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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再工業化及市場拓展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TSSSU)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絡方式：(852) 3655 5678

適用行業：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等六所大學團隊成立的科技初創企業

資助模式：每所大學每年可獲上限為 800 萬港元的資助；每間初創企業每年可獲上

限為 150 萬港元的資助，為期不超過三年。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l-tc/TSSSU.asp

創科創投基金（ITVF）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絡方式：(852) 3655 4836 / itvf-enquiry@itc.gov.hk

適用行業：創新及科技初創企業

資助模式：於 2017 年成立 20 億港元「創科創投基金」，以約 1（政府）：2（共

同投資夥伴）的投資配對比例進行共同投資。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l-tc/ITVF.asp

夥伴研究計劃（PRP）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655 5678 / enquiry@itf.gov.hk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

資助模式：向合作研發項目提供等額資助。最長項目期限為 36 個月。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l-tc/PRP.asp

企業支援計劃（ESS）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422 3700 / ess@itc.gov.hk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

資助模式：有關資助將以一元對一元的等額出資方式批出。每個獲批項目可獲最多

1 千萬港元的資助。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l-tc/ESS.asp

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CRS）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655 5678 / crs-enquiry@itc.gov.hk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

資助模式：計劃為獲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研發項目；以及公司與指定香港本地公

營科研機構合作，並由公司全費贊助的研發項目等兩類應用研發項目，

向公司提供相等於其開支 40% 的現金回贈。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l-tc/crs.asp 



 

                                    

 

                                   

 

 

 
 

 
 

 

 

 

 

 

 

 

 

研究人才庫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655 5678 / enquiry@itf.gov.hk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適用於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項目的機構／公司、在香港進行

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以及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的培育公司和創科租戶。

資助模式：每間申請公司可同時聘用最多四名研究人才。每名持有學士學位研究人

才的每月最高津貼額為 18,000 港元；持有碩士學位研究人才的每月最

高津貼額為 21,000 港元；至於持有博士學位研究人才的每月最高津貼

額則為 32,000 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l-tc/TTS-PH.asp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655 5678 / enquiry@itf.gov.hk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

●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PSTS-ITF）

資助模式：最高資助額為原來研發項目實際開支的 50%。 

● 為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的培育公司和畢業生租戶而設的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PSTS-SPC）

資助模式：每個試用項目的最高資助額為 100 萬港元。

●為在香港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而設的公營機構試用計劃（PSTS-TC）

資助模式：每個試用項目的最高資助額為 10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

technology/psts/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PAG）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2788 5958

適用行業：香港本地公司及發明者

資助模式：最高資助額 25 萬港元，或申請專利的費用（包括專利檢索及技術評審

費用）的 90%，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ostering-

culture/pag/index.html

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ITSP）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655 5678 / enquiry@itf.gov.hk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

資助模式：支援平台研發項目和種子項目。

平台項目：以產業為本，並具商品化潛力的應用研發項目。業界贊助為

項目總成本最少 10%。

種子項目：具探索性和前瞻性的項目。由研發中心進行的項目為最高

280 萬港元；而其他申請機構則為 14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supporting-

research/itsp/ 

https://www.itf.gov.hk/l-tc/TTS-PH.asp
https://www.itf.gov.hk/l-tc/TTS-PH.asp


 

 
 

  

 

 
 

 

 

  
 

 

 

 

 

 

科技券計劃（TVP）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2789 7000 / tvp-enquiry@hkpc.org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

資助模式：以 3（政府）:1（企業／機構）配對模式為項目提供資助。每家企業／

機構累計資助上限為 6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hkpc.org/zh-HK/technology-voucher-programme 

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RTTP）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907 6660

適用行業：所有行業

資助模式：以 2（政府）：1（企業）的配對形式資助香港本地企業讓其員工接受高

端科技培訓。每間企業每個財政年度最多可獲資助 5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nurturing-talent/rttp/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RSF）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655 5678 / rfs-enquiry@itc.gov.hk

適用行業：所有行業生產商

資助模式：香港特區政府會以 1（政府）： 2（公司）的配對形式提供資助。資助上

限：獲批項目總開支的三分之一或 1,500 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

technology/rfs/index.html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SFGS）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2536 0392 / sfgs_enquiry@hkmci.hk

適用行業：香港本地企業

資助模式：協助香港本地中小型企業及非上市企業從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取得融資。

按證保險公司可為合資格企業並獲貸款機構批核的貸款提供五成、六成

或七成的信貸擔保。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financing_

 guarantee_scheme.html

出口信用保險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聯繫方式：(852) 2732 9988

資助詳情：香港信保局獲香港特區政府提供高達 550 億港元的保險業務負責額保證。

●百分百信用限額提升計劃

聯繫方式：(852) 2732 9933

計劃詳情：每宗買家信用限額將獲提升一倍，上限至保戶申請的金額。保單的上限

或 1 億港元，以較低者為準。

●十項支援措施

聯繫方式：(852) 2732 9933

支援措施：豁免所有保單年費。所有獲審批的買家信用限額的付款期限一律增加至 120 日。

詳情請參閱：www.hkecic.com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nurturing-talent/rttp
https://www.hkpc.org/zh-HK/technology-voucher-programme
mailto:tvp-enquiry@hkpc.org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financing_guarantee_scheme.html
https://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sme_financing_guarantee_scheme.html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nurturing-talent/rttp
https://www.hkpc.org/zh-HK/technology-voucher-programme
mailto:tvp-enquiry@hkpc.org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EMF）

負責部門 / 機構：工業貿易署

聯繫方式：(852) 2398 5127 / emf_enquiry@tid.gov.hk

適用行業：所有行業

資助模式：企業申請基金資助的次數不限，每家企業所獲的累計資助金額上限為 8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emf_form.html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 專項基金）

負責部門 / 機構：工業貿易署

聯繫方式：(852) 2788 6088 / bud_sec@hkpc.org

適用行業：所有行業

資助模式：香港特區政府最多資助個別項目總核準開支的 50%，每個項目最高資助

金額 10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bud.hkpc.org/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TSF）

負責部門 / 機構：工業貿易署

聯繫方式：(852) 2398 5128 / tsf_enquiry@tid.gov.hk

適用行業：所有非分配利潤組織

資助模式：每個獲批項目最高可獲基金資助  500 萬港元或該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90%，以金額較低者為準。獲資助機構須承擔項目總開支的 10%，形式

可以是現金、實物或贊助。

詳情請參閱：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tsf/tsf_objective.html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PASS）

負責部門 / 機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聯繫方式：(852) 3655 5418 / pass@cedb.gov.hk

適用行業：香港專業服務行業

資助模式：每個獲批項目的最高資助款額為合資格項目成本總額的 90%，或 300 萬

港元，以較低者為準。

詳情請參閱：https://www.pass.gov.hk/tc/home/index.html 

mailto:bud_sec@hkpc.org
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emf_form.html
mailto:bud_sec@hkpc.org
https://www.smefund.tid.gov.hk/tc_chi/emf/emf_form.html


                                          

 

 

 

 

 

  

 

 

  

 

 
 

 

 

 

初創、創新及特定企業

IDEATION 計劃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 (852) 2629 6685 / biadmin@hkstp.org 

適用行業：有志於科技研發之企業家

資助模式：計劃期一年內資助高達 10 萬港元的種子資金。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re-

incubation/ideation/ 

創業培育計劃（HKSTP INCUBATION）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科技園公司 

聯繫方式（培育計劃）：(852) 2629 6872/ 2629 6873 / biadmin@hkstp.org

適用行業：科技初創

資助模式：高達 129 萬港元的資金資助，作為研發和業務發展經費。培育期為 3 年。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

 hkstp-incubation/ 

企業飛躍計劃（LEAP）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2629 7002

適用行業：正處於加速增長期的高潛力創業公司

资助模式：高達 480 萬港元的經濟支援。其中高達 120 萬港元的資金補助，可用於

補貼公共關係、市場營銷、專業服務和企業合規的相關費用。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acceleration/

 leading-enterprises-acceleration-programme-leap/

香港科技園創投基金（香港科技園企業投資基金）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培育計劃）：(852) 2629 6872/ 2629 6873 / biadmin@hkstp.org 

適用行業：科技研發之初創企業

資助模式：香港科技園創投基金直接參與投資種子輪至 A 輪階段，并與私人投資者

共同投資。基金資產管理總額 6 億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vestment-

opportunities/hkstp-ventures/

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 (INCU-BIO)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科技園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2629 6869 / biadmin@hkstp.org

適用行業：生物醫藥科技初創公司

資助模式：高達 600 萬港元的資金援助，包括 400 萬港元財政補貼、預先資助和

200 萬港元現金津貼，以貼補監管工作開支，比如臨床試驗項目等。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incu-bio/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mailto:biadmin@hkstp.org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re-incubation/ideation/
mailto:biadmin@hkstp.org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acceleration/leading-enterprises-acceleration-programme-leap/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CCMF）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3166 3900 / ccmf_enquiry@cyberport.hk

適用行業：數碼科技

資助模式：計劃提供 10 萬港元種子資金。在 6 個月計劃期內，支持具潛質的數碼

科技創新概念及早期初創企業的發展。

詳情請參閱 :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 

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數碼港培育計劃（CIP）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3166 3900 / cip_enquiry@cyberport.hk

適用行業：數碼科技

資助模式：受培育公司除獲數碼港全方位的創業支援外，更可在 24 個月培育期內

獲發最高 50 萬港元財務資助以支持業務發展。

詳情請參閱：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

 entrepreneurs/cyberport_incubation_programme

數碼港加速器支援計劃 （CASP）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3166 3755

適用行業：數碼科技

資助模式：每家公司最高可獲基金資助 3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

 partners/cyberport_accelerator_support_programme

海外及內地市場推廣計劃（MOSS）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3166 3846

適用行業：數碼科技 

資助模式：企業可在 2 年內申請最多 20 萬港元的財政補貼，而每項活動的最高申

報金額上限為該活動的 75%。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cyberport_partners/marketing-

development-support-scheme

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CMF）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聯繫方式：(852) 3166 3800 

適用行業：數碼科技初創企業

資助模式：基金投資總額為 4 億港元

mailto:cip_enquiry@cyberport.hk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mailto:ccmf_enquiry@cyberport.hk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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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創業培育計劃 (DIP)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設計中心

聯絡方式：(852) 3793 8418

適用行業：時裝設計、品牌形象及包裝設計、產品設計、室內 / 建築設計、視覺 /

空間藝術、珠寶設計、媒體與傳播等。

資助模式：免費及優惠工作空間（可達 24 萬港元）；營運、市場推廣及業務發展

的資金資助（可達 26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hkpc.org/images/stories/2019/smeone/pdf/start_ 

dip_tc.pdf 

時裝創業培育計劃 (FIP)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設計中心

聯繫方式：(852) 3793 8407 / fip@hkdesigncentre.org

適用行業：從事與時裝設計相關的工作

資助模式：獲得高達 25 萬港元的種子基金，以用於跨界別的合作及共創項目上。

詳情請參閱：https://hkfip.org/tc/application-details/

創意智優計劃（CSI）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意香港」辦公室

聯絡方式：(852) 2294 2774 / createsmart@createhk.gov.hk

適用行業：創意產業

資助模式：資助會以撥款的形式發放，資助符合發展創意產業的項目。

詳情請參閱：https://www.createsmart.gov.hk/cpub/tc/CSI?textmode=0

一般支援計劃（GSP）

負責部門 / 機構：創新科技署

聯繫方式：(852) 3655 5678 / enquiry@itf.gov.hk

適用行業：創新科技

資助模式：支援有助提升本港產業和推動其發展，以及培養創新科技文化的非研發

項目。所有項目須取得不少於項目總成本 10% 的贊助。

詳情請參閱：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ostering-culture/gsp/

電影發展基金（FDF）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電影發展局

聯繫方式：(852) 2594 5846 / info@fdc.gov.hk

適用行業：電影業

資助模式：電影製作融資，為每部電影提供的融資的上限為 90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fdc.gov.hk/tc/services/services2.htm 

mailto:fip@hkdesigncentre.org
https://www.hkpc.org/images/stories/2019/smeone/pdf/start_dip_tc.pdf
https://www.hkpc.org/images/stories/2019/smeone/pdf/start_dip_tc.pdf


 

                                                             

                         

                      

   
  

    
   

  

 

 

 
  

  

 
 

 

  

  

 

 
 

其他

負責部門 / 機構：環境保護署、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 現稱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 )

聯繫方式：(852) 2788 5588 ( 香港 ) / (86 755)  8615 6942 ( 深圳 )

 enquiry@cleanerproduction.hk

清潔生產伙伴計劃（CP3）

適用行業：化學製品業 / 食品和飲品製造業 / 傢具製造業 / 金屬和金屬製品業 / 非

金屬礦產品業 / 造紙和紙品製造業 / 印刷和出版業 / 紡織業

資助模式：實地改善評估項目費用的 50%（上限 45,000 港元）；機構支援項目費

用的 90%。

詳情請參閱：https://www.cleanerproduction.hk/tc/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GTF）

負責部門 / 機構：環境保護署

聯繫方式：(852) 3427 9782 / 3427 9684

適用行業：香港本地研究機構或企業

資助模式：香港特區政府已成立 2 億港元的「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每個項目提供

的資助金額由 250 萬港元至 3,000 萬港元不等。

詳情請參閱：https://www.gtf.gov.hk/tc/

新能源運輸基金（NETF）
負責部門 / 機構：環境保護署

聯繫方式：(852) 2824 0022 / netf@epd.gov.hk

適用行業：運輸業現在營運商

資助模式：試驗申請：每位申請者及其關連公司就「試驗申請」獲發的資助總額上

限為 1,200 萬港元；應用申請：每位申請者及其關連公司就「應用申請」

獲發的資助總額上限為 1,20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

 solutions/new-energy-transport-fund.html#Background

回收基金 

負責部門 / 機構：環境保護署

聯繫方式：(852) 2788 5658 / enquiry@recyclingfund.hk 

適用行業：回收行業

資助模式：香港特區政府先后總共撥款 20 億港元，延長基金申請期至 2027 年。回

收基金包括「企業資助計劃」和「行業支援計劃」兩部份，「企業資助計劃」

提供資助予個別的香港回收企業以提升及擴充其在香港的回收業務。「行

業支援計劃」資助在香港註冊的非分配利潤組織，例如專業團體、工商

組織、研究機構及其他行業支援組織。

詳情請參閱：https://www.recyclingfund.hk/tc/resource_promotion.php

本地特色旅遊活動先導計劃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

聯繫方式：(852) 8120 0037 / eventsupport@hktb.com

適用行業：本港旅遊行業

資助模式：每項入選活動的資助總額上限為 500 萬港元或不多於活動成本總額的

70%，以較低者為準。

詳情請參閱：https://partnernet.hktb.com/tc/trade_support/pilot_scheme_for_ 

characteristic_local_tourism_event/index.html 

https://www.cleanerproduction.hk/tc
mailto:enquiry@cleanerproduction.hk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new-energy-transport-fund.html#Background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new-energy-transport-fund.html#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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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行業發展基金 

負責部門 / 機構：香港機場管理局

聯繫方式：(852) 2969 8157 / Dfund@tichk.org 

適用行業：本港旅遊行業

資助模式：分為「培訓活動」及「宣傳推廣活動」（其中，「宣傳推廣活動」已暫停

接受新申請，直至另行通告為止）兩部份。申請成功的旅行社 / 持證領隊 

/ 持證導遊，所參加的培訓活動費用可獲得 70% 的資助，但每項培訓活

動的費用不得少於 500 港元。每家旅行社的資助上限為每年 3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tichk.org/zh-hant/subsidy-schemes/development-fund 

智慧交通基金（STF）

負責部門 / 機構：運輸署

聯繫方式：(852) 2788 5536 / stf_sec@hkpc.org

適用行業：香港本地研究機構或企業

資助模式：基金已獲預留 10 億港元。最高資助額：公營界別為預計項目成本的

90%；企業界別為預計項目成本的 50%。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pc.org/zh-HK/stf

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資助先導計劃（TPLSP）

負責部門 / 機構：運輸及房屋局

聯繫方式：(852) 2788 6077 / tplsp_sec@hkpc.org

適用行業：物流業

資助模式：每間申請企業的最高累計資助金額上限（連項目審計費）合共為 100 萬

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hkpc.org/zh-HK/tplsp

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劃

負責部門 / 機構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聯繫方式：(852) 2961 6333 / 5g-subsidy@ofca.gov.hk

適用行業：所有行業

資助模式：香港特區政府將資助獲批項目中與使用 5G 技術直接相關的實際開支的

50%，上限為 50 萬港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industry_focus/5g_ 

subsidy/index.html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CITF）

負責部門 / 機構：建造業議會 / 發展局

聯繫方式：(852) 2100 9000 / enquiry@cic.hk

適用行業：建造業

資助模式：視乎有關獲批項目的類型，成功申請者會獲得基金以配對方式（即：基

金會承擔個別獲批准項目的總成本的最多 70% 或所適用的資助上限，

以較低者為準）或現金回贈方式獲得資助。

詳情請參閱：https://www.citf.cic.hk/?lang=2 

mailto:stf_sec@hkpc.org
https://www.tichk.org/zh-hant/subsidy-schemes/development-fund
mailto:Dfund@tichk.org
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industry_focus/5g_subsidy/index.html
https://www.ofca.gov.hk/tc/industry_focus/industry_focus/5g_subsidy/index.html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 農業改善計劃

負責部門 / 機構：漁農自然護理署

聯繫方式：(852) 2150 6829 / 2150 7158 

適用行業：香港本地漁業 / 農業

● 一般計劃

資助模式：基金沒有就項目預先設定資助額上限。

●「農場改善計劃」

資助模式：每名申請者的累計資助的上限為 3 萬港元。

●「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資助模式：每名合資格漁民或養魚戶（參與項目人士）連同其配偶，不論其營運生

產單位的數目，其購置漁業設備或物料的資助上限為 3 萬港元，而參與

詳情請參閱：「農場改善計劃」 https://www.afcd.gov.hk/tc_chi/agriculture/ 

sadf/sadf_fis.html

漁業 https://www.afcd.gov.hk/tc_chi/fisheries/sfdf/files/SFDF_ 

Application_Guidelines_Chi_ver_Aug_2020.pdf

漁業 / 農業貸款基金

負責部門 / 機構：漁農自然護理署

聯繫方式：(852) 2476 2424 

適用行業：香港本地漁農業

資助模式：包括嘉道理農業輔助貸款基金、蔬菜統營處貸款基金、約瑟依託基金。

項目人士則須承擔不少於 20% 開支。

中醫藥發展基金 

負責部門 / 機構：食物及衛生局

聯繫方式：(852) 2788 5632 / enquiry@cmdevfund.hk

資助模式：5 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金已於 2019 年 6 月正式運作，以促進中醫界和中

藥界的發展。包括「企業支援計劃」以及「行業支援計劃」。

詳情請參閱：https://www.cmdevfund.hk/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負責部門 / 機構：社會福利署

聯繫方式：(852) 2343 2255 / swdenq@swd.gov.hk

適用行業：安老及康復服務

資助模式：香港特區政府已預留 10 億元設立基金。基金用途包括“購置和租借創

科產品”及“試用新研發科技產品”。

詳情請參閱：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 

sub_itfund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itfund/
https://www.cmdevfund.hk
mailto:enquiry@cmdevfu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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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itfund/
https://www.afcd.gov.hk/tc_chi/fisheries/sfdf/files/SFDF_Application_Guidelines_Chi_ver_Aug_2020.pdf


   

○ 本單張所載資料和內容僅供一般參考之用。

○ 本單張於 2021 年 8 月 26 日彙編，駐粵辦不會就任何

資料更新而另行通知。所有資助計劃的最新情況及最終

解釋應以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發放的官方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