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第一階段申請說明會

主辦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執行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申請說明會議程

2

時間 活動內容 單位/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35 主辦機關致詞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3:35~13:50
107年度「U-start創新創

業計畫」申請說明
U-start計畫專案辦公室

13:50~14:05
歷屆U-start學長姐

經驗分享
歷屆創業團隊代表

14:05~14:35
育成特色資源及輔導成果

介紹
育成中心代表

14:35~15:00 Q&A 與會來賓

15:00~16:00 Linked媒合活動 創業團隊及育成中心代表

16:00 圓滿結束

詳見：申請說明會規劃核定版P.3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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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貳、計畫申請

參、計畫執行

肆、收件及服務窗口



社會
企業

壹、計畫背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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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提升校園創新創業文化，鼓勵大專校院優化校園創業環境
結合學校育成輔導資源，提供青年創業實驗場域與資源，培育創
業家精神人才

連結政府創業相關資源

第二階段：創業績優團隊評選
第一階段：創業服務計畫申請

製造業

服務業

文創業

創業培訓 進駐育成 業師輔導 社群交流

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

創業
服務計畫

第二階段

創業績優團
隊評選

後續資源介接

U-start計畫

競賽：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IDEAS Show…

政府補助款：
創新研發補助SBIR、
SIIR…

創業貸款：
青 創 啟 動 金 、 創 業
天使、微型鳳凰…

天使投資、創業
投資

創業團隊
每隊至高

100萬元

育成單位

15萬元

創業團隊

35萬元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1



催生新創公司達到546家

第一階段U-start補助814隊

累計申請案件達2,057件

累計連結育成單位達125家

統計時間:98/5~107/3。

超過310家
公司存續率約60%

新加坡／越南／
泰國／菲律賓／
馬來西亞／日本
中國／香港

南非
馬拉威

德國
俄羅斯
荷蘭
英國

亞洲 非洲 歐洲

超過9.3億臺幣
目標市場遍布全球

壹、計畫背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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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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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業師/專家+育成單位經理人

1.每團隊需配置至少一位業師或顧問
2.每團隊需由育成單位負責輔導或培訓，而育成單位應每月至少

召開2次輔導會議

育成單位

符合
資格

通
過

創業團隊
創業點子

育成中心
篩選資格

提出申請
．創業營運計畫書
．育成輔導計畫書

輔導培育

 創業輔導
 開辦公司/事業營運
 爭取創業資源

創業績優
團隊評選

計畫執行概念
創業團隊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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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4/5)

因應U-start逐步開放申請資格，106年度首度開放在校生
及外籍人士(生)進行申請，107年度改名為「U-start創新
創業計畫」，並配合政府社會企業政策，讓社會企業觀念
於校園初創時期即開始萌芽，新增「社會企業」類別。

107年度重大變革

勇於挑戰 大膽創新 是不變的宗旨!

98年

107年

99年

106年

開放外籍人士(生)及在校
生申請計畫

推動：教育部大專畢業生
創業服務計畫

改名：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擬訂：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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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社會企業組提案主題

「社會企業」三大要件：
明確的社會使命、可運作的商業模式、創造社會影響力。

社會企業意涵

提案主題
鑒於社會企業主要在於將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創業行動結合，訂定社會企業組
主題，進行徵件。

107年度主題：「物質全回收、零廢棄」

因應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中-「推動循環經濟」，希
望在物質生產、消費、廢棄及再生等各階段，將廢棄物資源
化妥善運用，以替代自然資源開採，達成物質全循環、零廢
棄願景。

●增加資源使用效率
●減少浪費
●減少廢棄

●增加循環度效率

重點策略

壹、計畫背景(5/5)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3-4



貳、計畫申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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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階
段

申
請
作
業

受理申請：
檢附公文及應備文件

育成輔導計畫書(1式8份)
創業營運計畫書(1式8份)

計畫申請說明會
107年05月

申請資料送達

107年06月15日止

計畫審查
107年06月-07月

計畫核定
107年08月14日前

創業講習
107年08月-09月第1期經費請款

107年09月30日前

計畫結案
(第2期經費請款)
108年02月-03月

創業團隊訪視
107年10月-12月

第
二
階
段

績
優
創
業
團
隊
評
選

評選申請說明會
107年12月

申請資料送達

108年01月05日止

評選審查(書面審查)
108年01月-02月

評選審查(面試審查)
108年01月-02月

評選結果公告
108年02月28日前

第1期經費請款
108年03月

計畫結案
(第2期經費請款)
109年02月-03月

進入第2階段
績優創業團隊評選

逾期、
資格不符

不予受理

所有申請文件將不退還

符合資格

所有申請文件將不退還不通過

通過

U-start計畫專案辦公室 U-start計畫專案辦公室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2



貳、計畫申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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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育成單位之公私立大專校院。
創業團隊至少3人組成，其中應有2/3以上成員為近五學年度（包含應屆）
畢業生或大專校院在校生(含專科四年級以上學生、大學生及碩博士)，
其餘團隊成員可為社會人士或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
申請限制：

補助對象

配合學年度計算，畢業證書上之日期於102年8月1日過後者，
方屬102學年度畢業生。
創業團隊代表人應為未來成立公司之公司負責人。

代表人

應為近五學年度
（包含應屆）畢
業生或大專校院
在校生

在校生
成員

大專校院在校生
應檢附「在學證
明」

計畫
執行期

應全職投入本計
畫，不得在他處
任職工作(在職專
班學生亦同)

無法申請者

1.創業團隊成員應為曾
經接受本計畫之補助

2.已申請公司行號設立
者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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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應備資料
1. 公文(受文者：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2. 創業團隊彙整表1份

3. 「育成輔導計畫書」 1式8份 (正本1份，副本7份)

4. 「創業營運計畫書」 1式8份 (正本1份，副本7份)及電子檔各1份，

並應檢附以下附件於計畫書內：

 計畫申請表

 創業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創業團隊補助經費支用計畫表

 個人全職投入計畫切結書 1式8份 (正本1份，副本7份)

 創業團隊計畫提案切結書 1式8份 (正本1份，副本7份)

 育成進駐輔導意向書影本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5. 公文以外之前揭資料電子檔(word檔或PDF檔，含附件) 1份

貳、計畫申請(3/6)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2-3



貳、計畫申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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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與期限
107年6月15日收件截止。提醒：6/16-6/18為端午連假

由學校育成單位提出申請，請檢附公文(受文者：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併同申請文件寄(送)達至U-start計畫專案辦公室，每校所提申

請計畫以15案為限。

逾期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亦不予補件

項次 資格不符說明

1
近五學年度（含應屆）畢業生或在校生
(含專科生及碩博士)未達團隊成員數之
2/3

2 團隊代表人非近五學年度（含應屆）畢業
生或在校生(含專科生及碩博士)

3 團隊成員曾獲得本計畫補助

4 有已設立公司行號之情事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2



貳、計畫申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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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審查項目說明 配比

１
創業團隊計畫執行力與開
發技術經驗

1. 創業團隊學習與計畫執行能力
2. 服務創新或技術開發經驗 15%

２ 學校育成輔導能力

1. 育成單位計畫執行輔導能力

2. 學校產學合作相關資源之配套措施

3. 校內篩選團隊機制說明

20%

３ 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1. 計畫目標具創新性及重要性

2. 預期效益具創業應用潛能與價值
15%

4
服務營運模式之產業與市
場趨勢分析

1. 產業趨勢分析完整度

2. 市場優劣勢分析準確度

3. 規劃及商業模式完整度及產業、市場趨勢之
契合度

40%

5 財務規劃 1.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10%

合 計 100%

計畫審查項目暨評分標準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4



貳、計畫申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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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項目

１ 創業團隊為教育部高教司「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衍生之團隊。

２ 創業團隊曾獲如：戰國策或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等創業競賽獎項。

３ 其他曾修習相關創新創業課程、活動等紀錄。

其他評分參考項目

加分項目

創業團隊依其商業模式勾選符合：

具「新南向」創業意涵者，經評審認定者

，額外再加1至3分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4



參、計畫執行(1/4)

15

審查通過者，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得補助
新臺幣50萬元。

育成單位15萬元

經費編列以「業務費(含雜支)」
為原則，報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同意者得編列「人事費」。

業務費編列項目：以講座
鐘點費、專業諮詢費、工
讀費、印刷費、國內旅費
、短程車資等科目為原則。

補助經費至少30％，
需編列用於輔導創業團
隊之專業業師諮詢費用。

創業團隊35萬元
經費編列以「人事費」、「業務
費(含雜支)」為原則。

人事費編列上限為補助經費70%，
每人每月不得超過2萬元。

業務費編列項目：以工讀費、印
刷費、國內旅費、短程車資、公
司設立規費、材料費、租金、廣
宣費、資訊服務費等科目為原則。

不得將補助款支用於人員獎金、
國外差旅費、公關交際費、耐久
性設備、硬體修繕等費用。

本計畫之補助採部分補助，應有自籌款配合(不限經費項目與金額) 。
創業團隊需每月提供憑證正本予育成單位(依科目別區分並專冊管理)，以確認經費
支用核銷是否符合規定。
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大
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經費審查作業要點」編列、支用及核銷。

第一階段經費編列原則：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4-5



參、計畫執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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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單位 10萬
創業團隊 25萬

第1期
經費

創業團隊與學校育成單位簽約進駐並完成
公司行號籌備處設立申請

公文(受文者：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學校領據(需列有學校匯款帳戶資訊)
請領補助創業團隊名冊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正本)
創業團隊補助經費支用計畫表
創業團隊受款帳戶資料(正本)
獲補助創業團隊進駐育成合約書(影本)

計畫變更申請表(正本)(無則免附)

應檢具文件

育成單位 5萬
創業團隊 10萬

第2期
經費

創業團隊接受學校育成單位輔導
滿6個月

公文(受文者：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學校領據(需列有學校匯款帳戶資訊)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正本)
創業團隊受款帳戶資料(正本)
學校撥付創業團隊第1期款之匯款證明(須有
學校出納單位印章) 

育成輔導結案報告及各創業團隊計畫執行結
案報告 1式2份(正本1份，副本1份)以及電子
檔光碟1份

應檢具文件

創業團隊育成單位教育部青年署專案辦公室育成單位教育部青年署

函文各校 檢附公文
請款申請

請款文件檢核
補件通知

請款文件查核通
過後撥款至各校

採代收代付
匯款至團隊

與育成單位
確認匯款

經費申請作業： 學校應於經費收款日一個月內，撥付給團隊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5-7



參、計畫執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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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事項
計畫變更
學校或民間育成單位應於各階段計畫期間結束前一個月，將變更文
件送達U-start計畫辦公室。
公司行號名稱變更
應敘明事由並檢附原公司行號撤銷及新設公司行號等文件，報送青
年署備查。
團隊成員變更
 團隊代表人得敘明理由並檢附原團隊代表人及成員同意變更之

證明文件辦理變更，惟新任代表人須為申請計畫時之原團隊成
員，並以一次為限。

 團隊成員變更累計超過二分之一時，則視同計畫終止，不得辦
理變更。但第二階段，不在此限。

成效檢視
為考核各計畫執行成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U-start計畫專案辦公室
得辦理績效評估，並於第1階段補助期間，訪視所有受補助學校暨團
隊及相關追蹤考核事項，並作為參加第二階段評選參考。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9



參、計畫執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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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說 明

1 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領本補(獎)助

2 重複申請本計畫補(獎)助

3 未依補(獎)助款項撥付團隊

4 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致影響本計畫及本署形象，並經司法機關起訴者

5 育成輔導期間內有撤銷公司行號登記之情事

6 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並經判決確定

7 其他未依規定使用本計畫各項補(獎)助款且情節重大者

學校或創業團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得撤銷原核定之補
(獎)助，並得追繳已核撥補助款項及獎勵。

撤銷處理

計畫終止
學校或創業團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得終止計畫，按計畫實際
執行月份，依比例繳回已核撥補助款項及獎金；未執行之補助款項，須全數繳回。
(一)未依本署規定辦理經費核結或計畫變更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二)妨礙或拒絕接受本署成效檢視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三)團隊主動向本署提出終止執行計畫者。
(四)育成輔導期間，團隊有廢止公司行號之情事者。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9-10



肆、收件及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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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窗口：教育部U-start創新創業計畫專案辦公室

02-2331-6167 #7212、7216、7215 

02-2331-7556100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27號

https://www.facebook.com/USTARTFans

http://ustart.yda.gov.tw/

申請團隊應備妥相關文件，由學校(育成單位)檢附公文（正本受文者應

為「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申請文件，於107年6月15日前寄(送)達

(以郵戳為憑)至U-start計畫專案辦公室，逾期或申請對象不
符規定者將不予受理。

詳見：第一階段申請須知P.11

https://www.facebook.com/USTARTFans
http://ustart.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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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大專畢業生是否包括碩博士生？

A：本計畫所稱大專畢業生亦包含碩博士畢業生。

Q2：在校生是否可申請本計畫？

A：可以，只要是專科四年級以上、在職專班在校生，具有在學學籍，即符合參加資
格。

Q3：持國外學歷之本國籍畢業生是否得申請本計畫？

A：可以，但須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相關規定，並檢附
「出入境證明」、所畢業之學校列於「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
(http://fsedu.cloud.ncnu.edu.tw/home.aspx)」之頁面截圖。

Q4：大陸地區人民，是否可參與本計畫？

A：非本計畫適用對象。香港及澳門非屬大陸地區，故未受申請限制。

Q5：102-106學年度之畢業生但目前有正職工作，能加入創業團隊嗎？

A：符合畢業生資格，但目前有正職工作者，一旦通過本計畫補助款之申請，則須以
全職身分參與。

申請資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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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同一成員可以重複加入不同團隊嗎？

A：本計畫各創業團隊中成員均須為全職身分參與團隊創業計畫，故每人限參與一組
團隊。

Q2：若團隊成員超過6位以上是否符合申請規定？

A：本計畫並沒有團隊成員人數上限的限制；但評審委員會詳細檢視創業團隊成員組
成之合理性與可行性。

Q3：業師或顧問可以加入團隊嗎？

A：業師或顧問為協助輔導創業團隊之角色，非屬創業團隊之成員。

Q4：團隊代表人相關之責任義務為何？

A：團隊代表人即為公司負責人，負責代表創業團隊（公司行號）行使本計畫之相關
權利；同時，亦需擔負創業團隊（公司行號）有關政府及本計畫相關法規之責任
義務。

Q5：團隊代表人可以變更嗎？

A：可以，團隊代表人得敘明理由並檢附原團隊代表人及所有計畫成員同意變更之證
明文件辦理變更，惟新任代表人須為申請計畫時之原團隊成員，並以一次為限。

創業團隊成員問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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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請撥、核銷及查核作業

Q1：業師或顧問之費用該由誰支付

A：創業團隊之業師或顧問費用將由各育成單位編列，且其專業業師諮詢費用應至少
為育成單位補助款之30%以上。

Q2：創業團隊要如何向育成單位請款？

A：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是以代收代付款方式將團隊補助款撥付給學校，創業團隊應檢
據公文及相關文件向育成單位進行請款，再由學校轉撥給各創業團隊之受款帳戶。

Q3：創業團隊所得之35萬補助款，需繳稅額嗎？

A：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各創業團隊基本開辦費之35萬元，分2期撥付，並列入創業
團隊(已設立公司行號者)或團隊代表人(僅設立公司籌備處者)之所得依法申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