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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呼應「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等

政策，以「打造全球創業聚落品牌，建立創新育成國際通路」為目標，將林口世

大運選手村建造為國際創業聚落，推動籌設「林口新創園」，鏈結產業發展、市

場推廣、創業投資及創新創業所需資源及專業輔導，推動臺灣成為亞洲創新服務

供給之重要夥伴。 

為鼓勵並推動創新創業，促進臺灣發展新創生態鏈，進而推動產業轉型與經

濟發展，林口新創園與亞馬遜 AWS 本著「互惠互利、共贏發展」的原則，共同建

置「林口新創園-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盼利用國際合作和領先科技推動創

新和經濟發展，並加速臺灣新創在雲端專業技術上的部署和應用。 

故「林口新創園-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將以新創加速器、企業數位轉

型加速器、雲端人才培育、國際合作、新創基金、新創競賽等六大板塊之架構，

作為加速臺灣創意生成及商模落地之助力。 

其中亦將挹注業務重點訓練、雲端運算系統架構指導、相關研討會及教育課

程等資源於企業數位轉型加速器，並輔以優惠雲端額度，協助企業進行體質強化

及人才升級，以利進行市場切入前的快速整備，進而連接全球網絡，促進國際市

場開拓與發展，催化產業創新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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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心資源一覽 

資源類型 項目 
轉型企業 

(實體進駐) 

空間資源 

獨立辦公空間 V 

共同工作空間 V 

交流空間 V 

會議室 V 

開放式展演空間 V 

住宿空間 V 

洗衣間 V 

哺乳室 V 

健身房 V 

閱讀室 V 

輔導資源 

AWS「手作實驗室」之訓練 V 

AWS 雲端運算系統架構設計一對一指導 一次/月 

AWS Go Cloud優惠方案 V（需另行審核*） 

AWS 原廠技術與非技術培訓課程 V 

AWS 認證雲端工程師人才媒合 V 

AWS 合作夥伴網路(APN)商業對接機會 V 

AWS 活動參展與講者機會 V 

AWS 媒體宣傳機會 V 

業師交流活動 V 

國際展會補助及參展機會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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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Innovation 企業創投業師輔導 V 

Open Innovation 企業創投商業對接機會 V 

*請參見附件一「109年度 AWS Go Cloud優惠方案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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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進駐申請須知 

一、進駐對象 

（一）轉型企業 

於我國合法設立登記滿三年以上之傑出優良企業或其關係企業，使用

或預計使用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 AWS 雲端服務，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 欲就現有業務之一部或藉由收購、創立子公司等方式進行數位化

升級轉型目標之優良企業及其關係企業。 

2. 有意以雲服務發展如智慧製造、電子商務、智慧硬體、物聯網、

人工智慧等創新領域應用之新產品或服務、或進行服務升級，擴

大市場服務範疇(如資訊服務業)等企業轉型目標之優良企業及其

關係企業。 

3. 曾獲頒我國知名中小企業相關創業獎項之優良企業，如創業楷模

獎、磐石獎、小巨人獎等，或經相關公協會所推薦之具數位轉型

潛力之優良企業及其關係企業。 

（二）其他事業 

不符合前列轉型企業，而進駐於林口新創園者，因配合政策發展方向

或因應主管機關指示有鼓勵其發展創新或數位轉型之必要者，得經本

中心工作小組特別核可後申請進駐。 

二、進駐流程 

（一）申請方式及截止日期 

1. 申請企業得於申請開放期間上網進行申請（相關網址將另行公

告）。遇進駐空間額滿時，得排入後續等候申請名單。 

2. 欲申請 AWS Go Cloud 優惠方案者，依「109年度 AWS Go Cloud 優

惠方案申請須知」（如附件一）規定辦理。 

3. 工作小組將申請資料送達後約20個工作日內召集審查委員會進行

審查並以 Email 通知申請人，期間得請求申請企業補正相關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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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應備資料 

1. 進駐申請表(採線上申請，網址如下：https://pse.is/JE23R) 

2. 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 相關過去得獎證明文件影本或公協會推薦函（格式不限）。 

三、進駐通過及簽約 

（一）審查通過之企業，應於本中心通知送達後，20個工作天內簽訂「林口

新創園-亞馬遜 AWS聯合創新中心進駐合約」，逾期視同放棄進駐權

利，由候補廠商依時間序遞補之。 

（二）簽訂契約共一式三份，含正本兩份、副本一份，雙方簽約後由「林口

新創園-亞馬遜 AWS聯合創新中心進駐合約」檢還進駐契約書副本一份

予進駐企業。 

四、進駐權利及義務 

（一）權利 

1. 進駐期原則以12個月為限，例外得申請展延，展延之期限由本中

心工作小組評估之。 

2. 進駐期間可申請使用聯合創新中心之住宿空間，相關收費標準及

使用規定依相關公告辦理。 

3. 得利用 AWS Go Cloud 優惠方案（需另行審核）。 

（二）義務 

1. 進駐企業應依規定定期繳交本中心規定之保證金、租金、管理費

及其他應繳納之費用等。 

2. 進駐企業若欲於進駐期間提前離駐，應於離駐日前三十日以書面

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同意後，辦理相關離駐手續。 

3. 進駐企業應遵守本中心所規範之管理辦法或要點，違反者本中心

得以保證金抵充相關費用或損害。 

（三）協力義務 

1. 進駐企業應同意提供進駐期間之營運經驗、營運績效以等相關說

明與資料。  

https://pse.is/JE2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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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駐企業應同意提供文字、影音、圖片、照片或實體活動等相關

資訊。 

3. 進駐企業應同意提供上述資料，並無償授權予本中心運用於各項

成果發表、展示、宣傳、分享會等活動。 

肆、延駐申請 

一、申請延駐條件 

進駐企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於進駐期間期滿前二個月向本中心提出展

延進駐申請，本中心不另行告知。 

（一）因原計畫之執行，有延長之必要者。 

（二）從事相關符合進駐條件之新營運、新產品或新服務規劃。 

（三）經主管機關同意，具以下實績或其他特殊原因經本中心工作小組同意

延駐之企業： 

1. 產品、市場或服務模式具有快速成長、國際化潛力之企業。 

2. 進駐期間與「林口新創園-亞馬遜AWS聯合創新中心」互動良好且

未來能帶動上、下游企業實際進駐，產生群聚效應者。 

二、延駐規定 

進駐企業得申請展延進駐，展延之准否與期限，由本中心工作小組實質審查

之，每次展延至多一年，最多可展延兩次。 

三、申請流程 

（一）申請企業應填寫延駐申請書（如附件三）送交本中心，由工作小組進

行展延審查，如有必要得請申請企業到場進行說明。 

（二）評核結果於審查完畢後10個工作日內，由本中心彙整意見，以 Mail或

書面方式回復申請企業。 

伍、離駐申請 

一、申請時程 

進駐企業之租期以申請進駐時約定之期間為原則，例外得申請期滿前離駐，

應於離駐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提出申請（附件四），經本中心同意後，依離駐手續

辦理離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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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駐點交 

（一）離駐企業應於租約屆滿前進行離駐驗收，於租約到期前交付所持有之

相關物品（如辦公室鑰匙、信箱鑰匙、所有員工門禁卡、租用機具、

圖書資料等）、將辦公室回復原狀，並繳清所有相關費用。 

（二）承上，若有毀損或滅失而有無法回復原狀之情事，離駐驗收時需依林

口新創園之規定辦理相關賠償等事宜。若未依規定辦理或點交不完全，

則本中心得將保證金視為懲罰性違約金全數沒收，若保證金不足扣抵

所欠繳之租金及費用，離駐企業應於一個月內為全額之給付。 

陸、其他 

一、終止合約 

進駐企業同意若有下列情事，本中心得單方提前終止合約，並命其限期搬遷

離駐： 

(一) 遲延給付各項款項遲延逾 60 日者。 

(二) 涉及違法情事或存放危險物品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者。 

(三) 營業項目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 

(四) 經查明重複申請或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情事。 

(五) 違反雙方所簽訂合約條款。 

(六) 違反其他管理事項，並經本中心限期改善而逾期仍未改善者。 

(七) 其他重大事項。 

二、修改及更新 

本中心有隨時修改或更新本辦法之權利，並得以公告或Email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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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件一、109年度 AWS Go Cloud 優惠方案申請須知 

 

109 年度 AWS Go Cloud 優惠方案申請須知 

主辦單位：林口新創園-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壹、 目的 

為協助輔導進駐林口新創園之國內外中小/新創企業，於公有雲平台建構雲端 

應用，加速雲端應用導入，以有效運用公有雲服務的方式進行技術升級、數 

位轉型、發展新商業模式突破產業現有困境，促進其經營優勢，達到提高新 

創企業創業成功機會與厚植中小企業競爭力之目的。 

貳、 申請規定 

一、 申請資格 

凡在中華民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或合夥企業，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始具

有申請資格(以下皆稱申請者)： 

(一) 實體進駐於Startup Terrace林口新創園。 

(二) 通過林口新創園-亞馬遜AWS聯合創新中心(轉型企業)加速器進駐審核之

企業。 

二、 申請方式 

申請者於指定申請網頁(https://www.smefast.org.tw/startup-terrace-awsprogram/)

填妥申請單表後即完成申請手續。 

三、 申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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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 

四、申請流程 

作業流程 流程說明 

  

▓申 請 ： 申 請 者 至 本 方 案 指 定 網 址

(https://www.smefast.org.tw/startup-terrace-

awsprogram/)填具申請表後送出即完成。 

▓受理申請與資格審查：工作小組於接獲申請

資料後 3 個工作天內確認申請者資格是否符

合，資格符合者將由工作小組與申請聯繫安排

架構諮詢輔導；資格不符合者將 E-mail 通知

該申請不受理。 

▓架構諮詢輔導：資格審查結束隔日，工作小

組將為通過的申請者安排專屬架構師進行諮詢

輔導，共同擬訂架構。申請者若有能力自行擬

定架構，無需諮詢服務之情形，可逕行準備架

構審查資料。  

▓製作架構審查資料：申請者應與專屬架構師

充分討論並準備審查資料 (請參閱附件一)。申

請者須於架構諮詢輔導結束日起(無須架構輔

導之申請者，自通知通過資格審查日起)，10

個工作天內上傳審查文件至指定位址，未送交

審查者視同放棄申請。 

▓架構審查：工作小組每月召集審查委員會為

提交之申請進行審查，審查會議得視申請案件

數量加開。 

▓優惠核定：由主辦單位代表根據審查結果核

定最終優惠積分。 

▓結果通知：工作小組會將核定結果以 E-mail

通知申請者。 

▓簽訂合約：申請者須與配合本方案之經銷商

簽訂合約，合約簽署後本方案正式生效，未簽

訂者視同放棄申請。 

▓取得優惠：申請者完成綁入手續並簽約完畢

後，當月即可開始抵扣。 

*本流程為全程完整流程，灰底的程序為工作小組的工作流程，申請者僅須注意白底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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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架構諮詢 

於線上申請架構諮詢輔導，申請者應向架構師說明欲開發的雲端應用的需

求、使用情境或預期透過此雲端應用達成之目的等資訊，以利架構師依據前

述資訊擬定合適之雲端應用架構。架構諮詢輔導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 正式架構諮詢輔導時間以60分鐘為限，申請者可於輔導開始前提供相關

需求予架構師，以利正式輔導時迅速聚焦重點。若申請者對架構師提出之雲

端應用架構有調整之需求，可自行調整。 

(二) 申請者自行調整應用架構後，可再次申請架構諮詢服務（以一次為限，

諮詢時間為 30 分鐘）。 

肆、 優惠內容 

本方案之優惠內容說明如下： 

一、雲端積分資源折抵 

最高可獲得價值新臺幣200萬元的AWS雲端應用開發或實驗用優惠積分，有

效期自簽約生效日起至109年12月15日止，可用於折抵申請者每月使用AWS服務

費用30%。 

二、額外雲端積分獎勵 

凡使用AWS新帳戶ID 申請並通過本優惠方案取得前項雲端積分資源者，可

額外獲得當月AWS總使用費15%之新戶積分獎勵，用於折抵申請者每月使用

AWS服務的費用，需搭配本方案使用，可跨年度累積使用12個月。 

三、 免費雲端諮詢輔導服務 

最高可獲得5小時的架構師諮詢時間(價值新臺幣1萬元/小時)，可針對AWS架

構的可用性、安全性、可靠性、性能效率、成本優化等方面進行諮詢。  

伍、 架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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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收到申請者提出之架構審查文件後得籌組架構審查委員會，參酌提

交審查文件內容之可用性、安全性、擴展性、創新性、完整性等項目(如下表

所示)進行審查。申請架構審查原則上每月進行一次，若申請踴躍將視情況加

開場次。 

*AWS新帳戶ID為自帳戶開立日起未逾12個月且AWS使用費未超過100美元之

帳戶。 

表一、評分項目 

評分項目/分數(請勾選)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可用性      

安全性      

擴展性      

創意性      

架構完整性      

總分  

陸、 簽約 

本方案係透過配合之經銷商進行提供，而非透過使用者綁定之信用卡付款，

相關帳務將改由配合之經銷商出帳。申請者必須與配合本方案之經銷商簽訂合約，

確保雙方相關權利與義務。未簽訂合約之申請，一律視同放棄。合約與更改出帳

相關文件將連同核定結果通知一併以 E-mail 通知申請者。 

此外，本方案優惠內容僅限申請者使用，若有「注意事項」中列舉任一違規

情事發生，執行單位有權要求配合執行之經銷商中止與申請者的合約，已核定但

未使用之優惠積分額度將予以取消。 

柒、 注意事項 

（一）工作小組每季得審視申請者雲端應用之開發進度，申請者須配合說明，

以利工作小組採取配套輔導措施。 

（二）申請者若因故發生下列任一情事，經執行單位查核屬實者，執行單位

有權要求配合本案執行之經銷商中止與申請者的合約，視情節程度得

要求申請者補繳相關優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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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轉讓/授予/售於非申請單位使用之情形發生 

2. 因故中止發展雲端應用。 

3. 不配合進度審查。 

4. 開發進度嚴重落後，經工作小組採取配套輔導後仍未改善者。 

5. 離駐林口新創園或與本方案配合經銷商解約。 

（三）本方案核定之優惠積分請於期限內使用完畢，逾期者自動失效。 

已申請通過 108 年度優惠方案者，可以簡化相關申請程序參與，但仍 

需重新審核並核定額度。 

捌、 其他 

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執行單位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終止本方案內

容細節之權利，並以公開方式或 E-mail 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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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架構審查文件 (本文件由架構師與申請者共同完成) 

「林口新創園」-AWS Go Cloud 優惠方案架構審查文件 

申請企業名稱： 

專案名稱： 

一、 數位轉型類別 

勾選 類型 說明 

 台灣本地傳統企業

(類型A)  

自有技術團隊支援創新轉型，該企業的創新業務

板塊未來可以獨立分拆(spin-off )。 

 台灣本地傳統企業

(類型B)  

不具備技術團隊，需要提供創新轉型的戰略諮

詢，規劃實施基於雲端計算的創新轉型。 

 台灣本地拓展海外市

場的企業 

有借助亞馬遜AWS全球部署，拓展海外市場的需

求。 

 海外成熟高科技企業

在台新設立的子公司 

海外成熟高科技企業（IPO）或已在全球開展業

務，在台灣成立子公司進入並拓展台灣市場。 

 其他 包括聯合創新中心孵化器和其它國內外知名孵化

器成功畢業、已經獲得Ｂ輪及Ｂ輪以後的融資、

對AWS 雲端計算有需求的的創新創業公司。

AWS全球範圍內的APN合作夥伴公司等。 

二、 專案應用情境與預估效益說明 

（請用1000字內說明本專案之應用對公司推動業務之預期效益） 

 

三、 現行環境分析討論 

（請說明與本專案相關之現行系統環境、功能、規範…等資訊） 

 

四、 完整架構圖與設計說明 

（請提供本專案之雲端架構圖並說明設計重點） 

 

五、 費用預估比較 

（請提供現行環境之成本估算及本專案之預算） 

On Premises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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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 Cost： 

 

六、 AWS ID與費用預估試算連結 

（請提供欲於本案使用之 AWS 帳戶 ID 及費用預估試算連結） 

 

AWS 帳戶ID： 

 

試算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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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架構審查文件參考範例 

「林口新創園」-AWS Go Cloud優惠方案架構審查文件 

申請企業名稱：OO Electronics  

專案名稱：雲端IoT設備控管平台 

一、 數位轉型類別 

勾選 類型 說明 

 台灣本地傳統企業

(類型A)  

自有技術團隊支援創新轉型，該企業的創新業務

板塊未來可以獨立分拆(spin-off )。 

 台灣本地傳統企業

(類型B)  

不具備技術團隊，需要提供創新轉型的戰略諮

詢，規劃實施基於雲端計算的創新轉型。 

 台灣本地拓展海外市

場的企業 

有借助亞馬遜AWS全球部署，拓展海外市場的需

求。 

V 
海外成熟高科技企業

在台新設立的子公司 

海外成熟高科技企業（IPO）或已在全球開展業

務，在台灣成立子公司進入並拓展台灣市場。 

 其他 包括聯合創新中心孵化器和其它國內外知名孵化

器成功畢業、已經獲得Ｂ輪及Ｂ輪以後的融資、

對AWS 雲端計算有需求的的創新創業公司。

AWS全球範圍內的APN合作夥伴公司等。 

二、 專案應用情境與預估效益說明 

2017年12月，OO 電子宣布推出 Q 系列，其概念是將 Wi-Fi 芯片嵌入 OO 電子的

產品中，除了賦予產品與環境互相通訊之外，亦可促使這些產品進行資料收集的

工作，進而運用 AI技術為產品和服務分類，並了解用戶的行為模式。迄今為

止，OO已經在全球銷售了超過7,000萬部智慧電視和500萬部家用電器。 

隨著 Q系列支援 Wi Fi 的產品的銷量增加， OO的智慧設備啟用率同時增加，這 

也讓地端的伺服器不堪重負。這種增長需要一個新平台，該平台須具備可以容納 

越來越多連接到 OO服務器的智慧設備的能力。因此， OO在預計本案中為 Q系 

列產品重新建構雲端物聯網（ IoT）平台，並預期達到以下的效益： 

 

1. 平台資安除維持現有標準之外，亦要符合ISO 27001標準，並使用X.509證書作

為平台與務聯網設備的身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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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聯網裝置與平台之間須可隨時進行連接，並隨時儲存設備資料並控制設備狀

態訊號。 

3. 平台開發成本不得超過100萬元 

4. 平台須要具備可擴充串接其他如空氣品質監控服務、客戶服務、聊天機器人、

能源解決方案…等解決方案的能力。 

5. 減少目前地端伺服器維護費用至少30%。 

6. 人員平均維護時間減少50%。 

三、 現行環境分析討論 

1. 具備實體機房，啟用200台主機建置所需VM環境(互為HA架構)  

2. 設定每日完整、差異、增量備份 

3. 依照排程執行災害演練計畫 

4. 每週執行整機備份用以符合ISMS規範 

四、 完整架構圖與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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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託管服務和AWS IoT Core  

說明:使用少量開發資源重新啟動其IoT平台。“透過將AWS用於物聯網平台，

可節省80％的開發成本。並使開發人員能夠專注於為LG服務場景編寫業務邏

輯。 

2.基礎架構團隊和開發團隊分開運作 

說明:使基礎架構分配方面的溝通混亂和效率低下。開發人員可以自己構建基

礎架構，然後在開發工作快要完成時諮詢我們的基礎架構團隊，從而提高效

率。”  

3.導入AWS IoT和無服務器架構 

說明:用於空氣質量監測服務，客戶服務聊天機器人和能源解決方案。 

4. 搭配使用Auto Scaling彈性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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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使用Auto Scaling完成水平擴充之功效，避免連線數瞬間衝高導致服務

異常產生。 

5. 使用資料庫或S3儲存資料 

說明：將資料置放於資料庫或S3完成資料分隔之用意。 

6. API Gateway  

說明：利用 API Gateway 輕鬆建立、發佈、維護、監控和保護任何規模的

API 資料庫取得加密之功效。 

五、 費用預估比較 

On Premises Cost： 

 

AWS Cloud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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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AWS ID與費用預估試算連結 

AWS 帳戶ID：123456789012  

試算連結：

https://calculator.aws/#/estimate?id=1aa90aea683d80abe9145074c69bd538383c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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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延駐申請表 

林口新創園-亞馬遜AWS聯合創新中心 

延駐申請表 

公司中文名稱 

Company Name (Chinese) 

 

申請項目 

Application for 

延駐Extension of Residency  

第＿次延駐，時間為＿＿＿＿＿＿ 

事由及原因 

（請簡述） 

Cause(s) and Reasons(s) (Please give a 

brief description) 

 

公司代表簽章Team Representative： 

填表日期 Applicati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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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離駐申請表 

林口新創園-亞馬遜AWS聯合創新中心 

離駐申請表 

公司中文名稱 

Company Name (Chinese) 

 

聯絡資訊 

Contact info.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駐空間 

Location of the office 

 

申請項目 

Application for 

中途離駐Halfway Withdrawal  

期滿離駐Withdrawal  

進駐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欲離駐日____________________  

事由及原因 

（請簡述） 

Cause(s) and Reasons(s) (Please give a 

brief description) 

 

以下由林口新創園-亞馬遜AWS聯合創新中心工作小組填寫 

不同意，原由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約定離駐日為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隊於離駐點交當日應備妥本中心同意之離駐申請表1份，並將進駐空間復原

完成 

公司代表簽章Team Representative： 

填表日期 Application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