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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資計畫介紹 

逢甲大學最熱血的創業計畫，萬元投資讓你體驗創業，入選就是投資。 

為了讓學生真槍實彈的體驗創業，逢甲大學創業育成中心與事業發展中心發

起了最熱血的創業計畫-「夢種子學生創新創業投資計畫」，期盼各位除了體

驗一波實際創業，更在此過程中對創業有更深的認識與體會。 

本計畫分成兩階段支持你創業，phase I 為概念投資，提供最高新台幣 

1萬元資金，適合想小試身手，創業項目較小的團隊；phase II 為市場驗證性

投資，提供最高新台幣 10萬元資金，適合未來想創業，想挑戰開公司的團隊。

目前夢種子已協助無數學生拿到百萬創業投資金額，相信你也可以是其中閃

耀的那顆新星！如果你對創業不了解、不熟悉，沒有關係，報名參加「夢種子

學生創新創業投資計畫」，可以讓你知道自己適不適合創業，能讓你對未來職 

涯有更深的想像，也為大學生活增加多元精彩的一頁! 

整個計畫過程，創業育成與事業發展中心-夢種子 e-Hub創業港都將以顧 

問的角色幫助你們，同時安排創業導師與小天使陪伴，也會找尋相關的老師提

供團隊諮詢，也安排一系列創業課程、講座、工作坊、交流會讓團隊裝備學習。 

參加此計畫，除了創業投資，還可以獲得… 

    
創業活動第一手資訊 參訪各個新創公司 創業免費諮詢輔導 認識創業家，累積人脈 

   
可以在出社會前知道

自己適不適合創業 

有機會可獲得 

新創公司實習機會 

想創業的你可以藉此計畫，測試市場並把未來

創業的風險降低，在這段期間內累積品牌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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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創業育成與事業發展中心、夢種子 e-Hub創業港 

(三) 共同主辦單位：逢甲 A′搖籃計畫、財團法人中技社 

三、 審查方式、繳交資料、作業日程說明 

投資階段 Phase I I (實踐型) 

說明 
為期六個月的創業計畫，並需有明確規劃，包含： 

1.目標市場和客群（市場性） 

2.實踐創業的方式（執行力） 

3.成本與經費規劃（掌握錢） 

投資金額 最高新台幣 10萬元整 

繳交文件 

需繳交資料： 

1.團隊申請報名表(附件 1)：以電子輸入，勿手寫。 

2.切結書(附件 2)：全部成員均須親自簽名。 

3.創業企劃書或創業簡報(參考附件 3格式) 

審查方式 投資審查會：112年 1月 12日(四)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2月 20日(二)23:59止 

報名方式 填寫線上報名並同時繳交文件 

線上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06xGK6  

投資公告 112年 1月 30日(一)於 IG及 FB粉專公告 

四、 參加對象 

(一) 逢甲大學在校生 

(二) 需組成一個創業團隊(至少三人) 

(三) 勇於嘗試任何新鮮事，不怕失敗、上進願意學習的同學 

 

https://reurl.cc/06xG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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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入選團隊注意事項(務必詳讀) 

(一)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如有任何變更

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 IG及 FB，恕不另行通知。 

(二) 主辦單位取得臺端資料，為辦理本活動相關業務需求之目的，須蒐集臺端

單位名稱、姓名、電話、電子郵件等個人資料(如申請表單所列)，以在雙

方合作關係存續期間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聯繫，其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

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獲投

名單，包括團隊名稱、獲投作品等。如欲更改聯絡人資料或行使其他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當事人權利，請洽主辦單位；惟屬本主辦單位依法

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三) 入選團隊可獲得主辦單位提供創業資金，投資金額依提交之創業企劃書

及線上申請表為審查依據，經投資審查會後決定投資金額。 

(四) 依據逢甲大學相關規定，使用本投資計畫經費於提案經費規劃時，務必遵

循本計畫所核准使用之經費項目、金額、期限與注意事項，核實支用於計

畫之執行，並提供合法憑證辦理核銷本計畫經費。 

(五) 本計畫經費將階段性的給予補助，申請 phaseII 團隊最高金額為 10 萬

元，內容包含印刷影印、文具用品、郵資、活動餐點、場地租金、廣告投

放、材料、國內交通等；不包含項目為購買硬體費用(如電腦、影印機、

印表機、電話、機器設備等)、人事費用(團隊成員薪資)、專利申請費用

等，其他細項將參照逢甲大學相關規定。 

六、 入選團隊之權利與義務(務必詳讀) 

(一) 申請 Phase II (實踐型)，創業團隊應至少執行運作六個月以上，(自公

告獲投資之次日起算。) 

(二) 需報名教育部大專實戰模擬學習平台，可望申請到 10 萬元創客補助金。 



Dreamseeds ｜不用很厲害才開始，但要開始才能很厲害｜ 

 4 

(三) 參與計畫期間可免費使用應諾創客社區空間 

(四) 可以獲得主辦單位安排創業導師輔導諮詢。 

(五) 可以獲得進駐夢種子應諾創客社區資格。 

(六) 執行成果優秀之團隊可獲得推薦至「逢甲 A'搖籃計畫」與「教育部 U-Start

計畫」。 

(七) 可獲得新創企業實習機會。 

(八) 每月需至少召開二次團隊會議，並於期末報告檢附會議紀錄。 

(九) 團隊應須於執行期間用照片、圖片、文字記錄執行狀況，每月月底前須填

寫當月進度報告，並於計畫期程結束時彙整成冊(成果報告)，交於逢甲大

學存查。 

(十) 務必參與夢種子 e-Hub創業港所舉辦的說明會與講座課程，至少三場次。 

(十一) 團隊須配合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的相關成果發表會活動，並提供

Prototype於活動中展示。 

(十二) 夢種子 e-Hub 創業港所在的應諾創客社區有包含演講區、交流區、創客

小教室等公共區域，因此創業團隊需履行使用後清潔場復之義務，共同維

護應諾創客社區整潔。 

七、 聯絡方式 

｜夢種子 e-Hub創業港｜ 

 聯絡窗口：何小姐 

 聯絡電話： 04-2451-7250 Ext. 6441 or 6440 

 電子信箱： fcustartuphub@gmail.com 

 辦公室位置：應諾創客社區(人社館 B1) 

  
  

mailto:fcustartuphu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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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件 

附件 1 2022「逢甲大學夢種子創新創業投資計畫」團隊申請報名表 PhaseII (可至報名網

址下載) 

2022 逢甲大學夢種子學生創新創業投資計(phase II) 

團隊申請報名表 

(填寫後線上上傳)  

      編號：_________________ (由主辦單位填寫) 

申請團隊基本資料(每個團隊成員數至少三位)  

團隊名稱*  

企劃書題目(創業項目)  

排序 姓名* 系級/學號* 手機* e-mail* Line id* 

隊長 1 

(主要聯絡人) 
    隊長必填 

團隊成員 2      

團隊成員 3      

團隊成員 4      

團隊成員 5      

註 1：務必輸入完整系所名稱 

註 2：通訊資料務必確定可以聯絡得到團隊，以免喪失申請權益。 

註 3：超過可自行增加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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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逢甲大學夢種子創新創業投資計畫」團隊切結書 phase II (可至報名網址

下載) 

2022 逢甲大學夢種子學生創新創業投資計(phase II) 

團隊切結書 

(填寫親筆簽名後線上上傳)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團隊_______________已詳閱逢甲大學夢種子學生創新創業投資計畫簡章內容，並同意各

注意事項、權利與義務之規範內容，並保證各項報名表資料之內容及提供各資料均正確無誤，

願意配合計畫之相關活動，包含創業講座、工作坊、創業輔導及成果展示活動；並保證創業內

容均為團隊原創，絕無抄襲等不法行為，如有不法行為，將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被取消計畫

參與資格，退回投資金、獎座、獎狀等。 

 

立書人簽章：（申請團隊每人需親自簽名）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Dreamseeds ｜不用很厲害才開始，但要開始才能很厲害｜ 

 7 

附件 3  創業企劃書格式(格式可參考 P.8) 

 創業企劃書(MS WORD 或 簡報電子檔 1 份，須包含封面)。 

 檔案名稱請設為：(隊名)創業企劃書。例如：(歸毛家族)創業企劃書 

 內容應包含：以下壹~玖項目錄及說明內容僅供參考，可視團隊實際之狀況加以敘述說

明調整呈現內容，惟其中第柒項「財務規劃」必須撰寫。 

 可參考次頁提供之格式，以 MS WORD 或簡報撰寫。 

 完成之創業企劃書請於報名時，同步上傳至報名表單或洽承辦人：  

電話：04-2451-7250 分機轉 6440 

電子信箱：fcustartuphub@gmail.com 

  

mailto:fcustartuphub@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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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逢甲大學創新創業投資計畫》 

創業企劃書 或 簡報 

 

 

創業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創業企劃書 

 

 

 

 

 

團隊名稱： 

隊長姓名： 

連絡電話： 

團隊成員：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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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逢甲大學創新創業投資計畫》創業企劃書或簡報 

目錄 

(僅供參考，可視團隊實際之狀況加以敘述調整內容) 

壹、 摘要：一句可以代表或體現你們創業項目的 slogan或圖片 

貳、 創新與創業構想：詳細說明你們的創業項目能解決顧客什麼問題？滿足了何種需求？  

參、 團隊陣容介紹：團隊成員組成(成員介紹、專長)與主責業務分工；團隊成員獲獎經歷；是

否有非團隊成員之合作夥伴(例如業師與顧問..等)。 

肆、 商業模式：目標市場與規模大小、競爭優勢分析，含目標市場與規模；既有及潛在主要競

爭者之市占率分析說明、優、劣勢；本創業企劃項目的產品或服務的競爭優勢與預估市占

率是什麼？(如商業模式九宮格或 SWOT分析)。 

伍、 產品與服務內容及發展計畫：包含產品或技術的創新性(創新點是什麼)、核心技術；核心

技術的可可行性或是可以授權使用的自由度；團隊是否已有發展原型或經過概念驗證？若 

無，請簡述概念驗證的規劃或計畫。 

陸、 營運模式及行銷策略：說明產品要如何製作、如何銷售或進入通路。說明如何取得第一

筆訂單以及預計要如何獲利。  

柒、 財務規劃：團隊資金結構(自有資金、借貸)、收入來源(技術授權、經銷、自行銷售)、

資金使用方式等，應包含經費使用規劃(如下表 1-經費使用規畫表)。 

表 1 經費使用規畫表 

經費使用期程：自投資公告日之次日起算，應至少執行六個月以上 

經費總額：新壹拾萬元整(以最後核定金額為準) 

經費項目* 金額(元)* 說明* 

印刷費 1,500 印製文宣品、名片…等 

廣告投放費 2,000 FB或 IG廣告投放費用、報章廣告…等 

國內交通費 2,000 為創業過程需拜訪客戶、出差等國內交通

旅運費用..等 

產品製造獲打樣費 2,000 產品製作、產品打樣費用…等 

材料費 1,500 產品所需原料、包裝、加工等.. 

餐點費 5,000 辦理活動，如產品發表、交流等所需之餐

點、茶水費用；或團隊召開團隊會議等之

便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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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支 1,000 擺攤租金、團隊會議便當、活動辦理餐

點… 

(自行新增)   

總計金額 $ 100,000  

• 經費項目及說明皆為範例，請依團隊預計經費規劃情形填寫。 

• 經費規劃表以印刷費、國內交通費、材料費、諮詢費、雜支及推廣業務費、餐點費等為 

原則，不可用以購買設備、機器、電腦、電器、支付薪資等。 

捌、 結論與期許 

玖、 其他附件(參賽經歷、獲獎經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