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 計畫) 

簡介 

 

(一) 目標：本計畫與各大專校院育成單位合作，結合各界資源、業師、

產業經營模式等，培育青年能同理社會需求、不怕創新失敗，達

成「從 0 到 1」的第一哩路，進而帶動臺灣創新創業翻轉的能量。 

(二) 成效：自 98 年開始辦理迄今，共計補助 729 組創業團隊，其中

403組團隊成立新創公司，仍在營運的公司達 237家，市場存續

率平均約 60％，具高創業成功率，較臺灣中小企業 3 年平均存

續率 3成，高出許多。 

(三) 適用對象： 

1、 第一階段：由大專畢業生、在校生、外籍人士或社會人士組

成創業團隊。 

2、 第二階段：由通過第 1 階段補助且設立公司之創業團隊提出

申請。 

(四) 申請期間：第 1 階段於每年 6 月 15 日止受理申請，第二階段於

次年 1 月 5 日前提出。 

(五) 申請方式：分為「文創業」、「服務業」和「製造業」三種產業別，

由團隊提出營運計畫、學校育成單位提出輔導計畫，共同向本署

提出申請。 

(六) 創業服務： 

1、 獎補助款： 

(1) 第一階段經審查通過後，將獲 50 萬元補助款 (其中 15 萬

為學校育成費用)，經評審認定具新南向創業意涵者將酌予

加分。 

(2) 第二階段創業獎勵金：獲選團隊可獲得 25 萬至 100 萬元

之獎金，另若具新南向創業意涵者，將加發新臺幣至多十

萬元獎金。 

2、 育成輔導：第一階段獲補助團隊必須接受育成單位為期 6 個

月之創業育成輔導及培育；第二階段績優創業團隊評選，並

將再接受育成單位輔導 1 年。 

3、 本署另提供訪視、同學會、創業門診、創業小聚、創業沙龍…

等服務。 

(七) 後續介接服務： 

1、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獲 U-start 計畫補助團隊，可推薦

3 隊進入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前 40 強。 



2、 新南向青創艦隊養成計畫：為促進與新南向國家創新創業人

才交流，提供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青年交流平臺，邀請歷屆

U-start 績優新創公司赴新南向市場與當地新創團隊進行交

流，行程包含與當地新創公司交流、參訪當地知名創業加速

器或創意中心、於當地辦理相關媒合交流或創業展示活動，

並舉辦心得分享會、行前培訓營等活動，擴散與新南向國家

校園人才培育與交流。 

(八) 計畫詳細內容：請參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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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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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98 年 4月 27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 0980054571C 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9 年 5月 26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 0990071602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12月 7 日教育部臺高（三）字 

第 0990200373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4月 22日教育部臺高（三）字 

第 1000058198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24日教育部臺高（三）字 

第 1010236057B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2月 19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教青署輔字 

第 1032160174B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12 月 5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教青署輔字 

第 1032161347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12 月 17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教青署輔字 

第 1042161580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14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教青署輔字 

第 1052160593C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12 月 9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臺教青署輔字 

第 1052173840B 號令修正 

一、目的：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為縮短大專校院學生畢業與就業

間連結之平台落差，建立產學合作創業就業機制，結合各部會產業發展之資

源，引導大專校院學生就業機會，實施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計畫分二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由設有育成單位公私立大專校院提出補助申請，並經審查通

過，給予補助。 

（二）第二階段：採創業計畫成效評選方式辦理，自每領域遴選績優團隊，並

依評選成績，提供創業獎勵金。 

三、申請作業：  

（一）第一階段 

   1.申請對象： 

(1)設有育成單位之公私立大專校院。 

附件 



(2)創業團隊至少三人組成，其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員為近五學年度（包

含應屆）畢業生，其餘團隊成員可為社會人士、大專校院在校生(含學士

及碩博士)或取得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每人以參與一組團隊為限。各團

隊之代表人應為近五學年度畢業者，屬男性者，應役畢或免役；其相關

資格如下： 

A.申請計畫之創業團隊應為未曾接受本計畫之補助，且於計畫申請時，

未申請公司行號設立者。 

B.團隊成員均應未曾接受本計畫補助，各成員於計畫執行期間應全職投

入本計畫，不得在他處任職工作（在職專班學生亦同）。 

 2.申請方式： 

(1)本計畫分為製造業、服務業及文化創意業等產業領域類別，每校所提申

請計畫以十五案為限，由各校院育成單位檢具創業團隊營運計畫書及

育成輔導計畫書各一式八份，向本署或本署指定之專案辦公室提出申

請。 

(2)應屆畢業生之畢業證明文件至遲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另行送達外，各項申

請文件應於六月十五日前(以郵戳為憑)，送達本署或本署指定之專案

辦公室，逾期或申請對象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團隊成員畢業生須檢

附「最高學歷」、「無學籍切結」之文件。 

   (二)第二階段： 

     1.申請資格：通過該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審查補助，並已完成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作業之創業團隊。 

     2.申請方式：本計畫分為製造業、服務業及文化創意業等產業領域類別，

創業團隊應於每年一月五日前(以郵戳為憑)，備齊相關文件由學校育成

單位備文送達本署或本署指定之專案辦公室，逾期或資格不符者，均不

予受理。 

四、審查作業： 

（一）第一階段： 

   1.審查方式：由本署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依學校所提申請計畫書

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學校及創業團隊列席報告，審查結果由本

署於八月十四日前公告為原則。   

   2.審查項目： 

(1)創業團隊計畫執行力與開發技術經驗。 

(2)學校育成輔導能力。 

(3)計畫目標。 

(4)產業分析、市場分析及 SWOT分析。 

(5)產品與服務說明、營運模式說明。 

(6)財務規劃。 

(7)預期效益。 



3.評選原則：曾參與創業競賽或獲得產學合作各類獎項為優先擇選對象，

並以製造業、服務業及文化創意業等產業領域類別之申請計畫案各占三

分之一為評選原則，本署得視報名及審查評選情形，調整各產業領域類

別入選名額。 

 (二)第二階段： 

 1.審查方式： 

 (1)初審：以創業團隊所送文件為評審依據，由本署或本署指定之專案辦公

室進行資格審查，續由本署組成評審小組進行書面評選，各領域取至

多十隊進入複審為原則，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通知申請學校複審入

圍名單。 

 (2)複審：由創業團隊以簡報方式發表，簡報人應為團隊成員。採現場簡報

及評審口試方式進行。未出席者，視同棄權，審查結果由本署於每年

二月二十八日前公告。 

    2.審查項目：以市場性、可行性、創新性及發展性等作為評分基準。 

五、經費分配： 

（一）補(獎)助原則： 

1. 第一階段：近五學年度畢業生提出創業申請計畫，經審核通過並接受

學校育成單位輔導創業六個月者，依創業計畫完整性，由本署補助學

校育成費用新臺幣十五萬元及創業團隊創業基本開辦費新臺幣三十五

萬元為原則。 

2.第二階段： 

(1)獲第一階段補助基本開辦費之團隊經參與本署創業計畫成效評選且成

績績優者，依評選成績，本署得提供新臺幣二十五萬元至新臺幣一百

萬元創業獎勵金。 

(2)每隊頒發獎盃一座及每位隊員頒發獎狀一紙；獲獎團隊之輔導學校，可

獲頒感謝獎狀一紙。所有獎項必要時依評審小組決議從缺。 

(3)獲補助績優團隊經評審小組認定具社會企業性質者，將加發新臺幣五萬

元獎金。另若具新南向創業意涵者，將加發新臺幣至多十萬元獎金。 

（二）第一階段補助經費編列原則：經費編列表應包括學校育成費用及創業團

隊開辦費用，其編列原則如下： 

1. 學校育成費用得編列業務費與雜支，報請本署同意者得編列人事費。

業務費編列項目以講座鐘點費、諮詢費、工讀費、印刷費、國內旅費、

短程車資等科目為原則，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作業要點規

定，倘內部場地有對外收費，且供辦理計畫使用者，學校育成單位得

依規定編列場地使用費；必要時，得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另應編

列至少百分之三十經費用於輔導創業團隊之專業業師諮詢費用。 

2. 創業團隊開辦費應以整筆代收款編列於業務費項目下，並於說明欄位

內敘明創業團隊支用項目，並以業務費、人事費及雜支為編列原則；



其中人事費編列以補助經費百分之七十為上限，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

臺幣二萬元。業務費編列以工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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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時，得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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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經費核撥及核結： 

（一）第一階段補助款分二期核撥： 

1. 第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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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補助款計新臺幣三十五萬元，分為學校育成費用新

臺幣十萬元及創業團隊創業基本開辦費新臺幣二十五萬元，學校應於

本署正式函文送達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請款文件報本署或本署指定

之專案辦公室請款。 

2. 第二期（創業團隊接受學校育成單位輔導滿六個月）：本期補助款計

新臺幣十五萬元，分為學校育成費用新臺幣五萬元及創業團隊創業基

本開辦費新臺幣十萬元，學校應於本署正式函文送達一個月內，檢附

相關請款文件報本署或本署指定之專案辦公室請款。 

（二）第二階段（創業計畫成效評選）創業獎勵金分二期核撥： 

1. 第一期：育成單位應於本署請款通知送達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請款文

件送本署或本署指定之專案辦公室，請領創業團隊創業獎勵金百分之

六十。 

2. 第二期：獲補助團隊接受育成單位輔導滿一年，育成單位應於本署請

款通知送達一個月內備齊相關文件，檢附相關請款文件送本署或本署

指定之專案辦公室，請領賸餘百分之四十創業獎勵金。 

（三）經費核結： 

1.學校或育成單位應於各階段第二期獎(補)助請款作業期間備齊相關文

件，送本署或本署指定之專案辦公室同時辦理結案。 

2.受補助學校應檢附結案相關資料，依限辦理結報事宜。計畫原始憑證應

專冊裝訂，妥善保存及管理，本署得視實際需要，通知調閱查驗或派

員抽查。 

（四）學校或育成單位應於補(獎)助款收款日一個月內，將創業團隊補助款或

創業獎勵金撥付至各創業團隊公司行號帳戶或籌備處帳戶。 

（五）本補助之賸餘款，應全數繳回。 

七、計畫變更作業： 

（一）計畫變更期程：應於各階段計畫期間結束前一個月，送達本署或本署指

定之專案辦公室辦理，逾時不予受理變更作業。 

（二）團隊名稱變更：以申請公司行號設立之事由辦理變更為原則，必要時，

得敘明理由辦理變更；已設立公司行號者名稱之變更，應敘明事由並

檢附原公司行號撤銷等文件，始得辦理變更。 



（三）團隊人員變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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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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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效檢視：本署為考核各計畫執行成果，得辦理績效評估，於第一階段補助

期間，訪視所有受補助學校暨團隊及相關追蹤考核事項，並將當年度第一階

段補助團隊之訪視紀錄列為參加第二階段評分之參考；當年度執行成果作為

本署相關經費補助之參考。 

九、違規處理：受補(獎)助學校、育成單位或創業團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

得撤銷原核定之補(獎)助，並得追繳已核撥款項及獎勵： 

（一）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領本補(獎)助或參與創業競賽。 

（二）重複申請本計畫補(獎)助。 

（三）未依補(獎)助款項撥付創業團隊。 

（四）未依本署規定辦理會計核銷作業或計畫變更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

善。 

（五）妨礙或拒絕接受本署成效檢視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六）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並經判決確定。 

（七）其他未依規定使用本計畫各項補(獎)助款。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第一階段補助款採部分補助，應有自籌款配合。 

（二）公司行號負責人應為創業團隊代表人。 

（三）計畫經核定補(獎)助額度，即不再補(獎)助因計畫追加所涉之其他費

用。 

（四）獲補(獎)助學校、育成單位及創業團隊須配合本署成效檢視事項，辦理

相關作業及創業成果宣傳。 

（五）學校應於第一階段育成輔導計畫內明定對創業團隊補助經費支用管理方

式，每月至少召開二次以上輔導會議及查閱團隊經費使用情形；創業

團隊則應每月提供支用憑證影本予學校，不符本要點相關規定者，學

校應即報本署，並進行款項追繳。 

（六）學校育成單位於創業團隊接受第一階段育成輔導六個月期間，不得再向

創業團隊收取任何育成輔導及行政費用；其非屬育成輔導費用範圍者，

得由學校與創業團隊另行議定之。 

（七）如遇計畫終止，學校及各創業團隊應按計畫實際執行月份，由學校按比

率繳回已核撥之補助款。 

（八）第二階段創業績優團隊應接受育成單位輔導一年，由育成單位與創業團

隊雙方自行議定輔導契約，育成單位每月至少與創業績優團隊召開二



次以上輔導會議；除不可抗拒因素外，在育成輔導期間內有撤銷或廢

止公司行號登記之情事者，應按計畫實際執行月份，由育成單位按比

率繳回已核撥之創業獎勵金。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