定

中小型製造業者：

貳、申請對象及資格(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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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及資格

中小型製造業者：

六、 申請業者若曾獲本主題式計畫（轉型規劃案結案後申請轉型實踐案者不在此限）或
其他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相關計畫補助者（包含但不限下列計畫），不得申請本計畫：

(1)數位雲服務主題式研發補助計畫。

(2)消費數據驅動精準研發製造（C2M）補助主題式計畫。

(3) 金屬製品數位轉型加值主題式研發計畫。

(4) 金屬製品數位轉型暨供應鏈韌性升級計畫。

(5) 雲世代農業數位轉型業界參與計畫。

(6)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七、曾獲本局「智慧機械-產業聚落供應鏈數位串流暨AI應用計畫」補助且正在執行中的
業者，不得申請。

八、本計畫與「消費數據驅動精準研發製造（C2M）補助主題式計畫」，業者僅能擇一
申請；若同時申請兩項計畫者，本局將要求業者擇一項計畫進行撤案，或由本局逕行判
定其中一項計畫不得申請。

貳、申請對象及資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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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及資格

由提案業者出具公司大小章用印之推薦函，說明計畫主持人為現有決策層
級認可之雲世代接班人，為已經接班(3年內)或預計接班，且計畫主持人
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為提案業者之負責人、董監事或持股超過10%大股東的本人或三等親
屬，並出具相關佐證資料。

 加入公司滿10年，且為公司一級主管出具公司相關證明文件，如組織
架構圖及勞保投保紀錄。

 為集團或公司總部成立獨立的相關「人才發展委員會」接班人名單之
一，檢附公司組織章程中具有「人才發展委員會」並含接班人名單

計畫主持人：

貳、申請對象及資格(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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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標的

計畫鼓勵具有接班規劃之中小型製造業者，展開接班傳承，利用雲端與數位科技加速數位

轉型，透通產銷，健全供應鏈管理與客戶關係管理之數位化能力，朝新市場開發或新通路

拓展進行商模轉型，本計畫分為轉型規劃案及轉型實踐案，應擇一申請。

項目 說明

轉型規劃案
規劃訂定轉型目標及轉型藍圖定錨，針對轉型方向規劃小規模或小範圍的導
入進行概念驗證。所規劃之轉型藍圖須結案前經董事會討論通過。

轉型實踐案
針對董事會通過之轉型藍圖，選擇符合本計畫精神的階段性項目，基於已完
成小範圍概念驗證的成果，施行全面導入及實踐轉型商模，結案前須完成服
務及商業驗證。

叁、補助標的、補助上限及執行期程(1/2)

轉型規劃案、轉型實踐案須包含：
(1)創新商業模式：企業以新市場開發(創造新的客群)或新通路拓展(創造新的服務傳遞管道)

為主題，處理其與客戶和供應商事務，並獲取價值的整體流程。至少須包含關鍵客戶、
價值主張、市場機會、競爭優勢、執行方式等

(2)雲端與數位科技：鼓勵企業優先透過公有雲或混合雲，布建共通性數位科技，以優化供
應鏈管理與客戶關係管理，支援創新商業模式。



叁、補助標的、補助上限及執行期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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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上限及執行期程

項目 補助上限 執行期程

轉型規劃案
每案政府補助經費以新臺幣500萬元
為上限，政府補助經費占總計畫經費
以 50%為上限。

以不超過 6 個月為原則。

轉型實踐案
每案政府補助經費以新臺幣1,500萬元
為上限，政府補助經費占總計畫經費
以50%為上限。

最長不超過113年8月
31日。計畫開始日以計
畫公告日或其後起算，
但不晚於計畫核定後3個
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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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方式、應備資料及受理方式(1/2)

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

受理時間
以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網站公告為準
即日起至111年10月20日(四)17時30分59秒截止

受理方式

1. 採線上送件
2. 以「線上申請」系統送出之申請計畫書為審核依據，無需繳交紙本

計畫書
3. 具工商憑證之業者，可直接於線上經系統驗證後送出計畫申請表
4. 無工商憑證之業者，則須將計畫申請表列印為紙本用印後，掃描為

電子檔上傳至「線上申請」系統

收件日期
認定

1. 請務必於本主題式計畫公告收件截止日17時30分59秒以前(系統將
於當日17時31分00秒關閉)完成線上申請(按下「送出申請」後取得
申請收執聯PDF檔)

2. 如未於上述收件截止日時間完成線上申請，視同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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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

應備資料

1. 須使用「線上申請」系統撰寫申請計畫書
2. 計畫書附件：請於用印後掃描並上傳電子檔至「線上申請」系統。

(1)必備文件
A.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B.建議迴避之人員清單
C.聲明書
D.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事前揭露）

E.票據信用查覆單
F.會計師財務簽證查核報告書（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如有合併財
務報告書應再檢附合併財務報告書（1式1份，影本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G.接班傳承接班人推薦函暨切結書
H.計畫主持人資格條件相關佐證資料
(2)若曾申請其他政府計畫得檢附差異說明資料，及其他依計畫書內容需要檢附
之相關資料

(3)如有委託研究(開發)單位或延聘顧問者，應檢附合作契約書(得檢附合作意向
書)

補件時間
若上傳之計畫書有所缺漏時，最遲於公告收件截止日翌日起3個工作天內，可至
「線上申請」系統修改申請計畫書。(進入資格審查後不得要求修正)

肆、申請方式、應備資料及受理方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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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作業注意事項(1/5)

一、計畫申請階段(1/4)

(一)本須知僅適用業者將進行之申請個案標的，若為已開發或導入完成之系統或
平台不得申請。

(二)本計畫絕無委託或以其他形式請民間代辦或顧問公司協助業者撰寫計畫書，
如有代辦或顧問公司聲稱「政府委外」或「認識評審委員」部分，請申請業
者切勿相信，遇有相關情事，請業者即時洽工業局或執行單位查證。

(三)申請業者不得以相同或類似計畫重複提出政府機關其他計畫補助申請，若於
申請階段經查獲同時執行政府機關其他計畫者，工業局得駁回其申請；若於
核定後或後續其他年度查獲受補助期間同時執行政府機關其他計畫者，工業
局得撤銷補助、解除契約，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並列入重大違約紀錄，且
自解約日起五年內不得申請其他政府補助計畫。

(四)申請業者須於計畫書中說明曾獲政府相關計畫補助之研發重點、執行成效及
本案之關聯性。

(五)申請本補助計畫須於計畫書中揭露近六年度獲政府相關研發計畫補助之事實
(請填寫於計畫書格式附件三、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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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申請階段(2/4)

(六)申請業者申請政府補助之經費(即政府補助款)不得超過個案計畫總經費之
50%，且為避免企業因計畫執行造成財務調度困難等影響，所申請之自籌款
部分應小於公司實收資本額(亦即補助款≦自籌款≦實收資本額)。

(七)計畫內容須符合「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其次，
需指派專責人員負責資訊安全計畫、執行、查核及改善，並應建置及更新必
要之資安防禦機制，包含網路管理、資料安全、存取控制、資安管理、營運
持續、生命週期保護等資安相關項目(詳附件四)，經費支出規劃應占合理比
例。

(八)本主題式計畫執行人員如有參與其他政府計畫，應敘明參與計畫名稱、參與
人月及設備使用情形，且執行政府計畫總人月不得超過計畫全程月份數。

(九)計畫主持人及計畫聯絡人應為提案計畫之研究發展人員，不得為顧問或委託
研發（開發）單位人員。

(十)同一企業或同一負責人於同一時期申請及執行之計畫總件數，不得超過3件

伍、申請作業注意事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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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申請階段(3/4)

(十一) 申請業者應自行確認並負責所申請個案標的，無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並應具結保證其研發及生產不得對人體及環境造成傷害。

(十二)申請業者須保證近三年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
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之情事如有相關情事，不得申請本主題式計畫之補助。

(十三)申請業者不得因申請本主題式計畫補助，誇大研發成果，致第三人或相關
大眾誤認為工業局保證研發成果或所製造產品之品質與功能。

(十四)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參與本主題式計畫之公司負責人、計畫主持
人、計畫聯絡人、會計、研究發展人員及顧問，均須檢附「蒐集個人資料告
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十五)申請業者參與計畫之人員須為公司正式員工，即具有該公司勞工保險身份
者；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已符合年資或退休)或公司人數未滿5人
者，須檢附證明文件(如勞保退休證明或公司未滿5人聲明書)。

伍、申請作業注意事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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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申請階段(4/4)

(十六)申請業者所提供及填報之各項資料，皆應與申請業者現況、事實相符，絕
不可侵害他人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或營業秘密等相關智慧財產權，
否則得列為3年內不得再申請其他政府補助計畫之對象。

(十七)申請本主題式計畫所提送之所有資料，因須存檔查考，均不予退還。

(十八)申請轉型實踐案者，應依必要效益認定條件與查核準則（附件二）設定計
畫必要效益，並應至少占計畫權重20%以上，若未達成，得依比例刪減
個案計畫獲補助經費或終止補助。

(十九)公有雲雲端服務支出為專案計畫執行期間內向雲端服務供應商申租公有雲
雲端平台及運算系統產生之費用，應佔資訊系統支出至少20%。

(二十)計畫審查時，申請業者所提合作之技術服務、SI與委外業者於本計畫之服
務家數與能量，為個案計畫審查依據之一。

伍、申請作業注意事項(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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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計作業注意事項

(一)專戶之設置：獲補助業者應在銀行開立以公司為戶名之乙存帳戶

(二)本專戶係屬專款專用，款項採先撥款後核銷方式支用

(三)獲補助個案計畫經費核銷，僅限獲補助個案計畫所需相關支出(區分為政府
補助款及業者自籌款2項)，應符合附件一「會計科目、編列原則及查核準則」
之規定

(四)各會計科目之支出，應依年度預算之政府補助款及業者自籌款比例核銷，核
銷費用採未稅基礎，不含營業稅

(伍)獲補助業者之專戶金額提款，應於每月月底結帳後，依個案計畫書中政府經
費分攤比例核銷，其金額由專戶內提領或轉帳

(六)各項經費支出之憑證、發票等，其品名之填寫應完整，並與個案計畫書上所
列一致，勿填列公司代號或簡稱

(七)補助款應專戶儲存專帳管理，取得補助款後應立即存入專戶，政府補助款專
戶之結餘及扣稅前孳息毛額，須全部繳交國庫

伍、申請作業注意事項(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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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審查作業程序(1/6)

申請階段：
請備妥本須知「貳、申請規定」所列項目，於線上申請系統完成送
件。
資格審：
(1)由執行單位對申請業者所檢附之申請資料進行資格審查。
(2)有資格文件不齊全者，由執行單位通知3個工作天內補件，逾期
未補件者，視為資格不符。
技術審：
由本主題式計畫所聘請之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委員，依專業隨機妥適
分配申請個案之審查委員。
(1) 書面審查：
A.審查委員依申請業者所提之書面資料進行初步審查，並列為技術
審查會議參考。
B.於書面審查時，委員針對申請個案計畫之研發及生產有對人體及
環境造成傷害之虞時，由委員勾選，再由工業局決定是否派員先行
訪視，訪視意見供技術審查會議參考。
(2) 技術審查會議：
A. 於資格審後召開(請申請業者之計畫主持人預留時間)。
B. 由召集人召集審查委員召開審查會議，安排業者進行計畫簡報，
審查委員現場針對計畫內容進行詢問，經討論後予以評分及排序。
決審：
由工業局辦理決審，核定獲補助案件，並視情況可將轉型實踐案核
定為轉型規劃案。
簽約階段：
通過審查程序之申請業者請參照申請須知「肆、獲補助個案計畫管
理」，辦理計畫簽約作業。

全程作業程序

提出申請

資格審

技術審

決審

簽約準備

完成簽約撥款

符合

通過

不符合

補
/
退
件

核駁

不
通
過

決審

來
文
放
棄
補
助
資
格

業
者
放
棄
簽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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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件期間:111年9月6日(二)至111年10月20日(四)17時30分59秒截止
(系統將於當日17時31分00秒關閉 )。

二 受理方式:
1. 採線上送件。
2. 以「線上申請」系統(網址https://reurl.cc/44Gr9V) 送出之申請計畫書為
審核依據，無需繳交紙本計畫書。
3. 具工商憑證之業者，可直接於線上經系統驗證後送出計畫申請表。
4. 無工商憑證之業者，則須將計畫申請表列印為紙本用印後，掃描為電子檔
上傳至「線上申請」系統。

三

計畫申請諮詢:(02)2709-0638#286、281

計畫內容諮詢:(02)2707-5055#31

陸、審查作業程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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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原則-轉型規劃案
提案重點 % 提案內容

轉型
策略
藍圖
規劃
構想

現況分析與
轉型目標設定

35

1.公司簡介：如主要產品、營收情形、營運模式、產業地位、主要供應商及客戶。

2.市場競爭分析：國內外市場現況及主導客戶、主要競爭同業概況、公司核心競爭力。

3.轉型目標設定：說明轉型動機(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轉型方向，並設定願景與目標。

概念驗證
(POC)規劃

25
應具體說明轉型方向規劃小規模或小範圍的導入(如挑一個產品線、一個營業部門或一個通路

據點等) 進行概念驗證，以驗證轉型方向之可行性。

團隊
組成
與可
行性
分析

團隊組成 20

1.接班傳承規劃：組織企業文化、接班現況(預計接班或接班3年內)、接班人參與決策流程

及公司治理情形、人才培育與激勵措施等規劃。

2.計畫團隊組成：由接班人擔任計畫主持人、團隊成員過去相關經歷、數據治理(數據收

集、數據分析及資料研究)團隊等。

3.委外業者：過去服務實績、技術服務、SI與委外業者清單、雙方對口人員與分工及計畫

結束後承接作法。

可行性分析 20

1.數位準備度：提案公司目前的數位準備度，包含內部(經營管理、製造生產)流程數位化

程度、外部(供應商、客戶)流程數位化程度、數位科技(AI、Big Data、AR/VR、資安防護

等)採用情形、數位部門(如資訊部門)及提升員工數位能力作法等。

2.預估效益：轉型後相關之經濟效益指標，如提高附加價值率、毛利率、投資報酬率等(優

於同業或參考國際標竿之質化、量化效益)。

3.風險評估：於財務面、決策面或技術面、因產業變化或國內外政府干預之可能性分析或

其他風險及因應對策。

4.經費、人力編列合理性：經費、時程、人力及查核點規劃，相關效益須列入查核點，

且具量化指標，驗證須納入查核點。

陸、審查作業程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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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查原則-轉型實踐案(1/2)

提案重點 % 提案內容

轉型策略
藍圖規劃
構想

現況分析與
轉型目標設定

10

1.公司簡介：應明確說明主要產品、營收情形、營運模式、產業地位、主要供應

商及客戶。

2.市場競爭分析：應具體掌握國內外市場現況及主導客戶、主要競爭同業概況、

公司核心競爭力。

3.轉型目標設定：應明確說明轉型動機(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轉型方向，並以

國際標竿設定願景與目標。

概念驗證
(POC)成果

15

應具體說明轉型方向規劃小規模或小範圍的導入(如挑一個產品線、一個營業部門或

一個通路據點等) 進行概念驗證，以驗證轉型方向之可行性，提案時須於計畫書附件

中檢附已完成之轉型規劃報告書(內含概念驗證POC成果)。

轉型
實踐作法

轉型策略與
藍圖

10

1.應具體說明中長期轉型藍圖、分年發展策略與里程碑規劃(須經董事會通過，並檢

附佐證資料)。

2.未提供者，工業局得將之調整為轉型規劃案。

實施方法 35

1.轉型創新商模：選定關鍵客戶，以新通路或新市場觀點說明創新商業模式。

2.雲端與數位科技：廠商須已具備資訊化與數位化能力，以供應鏈管理、客戶關

係管理使用雲服務進行優化為重心，應用並串接於新商模。

3.資安規劃：需敘明資安防護現況盤點，提出資安防護規劃構想，確保提案廠商

具有健全之資訊安全為佳。

4.商業驗證規劃：須提供前期POC驗證結果並連結擴大到商業驗證POB之規劃，

包含雲端與數位科技系統建置範疇及新商模至少3個月試營運，且須於結案時達成

必要效益(海外營收與員工薪資)，需包括關鍵活動之收益流。

陸、審查作業程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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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加分項目
1.規劃案評定優良者。
2.獲得獎項與專利。
3.通過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制度並登錄在案，須檢
附「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證書」。
4.僱用具技術士證照人員。

5.申請業者之負責人為女性、企業整體女性員工人數達三分之一或女
性主管達三分之一者。
6.經審查符合「經濟部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
心障礙者辦法」第 4 條規定之企業。
7.支持「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之業者，並願意優先面試、聘用、

加薪獲證者，並鼓勵員工報考或作為能力考核及訓練發展之參考。

五、審查原則-轉型實踐案(2/2)

陸、審查作業程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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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發展，可能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進行方式再另行通知)

(一)申請業者應派員出席技術審查會議，若未出席則不予計分

(二)因會議場地限制，申請業者與會人數上限為3人(含計畫內已編列顧問、委託
研究(開發)單位代表等)

(三)出席技術審查會議者應備妥身份證件及勞工退休金計算清冊，以資證明為公
司正職員工；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已符合年資或退休)或公司人數
為5人(不含)以下，須檢附證明文件(如勞保退休證明或公司未滿5人聲明書)

(四)簡報者由計畫主持人擔任，必要時得授權申請業者之計畫執行成員代理，委
託研究(開發)單位得列席備詢，詢答過程中如有需要委託研究(開發)單位補
充說明，應先徵詢主席同意

(伍)技術審查會議結束後，恕不受理任何補充資料

六、技術審查會議注意事項

陸、審查作業程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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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必要效益查核準則(1/2)

必要效
益

認定條件
(企業得依計畫執行能力

與預期效益選擇)

查 核 準 則

認定基準
應備妥之
原始憑證

提高員
工薪資

基本必要條件
「關鍵員工」薪資成
長4%。 計畫結案月員工之本(

底)薪，較計畫提案前
一個月員工之本(底)薪
成長4%。不含獎金、
津貼、加班費等非本(
底)薪項目。

企業薪資
清冊/薪資
條作為憑
證。

次優條件
提高「研究發展人員」
全體平均薪資4%。

最優條件
「企業全體員工」薪
資成長4%。

其他條件
企業自行訂定達成條
件，但須經技術審之
審查委員同意。

企業自行訂定認定基
準，但須經技術審之
審查委員同意。

一. 關鍵員工：須至少以參與計畫之研究發展人員(有編列人事費)人數的 20% (無條
件進位)，且於其中投入計畫人月數高者依序認定。例：參與計畫之研究發展人
員人數 17 人，其關鍵人員須至少為 4 人 (3.4 人無條件進位)。

二. 研究發展人員：以有執行計畫(有編列人事費)之研究發展人員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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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效益
認定條件

(企業得依計畫執行能力與預
期效益選擇)

查 核 準 則

認定基準
應備妥之
原始憑證

增加海外營收

基本必要條件
提高海外營
收3% 計畫結案月當月

平均海外營業金
額，較前一年度
同期之平均海外
營業金額增加。

以財政部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之零稅率銷
售額作為認定憑
證。

次優條件
提高海外營
收4%

最優條件
提高海外營
收5%

其他條件

企業自行訂
定達成條件，
但須經技術
審之審查委
員同意。

企業自行訂定認
定基準，但須經
技術審之審查委
員同意。

附件一、必要效益查核準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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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須包含以下內容：

創新商業模式 雲端與數位科技
企業以新市場開發(創造新的客群)

或新通路拓展(創造新的服務傳遞管

道)為主題，處理其與客戶和供應商

事務，並獲取價值的整體流程。至

少須包含關鍵客戶、價值主張、市

場機會、競爭優勢、執行方式等。

鼓勵企業優先透過公有雲或混合雲，

布建共通性數位科技，以優化供應

鏈管理與客戶關係管理，支援創新

商業模式。

補助標的

附件二、申請須知規劃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