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國際創業聚落示範計畫 

國際加速器及創業人才培訓事業補助 
說明會 

 

簡報日期：109年01月 

簡報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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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時間 內容/注意事項 

廠商簡報 30分鐘 廠商計畫簡報及書面審查意見回覆 

委員提問 30分鐘 廠商於會議上回覆委員所提列問題 

內容呈現 

1.重點描述簡報重點7大項目 

2.以公信力之數據，呈現產業問題之解決方式與消費者需求 

3.提供具體內容搭配圖表及文字呈現 

4.依計畫內容提供相關佐證附件，顯示對市場及營運策略已準備萬全 

審查重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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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審查重點 

 
 
國際加速器 

(1)營運機制及自主獲利能力 
(2)輔導實績及預期效益規劃 
(3)產業資金及資源投入情形 
(4)優質案源及篩選機制 

 

創業人才 

培訓事業 

(1)培訓課程之完整性及國際性 
(2)成員專業能力及師資指導經驗 
(3)培育服務之能量 
(4)與臺灣公司之合作模式 
(5)長期營運之規劃 

審查重點(2/2) 



1. 計畫創新性說明 

2. 實施方法 

3. 計畫分工架構 

4. 年度預定工作進度及查核點 

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 

6. 產業預期效益/加值應用 

7. 書面審查意見回覆 



(1)清楚拆解計畫內容，概述分項計畫欲完成之目標，合理規劃工作細項。 

(2)盤點計畫所需資源，將計畫執行化作計畫架構、時程及查核點。 

(1)請說明營運機制及自主獲利能力。 

(2)請說明核心能力優勢之亮點與差異化。 

(3)請說明與國際資源鏈結的能量。 

簡報格式(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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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方法(執行步驟及研究方法、智慧財產權檢索與管理) 

1.計畫創新性說明 



 計畫架構：請明列分項計畫，若有委外單位，請詳列各單位執行內容。 
(僅供參考，請依所提計畫內容填寫。) 

年度 分項計畫 執行單位 計畫權重(%) 時程 執行內容 

 
XXX 

 
A分項計畫 

 
本公司 

 
30% 

 
X年X月~X年X月 

 
XXX 

 
B分項計畫 

 
○○公司(委外) 

 
30% 

 
X年X月~X年X月 

 
XXX 

 
C分項計畫 

本公司 
○○公司(委外) 

20% 
20% 

 
X年X月~X年X月 

簡報格式(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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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分工架構(含委外工作說明) 



 查核點：合理規劃分項計畫實施時程，提供可供查核之量化內容。 
(僅供參考，請依所提計畫內容填寫。) 

年度 查核點編號 預定完成日期 查核內容 權重 

期中查核點 

XXX A1 

XXX B1 

XXX C1 

結案期末查核點 

XXX A2 

XXX B2 

XXX C2 

簡報格式(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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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度預定工作進度及查核點 



簡報格式(4/15) 

(1)列明本計畫投入之計畫人員配置(含外聘顧問)。 
(僅供參考，請依所提計畫內容自行增列) 

編號 姓名 性別 職稱 最高學歷 主要經歷 
本業 
年資 

投入 
月數 

1 

2 

3 

4 

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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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格式(5/15) 

(2)合理估算計畫年度所需經費，以最精實之執行方案編列，使資源妥善運用。 
 補助款≤自籌款≤實收資本額 
 依「會計科目及編列原則」編列，不含營業稅。 
 應遵守會計科目上限，各科目補助款與自籌款比例需一致。 

會計科目 政府補助款 廠商自籌款 合計 各科目比例% 

1. 人事費 

2. 差旅費 

3.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4. 設備使用費 

5. 設備維護費 

6. 委託研究費或驗證費 

7. 無形資產之引進費 

8. 行銷推廣業務費 

9.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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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6/15) 

1.人事費 

姓名 職級 平均月薪(A) 人月數(B) 人事費概算(A×B) 

(1)計畫人員 

○○○ 助理研究員 45,000 12 540,000 

小 計 540,000 

(2)外籍專業人員 

○○○○○○ 副研究員 51,000 12 612,000 
小 計 612,000 

(3)顧問 

○○○ 顧問 45,000 10 450,000 
小 計 450,000 

合 計 1,0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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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7/15) 

2. 差旅費 
(1)短程車資：係指計畫執行人員辦理計畫工作事項所需之短程車資費用，依實際需求編列 
(2)國內旅費：係指計畫執行人員參與國內相關活動或會議所需支出之差旅費。 

 

事由 

 

地點 

 

天數 人 

國內差旅費 

交通費 
(C1) 

住宿費 
(C2) 

膳雜費 
(C3) 

金額小計 
(C=C1＋C2＋C3) 

帶領新創團隊參加Pitch 高雄 2天/12趟 8 1,490*2*12趟 1,600 *12趟 400 *12趟 59,760 

合計 5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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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8/15) 

2. 差旅費 
(3)國外旅費：可編列經濟艙機票與日支生活費用；其中日支生活費需依據「中央政府 
    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表」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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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機票 
地區 預估費用 人數 小計 是否有廠商隨行 

 中國大陸(上海)  15,000 /2趟 3 90,000 ■有 / □無 
英國(倫敦) 30,000 /1趟 2 60,000 □有 / ■無 

日支生活費 

地區 預估費用 人數 小計 是否有廠商隨行 

 中國大陸(上海) 
267美元*4天/2

趟 
3 199,000 ■有 / □無 

英國(倫敦) 
338美元*10天

/1趟 
2 210,000 □有 / ■無 

合計 559,000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9/15) 

2. 差旅費 
(3)國外旅費：如因業務需要以政府補(捐)助款編列出國經費者，應於計畫中先行規劃並 
    敘明出國計畫名稱、地點、人次及目的，並納入年度計畫且經核定後始可報支。 

註1.請述明出國類別(分為「訪問」、「考察」、「會議」或「其他」)、出國任務概述及效益、前往 
國家及地區、派遣人次、出國日期、出國天數及經費等內容，返國後三個月內檢送出國報告， 
無出國計畫者不需列出此表。 

註2.國外旅費經本處核定後，不得提高原核定補助經費，且應小於等於原核定比例，且單一出國計 
畫經費來自政府補(捐)助以不超過50%為原則。 13 

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出國 
類別 

出國計畫 
名稱 

出國任務概述
及效益 

前往國家 
及地區 派遣人次 出國日期 出國天數 

經費 是否有廠商 
隨行 金額(元) 來源 

會議 ○○○ 參加Clash 
Pitch競賽，
協助新創團隊
拓展國際…  

中國大陸/
上海 

3 5/1-5/5 5 
72,250 

政府補助 
款 

 
■有 

□無 

72,250 
 

自籌款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單套購置 

金額 

購入日期 

(年/月) 
單套帳面 
價值A 

套數 

B 

剩餘使用
年限 

月使用費
AxB/(剩餘使 
用年限*12) 

投入 
月數 

使用費用
估算 

一、已有設備 

1.Orcad capture FA17005 71 106.10.11 40,233 3 2.83 3,550 12 43,000 

簡報格式(10/15) 

3.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4.設備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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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項目 單位 預估需求數量 預估單價 全程費用概算 

MCU晶片 個 2,000 400 800,000 

合 計 800,000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單套購置 

金額A 

套數 

B 

月使用費
AxB/60 

投入 
月數 

使用費用估算 

二、計畫新增設備 

1.恆溫恆濕試驗機 - 500,000 2 16,667 12 200,000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11/15) 

5.設備維護費 

6.委託研究費或驗證費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移轉項目 
合作單位 

(請填寫全名) 內容 
金額 

(不含營業稅) 

1.技術或智慧財產權購買費  PC Home 區塊鏈及人工智慧等專利技術 1,000,000 

2.委託研究費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數據分析 1,000,000 

3.委託勞務費 主機代管 1,000,000 

4.委託設計費  數位時代 攤位設計、裝潢及輸出 1,000,000 

5.驗證費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電磁波輻射檢測 1,000,000 

合 計 5,000,000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單套原購置金額 套數 維護費用估算 

一、已有設備 
1.OOOO OOOOO 5,000,000 1 6,000元/*12月=72,000 

小            計 72,000 

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單套購置金額 套數 維護費用估算 

二、計畫新增設備 
1.OOOO OOOOO 5,000,000 1 6,000元/*12月=72,000 

小 計 72,000 

合 計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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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12/15) 

7.無形資產之引進費 

項目名稱 
機構名稱 

(請填寫全名) 內容 
金額 

(不含營業稅) 

OOO OOOO 商標權 100,000 

合 計 100,000 

8.行銷推廣業務費 

項目名稱 內容 
金額 

(不含營業稅) 

研討會活動裝潢、燈光音響、T恤、名牌輸出等 新創公司媒合與交流之活動 100,000 

OOO 

合 計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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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13/15) 

9.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註: 演講費、出席費、鐘點費、顧問費及聘請專家學者提供專業諮詢服務等相關費用。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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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度資源投入情形(人力、時間、經費等) 

項目名稱 單價 天數 數量 金額(不含稅) 

出席費 2,500元/次 1 20 50,000 

演講費 1,600元/時 1 3時/人*20人 96,000 

合 計 50,000/96,000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簡報格式(14/15) 

(1)預期效益： 

國際加速器 創業人才培訓事業 

 
(1)估值增加(依據募資情況) 

(2)合格募資(新創進駐後募資金額) 

(3)新創滿意度(新創對加速器滿意度) 

(4)校友網絡(新創離駐之回饋) 

(1)新興科技課程規劃及國際性 

(2)國內種子師資規劃與國際師資鏈結 

(3)新創培訓滿意度(新創對培訓滿意度評分) 

(4)培訓機構服務與其他網絡資源結合程度 
(如：加速器、創投資金等) 

(2)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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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產業預期效益/加值應用 



簡報格式(15/15) 

1. 針對審查委員及專案辦公室之書面審查意見提出回覆說明。 

2. 並於簡報審查當日提供回覆說明之文件。 

3. 應行修正事項應於提案會議結束再提供回覆說明。 

專案辦公室初步意見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書面審查意見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應行修正事項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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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書面審查意見回覆 



加入林口新創園   共創臺灣新創投資榮景 

 

歡迎加入林口新創園 

林口新創園專案辦公室 

電話:+886-2-2369-2358 

hello@startupterrace.com 

http://www.startupterrace.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