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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壹、國際婦女經濟參與概況

主要國家女性勞動參與率─按年度分

一、女性勞動參與率國際比較
主要國家女性勞動參與率 按年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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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委會

國 別 台灣(2009) 韓國(2009) 日本(2009) 美國(2009) 新加坡(2008)

勞參率％ 49.62 49.2 48.5 59.2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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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促進婦女參與經濟措施

加拿大-成立婦女企業家中心，支援婦女企業的小額信貸

法國-完整的家庭政策制度以配合婦女就業的需求法國 完整的家庭政策制度以配合婦女就業的需求

澳洲-Austrade外銷業界婦女計畫

美國 設立婦女商業中心 提供女性開創小型事業資訊美國-設立婦女商業中心，提供女性開創小型事業資訊

韓國-1999年通過韓國女性企業支持法，推動婦女創業培

訓計畫

日本 成立「創業支援中心 及「女性與工作的未來館日本-成立「創業支援中心」及「女性與工作的未來館」

泰國-提供女性企業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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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促進婦女地位十年國家策略計畫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三、婦女議題漸受重視

聯合國婦女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自1997年開始，每年3月於聯合國婦女地位委員會(CSW)開會時，陸續討論 1995年
於北京召開的第4次全球婦女大會所提之12項行動綱領，並秉持慣例，民間團體婦

女地位委員會也同時召開會議，為加強性別議題國際交流，並鼓勵民間參與國際事

務。務。

APEC婦女領導人網絡（Woman Leaders Network）會議

為APEC各經濟體由女性產、官、學界及非政府組織主導之會議，推動APEC 地區

婦女參與經濟事務，及呼籲APEC 重視在推動貿易及投資自由化等工作之際，勿忘

對兩性所產生之不同衝擊與影響。 WLN 從1996年首次在菲律賓馬尼拉舉辦，之後對兩性所產生之不同衝擊與影響。 WLN 從1996年首次在菲律賓馬尼拉舉辦，之後

逐年召開，到2010已經邁入第15年，除積極推動婦女相關工作之外，每次會議達成

之決議，將作為APEC 部長及領袖會議之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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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貳、我國女性企業發展現況

一、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中  小  企  業 
行 業 別 

原 則 例 外

小規模

企業原    則 例    外 企業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
及土石採取業 

實收資本額 8
千萬元以下 

經常僱用員工
未滿 200 人 

未滿 5
人 

 
上列行業外之其他行
業

 
前一年營業額
新台幣 1 億元

 
經常僱用員工
未滿 100 人

 
 

業 新台幣 1 億元
以下 

未滿 100 人 

 

視同中小企業：(1) 擴充之日起二年內
合併之日起三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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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之日起三年內
(3) 集體輔導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二、中小企業現況
我國99年國內經濟可望恢

項目 2007年 2008年 增減

單位：新台幣元 復中度成長格局，第1季

經濟成長8.96％，全年成

長4 39％ 平均每人GDP

家數
123萬6,586家

(97.63%)
123萬4,749家

(97.70%)
-1,837家

10兆1 718億元 10兆4 627億元

長4.39％，平均每人GDP

為1萬7,458美元

銷售值
10兆1,718億元

(28.34%)
10兆4,627億元

(29.69%)
+2,909億元

就業人數
793萬9千人

(75 31%)
796萬6千人

(76 58%)
+2萬7千人就業人數

(75.31%) (76.58%)

直接出口值
1兆6,351億元

(17.02%)
1兆6,448億元

(17.36%)
+97億元

7資料來源：行政院經建會、2009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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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女性企業經營概況：約35.8%為女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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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2009中小企業白皮書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四、女性企業產業分布：仍以服務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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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2009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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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女性企業經營年數：3年以下佔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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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2009中小企業白皮書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六、女性企業分析

女性企業主家數佔合計企業35%。

女性企業主企業銷售值佔合計企業13.7% 。

女性企業以批發零售服務業為主女性企業以批發零售服務業為主。

女性企業主經營企業超過10年約4成3。

女性企業主企業獨資經營家數比率超過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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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2009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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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女性創業意願穩定成長
60.0%

50.0%

30 0%

40.0%

女性

20.0%

30.0%
男性

10.0%

0.0%

女性 43.6% 45.1% 49.1% 45.5% 45.7%

94年度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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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 43.6% 45.1% 49.1% 45.5% 45.7%

男性 56.4% 54.9% 50.9% 53.6% 53.6%

資料來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諮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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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處婦女企業輔導計畫

一、婦女企業面臨問題及需求

需求

提供創業輔導工具

需求

面臨問題
建立創業輔導體系

專長技術不足

創業資金不足 政府/金融機構資金融通

欠缺整合性經營輔導課程

欠缺創業社群媒介及平台

創業課程培訓創業課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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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媒合與交流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參、本處婦女企業輔導計畫(續)

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 跨部會(局處)5大輔導架構

1.1婦女創業創新聯盟

1.2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

1.3婦女企業服務志工
1. 婦女企業群聚網絡

2.1台灣婦女企業網

2.2婦女企業電子商務網站2. 創業資訊交流平台

3.1創業圓夢/婦女創業育成網絡/飛雁專案/創業鳳凰
3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

2.3電子櫥窗女性企業專區

3.2縮減產業(婦女)數位落差計畫
3.企業經營能力養成

4.1婦女創業諮詢服務窗口

4.2北中南東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服務中心
4.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5.1青年創業貸款

14

5.財務融通協助服務
5.2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1. 1婦女企業群聚網絡-婦女創業創新聯盟

結合國內婦女創業資源，編織育成服務網絡，協助具創
意、科技、美學、應用軟實力之女性企業，進行「知識

資訊 流通和 商機 人才 媒合 達到資源共享v.s資訊」流通和「商機v.s人才」媒合，達到資源共享
與經驗交流，使其相互扶持。

創意創新能量 技術開發與應用
北中南東重點培育資通訊應用、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北中南東重點培育資通訊應用、
生技醫療、文化創意產業之育
成中心。婦女

婦女結盟單位
台灣女藝協會

企業形象塑造
中華平面設計協會

創業創新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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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女藝協會
國際崇她社中華民國總會 台灣包裝設計協會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婦女創業創新聯盟-核心成員

北北 【北部】

●提供諮詢/診斷/引介/媒合服務
●協助中小企業取得政府補助資源
●協助中小企業參與政府採購 北北 【北部】

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
實踐大學、亞東技術學院、
銘傳大學

●協助中小企業參與政府採購
●協助發掘創新型中小企業(領頭羊)

中中

銘傳大學

【中部】

東東
【中部】
逢甲大學、雲林科技大學

南南
【南部】

【東部】
東華大學

16

南台科技大學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1.2 婦女企業群聚網絡-婦女企業詢委員會

分為北、中、南3區，分別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行

政院中部及南部聯合服務中心協助籌組，目前北、政院中部及南部聯合服務中心協助籌組 目前北

中、南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均已成立，並分別召

開委員會議及辦理企業參訪活動 北 中 南 區總開委員會議及辦理企業參訪活動，北、中、南3區總

計112位成功的婦女企業主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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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1.3 婦女企業群聚網絡-婦女企業服務志工

利用現有輔導服務機制，邀聘「婦女企業服務志工」，
協助婦女企業運用政府資源，並提供有關創業、法律協助婦女企業運用政府資源，並提供有關創業、法律
及經營管理等專業諮詢服務，陪伴婦女企業發展與成
長。長

女性榮譽律師：40位

針對婦女企業對法令規定一

知半解或求助無門等瓶頸，

女性創業顧問：23位
針對婦女企業創業上之經營、
行銷 財務 智財 人事等

由志工開設主題性課程或研習
營，加強經營管理能力與激發

知半解或求助無門等瓶頸，

協助解決法律及權益上之相

關問題

行銷、財務、智財、人事等
問題，提供專業諮詢診斷及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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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加強經營管理能力與激發
個人潛能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2. 1 創業資訊交流平台-台灣婦女企業網

1 協助具外銷能力之婦女企業開拓國際貿易市場1 協助具外銷能力之婦女企業開拓國際貿易市場
目的目的

1.協助具外銷能力之婦女企業開拓國際貿易市場

2.與歐美國家婦女企業網站聯結，提供產品資訊

1.協助具外銷能力之婦女企業開拓國際貿易市場

2.與歐美國家婦女企業網站聯結，提供產品資訊

方式方式
1. http://womenbusiness.taiwantrade.com.tw
2. 提供廠商與產品、商情資訊，供瀏覽查詢
1. http://womenbusiness.taiwantrade.com.tw
2. 提供廠商與產品、商情資訊，供瀏覽查詢

聯絡聯絡
台灣經貿網客服專線0800 506088台灣經貿網客服專線0800 50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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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
窗口
聯絡
窗口

台灣經貿網客服專線0800-506088台灣經貿網客服專線0800-506088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台灣婦女企業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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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2. 2 創業資訊交流平台-婦女企業電子商務網

1. 協助內銷導向之婦女企業開拓國內商機1. 協助內銷導向之婦女企業開拓國內商機
目的目的

1. 協助內銷導向之婦女企業開拓國內商機
2. 做為國內婦女企業資訊交流平台
3. 與國際性婦女組織資訊交流

1. 協助內銷導向之婦女企業開拓國內商機
2. 做為國內婦女企業資訊交流平台
3. 與國際性婦女組織資訊交流

方式方式
1. http://www.women-village.org.tw
2. 提供廠商與產品、創業資源、商情資訊等
1. http://www.women-village.org.tw
2. 提供廠商與產品、創業資源、商情資訊等

聯絡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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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
窗口
聯絡
窗口

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02)2321-2100*112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02)2321-2100*112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婦女企業電子商務網網頁

22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2. 3 創業資訊交流平台-電子櫥窗女性企業專區

目的目的
1. 協助新創女性企業拓展商機1. 協助新創女性企業拓展商機

目的目的 2. 結合「創業圓夢網」擴散服務效益2. 結合「創業圓夢網」擴散服務效益

內容內容
1. http://sme.moeasmea.gov.tw/ecatalog/
2 提供女性企業廠商與產品、創業資源、商情資訊

1. http://sme.moeasmea.gov.tw/ecatalog/
2 提供女性企業廠商與產品、創業資源、商情資訊內容內容 2. 提供女性企業廠商與產品、創業資源、商情資訊

等

2. 提供女性企業廠商與產品、創業資源、商情資訊

等

聯絡
窗口
聯絡
窗口

創業諮詢服務中心：0800-589-168 創業諮詢服務中心：0800-58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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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窗口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電子櫥窗女性企業專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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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3.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

透過行政院青輔會飛雁專案、行政院勞委會創業鳳

凰計畫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圓夢計畫 婦女創凰計畫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圓夢計畫、婦女創

業育成網絡計畫，提供女性創業健檢、諮詢、課程、

育成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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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3.1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提升創業及經營管理能力

創業諮詢服務
創業諮詢服務中心 創業常見問題集 電子報創業常見問題集 電子報

整理→分類→累積→加值整理→分類→累積→加值

創業諮詢服務中心
創業知識庫
創業論壇/創業電子報
創業推廣活動創

創業常見問題集、電子報創業常見問題集、電子報
教戰手冊教戰手冊
網路學苑教材網路學苑教材
創業新知及趨勢講座創業新知及趨勢講座

創業創新養成學苑
創業菁英學程

創
業
競
賽
與

創業新知及趨勢講座創業新知及趨勢講座
創業諮詢案例創業諮詢案例
顧問資料庫顧問資料庫
新創事業典範新創事業典範

產學合作資源平台產學合作資源平台

創業趨勢講座

創業家圓夢坊輔導

與
新
事
業
輔

新創事業典範新創事業典範
創業管理研究社群及刊物創業管理研究社群及刊物

區域創業及創新服務資訊區域創業及創新服務資訊

產學合作資源平台產學合作資源平台創業個案輔導
服務/技術媒合
後續關懷服務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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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競賽及事業化輔導創業競賽及事業化輔導新創事業表揚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3.2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培訓資訊技能及電子商務能力(1/5)

透過行政院經建會「縮減婦女數位落差計畫」及微軟

公司「數位鳳凰計畫」之資訊技能及電子商務課程，公司 數位鳳凰計畫」之資訊技能及電子商務課程

從基礎運用至深化輔導，開設系列輔導課程，提升婦

女企業資訊應用能力。女企業資訊應用能力。

2 3 41
全面發展開拓新商機
‧進階e化方案

優勢e化(生產/物流)

導入中小企業e化實務
‧電子商務應用輔導

婦女企業網站建置

女性企業e化講座
‧網拍及電子商務
‧商店及商品分析

資訊素養基礎訓練
‧電腦基本使用
‧網路及E mail

2 3 4
資
訊
及

1

‧優勢e化(生產/物流)
‧網路排名優化
‧網路e化行銷

‧婦女企業網站建置‧商店及商品分析
‧行銷規劃
‧客戶服務

‧網路及E-mail
‧數位相片處理
‧電子型錄練習平台
‧英文入門ABC

及
電
子
商
務

27
輔導應用階段教育訓練階段

務
應
用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3.2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培訓資訊技能及電子商務能力(2/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縮減婦女企業數位落差－提升婦女企業數位能力

輔導
對象

協助依法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其受雇人數在2020人以下之婦女企業人以下之婦女企業
電子商務之應用電子商務之應用對象 電子商務之應用電子商務之應用。

輔導
內容

透過在地化輔導服務，提供婦女企業數位應用培訓，導入網路工具
應用，提升企業數位應用能力，網路行銷打通國內市場。內容 應用，提升企業數位應用能力，網路行銷打通國內市場。

婦女企業成功案例影片

28

http://www.198.org.tw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3.2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培訓資訊技能及電子商務能力(3/5)
已協助32,63632,636家家已協助32,63632,636家家提升婦女企業電子化應用能力成效

1. 提供在地化培訓服務，提升婦女企業電子化應用能力

2. 導入電子商務應用，協助婦女企業開拓網路市場

婦女企業電子化
應用能力
婦女企業電子化
應用能力

3. 運用網路行銷及虛實合併的銷售活動，提高企業知名度

4. 辦理婦女企業分享講座，帶動其他婦女企業網路發展

致力於輔導偏鄉婦女
企業(中、南、東部及
離島地區佔69%)

致力於輔導偏鄉婦女
企業(中、南、東部及
離島地區佔69%)離島地區佔69%)離島地區佔69%)

電子化應用導入

29
展售活動

婦女企業分享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3.2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培訓資訊技能及電子商務能力(4/5)
五大學院900門課程

資訊科技

財務融通 行銷流通 人力資源

綜合知識課程
內容

財務融通 行銷流通 人力資源

134門演講網大

網大
摘

網大
企業管理

企業主私房密技 職場勝出系列

知識管理
網大
演講廳

有聲書摘電子書 企業主私房密技 職場勝出系列

30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3.2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培訓資訊技能及電子商務能力(5/5)
輔導婦女企業運用網路學習

95~98年底止推動約有89萬婦女人次運用網路學習進修
(佔全部人次49%)

其中40%介於31~40歲，在地區上，由於北部總人口原較其他地區較多，因此在學習上北部婦女
學員亦佔大多數 (64%)、女性學員偏好上綜合知識、財務融通及人資學院的課程。

(佔全部人次49%)

東部

及離島, 

2%
人資 男, 3254

女, 3350
婦女學員
區域別分析

學院會員性別分析

南部, 17% 2%

行銷

財務 男, 17348

男, 3254

女, 18323

女, 22262

北部, 64%

中部, 17%

資訊

綜合

行銷

男, 41958

男, 18446

女 41834

女, 51878

31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資訊 男, 51823
女, 41834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4. 1  創業諮詢輔導服務-婦女企業諮詢服務窗口

服務內容：包括融資協助、輔導轉介、課程培訓、服務內容：包括融資協助、輔導轉介、課程培訓、
創業諮詢及相關資訊提供等。 北中南東創業

創新服務中心

育成中心
創業諮詢服務中心

(0800 589168)
產業別育成網絡

創業家圓夢坊

(0800-589168)
婦女企業諮詢專線

創業家圓夢坊

創業養成學苑

歷年成效(93 98年)

提供女性創業者諮詢服務計23,275人次(佔總諮詢人數45.1%)、培訓6,885位
女性中小企業經營管理人才(49.7%)、成功扶植579家女性新創企業
(41 4%) 創造3 756個就業機會(48 07%) 並帶動女性企業投資金額計新台

歷年成效(93~98年)

32

(41.4%)、創造3,756個就業機會(48.07%)，並帶動女性企業投資金額計新台
幣13.47億元(18.7%)。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資訊通訊
資訊服務

4. 2  創業諮詢輔導服務-北中南東創新服務中心

北區中心北區中心

南港軟體育成中心南港軟體育成中心 數位內容
休閒觀光
醫療照顧

新竹以北及金馬

創創
材料研製
資訊通訊
精密機械

…

中區中心中區中心
逢甲大學逢甲大學
中科校區中科校區

創

業

創

創

業

創

精密機械
農業生技
運動休閒 觀光渡假

有機休閒
東區中心東區中心

苗栗至雲林

創

新

創

新金屬工業

… 有機休閒
優質生活
文化創意
海洋生技

南區中心南區中心
高雄軟體育成中心高雄軟體育成中心

苗栗至雲林

石材暨資源中心

新

島

新

島
金屬工業
資訊服務
數位內容
休閒觀光

海洋生技
…

33嘉義以南及澎湖 宜蘭花蓮台東

休閒觀光
農業生技

…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5. 1 財務融通協助服務-青年創業貸款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貸款對象貸款對象 年齡20歲~45歲，且公司或行號設立未滿3年之企業主或股東。年齡20歲~45歲，且公司或行號設立未滿3年之企業主或股東。

申貸金額申貸金額

1.信用貸款：每人貸款額度上限新台幣(下同)100萬元，每1事
業體貸款上限300萬元。(特殊境遇婦女另有利息補貼)
2 抵押貸款：每人貸款額度上限400萬元 每1事業貸款上限

1.信用貸款：每人貸款額度上限新台幣(下同)100萬元，每1事
業體貸款上限300萬元。(特殊境遇婦女另有利息補貼)
2 抵押貸款：每人貸款額度上限400萬元 每1事業貸款上限2.抵押貸款：每人貸款額度上限400萬元，每1事業貸款上限
1,200萬。
2.抵押貸款：每人貸款額度上限400萬元，每1事業貸款上限
1,200萬。

截至99年1月底止共輔導創業青年32,003人獲得貸款，創辦24,809家截至99年1月底止共輔導創業青年32,003人獲得貸款，創辦24,809家

成效成效

截至99年1月底止共輔導創業青年32,003人獲得貸款 創辦24,809家

事業，創業初期共創造15萬餘個就業機會。青輔會自98年5月啟動「

青創貸款專案計畫」，截至99年3月5日止，共計有3,396人次接受青

年創業輔導顧問團的客製化諮詢輔導 協助青年創業更穩健 並提

截至99年1月底止共輔導創業青年32,003人獲得貸款 創辦24,809家

事業，創業初期共創造15萬餘個就業機會。青輔會自98年5月啟動「

青創貸款專案計畫」，截至99年3月5日止，共計有3,396人次接受青

年創業輔導顧問團的客製化諮詢輔導 協助青年創業更穩健 並提

34

年創業輔導顧問團的客製化諮詢輔導，協助青年創業更穩健，並提

升整體經濟效益。

年創業輔導顧問團的客製化諮詢輔導，協助青年創業更穩健，並提

升整體經濟效益。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二、婦女企業輔導措施及成效(續)

5.2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本處
註：96年3月後微型創業貸款業務移交行政院勞委會主辦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本處
註：96年3月後微型創業貸款業務移交行政院勞委會主辦

貸款對象貸款對象

年滿20歲~65歲婦女或45歲~65歲國民，曾參與創業研習課程或
創業已滿6個月，並經創業諮詢輔導，員工人數未滿5人，且具
年滿20歲~65歲婦女或45歲~65歲國民，曾參與創業研習課程或
創業已滿6個月，並經創業諮詢輔導，員工人數未滿5人，且具

貸款對象貸款對象 有下列條件之者
1符合商業登記法第5條規定，並辦有稅籍登記未超過2年。
2.所經營事業依法登記設立未超過2年。

有下列條件之者
1符合商業登記法第5條規定，並辦有稅籍登記未超過2年。
2.所經營事業依法登記設立未超過2年。

申貸金額申貸金額
1.貸款額度：最高新台幣100萬元整。
2.還款年限：最長7年，含寬限期1年。
1.貸款額度：最高新台幣100萬元整。
2.還款年限：最長7年，含寬限期1年。
3.貸款利率：按郵政儲金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年息0.575%3.貸款利率：按郵政儲金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年息0.575%

載至98年12月共接獲39,114通詢問電話，其中16,636名民眾有意願載至98年12月共接獲39,114通詢問電話，其中16,636名民眾有意願

35

成效成效 參加創業研習課程，並辦理180場創業課程，共15,812次參與；接受
顧問個別或小組輔導人數4,016人次，計已協助2,044人完成創業。
參加創業研習課程，並辦理180場創業課程，共15,812次參與；接受
顧問個別或小組輔導人數4,016人次，計已協助2,044人完成創業。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一)-水鳳凰設計有限公司

公司資料
負責人:何文靜

設立時間:97年1月(當年10月量產)

地址:台北市和平西路一段90號(www.fenice.com.tw)

97-98年第2季營業額:約200萬元

員工人數:2人增至6人

企業簡介

Fenice義大利文中的鳯凰。結合東方傳統工藝與數位科技的

水鳯凰設計公司，由留英珠寶設計師王美玲與留美數位多媒

企業簡介

水鳯凰設計公司，由留英珠寶設計師王美玲與留美數位多媒

體科技工作者何文靜組成，擁有超越歐美的軟蠟工藝技術，

並研發出3D精品模型合元件，運用快速成型技術，讓商業訴

361515

1
求轉化成東方文化藝術的饗宴，行銷世界。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一)-水鳳凰設計有限公司(續)

1.96.11   申請圓夢計畫提供創業前置籌備作業

輔導歷程

2.96.12   進駐台北教育大學育成中心

3.97.03   輔導建立公司資產管理、資金運用管理規劃

4 98 06 台中商機交流:美學‧科技‧新生活創業市集4.98.06   台中商機交流:美學 科技 新生活創業市集

5.98.07   協助申請勞委會微型創業鳯凰貸款

國內/外得獎紀錄

1.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7屆新創事業獎微型企業組優質獎

2.第1屆廈門文化創意博覽會最佳創意商品獎

國內/外得獎紀錄

國際參展

3.巴黎時尚珠寶展Eclat de Mode 2008入選 Precious Callery

1.台灣第一家站上Eclat de Mode 2008巴黎秋季時尚飾品展

2.Eclat de Mode 2008 Precious Callery展示

3 2009台灣設計師週-台北

371616

3.2009台灣設計師週-台北

4.2009香港國際珠寶展

5.2009中國北京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輔導案例(二)-西伯里品牌形象設計工作室

公司資料

負責人:王惠秋

設立時間:97年3月

地址:台北市重慶南路段57號12樓

97年營業額：約100萬

員工人數:1人

企業簡介

西伯里品牌形象設計工作室，提供品牌形象識別、平面識

別、包裝識別、網頁識別等各式設計。西伯里工作室之設計

師勇奪連續二屆(2007、2008)德德設計大獎if，強勢宣告該公

司不僅擁有設計能力，也在國際大獎中佔有一席之地。

381919

接受中小企業通採訪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二)西伯里品牌形象設計工作室(續)

輔導歷程
1.95.3  申請創業家圓夢坊，輔導其設立工作室

2.95.3  建立公司管理制度，協助發展市場開發計畫

3 95 4 輔導行銷策略建立與業務開發3.95.4  輔導行銷策略建立與業務開發

4.97.7  協助通過微型鳳凰創業貸款

國內/外得獎紀錄
1.2007 if國際設計獎

2 2008 if國際設計獎

國內/外得獎紀錄

2.2008 if國際設計獎

3.台灣好伴手標誌首獎

4 花蓮文化創意紀念品第二名

國際參展

4.花蓮文化創意紀念品第二名

392020

97年11月，第一屆海峽二岸文化產業博覽會

食品包裝設計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三)-寧波風味小館

公司資料
負責人:鄧玲如

設立時間:97年1月
地址 台中市學士路 號

公司資料

地址:台中市學士路146號
97年營業額：約900萬
員工人數:4人

因先生從軍中退役，引發鄧小姐創業動機。初期以成衣銷售為主，但因

企業簡介
鄧玲如

面臨大陸低價成衣競爭並遭逢竊盜因而損失慘重，生活頓入困境。經創

業輔導諮詢及訓練，並成功獲得創業貸款，重新再投入餐飲服務業。寧

波風味小館以特色餐飲為其主要營業項目 負責人鄧寧如女士富有創意波風味小館以特色餐飲為其主要營業項目，負責人鄧寧如女士富有創意

與開發新產品之能力，因應季節的同之當季食材來製作季節限定餐點，

兼利用網路行銷寧波產品並以宅配運送，成立產品研發團隊並致力推動

402121

7
專屬品牌。

招牌菜(一)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輔導案例(三)-寧波風味小館 (續)

輔導歷程

1.97.7  協助通過微型鳳凰創業貸款

2 98 6 加入創業家圓夢坊

輔導歷程

參展事蹟

2.98.6  加入創業家圓夢坊

1.96.11 華雁專案成果分享會

國內/外得獎紀錄

招牌菜(二)

1.97 勞委會創薪獎

國內/外得獎紀錄

招牌菜(三)

412222

招牌菜(三)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四)-金石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資料
負責人:林依蓁

設立時間:95年2月
地址 台北市南港區三重路 號 樓

公司資料

地址:台北市南港區三重路19-13號3樓
97年營業額：約100萬
員工人數:12人

業務為手機遊戲開發及代理發行，於2008年期間完成七款遊戲之開發，

企業簡介
林依蓁

包括與偶像劇『不良笑花』合作開發的遊戲，頗受好評國內通路部分，

已與中華電信等五家電信廠商建立起長期合作的夥伴關係，提供手機遊

戲下載服務 國外通路 則與日本韓國等多國行動或遊戲服務商合作戲下載服務；國外通路，則與日本韓國等多國行動或遊戲服務商合作，

進行機遊戲的外銷和進口等業務

422121

7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四)-金石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續)

輔導歷程

1.97.7  申請創業家圓夢坊，輔導其得SBIR計畫研發補助

2 97 9 輔導行銷策略建立與業務開發

輔導歷程

參展事蹟

2.97.9  輔導行銷策略建立與業務開發

1.97.10 日本東京電玩展

2.97.11 第七屆新創事業獎企業展

日本東京電玩展

3.98.6  跨世代女性創業分享會

國內 外得獎紀錄

1.97 第七屆新創事業獎「策略知識服務業組」優質獎

國內/外得獎紀錄

新創事業獎企業展

432222

」
新創事業獎企業展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五)-韓金婆婆食品行

AftBefore

韓金婆婆食品行：

AfterBefore

•網址：http://www.2826089.com.tw
•員工人數：2人
•主要商品：豆腐酪 1111 363,000筆

網路知名度提升

22
建立加盟展店模式

44

受限於在地化通路

建立加盟展店模式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輔導案例(六)-虎尾永美資訊社

廖明芬 48歲 雲林縣虎尾鎮 電腦資訊社老闆娘個人學習個人學習

數位學習-案例介紹

•雲林虎尾地處偏僻，教學資源短缺

面對賣場價格傾銷的壓力 以獨具人情味之客戶服•面對賣場價格傾銷的壓力，以獨具人情味之客戶服
務，取得顧客的信任

•利用中小網大「顧客滿意度經營」相關主題課程，•利用中小網大 顧客滿意度經營」相關主題課程，
截取經營精華，培養出忠實的顧客

‧ 學習過程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經營管理會議上，討論所學習到的知
識，增加同事之間的互動

重點
心得
述

融入
情境

學習
分享

‧將討論的結論，融合經營者之意見，
供作決策之參考

‧成功將消費者轉為忠實顧客，讓公司

45

專心
聽講

重點
筆記

陳述
成功將消費者轉為忠實顧客 讓公司

獲益匪淺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三、結語

(一)對處內同仁持續宣導及安排教育訓練，深化本

處人員性別意識培養。

(二)加強中小企業各項性別區分統計資料 配合進(二)加強中小企業各項性別區分統計資料，配合進

行性別影響評估，以性別主流化觀點，作為未

來婦女企業輔導政策之參據，並積極落實女性

企業相關輔導協助企業相關輔導協助。

(三)賡續配合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會及本部性別評(三)賡續配合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會及本部性別評

等專案小組之政策方向，推動辦理業務。

46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附 件附 件

47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本處其他企業輔導計畫

1. 加強推動婦女參與地方特色產業輔導

(1)98年度辦理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有504個廠商，其

中婦女負責人之廠商有30家，占約6%。中婦女負責人之廠商有30家 占約6%

(2)辦理地方特色產業輔導，98年度維持及創造就業人

口數為1,713人，其中婦女就業人數為925人，占全

部比例54%。部比例54%

(3)辦理110場教育訓練，共培育經營管理人才2,243人

次，其中婦女參與人數為1099人，占全體49％。

4848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本處其他企業輔導計畫(續)

2. 保證業務辦理情形-信保基金(性別件數比)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在配合政府相關政策及執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在配合政府相關政策及執
行信用保證貸款業務，以近3年辦理保證件數中，女性
企業主占全體保證案件比例，從96年至98年皆超過企業主占全體保證案件比例 從96年至98年皆超過
25%(見下表)。

件數

 佔全體結構比  佔全體結構比

年度

件數

女性擔任負責人 男性擔任負責人
合計

96年      60 ,184 25 .20%    178 ,617 74 .80%     238 ,801

97年      59 ,660 25 .13%    177 ,786 74 .87%     237 ,446

98年      64 ,240 25 .21%    190 ,567 74 .79%     254 ,807

99年1-4月      23 ,434 24 .87%      70 ,794 75 .13%       94 ,228

合計 207 518 25 15% 617 764 74 85% 825 282

49

合計   207 ,518 25 .15%   617 ,764 74 .85%     825 ,282

49金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本處其他企業輔導計畫(續)

信保基金近 年提供女性企業主之保證金額占全體

3.保證業務辦理情形-信保基金(性別保證金額)

信保基金近3年提供女性企業主之保證金額占全體

保證案件保證金額比例來看，從96年至98年皆超過

22%(見下表)。

保證金額

 佔全體結構比 佔全體結構比

年度

保證金額

女性擔任負責人 男性擔任負責人
合計

96年      66 ,074 ,011 22 .74%     224 ,537 ,205 77 .26%     290 ,611 ,216

97年      75 ,558 ,777 22 .84%     255 ,198 ,257 77 .16%     330 ,757 ,034

98年     106 ,195 ,454 22 .35%     369 ,052 ,060 77 .65%     475 ,247 ,514

99年1-4月      44 ,306 ,940 21 .85%     158 ,432 ,966 78 .15%     202 ,739 ,906

合計 292 135 182 22 48% 1 007 220 489 77 52% 1 299 355 671

50

合計     292 ,135 ,182 22 .48%  1 ,007 ,220 ,489 77 .52%  1 ,299 ,355 ,671

50
金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本處其他企業輔導計畫(續)

另以信保基金近3年來辦理之保證案件協助取得融

4. 保證業務辦理情形-信保基金(性別融資金額)

另以信保基金近3年來辦理之保證案件協助取得融
資金額，以性別分析可知，女性企業主占總協助取得
融資金額比 從96年至98年皆超過22%(見下表)融資金額比，從96年至98年皆超過22%(見下表)。

協助取得融資金額

 佔全體結構比  佔全體結構比

年度 女性擔任負責人 男性擔任負責人
合計

96年   113, 339, 691 22. 89%       381,917, 133 77. 11%      495, 256, 824

97年   120, 973, 559 23. 12%       402,177, 605 76. 88%      523, 151, 164

98年   142, 220, 492 22. 53%      488, 986, 746 77. 47%      631, 207, 237

99年1-4月     56, 227, 176 22. 10%       198, 142, 623 77. 90%      254, 369, 798

合計 432 760 917 22 73% 1 471 224 107 77 27% 1 903 985 024

51

合計   432, 760, 917 22. 73%   1, 471, 224, 107 77. 27%   1, 903, 985, 024

51金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經濟部
瞭解．關心．服務．尊重

簡簡 報報 結結 束束

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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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