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

Invest Taoyuan

桃園市
產業發展獎勵補助簡介
適用對象
Intended audience

投資額
Investment Amount

Qualification

投資產業別
Industries

企業營運總部

投資人

補助內容
Subsidy Content

資
格
條
件

Incentive and Subsidy Measur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e Operating
Headquarters

Investors

新增投資新臺幣 ( 下同 )5,000 萬元以上
增額投資 3,000 萬元以上

Making new investments in Taoyuan exceeding
NT$50 million or additional investments exceeding
NT$30 million.

航空關聯 Aviation-related
文化創意 Cultural and creative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生技醫療 Bio-tech/medical
複合休閒 Leisure/entertainment
國際貿易與物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ogistics
工商會議及展覽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無相關規定
N/A

5 年為限

Up to 5 years

地價稅、房屋稅
Land / Building Tax

最高補助 120 萬元 / 年

Up to NT$1.2million / year

最高補助 180 萬元 / 年

Up to NT$1.8million / year

5 年為限

Up to 5 years

房地租金
Rent

最高補助 40 萬元 / 年

最高補助 60 萬元 / 年

Up to NT$400,000 / year

Up to NT$600,000 / year

最高補助 40 萬元

勞工職訓費用
Vocational Training Fees

Up to NT$400,000

2 年為限

新增僱用設籍本市勞工

Up to 2 years

Hiring New Employees with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最高補助 500 萬元 / 年
Up to NT$5 million / year

5 年為限

Up to 5 years

融資利息
Low-rate Financing

最高補助 150 萬元 / 年

Up to NT$1.5 million / year

最高補助額

Maximum Subsidy

850 萬元

NT$8.5 million

780 萬元

NT$7.8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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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獎勵補助申請流程
申 請 人

申請前諮詢

桃園市政府

企業
營運總部

投資人

受理申請

取得營運總部認定

作成初審意見

備齊申請文件提出申請
產業發展獎勵補助審查會審查

核准補助
備齊核銷文件提出申請

不符合規定
駁回申請

受理核銷文件
函復
付款核銷

Q&A
Q

Q
A

師簽證或國稅局核定之財務報表、近一年營

什麼是「企業營運總部」? 要如何取得企業營

經濟部為因應企業全球化，鼓勵產業善用全
球資源，以臺灣作為企業決策中心、深耕臺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營業稅申報書影
本、無欠稅證明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

Q

向本府申請獎勵補助。

Q
A

若公司同時因投資計畫融資及勞工職業訓
練，是否可申請多項補助項目 ?

灣。凡符合「營運總部認定辦法」之企業，
得向經濟部工業局取得營運總部認定函後，

須備申請書、公司設立或增資相關證明文件、
投資 ( 企業總部設立 ) 計畫書、近三年會計

運總部資格 ?

A

申請時須具備哪些文件 ?

A
Q

凡符合申請資格，可同時申請多項獎勵補助。
同一投資計畫已獲其他政府單位獎勵補助

如果公司的業別不在所列出的產業是否就無

者，是否可以再申請「桃園市產業發展自治

法申請獎勵補助 ?

條例」之獎勵補助？

若公司之產業別非屬所列的產業內，但投資
於所列出的相關產業，仍可申請相關獎勵補
助。

A

同一投資計畫已獲其他政府單位獎勵補助
者，投資人不得再申請獎勵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