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新創加速中心進駐企業輔導與管理準則 

107 年 6 月 26 日研究總中心 106 學年度評議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109 年 10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一、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新創加速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增進駐

企業培育成效，特訂定本準則。 
二、本中心受理企業申請進駐之資格及程序如下： 

(一) 申請資格 
1. 關鍵企業：凡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正式公司或分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或法人、機(關)構，且具輔導企業或新創團隊能力者。 
2. 育成企業：凡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正式公司或分公司登記，其研發

之技術或成品與符合本校發展方向者。 
3. 新創團隊：凡經由本中心輔導，參與校內外各項創業競賽獲獎，或

經由本中心或育成聯盟學校評估具發展潛力者而具名推薦者。 
(二) 申請應備資料如下 

1. 關鍵企業： 
(1) 申請書。 
(2) 公司或法人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資料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非營利性法人得免附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3) 關鍵企業服務書。 
(4) 必要時須提供最近三年之財務報告與稅捐機關納稅證明文件

乙份（公司成立不滿三年得依實際成立年數提供，非營利性法

人則免）。 
(5) 同意審查聲明書。 

2. 育成企業： 
(1) 申請書。 
(2) 與本校合作備忘錄。 
(3) 企業登記證明影本，自然人應檢具個人身分證及學經歷證明影

本。 
(4) 近三年之財務報告與稅捐機關納稅證明文件乙份（公司成立不

滿三年得依實際成立年數提供）。 
(5) 中小企業營運計畫書。 
(6) 同意審查聲明書。 

3. 新創團隊： 
(1) 申請書。 
(2) 個人身分證及學經歷證明影本。 
(3) 中小企業營運計畫書。 
(4) 同意審查聲明書。 



(5) 創業競賽參賽證明或育成中心推薦函。 
(三) 審查程序 

1. 由本中心依申請要點對申請文件進行初步查驗。 
2. 由審查委員進行內容審查。 
3. 經書面服務內容審查/複審通過之申請案若有必要時，得另召開審

查委員會進行評審，並得通知申請人列席簡報說明。 
(四) 本中心依申請案內容，邀請專家學者一至三位擔任審查委員。 
(五) 審查委員會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若申請案未涉及校方投資之需求，

得不召開審查委員會，授權召集人逕行核定。 
三、進駐企業合作及輔導工作項目 

(一) 關鍵企業 
1. 由本中心與關鍵企業依據雙方所簽署之關鍵企業服務書，共同商定

輔導項目時程。 
2. 關鍵企業服務書併為關鍵企業合約書之一部份，並由本中心追蹤列

管。 
(二) 育成企業 

1. 由本中心與育成企業依據營運計畫書，共同商定輔導項目時程。 
2. 本中心提供律師或法務之專業諮詢，各進駐企業每年得諮詢 6次，

不得保留。當年度進駐未滿一年者，依進駐期間之比例計算。 
3. 進駐企業得申請與本校教師、研究人員等進行諮詢，由本中心支付

顧問諮詢費每月新臺幣 2,000 元，當年度依實際申請次數為準，不

得保留。 
(三) 新創團隊由本中心依據營運計畫書，共同商定輔導項目時程。 

四、進駐時程、空間及進駐期間權利義務 
(一) 進駐期程： 

1. 關鍵企業：以 1 年為原則，期滿通過查核者，得續約之。 
2. 育成企業：以 3 年為原則，得另延長 2 年。 
3. 新創團隊：以 1 年為原則，得另延長 1 年。 

(二) 企業得於合約屆滿之 2個月前提出展延申請，經本中心審查通後得予展

延。 
(三) 關鍵企業、育成企業得申請使用本中心之培育空間，新創團隊得申請使

用本中心之共同工作空間。 
(四) 進駐相關費用 

1. 關鍵企業 
(1) 實體進駐空間費新臺幣（下同）500元/坪，關鍵企業配合款每

月 8,000 元。 
(2) 虛擬進駐關鍵企業配合款另議之。 

2. 育成企業 



(1) 實體進駐空間費 500 元/坪，服務費每月 5,000~7,000 元。 
(2) 虛擬進駐服務費每月 5,000~7,000 元。 

3. 新創團隊服務費每月 300 元。 
(五) 育成企業得依「國立成功大學創業團隊進駐辦理公司登記審查要點」辦

理公司登記申請。 
(六) 進駐企業其餘相關權利義務於進駐合約中另定之。 

五、進駐企業管理 
(一) 本準則所稱之管理，其項目或內容包括進駐人員及場所管理、公共設施

管理及營運績效管理，均由本中心負責管理。 
(二) 進駐人員及場所管理 

1. 進駐企業應將常駐本中心之成員通報本中心，並遵守本中心門禁及

空間管制等相關規定。 
2. 進駐場所之管線配置或空間變更或設計施工，應事先經本中心同意。 
3. 進駐場所之標準事務設備，由本中心提供。企業進駐時應簽署財產

清單並負管理責任；不再使用或遷出本中心時，應將設備回復原狀

並返還。 
4. 進駐場所得供企業從事試銷及研發測試活動。進駐企業應負擔相關

安全措施安裝及處理所產生之一切費用；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5. 進駐企業之事業廢棄物，應由進駐企業依廢棄物清理法等相關法規

負責清運處理。 
6. 進駐人員使用學術網路應遵守「台灣學術網路使用規範」。 

(三) 公共設施管理 
1. 公共設施之使用分自助式使用及登記式使用二種。自助式使用者，

應盡善良管理人責任，並依各設施使用注意事項使用之。 
2. 進駐企業應同意遵照「技轉育成會議室使用辦法」等公共設施使用

規範。 
六、進駐企業考評 

(一) 本中心得視進駐企業經營狀況進行年度考評，考評分數未達 70 分者得

逕行要求企業離駐。 
(二) 企業考評項目 

1. 關鍵企業：依關鍵企業服務書內容。 
2. 育成企業與新創團隊： 

(1) 營業項目是否相符。 
(2) 營業績效。 
(3) 與本校技術移轉、產學合作情形。 
(4) 有無違規或違法情事。 
(5) 細項評分內容如附件 1 所示。 

七、本準則經產學創新總中心評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成功大學新創加速中心進駐企業考核評分表 
進駐企業：  
考評期間： 

項 
次 

查 核 項 目 配分 
標準 

備註 評分 

1. 營業項目是否相符 5 
企業因經濟產業環境作營業方向重大 
轉變，得提出說明 

 

 
2 

營業績效 

 
15 

 企業員工人數 
 年度營業額 
 取得政府相關研發補助、貸款及獎項 
之核定文件 

 

3 與本校技術移轉情形 10 與成功大學技術移轉、申請專利件數  

4 與本校產學合作情形 10 與成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  

5 與本校簽訂回饋合約 10 是否與成功大學已簽訂回饋合約  

 

6 輔導管理合約履行 
 

15 
 各項應付費用繳付信用：2（含）次未如

期繳交：0 分 
 是否如期資料繳交或資訊回報 

 

 

7 借用物品返還 
 

15 
 自助式公共設施是否按使用注意事項 
 登記式公共設施是否遵照登記規範 
 是否公物返還逾時或公物有所損害 

 

 
8 

有無違規或違法情事 

 
10 

 若有違法情事，則無條件終止合約 
 有無發生危害公共安全情事 
 有無違反成功大學相關規範 
 有無產生有毒化物或違反噪音管制 
 事業廢棄物是否自行負責清運處理 

 

9 其它 10 
企業營運績效佐證資料(募資、增資、 
海外拓銷、新商品開發等) 

 

總分 

 

負責經理： 中心主任：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