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與智財育成營運中心

報告人：蔡雅竹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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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育成中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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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立： 87年6月設立創新育成中心；100年2月更名為產學與智財育成營運中心

 願景：成為永續經營之產學合作標竿營運中心

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營運單位，營收來源為申請政府計畫案、產學案和技轉

案管理費、廠商進駐費等。

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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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科育成已於107年2月正式搬遷至「YunTech產學研大樓」，除了豐富多元

的服務外，更有學生微型創業培育室、Co-Working Space、企業培育室及視

訊會議室等多項硬體設備，將提供給創業團隊更優質的服務。

大樓介紹



中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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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根據雲科大五大學院之專業發展與雲林縣

地方重點發展產業，發揮本校的優勢，落實扶

植雲林地方產業。

首創「產業服務專線」 05-5324580 (有啥兒事

我幫您) 的諧音電話，提供即時服務，並於學校

首頁提供超連結，對每一企業採「專線、專人

、專案」方式辦理。

服務項目



天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企
業

創
新

產品：太陽能系統維運

共同辦理全國綠能競賽

• 國際投資媒合2案：

獲得瑞士私募基金巨擘合眾集團2.2億美元投資，為外資投資台灣太陽能發電首例

•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共9案約454萬元

• 異業結盟：投資三小文創1000萬元

• 榮獲獎項：106年經濟部破殼而出獎、第一屆CSR永續創新影響力獎、

第二屆CSR最佳故事力暨特優獎

• 行銷曝光超過5場：台灣國際太陽光電展覽會、育成成果展、今周刊、雲科就業

博覽會等

• 創業講師：陳坤宏董事長輔導學生創業、新創企業，凝聚雲科幫

• 徵才：學生實習超過3位、聘用雲科畢業生超過3位

• 共同舉辦-全國綠能實作創意競賽&全國能源模擬會議：

招集全台大專院校學生參與，鼓勵學生勇於發揮創意並運用所學，

將創意實踐化，為綠能產業找到突破 現況的關鍵及作法。

3位友達光電工程師來到雲科大創業，至今員工已超過50位。
從事太陽能發電廠，以增加太陽能發電比例之永續發展為目標。
為全台地面型太陽能電廠開發總量最多之公司，土地開發總量為業界第一，
資本額達60億，年營收更破5億元！



• 異業合作2案：拓展品牌知名度增加產值200萬、創造雲林觀光人潮

與友達光電研發「智慧雲端點餐結帳、智慧互動導覽」系統，；107年合作研發「新

咖啡零售系統」，創造雲林觀光人潮2,000人/年，積極往智慧化咖啡館前進

• 行銷曝光多達15場：吸引TVBS一步一腳印主動採訪製作品牌故事

吸引TVBS一步一腳印主動蒞臨採訪，錄製「一家人的台灣咖啡夢」，免費為公司宣

傳；因應新南向政策，泰國高教署暨育成中心聯盟蒞臨雲科，安排鴻豆王國推廣台灣

咖啡及輔導成效

• 通過4案政府補助、獎項3項：

獲補助高達130萬、榮獲3屆雲林十大伴手禮、107年破殼而出獎項

• 實體4家店面：遍及雲林、嘉義、台南，台北誠品主動邀請鴻豆王國進駐

從原本1家斗六店面，擴展到4家

• 創立第二品牌「江鳥咖啡」-把希望帶回產地，只收購有意義咖啡

2019年2月正式成立，與友達光電合作，共同開發「線上線下整合系統」，6月於嘉

義市區開設第二門市

村露國際有限公司

泰國高教署暨育成中心蒞
臨雲科

創業三姊弟

企
業

新
創

「鴻豆王國」是三姊弟青年返鄉回國創立的台灣咖啡品牌，堅持用100%的
台灣咖啡豆，以推廣台灣咖啡為宗旨，經輔導，鴻豆王國於108年初正式成
立第二品牌－江鳥咖啡，將以中低價位搶攻外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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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蝦冏男社有限公司

• 獲得政府補助5案共480萬、獎項1名、青創貸款300萬

通過105年即時輔導、105及106年雲林縣地方型SBIR、107年SBTR計畫及農村社區

輔導計畫共480萬補助；通過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創業貸款300萬、榮獲2017雲林

十大伴手禮

• 產學合作5案：與雲科大教授合作共119萬元

• 行銷曝光超過10場-成為雲林偏鄉青年創業典範：MeetTaipei、台灣美食伴

手禮、育成成果展、今周刊採訪等

• 資源媒合7次：嘉大教授合作開發產品、雲科大視傳系開發企業繪本、遊戲橘子電

商平台、斗六市長雲林好物推薦、工研院福利社上架等。

• 打造口湖青年返鄉創業基地：招集口湖青年成立口湖鄉青年農民聯誼會，並將

舊有豬舍改造成為課程場域、合作交流、產品上架、海口郎市集等基地

• 顧問諮詢超過5位：生技、旅遊規劃、食品加工技術、行銷推廣

• 群眾募資：貝果平台群眾募資專案

舊有豬舍改造為用餐區

謝副縣長來訪

八位七年級冏男毅然回鄉創業，持『友善土地，天然養殖』理念
，以無毒無農藥方式，採用魚、蝦、貝類的混和養殖法，運用海
水養殖。

企
業

創
新



壹、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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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學研大樓空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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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2席，凡雲科師生、畢業五年內學生享有5折優惠，

並可使用小型會議室、交誼廳、廠商聯誼等多項硬體及軟體服務。

Co-Working Space 共同工作空間



30人大型會議室 8人會議室 10人會議室

視訊會議室 視訊會議室 交誼廳

4F會議室



各樓層公共空間



Co-Working Space共同工作空間

想要擁有個人工作室的你/妳

減少辦公室租金降低營運成本

門禁系統管理，24H進出大樓

免費參加不定期舉辦活動、講座

水費、電費全項免費



壹、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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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介紹
＊申請規定以109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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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連結政府創業相關資源
第一階段 :創業服務計畫申請
第二階段 :績優創業團隊評選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鼓勵大專校院優化校園創業環境，提升校園創新創業
文化

 結合學校育成輔導資源，提供青年創業實驗場域與資源，培育創業家精
神人才，協助青年學生創業實踐



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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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

申請對象：
設有育成單位之公私立大專校院。

創業團隊至少3人組成，其中應有2/3以上成員為近5學年度畢業生或大專校院在校
生(含專科四年級以上、在職專班學生)，其餘1/3可為社會人士或取得居留簽證之外
籍人士(須為18歲(含)以上至35歲(含)以下青年)。

申請限制:

每人以參與一組團隊為限。

申請計畫之創業團隊成員應為未曾接受本計畫之補助，於計畫申請時，為未申請

公司行號設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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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後須成立新創公司

須接受育成中心輔導



壹、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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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育成中心介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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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
競賽

U-Start
競賽

 創業構想實踐：

雲科徵選，選拔具創業熱忱及潛力團隊，鼓勵學生參與競賽驗證構想並透過U-

Start競賽成立公司。本中心於98年執行U-Start競賽，輔導31組團隊通過競賽，

累積金額1,900萬元

105年績優頒獎典禮

106年績優頒獎典禮

師生創業輔導流程

戰國策競賽頒獎典禮



22營運會議 進駐審查會議課程(一)《創業簡要須知》

創業諮詢輔導
例行會議
發票進度核對
業師諮詢

爭取
第2階段

創業諮詢輔導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計畫開始執行
(1)創業簡要須知
進駐審查會議

第1階段1期款
(2) 創意思考
(3) 創業思維

中心輔導業務推廣
課程(4) 網路行銷
課程(5) 產品企劃行銷術
課程(6) 財務規劃
U-Start訪視

課程(7) 品牌建立
課程(8) 專案管理實務應用
展覽
企業參訪

第2階段申請準備
企業參訪
課程(9) 職場禮儀

第2階段送件
企業參訪
課程(10) 群眾募資
課程(11) 智慧財產

第1階段第2期款

輔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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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指導顧問、創業導師陪伴式輔導協助。 300+
陪伴式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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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系列－創業必備課程、諮詢創業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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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系列－創業家參訪、活動創業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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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系列－創業家分享

范特喜

林果良品

順發3C

御鼎興

鴻豆王國

天泰能源

走走家具

三小市集

美感細胞

創業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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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

記者會

報章雜誌

展覽曝光

電台採訪

展示研發

媒體/展覽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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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窗口：蔡雅竹專員

E-mail：yctsai@yuntech.edu.tw

電話：05-5342601#2507

中心粉絲頁：雲科大產學與智財育成營運中心審查結果公告： （一），以信件通知。

mailto:yctsai@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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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追夢，勇於創新！
高額獎金，等你來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