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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計劃概覽 

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融資/信貸保證 

1. 2

.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協助中小企業
1
及非上市企業從參與

計劃的貸款機構取得融資，應付業

務需要 

企業 

 

在香港註冊的企業（上

市公司、貸款機構及貸

款機構的聯繫公司除

外）
2
 

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電話: 2536 0392 

電郵: sfgs_enquiry@hkmci.hk 

網址: 

http://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fi

nancing_guarantee_scheme.html 

行業支援 

2.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資助非分配利潤組織推行項目，以

提升香港整體或個別行業的非上市

企業的競爭力 

機構組織 

 

所有非分配利潤組織，

如工商組織、專業團體

或研究機關等 

工業貿易署 

電話: 2398 5128 

電郵: tsf_enquiry@tid.gov.hk 

網址: 

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tsf/tsf_obje

ctive.html 

拓展業務/升級轉型 

3.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為中小企業提供資助，以鼓勵中小

企業參與出口推廣活動，藉此協助

其擴展香港境外市場
3
 

企業 

 

在本地有實質業務運作

的香港非上市企業
3 

工業貿易署 

電話: 2398 5127 

電郵: emf_enquiry@tid.gov.hk 

網址: https://www.smefund.tid.gov.hk/emf/tc 

4.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

金 

資助香港非上市企業透過發展品

牌、升級轉型及拓展營銷，提升競

爭力和促進在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自貿協定）
4
及促進和保護投

資協定（投資協定）
5
市場

6
的業務 

企業 

 

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

的香港非上市企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8 6088 

電郵: bud_sec@hkpc.org 

網址: https://www.bud.hkpc.org/ 

5.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 主計劃 

加強本港專業服務行業與境外市場

相類行業的交流和合作；推動相關

的推廣活動；以及提高本港專業服

務水平和對外競爭力 

 

專業人士參與活動津貼計劃 

向香港專業人士提供津貼，參與由

政府（例如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

事處）及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合

資格活動 

機構組織 

 

主計劃 

以工商組織、專業團

體、研究院所等形式運

作的非分配利潤機構，

而該等機構必須是法定

機構或根據香港法例成

立或註冊的機構 

 

專業人士參與活動津貼

計劃 

合資格專業服務行業的

香港主要專業團體，而

該專業團體須屬非分配

利潤性質，亦須是法定

機構或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例成立或註冊的

機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電話: 3655 5418 

電郵: pass@cedb.gov.hk 

網址: https://www.pass.gov.hk/index_tc.html 

     

                                                           
1 在香港，中小企業是指聘用少於 100 名員工的製造業公司和聘用少於 50 名員工的非製造業公司。 
2 部份信貸擔保產品要求申請企業必須在香港已有最少一年的業務運作。 
3 由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基金的資助範圍擴大至由具良好往績的機構舉辦，以本地市場為目標及具規模的展覽會；和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及有良好信譽和往績的展

覽主辦機構舉辦的網上展覽會；以及放寬只限中小企業申請的要求。 
4 至今，香港已簽署 8 份自貿協定，涵蓋 20 個經濟體，包括內地、新西蘭、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四國(即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智利、澳門、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十國(即

文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格魯吉亞和澳洲。 
5 至今，香港已簽署 22 份投資協定，涵蓋 31 個海外經濟體，包括東盟十國、澳洲、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經濟聯盟、加拿大、智利、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

韓國、科威特、墨西哥、荷蘭、新西蘭、瑞典、瑞士、泰國(東盟成員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英國，亦完成了與巴林、馬爾代夫和緬甸(東盟成員國)的投資協定談判。 
6 「BUD 專項基金」現時涵蓋的 37 個經濟體包括內地、新西蘭、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四國、智利、澳門、東盟十國、格魯吉亞、澳洲、日本、韓國、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經濟聯

盟、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意大利、墨西哥、荷蘭、瑞典、英國、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http://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financing_guarantee_scheme.html
http://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financing_guarantee_scheme.html
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tsf/tsf_objective.html
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tsf/tsf_objective.html
https://www.smefund.tid.gov.hk/emf/tc
https://www.bud.hkpc.org/
https://www.pass.gov.hk/tc/faqs/index.html#faqs_4
https://www.pass.gov.hk/index_t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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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支持研究及發展 

6. 創新及科技基金 - 創新

及科技支援計劃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平台及種

子） 

支援由研發中心或指定本地公營科

研機構所進行的應用研發項目，並

把研發成果轉移至本地業界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中游、主題

性） 

鼓勵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

會）資助的院校，與世界各地頂尖

的科研機構合作，在重點科技領域

進行更多主題性、跨學科及可轉化

作應用的研發工作 

學術及科研機構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平台及種子） 

研發中心或指定本地公

營科研機構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中游、主題性） 

教資會資助的大學 

創新科技署 

電話: 3655 5678 

電郵: enquiry@itf.gov.hk 

網址: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

programmes/supporting-research/itsp/index.html 

7. 創新及科技基金 - 夥伴

研究計劃 

支援由研發中心或指定本地公營科

研機構與公司合作所進行的應用研

發項目 

學術及科研機構 

(夥拍企業／機構組織) 

 

主要申請機構必須為研

發中心或指定本地公營

科研機構，夥拍業界夥

伴申請機構提出申請。

業界夥伴申請機構可以

是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

司或有簽訂合約的法律

行為能力的工業支援組

織、工商協會或專業團

體。 

創新科技署 

電話: 3655 5678 

電郵: enquiry@itf.gov.hk 

網址: https://www.itf.gov.hk/l-tc/PRP.asp 

8. 創新及科技基金 - 企業

支援計劃 

資助本地企業進行內部研發工作，

以鼓勵私營機構在研發方面作出投

資 

企業 

 

在香港註冊成立及登記

的公司 

創新科技署 

電話: 3422 3700 

電郵: ess@itc.gov.hk 

網址: http://www.itf.gov.hk/l-tc/ESS.asp 

9. 創新及科技基金 - 投資

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鼓勵私營機構投放更多資源進行研

發，並鼓勵他們與本地公營科研機

構加強合作 

企業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或在香港登記的實體，

並進行獲創新及科技基

金資助的研發項目及／

或與指定本地公營科研

機構合作的研發項目 

創新科技署 

電話: 3655 5678 

電郵: crs-enquiry@itc.gov.hk 

網址: http://www.itf.gov.hk/l-tc/crs.asp 

推動科技應用 

10. 創新及科技基金 - 科技

券計劃 

支援本地企業和機構使用科技服務

和方案，以提高生產力或將業務流

程升級轉型 

企業 

 

在本港有實質業務運作

的非上市本地企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9 7000 

電郵: tvp-enquiry@hkpc.org 

網址: https://www.hkpc.org/zh-HK/technology-

voucher-programme 

培養創新科技風氣 

11. 創新及科技基金 - 一般

支援計劃 

支援有助提升本港產業和推動其發

展、培養創新科技文化以及推廣科

普的非研發項目 

機構組織／學術及科研

機構 

 

本港機構，例如非牟利

的工商協會、公營機

構、慈善機構、本地大

學、本地公司等 

創新科技署 

電話: 3655 5678 

電郵: enquiry@itf.gov.hk 

網址: https://www.itf.gov.hk/l-tc/GSP.asp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supporting-research/itsp/index.html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supporting-research/itsp/index.html
https://www.itf.gov.hk/l-tc/PRP.asp
http://www.itf.gov.hk/l-tc/ESS.asp
http://www.itf.gov.hk/l-tc/crs.asp
https://www.hkpc.org/zh-HK/technology-voucher-programme
https://www.hkpc.org/zh-HK/technology-voucher-programme
https://www.itf.gov.hk/l-tc/GS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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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再工業化 

12. 創新及科技基金 - 再工

業化資助計劃 

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新的智能生

產線 

企業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創新科技署 

電話: 3655 5678 

電郵: rfs-enquiry@itc.gov.hk 

網址: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

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rfs/index.html 

培育科技人才 

13. 創新及科技基金 - 再工

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高端科技培

訓，尤其是與「工業 4.0」有關的培

訓 

企業／機構組織 

 

在香港登記的企業或非

政府及非受資助機構。

被推薦的僱員為香港永

久性居民，並具有該高

端科技所需的背景 / 相

關經驗。 

職業訓練局 

電話: 3907 6661 

電郵: rttp@vtc.edu.hk 

網址: https://rttp.vtc.edu.hk/tc 

支援科技初創企業 

14. 創新及科技基金 - 大學

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原有計劃 

提供資助支援由指定本地大學的團

隊成立的科技初創企業，將其研發

成果商品化 

 

延伸計劃 

為有發展潛力的大學初創企業提供

與私人投資一比一的資金配對 

企業 

 

在香港註冊並於截止申

請日期成立不超過兩年

（ 適 用 於 「 原 有 計

劃」）或七年（適用於

「延伸計劃」）的科技

初創企業，而成立科技

初創企業的團隊由指定

大學的學生及教授自由

組合而成。只適用於

「延伸計劃」的申請

者：在指定投資配對期

內獲得的私人投資不少

於向計劃申請的資助

額。 

創新科技署 

網址: https://www.itf.gov.hk/l-tc/TSSSU.asp 

 

科技初創企業可向相關大學的知識轉移處/

技術轉移處/創業發展中心查詢詳情: 

香港大學 

網址: 

http://www.tto.hku.hk/public/tsssu/index.html 

香港中文大學 

網址: 

https://www.orkts.cuhk.edu.hk/en/knowledge-

transfer/tsssu-fund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 https://www.cityu.edu.hk/kto/about-

kto/contact-us 

香港科技大學 

網址: https://okt.hkust.edu.hk/zh-hant/tsssu 

香港浸會大學 

網址: http://kto.hkbu.edu.hk/eng/tsssu 

香港理工大學 

網址: 

https://www.polyu.edu.hk/kteo/polyventures/fundi

ng_investment/polyventures-angel-fund-scheme/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rfs/index.html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rfs/index.html
https://rttp.vtc.edu.hk/tc
https://www.itf.gov.hk/l-tc/TSSSU.asp
http://www.tto.hku.hk/public/tsssu/index.html
https://www.orkts.cuhk.edu.hk/en/knowledge-transfer/tsssu-fund
https://www.orkts.cuhk.edu.hk/en/knowledge-transfer/tsssu-fund
https://www.cityu.edu.hk/kto/about-kto/contact-us
https://www.cityu.edu.hk/kto/about-kto/contact-us
https://okt.hkust.edu.hk/zh-hant/tsssu
http://kto.hkbu.edu.hk/eng/tsssu
https://www.polyu.edu.hk/kteo/polyventures/funding_investment/polyventures-angel-fund-scheme/
https://www.polyu.edu.hk/kteo/polyventures/funding_investment/polyventures-angel-fund-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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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交通相關 

15. 智慧交通基金 資助本地機構或企業進行創新科技

研究和應用，以便利出行、提升道

路網絡或路面使用效率和改善駕駛

安全 

企業／機構組織／學術

及科研機構 

 

申請機構分為公營和企

業兩個界別。企業界別

接受香港註冊成立的公

司，以及公營界別未有

涵蓋的機構、專業團

體、行業商會及非政府

機構申請。公營界別接

受指定研發中心、教資

會資助的本地大學、載

於「指定本地研究機

構」名單（表 1）的機構

（受教資會資助的本地

大學及研發中心除外）

及非牟利或慈善性質的

專業團體、行業商會及

非政府機構申請。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8 5536 

電郵: stf_sec@hkpc.org 

網址: https://stf.hkpc.org/zh-hant/ 

專利申請 

16. 創新及科技基金 - 專利

申請資助計劃 

鼓勵本地公司及發明者藉申請專利

以保障其智慧成果，並把成果轉化

為其資產 

企業／個人 

 

以往從未擁有任何專利

及從未獲本計劃資助的

本地註冊公司、香港永

久居民或准予逗留本港

不少於七年的香港居民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8 5958 

電郵: ipsc@hkpc.org 

網址: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

programmes/fostering-culture/pag/index.html 

物流業 

17. 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

資助先導計劃 

透過為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提供

財政資助，鼓勵物流業通過科技應

用提升效率及生產力 

企業 

 

在香港登記、有實質業

務運作並提供第三方物

流服務的非上市企業，

其業務須與進口或出口

物流服務有關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8 6077 

電郵: tplsp_sec@hkpc.org 

網址: https://www.hkpc.org/zh-HK/tplsp 

創意產業 

18. 設計創業培育計劃 幫助來自設計界別的初創企業，於

關鍵的創業早期，應對及克服在業

務發展上的挑戰 

企業 

 

在香港或海外註冊成立

不多於三年的設計初創

企業 

香港設計中心 

電話: 3793 8418 / 3793 8420 

電郵: dip@hkdesigncentre.org 

網址: 

https://www.hkdesignincubation.org/?route=home

&lang=2 

19. 時裝創業培育計劃 推廣香港新一代創意時裝人才及企

業家，並為他們尋求契機，讓他們

與商業伙伴建立聯繫 

企業 

 

在香港或海外註冊成立

已超過 3 年的時裝設計

初創企業或品牌，並最

少曾推出兩個時裝系列 

香港設計中心 

電話: 3793 8407 

電郵: fip@hkdesigncentre.org 

網址: https://hkfip.org/tc/ 

 

 

 

 

 

 

 

 

 

    

https://stf.hkpc.org/zh-hant/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ostering-culture/pag/index.html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ostering-culture/pag/index.html
https://www.hkpc.org/zh-HK/tplsp
https://www.hkdesignincubation.org/?route=home&lang=2
https://www.hkdesignincubation.org/?route=home&lang=2
https://hkfip.or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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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旅遊業 

20. 旅遊行業發展基金 透過資助可令旅行社受惠的旅遊業

界培訓及宣傳推廣活動，提升本港

旅遊行業整體的競爭力 

企業／個人 

 

所有按照《旅行代理商

條例》（第 218 章）獲

發及持有有效旅行代理

商牌照的香港旅遊業議

會會員旅行社、持有有

效領隊證的人士及持有

有效導遊證的人士 

香港旅遊業議會 

電話: 2969 8157 

電郵: Dfund@tichk.org 

網址: https://www.tichk.org/zh-hant/subsidy-

schemes/development-fund 

21. 本地特色旅遊活動先導

計劃 

向具備香港本地特色或獨特魅力的

藝術、文化、節慶、餐飲或體育活

動，提供營運活動和市場推廣及宣

傳的資助，以發展多元化旅遊活

動，吸引本地及海外傳媒報道，增

加訪港旅客人數，並豐富旅客的旅

遊體驗 

機構組織 

 

香港註冊非牟利機構，

（即本地真正非牟利機

構，例如體育組織、非

政府機構、藝術協會、

商會等），並將於香港

舉辦一天或多天的藝

術、文化、節慶、餐飲

或體育活動 

香港旅遊發展局 

電話: 8120 0037 

電郵: eventsupport@hktb.com 

網址: 

https://partnernet.hktb.com/tc/trade_support/pilot_

scheme_for_characteristic_local_tourism_event/in

dex.html 

科學園的資助計劃 

22. IDEATION 計劃 培育及資助有志於科技研發之新一

代企業家，幫助他們落實創新想

法，成功創業 

企業／個人 

 

在香港註冊不超過兩年

的有限公司，或持有香

港身份證、年齡達 18 歲

的人士 

香港科學園 

電話: 2629 6872 / 2629 6873 

電郵: ideation@hkstp.org 

網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

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

acceleration/ideation/ 

23. 創科培育計劃 幫助科技初創把科研成果推出市

場，開拓業務 

企業 

 

在香港登記及註冊成立

未超過 5 年的科技有限

公司，其技術領域屬資

訊與通訊科技、電子、

綠色科技或精準工程等

範疇 

香港科學園 

電話: 2629 6873 

電郵: incubation@hkstp.org / 

incubating@hkstp.org 

網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

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

acceleration/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24. 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 幫助生物醫藥科技初創公司在競爭

激烈的醫藥板塊開展科研活動，把

研發轉化爲突破性的解決方案 

企業 

 

在香港登記及註冊成立

不超過兩年的生物醫藥

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科學園 

電話: 2629 6869 / 2629 6928 / 2629 0153 

電郵:  incubio@hkstp.org 

網址: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

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

acceleration/incubation/incu-bio/ 

25. 企業加速計劃 扶植正處於加速增長期的高潛力創

業公司，幫助他們推動業務發展，

擴展國際規模 

企業 

 

現為香港科技園公司創

業培育計劃內之培育公

司或科學園夥伴企業 

香港科學園 

電話: 2629 6872 / 2629 6873 

電郵: acceleration@hkstp.org 

網址: https://www.hkstp.org/zh-hk/what-we-

offer/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

acceleration/acceleration-programme/ 

26. 香港科技園創投基金 構建協作網絡，透過融合香港科技

園與私人投資者的的豐富資源，推

動初創生態圈穩健發展 

企業 

 

早期至成長期的科技初

創公司 

香港科學園 

電郵: capital@hkstp.org 

網址: https://www.hkstp.org/zh-hk/what-we-

offer/funding-and-capital/hkstp-venture-fund/ 

數碼港的資助計劃 

27.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支持香港具潛質的數碼科技創新概

念及早期初創企業的發展，印證市

場需要及邁向加快發展階段 

企業／個人 

 

只限 18 歲或以上，持有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証

的人士，或在香港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 

數碼港 

電話: 3166 3900 

電郵: ccmf_enquiry@cyberport.hk 

網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

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https://www.tichk.org/zh-hant/subsidy-schemes/development-fund
https://www.tichk.org/zh-hant/subsidy-schemes/development-fund
https://partnernet.hktb.com/tc/trade_support/pilot_scheme_for_characteristic_local_tourism_event/index.html
https://partnernet.hktb.com/tc/trade_support/pilot_scheme_for_characteristic_local_tourism_event/index.html
https://partnernet.hktb.com/tc/trade_support/pilot_scheme_for_characteristic_local_tourism_event/index.html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deation/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deation/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deation/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incu-bio/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incu-bio/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incu-bio/
https://www.hkstp.org/zh-hk/what-we-offer/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acceleration-programme/
https://www.hkstp.org/zh-hk/what-we-offer/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acceleration-programme/
https://www.hkstp.org/zh-hk/what-we-offer/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acceleration-programme/
https://www.hkstp.org/zh-hk/what-we-offer/funding-and-capital/hkstp-venture-fund/
https://www.hkstp.org/zh-hk/what-we-offer/funding-and-capital/hkstp-venture-fund/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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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28. 數碼港培育計劃 提供全方位創業支援，助創業家及

初創企業加快業務增長 

企業 

 

香港註冊（或正在註冊

成立）的數碼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並於培育計

劃申請截止日期時成立

少於 7 年 

數碼港 

電話: 3166 3900 

電郵: cip_enquiry@cyberport.hk 

網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

cyberport_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bation_pro

gramme 

29. 數碼港加速器支援計劃 為準備開拓海外巿場及投資的數碼

港培育公司或已畢業的培育公司提

供資助 

企業／個人 

 

數碼港培育公司或已畢

業的培育公司，並成功

獲數碼港認可的加速器

計劃取錄 

數碼港 

電話: 3166 3900 

電郵: casp_enquiry@cyberport.hk 

網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

cyberport_partners/cyberport_accelerator_support

_programme 

30. 海外及內地市場推廣計

劃 

為現正參與或已畢業於「數碼港培

育計劃」及「數碼港創意微型基

金」的培育公司提供資助，以開拓

內地及海外市場 

企業 

 

現正參與或已畢業於

「數碼港培育計劃」及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

金」的培育公司，而籌

集的資金並沒有超過或

相等於 1000 萬美元 

數碼港 

電話: 3166 3900 

電郵: mdss@cyberport.hk 

網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

cyberport_partners/marketing-development-

support-scheme 

31. 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 向數碼港數碼科技創業家提供種子

項目投資以至 A 輪或後期的融資，

助力公司業務發展，並推動香港創

業投資生態的發展，為數碼科技創

業家進一步開拓創業空間 

企業 

 

駐於香港、具備擴充潛

力的數碼科技公司，如

屬下列之一，即可申

請： (i) 數碼港旗下創業

計劃的培育公司及畢業

生、 (ii) 數碼港 Smart-

Space 公司、或(iii) 數碼

港辦公室租戶 

數碼港 

電話: 3166 3900 

電郵: macrofund@cyberport.hk 

網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

cyberport_macro_fund 

青年發展基金的資助計劃 

32.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

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行大灣區內地城

市雙創基地短期體驗項目，加強香

港青年對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青

年雙創基地，以及內地相關雙創政

策和配套措施的認識 

個人 

 

有興趣創業但未有清晰

路向，而年齡界乎 18 至

35 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青年發展委員會 

電話: 3509 7035 

電郵: youth@hyab.gov.hk 

網址: 

https://www.weventure.gov.hk/tc/plan_details/plan

02.html 

33.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

資助計劃 

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青年創業項

目，為青年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

務，以及資本資助 

企業 

 

已認真準備創業並具備

較周詳計劃，而年齡界

乎 18至 40歲的香港永久

性居民，並有尚未運作

或已運作不超過 3 年，

並在香港進行商業登記

的初創企業 

青年發展委員會 

電話: 3509 7035 

電郵: youth@hyab.gov.hk 

網址: 

https://www.weventure.gov.hk/tc/plan_details/inde

x.html 

環境保護 

34. 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協助位於香港及廣東省的港資工廠

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和作業方式 

企業／機構組織 

 

在香港註冊的企業，並

擁有及營運位於香港或

廣東地區的工廠及香港

非牟利行業協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8 5588 

電郵: enquiry@cleanerproduction.hk 

網址: https://www.cleanerproduction.hk/tc/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bation_program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bation_program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bation_program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partners/cyberport_accelerator_support_program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partners/cyberport_accelerator_support_program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partners/cyberport_accelerator_support_program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partners/marketing-development-support-sche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partners/marketing-development-support-sche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partners/marketing-development-support-scheme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macro_fund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macro_fund
https://www.weventure.gov.hk/tc/plan_details/plan02.html
https://www.weventure.gov.hk/tc/plan_details/plan02.html
https://www.weventure.gov.hk/tc/plan_details/index.html
https://www.weventure.gov.hk/tc/plan_details/index.html
https://www.cleanerproduction.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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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35. 回收基金 企業資助計劃 

提供配對基金以協助回收行業提高

作業能力和效率，推動回收業的可

持續發展，從而促進廢物回收和再

造 

 

行業支援計劃 

資助非牟利項目以提高行業的運作

水準及生產力，包括提升本地回收

業的現有和日後僱員的技能和安全

水準、擴大行業人力資源，以及回

收作業資格認證和認可計劃等 

企業／機構組織 

 

企業資助計劃 

參與回收相關運作至少 1

年的香港註冊及登記的

企業 

 

行業支援計劃 

本地註冊的非分配利潤

組織，例如支援機構、

商貿及工商組織、專業

團體或研究機構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8 5658 

電郵: enquiry@recyclingfund.hk 

網址: https://www.recyclingfund.hk/tc/index.php 

36.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提供更充裕、對焦和切合研發項目

所需的資助，以推動減碳技術和綠

色科技的研發及應用，加速香港低

碳轉型和加強環保 

企業／學術及科研機構 

 

在香港登記及註冊的公

司、指定的研發中心及

指定本地公營科研機構 

環境及生態局 

電話: 3427 9782 / 3427 9684 

電郵: gtf@eeb.gov.hk 

網址: https://www.gtf.gov.hk/tc/index.html 

37. 新能源運輸基金 資助及進一步鼓勵試驗及更廣泛使

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 

企業 

 

運輸業的現有營運商，

以香港為業務基地（包

括跨境運輸），並在相

關運輸服務超過一年 

環境及生態局（環境科） 

電話: 2824 0022 

電郵: netf@eeb.gov.hk 

網址: https://www.eeb.gov.hk/tc/new-energy-

transport-fund.html 

漁農業 

38.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資助務實、應用為本的項目、計劃

或研究工作，協助農戶提升生產力

和產量，以及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

展和增強業界的整體競爭力 

企業／機構組織／學術

及科研機構 

 

一般申請 

能證明與本港農業有密

切聯繫的在香港註冊成

立的公司或法人團體、

本港的學術及研究機構 

漁農自然護理署 

電話: 2150 6829 

電郵: sadf@afcd.gov.hk 

網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sa

df.html 

39.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 農

場改善計劃 

透過直接向農民提供資助金購買小

型農耕機器和工具，以協助他們採

用現代化耕作工具及設施，從而提

升其生產力和營運效率 

企業／個人／機構組織 

 

個人申請 

香港居民或註冊公司／

機構，並在本港經營從

事商業生產而面積不少

於 1 斗種的農作物農場

或持牌禽畜農場 

 

團體申請 

能證明與本港農業有密

切聯繫的在香港註冊成

立的公司或法人團體 

漁農自然護理署 

電話: 2150 6829 

電郵: sadf@afcd.gov.hk 

網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sa

df_fis.html 

40. 蔬菜統營處貸款基金 向本地作物農戶提供貸款，作農業

生產及發展用途 

個人 

 

本地作物農戶 

漁農自然護理署 

電話: 2476 2424 / 2729 6828 

電郵: aoae@afcd.gov.hk 

網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

an/agr_loan_vmolf/agr_loan_vmolf.html 

41. 嘉道理農業輔助貸款基

金 

向個別農戶、塘魚養殖戶及海魚養

殖戶提供貸款，作為發展及經營資

本 

個人 

 

個別農戶、塘魚養殖戶

及海魚養殖戶 

漁農自然護理署 

電話: 2476 2424 (農業) / 2150 7097 (海魚養殖

戶或塘魚養殖戶) / 2471 9145 (塘魚養殖戶) 

電郵: aoae@afcd.gov.hk (農業) / 

fishloans@afcd.gov.hk (漁業) 

網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

an/agr_loan_kaalf/agr_loan_kaalf.html 

https://www.recyclingfund.hk/tc/index.php
https://www.gtf.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eb.gov.hk/tc/new-energy-transport-fund.html
https://www.eeb.gov.hk/tc/new-energy-transport-fund.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sadf.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sadf.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sadf_fis.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sadf/sadf_fis.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an/agr_loan_vmolf/agr_loan_vmolf.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an/agr_loan_vmolf/agr_loan_vmolf.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an/agr_loan_kaalf/agr_loan_kaalf.html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an/agr_loan_kaalf/agr_loan_kaal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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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資助計劃 目的 申請對象 查詢 

42. 約瑟信託基金 向農民合作社及個別農戶提供貸

款，作為發展或營運資金 

個人／機構組織 

 

農民合作社及個別農戶 

漁農自然護理署 

電話: 2476 2424 

電郵: aoae@afcd.gov.hk 

網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

an/agr_loan_jtf/agr_loan_jtf.html 

43.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協助本地漁業社羣應付新挑戰，以

便漁業發展為或轉型至可持續或高

增值的作業模式，以及提高整個漁

業的競爭力 

企業／機構組織／學術

及科研機構 

 

能證明與本港漁業有密

切聯繫的香港註冊成立

的公司或法人團體；以

及本港的學術及研究機

構 

漁農自然護理署 

電話: 2150 7158 

電郵: sfdf@afcd.gov.hk 

網址: 

https://www.afcd.gov.hk/tc_chi/fisheries/sfdf/SFD

F.html 

建造業 

44.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 鼓勵廣泛採用創新建築方法及科

技，促進生產力、提高建造質素、

改善工地安全及提升環保效益 

企業／機構組織／學術

及科研機構 

 

建築相關企業、香港本

地高等教育機構、專業

團體、商會、工會或半

官方或法定機構（只限

舉辦本地合辦課程） 

建造業議會 

電話: 2100 9000 

電郵: citf@cic.hk / enquiry@cic.hk  

網址: https://www.citf.cic.hk/?lang=2 

中醫藥 

45. 中醫藥發展基金 企業支援計劃 

提供配對資助予個別從業員或廠商

等以協助本地中醫藥發展 

 

行業支援計劃 

資助舉辦中醫藥的培訓課程及宣傳

活動或進行中醫藥應用調研及研究 

企業／個人／機構組織

／學術及科研機構 

 

企業支援計劃 

在職中醫師、相關護理

人員、中藥業從業員、

中醫診所、中成藥製造

及批發商及中藥材零售

及批發商 

 

行業支援計劃 

本地註冊非牟利組織、

中醫藥相關的專業團

體、商會或學會等組

織、本地大學及已經註

冊的高等教育院校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電話: 2788 5632 / 2788 5633 

電郵: enquiry@cmdevfund.hk 

網址: https://www.cmdevfund.hk/main.php 

 
更新日期: 二零二三年五月九日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agr_loan/agr_loan_jtf/agr_loan_jt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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