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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技術交流與媒合計畫調查問卷 
育成進駐廠商/師生創業團隊 ver.2019 

您好，為瞭解中部地區大專校院新創育成能量，並使政府計畫預算有效運用，以做為決策訂定之參考，

這份問卷是由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委託調查，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作為未來創新創業相關

計畫規劃時使用，若有填答相關問題，請與我們聯絡。 
敬請填寫完成後，彌封擲回，敬請記得填寫您的聯絡資訊，以利寄發禮券，謝謝! 

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 敬上 
 本案聯絡人：林小姐 (04)22840558#22  yen12@nchu.edu.tw 

----------------------------------------------------------------------------------------------------------------------------------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歲   性別：□ 男 ／ □ 女 
聯絡電話：                       Email：                                     
畢業學校與科系（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 
團隊名稱 ：                                                                 
進駐之育成單位名稱：                                                        
本人為所屬創業團隊：□ 大專畢業生 /  □ 社會人士 
本人為所屬創業團隊之代表人：□ 是 /  □ 否 

 請問創業團隊成員共        人？(團隊代表人填寫，團隊成員免填) 

團隊成員關係為□1 同學 □2 家人 □3朋友 □4 同事 □5其他                  。(可複選) 
 請問目前創業團隊成員與原申請計畫階段是否有異動？(團隊代表人填寫，團隊成員免填) 

□1否，團隊成員皆相同。 
□2是，團隊成員人數從       人，變更為       人； 

新加入之成員關係為                                                   。 

第二部份：創業動機 

1. 請問您過去是否有創業經驗？ 
□1否。 □2是。 

2. 請問您周遭是否有家人/朋友有創業的經驗？ 
□1否。 □2是。  

3. 請問您從何管道得知創業計畫相關訊息？ 
□1 學校師長告知。 □2 學校同儕告知。 □3 學校育成人員告知。 

□4 校內網站。 □5 校外網站。 □６報章媒體。 

4. 請問您參加此次創業團隊的主要動機為何？（可複選） 
□1 想自己當老闆。 □2 發現市場機會。 □3 追求個人成就。 □4 尋得志同道合團隊。 

□5 追求較高的金錢報酬。 □６ 追求發揮個人所長之機會。 □７ 師長／朋友力邀。 

5. 請問您覺得創業最困難的事情是？（可複選） 
□1 爭取顧客訂單。 □2 爭取銀行貸款。 □3 爭取政府補助款。 □4股東意見不一。 

□5 員工管理。 □６ 財務稅務管理。 □７ 產品研發管理。 □8 智財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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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銷通路開發。 □10 與競爭者的競爭。 □11 其他。                            

6. 請問您評估加入此次創業團隊前，是否曾參加過校內/校外之創業課程訓練？ 
□1 否。  

□2 是，請於下方填入參加過之創業課程名稱。 

    正規學制課程：                                                                      

    校外課程/講習：                      .                                               
    其他：                                                                     

7. 請問您加入此次創業團隊後，是否曾參加過校內/校外之創業課程訓練？ 
□1 否。（勾選此欄者請由第 9題開始填答） 

□2 是，請於下方填入參加過之創業課程名稱。 

    正規學制課程：                                                                      

    校外課程/講習：                      .                                               
    其他：                                                                     

8. 請問您認為這些創業課程之訓練，對您此次參與創業計畫的協助程度為何？ 
□1 毫無幫助。 □2 沒什麼幫助。 □3 普通。 □4 有幫助。 □5 相當有幫助。 

9. 請問您是否曾參加過創業相關競賽？。 
□1 否。  

□2 是，請於下方填入參加過之創業競賽名稱，至多填入三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競賽成果：＿＿＿＿＿＿＿＿＿＿。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競賽成果：＿＿＿＿＿＿＿＿＿＿。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競賽成果：＿＿＿＿＿＿＿＿＿＿。 

10. 請問您在評估加入此次創業團隊前，是否有接到其他公司的正式工作機會邀請？ 
□1 否。 □2 是。 

11. 承上，如果有，該工作機會最高之月薪條件為： 
□1 20,000 元以下。  □2 20,000~30,000 元。 □3 30,000~40,000 元。 
□4 40,000~50,000 元。 □5 50,000 元以上。 

12. 請問您在加入此次創業團隊後，是否有接到其他公司的正式工作機會邀請： 
□1 否。 □2 是。 

13. 承上，如果有，其他工作機會最高之月薪條件為： 
□1 20,000 元以下。  □2 20,000~30,000 元。 □3 30,000~40,000 元。 
□4 40,000~50,000 元。 □5 50,000 元以上。 

14. 請問您認為參加此次創業團隊對您最大的收穫為何？（可複選） 

□1 實現創業夢想。 □2 獲得創業的實務經驗。 □3 汲取創業知識，提升專業。 

□4 獲得學校的育成輔導資源。  □5 瞭解政府各項補助資源。 □6 擴大人際網絡。 

□7  增強未來創業信心。  □8 其他                                              。 

15. 請問您會如何形容您所屬創業團隊成員之互動關係？ 

  □1 非常好。 □2 很好。 □3 普通。 □4 不好。 □5 非常不好。 

第三部份：資源運用 

16. 請問您所屬創業團隊選擇所進駐之學校育成單位簽署合作意向之重要原因？（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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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畢業學校之育成單位。      □2 該學校育成輔導能量與專業，符合創業計畫所需。 

□3 地緣關係/交通便利。        □4 個人/社會網路關係介紹。 

□5 其他學校育成單位介紹。      □6 其他                                     。 

17. 請問「您期望」創新育成單位應提供那些服務（可複選，請依其重要性分別填入數字，1
表最重要之服務，2 表次重要，請依您主觀判斷依序填下） 
□1 提供空間。     □2 提供公司基礎建設。（如：網路通訊、電話等）  

□3 提供業師諮詢輔導。 □4 協助政府計畫申請。  

□5 提供創業相關資訊。（相關報導、活動資訊） 

□6 協助媒合產學合作。（媒合學術外部資源） 

□7 協助媒合學校資源。（媒合學校教師、技術、專利等資源），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 

□8 協助媒合其它創業相關資源，請概述＿＿＿＿＿＿＿＿＿＿＿＿＿＿＿  ＿＿＿＿。 

18. 承上，請問您所屬創業團隊目前進駐的育成單位主要提供了哪些服務（可複選，請依其重

要性分別填入數字，1 表最重要之服務，2 表次重要，依序填下） 
□1 提供空間。     □2 提供公司基礎建設。（如：網路通訊、電話等）  

□3 提供業師諮詢輔導。 □4 協助政府計畫申請。  

□5 提供創業相關資訊。（相關報導、活動資訊） 

□6 協助媒合產學合作。（媒合學術外部資源） 

□7 協助媒合學校資源。（媒合學校教師、技術、專利等資源），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 

□8 協助媒合其它創業相關資源，請概述＿＿＿＿＿＿＿＿＿＿＿＿＿＿＿  ＿＿＿＿。 

19. 請問您認為您所屬創業團隊所進駐的育成單位提供相關服務的主動程度？ 
□1 非常低。 □2 低。 □3 普通。 □4 高。 □5 非常高。 

20. 承上，請問您認為該育成單位對於提供有關學校各項資源的服務能量？ 
□1 非常低。 □2 低。 □3 普通。 □4 高。 □5 非常高。 

21. 承上，請問您認為該育成單位對於掌握外部產業資源的服務能量？ 
□1 非常低。 □2 低。 □3 普通。 □4 高。 □5 非常高。 

22. 承上，請問您認為該育成單位對於提供政府各項資源的服務能量？ 
□1 非常低。 □2 低。 □3 普通。 □4 高。 □5 非常高。 

23. 承上，請問您認為該育成單位所提供之服務對您此次的創業協助程度為何？ 
□1 毫無幫助。 □2 沒什麼幫助。 □3 普通。 □4 有幫助。 □5 相當有幫助。 

24. 請問您所屬創業團隊是否曾接受過業師輔導？ 
□1 否。（勾選此欄者且為團隊代表人，請由第 30題開始填答） 

□2 是。（請繼續填答下題） 

25. 請問該業師的主要身份為？（以您認為提供最多協助的業師為填答對象） 
□1 本校師長。     □2 他校師長。   □3 業界實務專家。 

□4 其它，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請問該業師主要由誰轉介？。 
□1 本校創新育成單位。 □2 他校創新育成單位。 □3 本校師長。 

□4 他校師長。     □5 個人社會網路關係。 

□6 其它，請概述之 ＿＿＿＿＿＿＿＿＿＿＿＿＿＿＿＿＿＿＿＿＿＿＿＿。 

27. 請問該業師主要提供那方面之諮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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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營管理。   □2 產品開發。 □3 市場機會探索。 

□4 人力資源管理。 □5 資金媒合。 □6 客戶來源。 

□7 其它，請概述之 ＿＿＿＿＿＿＿＿＿＿＿＿＿＿＿＿＿＿＿＿＿＿＿＿。 

28. 請問您認為該業師所提供之諮詢輔導，對您所屬創業團隊的協助程度為何？ 
□1 毫無幫助。 □2 沒什麼幫助。 □3 普通。 □4 有幫助。 □5 相當有幫助。 

29. 承上，請您概述該業師提供諮詢協助之概略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請問如果沒有此次教育部的創業計畫補助，您是否仍會進行創業計畫？ 

  □1 否。 □2 是。 □3 會再評估。主要原因為：                                      。 

第四部份：公司概況（本部份請團隊代表人填寫，若尚未成立公司免填） 

31.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行號名稱：                                     。 

成立日期：_____年_____月； 

資本額：__________萬元。（含自有資金：           萬元，政府補助款：         萬元） 

         產業領域別：(單選) 

 □1 農、林、漁、牧業 □11 - 金融及保險業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2 - 不動產業 

 □3- 製造業 □13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4 - 支援服務業 

 □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5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6- 營建工程業 □16 - 教育業 

 □7- 批發及零售業 □17 -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8- 運輸及倉儲業 □18 -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 住宿及餐飲業 □19 - 其他服務業 

 □1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32.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目前是否有新的增資規劃？ 

□1 否。  □2 是，預計增資                  萬元。 
33.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現階段營運狀況？ 

□1 仍在開發階段。 
□2 該公司已正式營運，截至目前已累積營業額                 萬元。 

34.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主要產品/服務為何？請概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是否有增加或延伸之產品/服務？（指未列於原計畫書中之產品/服務） 

□1 否，與原申請計畫內容相同  

□2 是，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產品/服務之發展現況（指公司申請計畫時之主要內容） 

□1 目前已完成產品/服務之概念設計 

□2 目前已開發出產品/服務之雛形或樣品（未實際商品化）。 

□3 現階段已進入產品/服務之量產（可直接販售或提供市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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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現階段客戶經營現況。 
□1 尚無客戶 

□2 已完成客戶開發及業務推廣，並建立固定往來之客戶名單。 

□3 公司已完成第一筆訂單交易，營收金額              元。 

□4 其它，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是否曾參加過工商業展覽活動？ 
□1 否。 

□2 是，請於下方填入參加過之主要工商業展覽名稱（至多填入三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展日期：＿＿＿＿＿年＿＿＿＿月。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展日期：＿＿＿＿＿年＿＿＿＿月。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展日期：＿＿＿＿＿年＿＿＿＿月。 

39. 請問所成立之公司，是否已獲得外部資金投入（可複選） 
□1 否。 

□2 是，已獲得政府專案計畫補助，政府補助經費來自於： 

□教育部，請填入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元。 

□經濟部，請填入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元。 

□科技部，請填入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元。 

□勞動部，請填入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元。 

□其他，請填入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元。 

□3 是，已獲得機構（法人）之□投資或□融資（借貸），金額                    元。 

□4 是，已獲得個人（自然人）之□投資或□融資（借貸），金額                 元。 

□5 其它，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 承上，若已獲取投資機構或私人資金投資，其主要促成原因為？（可複選） 
□1 參與創業相關競賽，獲得資金投入。      □2 透過個人社會關係促成。 

□3 透過學校育成單位協助促成。            □4 投資機構主動接觸。 

□5 其它，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未來是否有意進駐中部科學產業園區？ 
□1 是，請繼續填寫第 42題。 

□2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 欲進駐園區?（可複選） 
□1 台中中科園區 □2 台中后里園區 □3 雲林虎尾園區  

□4 彰化二林園區 □5 南投中興園區 

43. 公司發展新興科技領域應用未來目標？（可複選） 
□1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發展方向為 

    □人工智慧 □大數據分析 □物聯網   □智慧製造   □醫療器材    □資訊安全 

             □金融科技 □智慧能源   □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    □循環與共享經濟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耐心填答，預祝您事業發展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