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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選及作業辦法流程 

本計畫參照美國矽谷培育新創企業之加速模式，透過 6-8 個月短期育成加

速服務，提供專業課程、業師輔導、資金導入、參訪交流及國際鏈結等資源，

達成協助團隊從 0到 1的孵化目的，並提供已成立之中小企業相關創育資源，

加速成長。利用本計畫相關資源，能讓團隊、企業與業師互相認識、交流，幫

助瞭解自身經營之核心價值與風險，從而使其創業計畫與營運內容更能貼近市

場所需，實現「成功創業，創業成功」之夢想並塑造本市青年創業之風氣及協

助新創團隊達成實質成長為目標。 

本遴選作業，預計篩選出 12（正取 10案，備取 2案）個優質潛力個案，

經審查通過後之公司或團隊將獲取創業加速及孵化等免費資源，並透過加速器

媒合機制，導入本市育成資源媒合平台之服務，藉由全方位的輔導資源，以達

成新創事業優質化。最終以創業競賽暨成果展示會給予新創團隊獎金獎勵及行

銷機會，並為此計畫進行整體性的成果展示及曝光。其執行流程及做法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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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 

(一)、申請對象 

符合下述二項條件者，皆可報名參加遴選。 

1. 事業/團隊負責人需年滿 20歲且 45歲(含)以下，鼓勵青年創業。 

2. 擇一符合下述條件之對象： 

(1) 臺中市中小企業：設籍(立)於臺中市並符合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

認定標準」所稱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之中小企業。 

(2) 創業團隊：全臺各地之創業團隊。 

(二)、申請類別 

不限產業類別，其新創內容具創新性，皆可報名參加遴選。 

(三)、加分項目(10分) 

1. 近三年臺中市 SBIR計畫結案廠商。 

 

 應備文件 

(一)、申請所需文件 

1. 申請資料表。 

2. 事業/創業團隊申請計畫書。 

3. 切結同意書。 

4.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5. 其他附件：補充相關可彰顯事業/創業團隊成就的輔助資料。 

(二)、其他事項 

1. 申請文件及相關證明文件一式 3份及電子檔(pdf唯讀格式)。 

2. 申 請 資 料 表 請 逕 至 青 創 夢 想 家 計 畫 網 站 下 載 專 區 下 載

(https://www.taichung-sbi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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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資訊 

(一)、收件服務窗口 

請將申請資料親送或掛號郵寄至「407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號 8樓 805室(中

科管理局工商服務大樓 8樓-臺中市青創夢想家專案辦公室)收」並註明 108年

度青創夢想家計畫創業孵化計畫徵選。(截止收件日：108 年 9 月 20 日中午

12:00止，以專案辦公室收到時間為準，非以郵戳為憑)。 

如有任何諮詢服務需求與意見，歡迎電洽臺中市青創夢想家專案辦公室 04-

25675713。  

(二)、收件後申請資料之補充/退還 

1. 得於公告收件截止日起 7日內補充與計畫內容相關之書面文件資料，補件

以一次為限。 

2. 申請計畫所提送之所有資料，均不予退還。 

 

 計畫審查作業 

(一)、審查作業說明 

申請廠商將應備資料送件至臺中市青創夢想家專案辦公室，前揭資料經臺中

市青創夢想家專案辦公室進行資格審查確認後，送審查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技術審查，經二階段審查通過後之廠商，得享受臺中市政府提供免費之全方

位新創資源導入，經 6個月密集輔導加值後，於期末創業孵化競賽進行新創

簡報及攤位展示，前十名給予獎金獎勵，前三名更有媒體曝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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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審查項目 

1. 書面及簡報審查項目及權重 

書面審查 簡報審查 

審查項目 權重 審查項目 權重 

營業計畫完整性 25％ 產業與產品發展性 25％ 

產業與產品發展性 25％ 市場與行銷可行性 25％ 

技術或服務創新性 25％ 技術或服務創新性 20％ 

市場與行銷可行性 25％ 經營團隊完整度及其他加分項目 20％ 

  溝通表達流暢度 10％ 

 

2. 期末競賽審查項目： 

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權重

(%) 產品創新  創新程度 25％ 

產品可行性 

 計畫完整度高 

 計畫可行性高 

 產出實體 

25％ 

技術深度 
 技術稀有性 

 技術難度 
10％ 

市場潛力 
 需求穩定性 

 市場競爭程度 
10％ 

溝通表達  現場展示及解說之完整性 20％ 

其他優勢 

 其他符合團隊成長之實蹟  

 實際營收增加或接到訂單、簽訂契約 

 符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認定之「具創新能力之新

創事業」 

 對臺中市產業有所助益項目(例：新增就業人數、

以臺中為新創計畫施行場域、改善臺中在地困

擾…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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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獎項規劃： 

名次 獎金 媒體專訪 亮點獎勵 

第一名 5萬元 有 1. 與產業界上市櫃高階主管共進晚餐對談機會。 

2. 與工研院技術單位進行技術交流媒合機會。 

3. 參與臺灣工研新創協會之會員專屬活動，並於活

動中擁有新創計畫宣傳募資之機會。 

4. 獲得曝光機會-數位時代平面專訪 1則。 

第二名 3萬元 有 

第三名 2萬元 有 

第四-十名 1萬元 無  

 

 

 全方位新創輔導資源 

經技術審查通過後之團隊將可進入創業孵化計畫中，導入全方位的新創

資源（包含創業課程、資金媒合、參訪交流、鏈結國際等資源），並透過媒合

機制，導入一對一輔導之導師服務，幫助團隊進行產業對接及矯正商業模式等。 

(一)、培訓課程 

本計畫預計針對入選團隊，於計畫期間內提供 10堂創業課程，且考量入

選團隊身處的新創時期不同及對創業領域的認識不一，故以「基礎」與「進階」

二種類型，作為新創系列課程主軸，提前預演公司設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邀請具創業經驗之企業家或相關專業領域專家，前來經驗分享，期望藉由前人

經驗，增加創業成功的機會。預計安排之課程方向規劃如下： 

系列名稱 課程內容規劃方向 

創業激勵 

(一)你真的想創業嗎? 

1. 新創者的管理思維。 

2. 政府資源鏈結。 

基本鞏固 

(二)你準備好了嗎? 

1. 營運計畫書撰寫原則。 

2. 認識財務報表及 

3. 稅務原則。 

4. 人力資源管理。 

5. 新創法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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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輔導導師 

結合育成中心、法人及專業服務單位、邀請具企業實務經驗之高階主管擔

任導師，提供育成加速器之菁英企業進行一對一師徒制輔導，協助企業經營策

略及市場人脈等資源連結與輔導。 

1. 業師一對一輔導 

本次將透由創業加速計畫之育成資源媒合平台之建立，募集產官學研各

界專家學者，建立媒合資料庫，並以五大面向義務資源提供進行分類，針

對進入孵化計畫之團隊，提供業師一對一輔導，並鼓勵促成實質合作/媒

合成果或亮點為主要目標。 

2. 創業天使聚會 

串接創業加速計畫，透由創業天使聚會，邀請通過技術團隊至現場進行案

件分享，專案辦公室事前先就團隊領域類別，邀請適合之業師至現場聆聽

並決議團隊專屬業師人選。 

(三)、資金導入   

針對通過書面審查之團隊，將依產業需求邀請國內創投單位、企業投資部

門及天使投資人前來聆聽輔導後之團隊分享創業簡報，促成團隊與潛在投資

者接觸及達成合作之機會。 

(四)、參訪交流 

為達成全臺新創資源之串連及互相融合，將安排新創基地或企業參訪活

動，期望藉由團隊間的交流互動及公司實際運作情境，激發起新的合作機會及

創業體悟。亦會邀請工研院其他政府計畫執行團隊或實際獲得補助之廠商於

現場分享經驗，目的為協助新創團隊能有效率的了解及獲取自己真正需要或

適合的資源內容。 

 

加血升級 

(三)你夠水準嗎? 

1. 技術問題解題及商業模式確認。 

2. 行銷推廣策略。 

3. 募資思維及募資簡報重點。 

4. 專利申請及智財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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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銷宣傳 

專案辦公室亦與數位時代進行合作，針對期末競賽前三名的團隊，進行專

訪，並於數位時代雜誌內進行露出，增加此計畫及前三名團隊的曝光。 

(六)、補助參展 

補助 10組正取之團隊至 2019 Meet Taipei進行參展，給予團隊曝光與

商機交流機會。 

(七)、國際鏈結 

工研院多年來承接眾多科技部、經濟部等政府單位之新創育成計畫，執行

成效卓越，包含目前最當紅的科技部 TTA新創基地、協助團隊試製的經濟部臺

灣創新快製媒合中心快速試製計畫(TRIPLE)、連結矽谷新創資源之亞洲矽谷

創新創業產業鏈結計畫(TITAN)及建置矽谷創新創業平台(TIEC)計畫…等。皆

都為協助新創鏈結國際之資源，故專案辦公室將鏈結工研院承接之計畫，協助

將優秀團隊引薦至適合之計畫中，並作為計畫間的協調窗口，降低團隊間接中

央資源之壓力。專案辦公室亦提供團隊參展補助，藉以降低團隊參展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