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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建構大學衍生新創研發服務公司之孕育機制 
 

壹、緣起 

一、政策依據 

（一）蔡英文總統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總統府記者聯誼會暨臺灣外

籍記者聯誼會歲末茶敘」年終談話表示，新年度將採取前瞻性

的積極財政政策，全面擴大基礎建設的投資，包括地方建設，

以及下一個世代所需要的基礎建設，行政院並於 106 年 1 月

12 日邀集部會召開「科研基礎建設提案規劃討論會議」，決

議將帶動軟硬整合之科技建設投資，藉以培育高階人才、帶動

我國產業創新發展。 

（二）行政院後續召開多次「下世代科研人才創新生態環境建構」相

關會議，確立 2 個推動主軸，包括「建構小而靈活的研發服務

公司（Research Service Corporation，簡稱 RSC）」，以及「完善

相關配套措施」以支援 RSC 的建構，並責成教育部打造校園

創新研發支持體系，朝創新應用導向發展，以擴充研究專業人

力的出海口。106 年 6 月 5 日及 6 日分別邀請大學校長及產業

代表辦理專家諮詢會議蒐集相關建言，期與民間企業、研發法

人與 RSC 形成緊密生態鏈，開創科技跨域創新應用以帶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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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智慧轉型。 

二、問題評析 

（一）過去我國產業發展模式偏向代工，而高階技術掌握於先進國

家，代工模式已不足帶領我國抗衡國際產業之發展，加上全球

經濟低靡，我國產業逐漸外移，失業率逐年攀升，優秀之人才

被外國企業拉攏，我國產業發展有待強化。 

（二）大學是創新知識的創造基地，校園裡的研究人力及資源，是我

國研究發展重要之推手，惟學校從政府及業界獲得許多產學合

作資源的挹助，亦多年執行相關部會研究計畫，仍存在產學之

間的落差，所培育之人才亦有不被產業所用之困境。 

（三）為持續支持以好奇心、創造力為基礎之知識探究模式，讓科學

發展進一步帶動產業發展、知識成為產業創新基礎，藉由研發

人員的加入開發產業潛能來提升競爭力，行政院 106 年度規劃

「下世代科研人才創新生態環境建構」推動案，期從改革科技

研發模式做起，以達到帶動產業界前瞻創新能量的提升、學研

研發成果鏈結產業創新效能與效率、及擴大博士人才出海口等

效益。大學為支援產業前瞻發展，需有到位的研發人才並對未

來產業發展所需技術提供服務，改變過去以滿足需求的產學合

作模式，轉變為創造未來產業所需，創造一個多面向參與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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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融合平臺，以提升大學研發及產業界發展之互動關係，共同

勘測未來技術發展方向，拓展大學研究發展模式，未來連結智

財管理以及創新創業機制，以建立新產學合作關係。 

 

圖 1.新產學合作關係 

貳、大學現況 SWOT 分析 

    為規劃更具效能之計畫，分析我國大學推動研究發展及培育高階

研發人才之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內部優勢與外部機會。 

一、劣勢及威脅 

我國形成的內部劣勢包括： 

      1.大學研發成果多為基礎科學之學術論文為主，而產業所需研

發技術強調技術應用與問題改善，形成一定落差。 

      2.大學技術發展成熟度落在 TRL1-4，距離商品化尚有一段距

離，不易達到產業界要求。 

      3.大學培育之高階研發人才未能有效被企業所用，學用之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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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落差。 

  由本部高等教育校務資訊整合平臺統計可知，我國政府歷

年投入大學產學合作大量經費，而學校在智財衍生收益表現仍

有相當成長空間。 

     (單位：元) 

年

度 

政府資助研發

經費(A) 
企業資助研

發經費(B) 
其他單位資助

研發經費(C) 
研發經費

(D=A+B+C) 

各種智慧財

產權衍生運

用總金額

(G=E+F) 
105 33,677,783,244  5,682,848,697  2,747,223,427  42,107,855,368  1,749,732,877  

104 33,648,934,085  5,351,441,376  2,749,188,792  41,749,564,253  1,869,646,169  

103 33,064,622,716  5,458,623,757  2,548,026,685  41,071,273,158  953,056,339  

102 32,561,404,534  4,981,806,731  2,280,856,437  39,824,067,702  734,585,318  

101 31,773,388,252  4,583,709,791  2,708,310,906  39,065,408,949  1,076,481,815  

 

  同時，大學面臨以下外部環境威脅： 

1.其他國家積極延攬我國優秀人才。 

2.產學合作績效在教師升等機制下無法直接立即反映教師的

成就貢獻。 

二、優勢與機會 

      1.大學有豐沛的研究人力及資源，可進行關鍵技術研發，將創

新知識轉換及擴散。 

2.面對國際競爭，各校積極發展教學與研究特色。 

3.大學逐年重視產學合作，技術移轉或衍生新創等帶來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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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學校重要收益。 

4.近年政府推動創新創業政策，支持大學發展衍生新創公司，

有利學校研發成果釋出與加值。 

5.近年相關部會陸續鬆綁相關法令限制，以營造大學科研成果

產業化友善環境。 

6.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推動多年，促進學校重視產學合作。 

參、建構友善法令環境 

    為了促進學校研發能量與產業需求之連結，打造校園創新研發支

持體系，鼓勵學校師生團隊衍生新創研發服務公司(RSC)，本部近年

來針對人才、技術、資金、土地等面向，進行全面性法令盤點，並陸

續提供相關修法建議予各部會，以及進行主管法令之鬆綁，期待學校

科技創新成果能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鼓勵學校與產業合作，由學校提

供研發服務能量協助企業發展，相關措施例如： 

一、人才面：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 條與「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相關

規定，除了法令另有規定，原則禁止公立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於校外

兼職，為了鼓勵公立學校教師與研究人員參與產學合作，陸續修訂「科

學技術基本法」第 17 條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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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第 4 條，使得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

者，得兼任新創公司之職務，以鬆綁公立學校教師與研究人員不得兼

職的管制。另針對生技新藥產業的特殊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第 10 條與第 11 條，亦有類似規定，允許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若為

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主要技術提供者時，經任職機構同意後，得擔任

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或擔任技術顧問。 

本部主管之「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亦配合相關

法令之規定，明定教師得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政府或學校持

有其股份的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教

師得亦得至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得兼任董事因科學業務需求，至從「事

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

或新創公司，得兼任與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

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持有新創公司主

要研發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 

除了鬆綁教師至營利事業兼職之限制外，相關法規亦同步放寬個

人持股之比例，例如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7 條規定，公立專科

以上學校從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不受公

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股本總額 10%之限制。另依從事研究人員

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從事研究人員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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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公司設立時之股份，或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

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但為新

創公司之股份者，不在此限。另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定，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時，該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

十以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不受公務員

服務法第 13 條之限制。 

二、技術面： 

  為俾利學校得以彈性處分及運用研究發展成果之收入，放寬公立

學校得自行處分有價證券(股票)之處分限制，爰「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 6 條業明定，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歸屬於公立學校者，其保管、

使用、收益及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56 條之限制。此外，依「產業

創新條例」第 12 條之 2，大學以其自行研發且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第 1 項歸屬其所有之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公司自行使用，所取

得該公司股票，並依同法第 6 條第 3 項所定辦法分配予該智慧財產權

之我國創作人者，該我國創作人取得之股票，得選擇免予計入取得股

票當年度應課稅所得額課稅。如此可以減緩技術創作人因技術作價取

得股票之稅賦負擔，有助於學校與新創事業的合作，降低新創事業設

立或取得技術來源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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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本部為提升大學智慧財產權等研發成果之績效及管理，本部業

於 107 年 4 月 3 日訂定發布「教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於該辦法第 4 條明定，研發成果，應歸屬學校所有。但研

發成果涉及國家安全、對公共利益或經濟有重大影響，或其他經本部

認定應歸屬國家所有者，不在此限；第 6 條明定，歸屬學校所有之研

發成果，其所獲得之研發成果收入納入學校基金或校務基金，並應持

續作為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運作之專款專用；第 8 條及第 9 條明定，學

校應建置研發成果管理及其收入之內部控制機制，包括設置專責單位

或人員、研發成果之運用管理、維護及終止維護程序、相關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等。 

三、資金面： 

  為了充實學校財源，使得產學合作收入能再度投入學校研發、或

衍生新創公司，新創公司能透過學校研發能量發展茁壯後再回饋學

校，達成正向循環之永續經營，對於公私立大學均提供了對應的法規

依據，使學校財務得以彈性運用。例如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 10 條規定，國立大學可以自籌收入投資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

與企業（但不包括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又

依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為增進教學效

果，並充實學校財源，得以投資方式辦理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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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相關事業。 

四、土地面： 

  為了協助校園師生創業，本部更已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發佈大專

校院申請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基於學用合一之

教育宗旨，經本部同意後，大學得利用校內場域如育成中心等，作為

創新創業課程中學生或學員新創事業公司登記的所在地，從事研發、

銷售、營業等業務，以達到協助青年或學子創新創業之目的，並維持

現行學校免課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之規定，有助於學校衍生新創事業之

推動。 

肆、推動策略 

  本部考量大學係為支援產業前瞻技術之重鎮與創新之基石，更是

人才培育之搖籃，為將學校研發能量與產業資源有效連結，培育產業

所需之創新研發人才，以共同創造產業價值，達學界及產業界雙贏效

益，鼓勵學校師生組成研發服務團隊，由博士級研發人才帶領實驗室

與產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進一步發展成為衍生新創研發服務公司

(R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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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新創研發服務公司孕育機制之推動策略 

除了前述政府法令鬆綁與支持，本部以不同面向協助大學孕育衍

生 (RSC)，提供學校教師帶領學生發展研發服務團隊之輔助資源，相

關措施包括： 

一、 推動「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由教授帶領博士生

與產業針對行政院 5+2 產業創新方案（智慧機械、亞洲矽谷、

綠能科技、生技醫療、國防、新農業、循環經濟）、數位國家創

新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以

及其他創新應用等領域，同合作研發及進行高階人才培育。 

二、 推動「教育部大學智財服務平臺」：由一群具智財專業經驗的經

理人團隊，提供一條龍式的智財服務，包括智財基礎建設（智

財檢索、分析與調整等）、智財價值強化（智財布局與運用等）、

資料庫網絡（智財資訊蒐集與整合串連）、國際戰略（國際合作

及行銷）、衍生新創（資金募集、市場媒合及研發與產業諮詢等）

服務。 

三、 推動成立「100%智財管理公司」：研擬放寬國立大學成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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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智財管理公司之法源，協助學校有效管理及運用研究發展

成果，並排除國有財產法、國營事業管理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限制。 

四、 提升創新創業課程品質：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推動，

於計畫第 1部分（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

鼓勵學校推動創新與創業相關課程。透過績效指標（開設創新

與創業課程及學生學習成效）設定，引導大學規劃並開設創新

創業課程，未來視學生學習成果，檢視學校辦理成效。 

五、 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為執行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落實發展學校特色之目標，持續強化大學研

究能量，並培育重點領域國際一流人才，卓越國際聲望，同時

解決社會議題，大幅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究中心應追求學術卓

越、強化其國際影響力並能有效解決問題，一般大學強調專業

領域學術研究成果具原創性或重要學術價值，同時追求國際能

見度及其影響力；技專校院強調透過實作找出解決問題之研究

發展，著重實作技能之展現。 

六、 推動「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由大學開設創新創業相關

課程，聘請業師分享實務經驗並指導學生、結合師生學習成果，

大學協助創業團隊媒合創業資金，並提供育成輔導以實踐創業

活動，使創新創業風氣能在校園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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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推動「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以產學合作計畫為基礎，適

時利用微型創業的彈性及育成協助，提升大專畢業生創業機

會，期激發大專校院產學合作能量及提升校園創新創業文化。

由 3 人以上組成創業團隊（2/3 以上成員為近 5 學年度畢業生或

大專校院在校生）與設有育成單位之大學共同提出申請。獲補

助基本開辦費之團隊，經參與第 2 階段創業團隊績優團隊評選

且成績績優者，可再獲 25 萬元至 100 萬元創業獎勵金。 

八、 推動「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本部自 103 年起推

動大學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產博計畫），經由學

位學程方式與企業或法人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並協助產

業研究發展，透過課程改革、業界參與之方式，促使博士班學

生至業界進行實作研發，建立論文研究由學校與產業界共同指

導之機制，以協助大學校院提升博士級人才務實致用之研發能

力，並爭取企業或法人研究資源，從教育的觀點致力縮短產學

落差。 

伍、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一、計畫目標 

本部為建立大學與產業長期產學合作關係，培育博士級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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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帶動學校創新研發服務團隊於合作產業成立研發部門，或成立

新創研發服務公司之風潮，配合本部推動之「建構大學衍生新創研發

服務公司之孕育機制」，於 107 年 5 月 10 日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學產

業創新研發計畫作業要點」，期望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 大學與產業共同建立高階研發人才培育機制，創造碩博士生就

業出海口，以培養產業所需之創新研發人才。 

（二） 建立大學與產業長期產學合作關係及知識共享機制，提升雙方

研發能力及產業技術。 

（三） 促進大學研發成果發揮最大價值並創造社會效益，帶動校園創

新創業風潮，鼓勵學校研發團隊衍生新創研發服務公司，以支

援產業創新發展，或於合作企業成立創新研發部門，協助產業

轉型升級。 

二、執行時程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4 年，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0日止。每年核定 50個案計畫，每一個案計畫執行期程為 3年，分

年執行，自當年度 8月 1日起至次年度 7月 31日止。 

本計畫第一年預定推動時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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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推動事項 

107年 5月 10日 公告「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作業要點」 

107年 5月 11日 公告徵求計畫書 

107年 5月 18、22、

28日 

辦理 3場「教育部建構大學衍生新創研發服務公司之

孕育機制說明會」 

107年 6月 線上申請系統及審查委員初審 

107年 7月上旬 召開複審會議 

107年 7月下旬 計畫核定通知 

107年 8月 1日 計畫開始執行 

三、執行策略 

本部將透過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有效連結公私立大學研

發能量及產業資源，打造校園創新研發生態系，培育博士級研發人

才，以共同創造產業價值。 

（一）推動領域： 

    依據行政院 5+2 產業創新（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

生技醫療、國防、新農業、循環經濟）、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文

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以及其他創新應

用。 

（二）補助對象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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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申請對象：本部主管之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2.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資格： 

(1) 近 3 年曾參與或執行之本部或各部會相關計畫、企業出資

之產學合作計畫、或技術移轉案。 

(2) 經本部核定深耕特色研究中心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

人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 

（三）運作模式： 

由教授帶領博士生與產業，針對行政院 5+2產業創新方案、數位

經濟、晶片設計與半導體、文化科技等領域，共同合作研發，藉由雙

方研發團隊的合作，使大學與產業得以知識共享，並建立長期產學合

作關係，進而帶動企業研發部門進用博士級研發人才或學校研發團隊

衍生新創 RSC公司之風潮，共同創造產業價值。 

 

 

 

圖 2.產研計畫運作模式圖 

（四）計畫審查： 

  學校所提之計畫書，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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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所提申請計畫書進行審查，並得視需要召開複審會議，請

學校列席報告，學校並應參酌審查小組建議修正計畫。審查項目

如下： 

1. 人才培育面：學校與企業推動博士級研發人才培育機制，或

延攬具博士學位之研發人才參與個案計畫之機制。 

2. 總體營運面：學校與企業擇定之產業領域所進行之創新研發

規劃，並應包括推動目標、實施策略、人員配置及未來十年

對社會及產業發展之重要影響。 

3. 資源配置面：學校總體創新研發之配合方式及校外資源結合

機制與投入。 

4. 辦理績效面：預期達成之產業績效與人才培育之量化及質化

指標、分年目標及自訂績效評估基準。  

5. 其他：得提高計畫執行成效之相關措施說明。 

（五）成效考核： 

1. 獲補助學校應於當年度 6月 30日前提出年度辦理成果報告及

下一年度之申請計畫予本部辦理績效考核，年度量化指標未

達 50%者，本部得減列或終止次年度經費補助。 

2. 質化指標： 

(1) 學校與企業長期產學合作關係、知識共享及研發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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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效。 

(2) 改善學校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立、透過各種智慧財產管理

之推廣，對社會及產業發展之重要影響。 

(3) 強化外部產業資源結合，建立校內創新研發資源投入機

制。 

3. 量化指標： 

(1) 參與計畫之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博士班研究生，每個計畫每

年至少 3 人。 

(2) 學校與企業合作研發具體且實際運用於合作企業之關鍵

技術或產品數量，每個計畫 3 年至少 1 件，該關鍵技術或

產品並具上市交易價格達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或每個

計畫團隊的研發成果可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3 年合計

達本部補助金額 1/2 以上。 

(3) 學校創新研發服務團隊應於合作企業成立新部門，或成立

新創公司。 

4. 本部得視需要進行實地訪視，以瞭解實際推動情況。 

四、資源需求 

（一） 經費補助原則 

1. 本部依審查結果擇優補助，每案每年最高全額補助新臺幣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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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2. 經費編列原則 

(1) 本補助得編列業務費及人事費，業務費項目以教育部補助

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所列科目為原則；必要時，得

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 

(2) 人事費編列項目及基準： 

① 博士後研究員：每月教學研究費（由學校綜合考量

後，依據校內標準編列金額）及年終獎金。 

② 博士班研究生：比照「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

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編列。 

(3) 補助經費包括經常門及資本門；經常門與資本門比例，原

則以資本門占20%至30%、經常門占70%至80%之比例編

列，得視計畫審議結果彈性調整。 

（二） 經費撥付及結報 

    1. 補助經費採分年撥付，其餘有關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依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2. 經本部核定補助之學校，應於審查結果公布日起一個月內，

檢送相關請款文件送本部申請補助經費。 

（三）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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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補助額度經核定後，不得追加總體計畫所涉其他費用。 

2. 所提計畫內容項目已接受教育部相關計畫補助者，不得再申

請本計畫之補助；有重複補助情形，應予追繳全部計畫補助

經費。 

3. 本計畫經費核撥結報未盡事宜，依據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 分年經費需求(單位：元) 

數量 
案件執行

期程 

年度補助經費 

每年補助經費 累計補助件數 分年經費需求 

4 年預

計核定

200 案 

每案執行

期為 3 年 

每案最高全額

補助 600 萬元 

107 年：50 案 

108 年：100 案 

109 年：150 案 
110 年：200 案 

107 年：預算 3 億 

108 年：預算 6 億 

109 年：預算 9 億 
110 年：預算 9 億 

111 年：預算 6 億 

112 年：預算 3 億 

陸、預期效益 

一、質化效益 

（一） 結合博士級研發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創造博士生就業出海

口。 

（二） 大學與產業建立長期產學合作關係，博士級研發人才提供創新

研發技術服務，提升產學雙方研發能力及產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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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進大學研究發展發揮最大價值並創造社會效益，衍生校園新

創事業並提升產學合作效益。 

二、量化效益 

（一）4 年累計至少 600 名博士生及博士畢業生參與計畫。 

（二）4 年累計至少 200 件可實際運用於產業之關鍵技術或產品。 

（三）創新研發服務團隊於合作企業成立新部門，或成立新創公司，

4 年合計至少 2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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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與科技部價創計畫之比較 

 教育部 科技部 
依據 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作業要點 
科技部補助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

作業要點 
計畫名稱 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價創計畫 
計畫目的 打造校園創新研發生態系，培育博

士級研發人才，建構大學校院衍生

新創研發服務公司之孕育機制 

建立產學研連結創新研發之生態系

統，提升研發成果商業化之可行性 

補助主題  依據行政院 5+2 產業創新（智

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

生技醫療、國防、新農業、循

環經濟）、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晶片

設計與半導體產業、以及其他

創新應用 
 具有博士級研發人才的團隊 

 符合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推動方

向，具潛力發展為破壞式創新

之技術 
 技術已成熟可於 1~2 年內出場

成立衍生新創公司或受併購

者，優先考慮 

計畫期程 3 年 1 年 
補助經費 每案每年至高補助 600 萬元 每案 1000 萬至 1 億元 

計畫審查重點  人才培育面：學校與企業推動

博士級研發人才培育機制，或

延攬具博士學位之研發人才參

與個案計畫之機制。 
 總體營運面：學校與企業擇定

之產業領域所進行之創新研發

規劃，並應包括推動目標、實

施策略、人員配置及未來十年

對社會及產業發展之重要影

響。 
 資源配置面：學校總體創新研

發之配合方式及校外資源結合

機制與投入。 
 辦理績效面：預期達成之產業

績效與人才培育之量化及質化

指標、分年目標及自訂績效評

估基準。  

 核心技術原創性。 
 市場分析與商品化規劃。 
 商業模式與預期效益。 
 產品、技術與營運模式的成熟

度。 
 執行團隊之專業性與完整性。 
 申請機構對借調或合聘之研究

法人人員之管理及薪資處理機

制。 

執行現況 107 年 5 月下旬辦理徵案說明會 累計已有 35 團隊 (107 年第二梯次

徵案至 5 月 4 日，審查中) 
未來期許 人才與技術的移轉： 

 累計至少 600 名博士生及博士

新創獨角獸： 
 4 年計畫執行期間將完成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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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參與計畫 
 累計產生至少 200 件可實際運

用於產業之關鍵技術 
 衍生 spin off技術服務的新創公

司，或 spin in 師生研發服務團

隊，合計至少 200 隊 

A 輪募資達 100 萬美元的新創

公司 
 吸引國際級創投參與投資，計

畫期滿扶植 3 家具有高成長潛

力之新創公司 
 目標期望計畫結束後 3 年內創

造 1 家估值超過 10 億美金之新

創獨角獸，並促成團隊 spin-off
及 spin-in(M&A)衍生收益累積

達 1,000 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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