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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簡介 

106 年度建構國際育成創業加速生態系統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由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交大)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以下簡稱資策會）共同執行，協助進行 3 至 6 個月短期育成加速服

務，包括業師輔導、早期資金提供、跨界跨域產品實證及國際網絡鏈結等資

源。 

本計畫自 102 年以來，累計加速輔導計畫廠商已近 400 家，今年將透過

國內創業育成生態系統建置，提供客製化加速育成輔導，促進中小企業與大

企業合作，加速資金媒合與國際化，協助進行跨界跨域產品實證並助其快速

切入國際市場及產業供應鏈。 

    今年計畫將聚焦培育 5+2+2 產業，包含「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

產業、智慧機械及國防航太等五大產業，並加上新農業、循環經濟、數位國

家創新經濟及文化科技」，結合國家整體施政資源，加速新創團隊取得新興

產業合作機會與國際市場拓銷。 

    計畫廠商參與本計畫之效益如下： 

1. 推動產業定向育成：促成與中大型企業合作，有效使得其產品及技術

導入中大型企業供應鏈，拓展業務商機。 

2. 促進中小企業國際化：輔導接軌國際，引導發展在地市場業務，促成

全球經營佈局。 

3. 加速產品創新應用：藉由輔導新創間及產業間之跨界、跨域創新應用

服務之整合、發展或場域實證等，加速新創跨界跨域產業合作、商機

鏈結及提高被投資機會。 

4. 增加早階投資機會：藉由深度業師輔導，確立企業成長策略與價值評

估，強化募資能力，提高投資人投資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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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輔導配套概述 

本計畫將結合交大與資策會之創新創業資源，共同建構以總裁投資媒

合、國際加速育成、跨界跨域產品實證及連結國內外市場等四大特色之加速

輔導系統，通過審查後將進行 3 至 6 個月加速育成輔導服務。有關本計畫加

速輔導配套如下所述： 

 

一、 業師輔導 

邀請高階經理人擔任導師，推動定向育成媒合，協助計畫廠商產品及

技術導入中大型企業供應鏈，提供企業經營策略及市場人脈等資源連

結與輔導。 

二、 總裁投資媒合 

以國內知名上市櫃公司高階主管為拜會交流對象，媒合具合作機會之

計畫廠商，協助進行選案、訓練及深度輔導，藉此提高合作成功機率。 

三、 跨界跨域產品實證 

鏈結區域與產業在地優勢與產官學研等外部資源，媒合與輔導優質新

創企業間或與產業間之創新應用服務整合、跨界跨域合作或創新應用

實證場域等，同時導入業師輔導資源加速產品或服務之市場或場域實

證。 

四、 國際網絡建立與市場軟著陸 

1. 邀請國外新創輔導顧問來台進行募資簡報培訓（Boot camp），

並引薦優秀與有意願之計畫廠商，參加各項海外商機對接活動。 

2. 促進計畫廠商連結美國(InBIA)、歐洲(EBN)、亞洲育成組織

(AABI)，以及亞太加速器網絡（AAN）等育成平台，迅速引導

發展當地市場業務，促成全球經營佈局與市場軟著陸。 

五、 國際行銷拓展 

協助優質且有意願之計畫廠商參與各項行銷展演、國際新創競賽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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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會等相關國際活動，以提升國際知名度及拓展國際策略夥伴網絡

等，如東南亞國家舉辦之新創展會(Startup Thailand、Echelon Asia 

Summit 、 TechVenture…) 、 歐 美 新 創 展 會 (Viva Technology 、

TechCrunch…)、AAN 國際論壇、國內外相關重要大會展(如 InnoVEX

及 MeetTaipei)及商機媒合會等。 

六、 媒體廣宣 

擇優引薦媒體報導曝光，例如：數位時代、新唐人、聯合經濟報系等

知名媒體，以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成果專刊等出版品。 

 

 

參、 加速培育輔導對象與特色 

本計畫擬徵集優質中小企業，涵蓋雲端、物聯網、生技醫療、綠能環保、

數位內容、精密機械等新興科技應用產業及次產業。 

 

一、 擬加速培育輔導對象 

1. 已具備實質發展或積極開發中，具優質潛力的產品/服務能力之

中小企業。 

2. 具前瞻、創新、高成長、高潛力及市場價值之產品或服務等特色。 

3. 具備基本營收能力或產品已預定上市進行中。 

4. 獲得育成中心推薦、國內外獎項、政府計畫推薦、創投或天使投

資者擇優輔導。 

 

二、 輔導特色 

1. 橋接商業資源：透過業師諮詢、OISP 輔導、CXO 聯合會診等機

制，協助鏈結商業資源，引導新創事業策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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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合國內外資金：爭取並媒合國內外集團企業主、天使、創投或

政府等相關資金，以擴大媒合資金管道。 

3. 連結國際舞台：透過 AAN 加速器網絡，加速切入國際市場，取

得在地資源協助。 

4. 介接潛在客戶：介接國內外企業服務鏈或供應鏈。 

5. 跨界跨域產品實證：協助進行跨界跨域創新應用服務之整合，亦

協助連結商圈資源，進行跨界服務產品實證，擴大跨界跨域合

作，加速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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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徵件作業流程 

有關本計畫徵件作業流程，主要涵蓋「廠商報名」、「資格審核」及「入

選通知」等三大步驟。根據本計畫規劃之徵件作業流程，其重要時程如下： 

一、 廠商報名 

(一) 時程 

第一梯次：自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 

第二梯次：自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 

隨到隨審：凡經公部門或國內育成中心之推薦者或曾獲得國內外

創業競賽獎項及國際新創團隊等，將不受上述報名時程所限，最

後推薦時程至 9 月 20 日前。 

(二) 報名方式： 

請直接上網報名，或洽詢計畫執行單位之聯繫窗口。 

報名網站： 

https://goo.gl/forms/BWJyNQ4AKUgRxFSs1 

報名網頁 QRcode: 

二、 資格審核 

本計畫收到自行報名及育成推薦之申請案，將依據審核流程進行評

選。 

 

三、 入選通知 

本計畫入選廠商通知時程如下： 

1. 第一梯次：5 月 15 日前公告。 

2. 第二梯次：8 月 15 日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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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參與本計畫之權利與義務 

一、 權利 

(一) 可參與本計畫創業輔導、跨國共同育成、資金媒合、商機媒合、

介接國際市場等系列活動。 

(二) 獲得國內外創業技能相關培訓課程，如經營管理、技術、智財、

簡報技巧等。 

(三) 獲得國內外媒體廣宣、參與國內外商展、實體/視訊商業與資金媒

合、提供實體成果展示等機會。 

(四) 獲介接國內外中大型企業價值鏈/服務鏈/供應鏈、跨國商業試製/

產品訂單/代理/共同研發、或輔導申請國內外政府資源補助/加速器

等機會。 

 

二、 義務 

(一) 需配合及參與本計畫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所規劃之加速育成輔導

任務，含：資金/商機媒合、研討會、成果發表會等相關活動。 

(二) 需配合提供本計畫成果專刊編製、影片錄製等所需題材、發表團

隊成功經驗、參加表揚廣宣等相關活動。 

(三) 需同意提供本計畫主辦單位/執行單位之發展現況訊息（若涉及商

業機密訊息不受此限制），如：聯繫方式、投增資金額、訂單件數

等，以利後續相關訊息之統計及分析。 

(四) 需依誠信原則提供確切資料，提報資料若經查證有違反本辦法或

不實陳述者，本計畫執行單位保有其入選與否或終止輔導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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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計畫聯絡資訊 

    以上如有相關問題，歡迎來電或來信與本計畫執行單位聯繫洽詢。 

 

一、 國立交通大學聯繫窗口 

胡鈺明，03-6230168 ext.225，yuminghu@mail.nctu.edu.tw 

劉上綺，03-6230168 ext.220， janiceliu@g2.nctu.edu.tw   

 

二、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聯繫窗口 

呂佳陵，02-2700-6292 轉 108，chialinglu@iii.org.tw  

高鈺婷，02-2700-6292 轉 146，liliankao@iii.org.tw 

 

柒、 說明會活動規劃 

中區：台中 

一、 時間：106 年 4 月 20 日(四) 13:30-16:00 

二、 地點：行政院中區青創基地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逢

甲大學人社館 B1 ) 

三、 預計參與人數：40 人 

四、 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3:30-14:00 報到 - 

14:00-14:10 開場致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 黃經堯主任 

14:10-14:40 
新創事業海外拓展秘訣 

－ 奈菲兒生醫 • 亮點新創團隊 

奈菲兒生醫(股)公司 林宜全執行長 

亮點新創團隊(邀請中) 

14:40-15:00 前進法蘭西：法國創業生態資源  La French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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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40 
106 年度計畫執行構想 

暨優質案源申請說明 
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 林伯恒 執行長 

15:40-16:00 Q&A／茶敘交流 - 

 

北區：台北 

一、 時間：106 年 4 月 24 日(一) 09:30-13:00 

二、 地點：行政院北區青創基地（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42 號） 

三、 預計參與人數：50 人 

四、 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0930-10:00 報到 - 

10:00-10:10 開場致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 黃經堯主任 

資策會 洪雯娟副處長 

10:10-10:40 
新創事業海外拓展秘訣 

－ Golface • Serafim 

綠夾克運動事業(股)公司 廖聰哲總經理 

碩擎科技(股)公司 陳國仁執行長 

10:40-11:00 前進法蘭西：法國創業生態資源  La French Tech 

11:00-11:40 
106 年度計畫執行構想 

暨優質案源申請說明 
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 林伯恒 執行長 

11:40-13:00 Q&A／輕食茶敘交流 - 

 

南區：高雄 

一、 時間：106 年 4 月 27 日(四) 13:30-16:00 

二、 地點：行政院南區青創基地（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B1） 

三、 預計參與人數：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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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程： 

時間 內容 講者 

13:30-14:00 報到 - 

14:00-14:10 開場致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 黃經堯主任 

14:10-14:40 
新創事業海外拓展秘訣 

－ Golface • 數位無限 

綠夾克運動事業(股)公司 廖聰哲總經理  

數位無限軟體(股)公司 陳文裕總經理 

14:40-15:00 前進法蘭西：法國創業生態資源  La French Tech 

15:00-15:40 
106 年度計畫執行構想 

暨優質案源申請說明 
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 林伯恒 執行長 

15:40-16:00 Q&A／茶敘交流 - 

 

說明會報名網址：https://ez2o.com/1xuRM  

說明會報名網頁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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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 

106 年度建構國際育成創業加速生態系統計畫優質案源報名表 

公司名稱  

產業類別 
□數位內容□雲端應用□物聯網 □生技醫療 □綠能環保□精密機械 

□5+2+2 相關產業 

公司類別 

□新創企業：成立 5 年以內，並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之中小企業。 

□創新企業：成立 5 年以上，並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之中小企業。 

負責人  員工人數  

資本額(新台幣) 萬元 統一編號  

公司網址  公司電話  

成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新創團隊填寫預計成立日期) 

客戶組成成分 

□ 75% 以上為國外客戶     □50% 以上為國外客戶 

□ 25% 以上為國外客戶     □10% 以上為國外客戶 

□ 1% 以上為國外客戶       □目前僅鎖定台灣市場 

國際市場現況 

現有國際市場（可複選，無則免填） 

□美國________________     □歐洲________________     

□亞洲________________    □新興市場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公司營收來源 

□已有基本來源，主要營收項目                                      

每年營收金額（台幣）                                    

□目前尚無基本營收來源，產品預計上市／上線的時間 年 ／ 月   

加速需求 

至多勾選 2 項目前公司最迫切需求的輔導 

□業師輔導  □產業定向育成合作 □國際市場拓展  

□創業募資  □市場行銷  □商機媒合  □政府補助申請 

是否曾參與 

中央或地方 

政府輔導計畫 

□無 

□有(年度：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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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事蹟 

□獲國內外競賽獎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政府計畫補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創投/天使投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事蹟：＿＿＿＿＿＿＿＿＿＿＿＿＿＿＿＿＿＿＿＿＿＿ 

□無 

公司聯絡資料 

負責人  職稱  

聯絡手機  E-mail  

聯絡人  職稱  

聯絡手機  E-mail  

加速育成聯盟(由輔導團隊填寫) 

輔導員 

姓名  

輔導員 

姓名  

電話  電話  

企業業師 

姓名  

企業業師 

姓名  

電話  電話  

案源管道  

推動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