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創業需求服務平台

歡迎即刻申請

快來加入我們吧！
https://huzu.stpi.narl.org.tw/

執行單位：



創YA平台
歡迎即刻申請

Why us?

科政中心耕耘台灣科技創業數年，培育破千位具技術及
創業決心之青年創業者。

計畫成果凝聚強大業師群、產業經驗專家，且於早期技
術新創累積最具規模之輔導能量、實務經驗與建議，都
是本平台輔導新創的最佳資源！

Our achievements

2013年至2021年扶植培育超過700組學研新創團隊
-成功募資比例達29%，
-團隊平均募資金額新台幣2200萬元
-累積募資金額突破新台幣50億元

歡迎加入我們！

https://huzu.stpi.narl.org.tw/

FITI
計畫

科創
計畫

STB
計畫 計畫

SPARK
計畫

X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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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超過700組學研新創
累積10年之創業資源

全部整合在

創新創業
需求服務平台



4

完成註冊步驟
讓您完成創業需求《實名登記》

創業平台

1 2 3

請點「立即加入」或「登入」 可選擇任一登入方式 請選擇您的身份: 新創方

請注意：
您的身份在此選擇且確認後，
將無法變更。如欲使用另一種
身份，將請您以另一個Email重
新註冊。

https://huzu.stpi.narl.org.tw

4

點按Logo

(不要點選方格)

請完成您的基本資料

5 6

請點選「登入/註冊」

手機版
請滑至最下方

立即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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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繼續完成
創業平台

請點「建立公司」 恭喜完成！

恭喜註冊成功！ 創業資源您都可以申請囉！

https://huzu.stpi.narl.org.tw

請繼續完成您的基本資料

開始填寫您的
1.公司資訊
2.團隊成員

3.財務
4.市場

此步驟需要您的公司LOGO
(340X340)

以及團隊成員照片
(200X200)

7 8 9 10



創YA平台
歡迎即刻申請

歡迎加入我們！

https://huzu.stpi.narl.org.tw/

創業起步

我該如何準備商業計畫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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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新創：產生第一份商業計畫書
幫助新創完善自身的商業計畫書，
第一次著手需要花費2~3小時，您也可以依自身創業進程來修改
/儲存。

完成後的好處是：
(1)您就可以享用一鍵多投的好處
(2)直接下載精美WORD檔案

省下未來更多時間，找尋創業資源也更容易！

(我們來看看商業計畫書內容範例吧)

建立公司後
利用平台功能，新創可以一鍵生成商業計畫書喔!!

點選我

里程碑內容

財務成本比例內容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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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製作
貼近真實之財務報表

教育部

損益表1 現金流量表2 資產負債表3

幫助有意創業實戰平台之學生

「經費預算」簡報內容
將有紮實財務數據為基礎

可提供比例圖以外，
更詳細、精準財務數字

效益一：
財務面

深入強化

註︰以上圖例僅為示意圖，非真實個案。圖片來源：https://ecsos.moe.edu.tw/platform/project/one/2397

自動生成「商業計畫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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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快速
紀錄/規劃重要創業里程碑

教育部

隨時輕鬆編輯1 一鍵生成里程碑圖表2

幫助有意參與創業實戰平台之學生

(1)時時紀錄創業發展
(2)一鍵完成里程碑
(3)重要歷程紀錄在雲端，

新加入成員隨時瞭解和掌握！

效益二：
布局

里程碑

註︰以上圖例僅為示意圖，非真實個案。圖片來源：https://ecsos.moe.edu.tw/platform/project/one/2397

自動生成「商業計畫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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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
實際推算各種場景之股權結構

教育部

輸入預定數字1 快速瀏覽股權比例圖表2

幫助有意參與創業實戰平台；
或開始接觸投資人之學生

實際計算
初始股權、天使輪、第一輪

之股權結構和金額

效益三：
助益

股權規劃

註︰以上圖例僅為示意圖，非真實個案。圖片來源：https://www.niea.org.tw/course/normal/88

自動生成「商業計畫書」功能 天使、早期投資人、
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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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路上，您是否

因微小問題而卡關呢？

想設立公司，該如何著手開始呢？

代辦還是自己跑流程？

如何寫計畫書？

如何避開合約或協議書陷阱？

如何進行醫材驗證最省時？

服務平台結合國研院經理人，提供您不受
地點和領域限制的免費諮詢

任何大大小小問題，只要您於週一至週五
早上10:00-12:00間，點選以下連結，都可
獲得經理人的回應喔！

視訊會議連結：
https://u.cyberlink.com/meeting/680782449
會議 ID：680-782-449

(可用瀏覽開啟無須安裝應用程式)
(均為免費提供)
(國定假日休息)

想知道更多簡介 (請點下方)

https://exp.stpi.narl.org.tw/projec
t/rsrc/index

平台使用中有任何創業問題，
也可即時諮詢

https://exp.stpi.narl.org.tw/project/rsr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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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怡慈
專長：農業及工程相關募資簡報、
Pitch技巧、目標市場分析及規劃。

曾任執行計畫與活動：智慧型水
果快速分級系統之光譜糖度檢測
演算法及酸度檢測評估、蔬果生
產之智慧機械系統開發。

朱啓文
專長：智財權佈局及事前檢索、
廠商合作合約/意向書審閱、股權
協議及投資意向書諮詢。

曾任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
法律研究員、文鼎科技法務專員、
中央大學法務專員。

孫崇耀 Kevin
專長：財務管理及會計、ERP 資
訊系統推導、營運計畫書撰寫。

曾任柏騰科技(股)公司(上市) 財務
長、尼克森微電子(上櫃) 獨立監
察人、齊魯企業(股)公司投資經
理、優美電腦公司/ 程式設計師。

葉愷芸 Vovo

專長：政府新創資源補助申請、
商業發展規劃專案管理、潛在市
場調查與商品化規劃。

曾服務104-109研發成果萌芽計
畫-推動辦公室、科研創業計畫-
推動辦公室輔導PM。

胡恒華 Claire
專長：募資規畫及媒合、投資人
關係、公共及媒體關係經營、公
司設立、公司清算程序。

曾任行政院青創基地經理、IC設
計公司總經理室特別助理、國際
專案管理學會執行秘書。

曾筱晴
專長：健康產業分析與市場可行
性、農業/食品安全法規諮詢、問
卷設計與統計分析。

曾任耕莘醫院仁慈分院營養師組
長/糖尿病衛教師、元培科技大學
/中華大學部定講師。

曾能恩 Andy
專長：執行機構法規技術移轉相
關法規、跨部門合作管理、活動
企劃。

曾任DIGITIMES Inc.行銷專員、
貝殼窩青年旅舍/貝殼窩港都青年
旅舍 | 儲備幹部。

黃淑芳
專長：政府計畫申請與專案管理、
營運計畫書撰寫實務、生技新創
公司募資媒合。

曾任台灣基因科技股份有公司副
研究員、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
事務所專利工程師。

堅強經理人陣容，免費線上諮詢

團隊無須預約

電話或會議連線即可諮詢

平台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國定假日休息)每日上午10:00至12:00

請撥打諮詢專線或線上會議視訊
諮詢專線(02) 2737-8129

[會議連結] 
https://u.cyberlink.com/meeting/680782449
會議 ID：680-78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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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註冊後 新創資源即刻通知您

專家 簡介

姚長安
現為瀛睿資本的顧問，曾是鐘點大師的執行長也有十多項硬軟體
專利，獲得多項獎勵、政府補助等經驗
諮詢主題：【電子商務、金流系統】

盧志軒
現為達盈管李顧問公司 投資總監，新創輔導經驗超過10年。諮
詢主題：【商業模式優化、創新產品開發管理、BP】

Chienie Tsai
全球時尚珠寶與配飾協會營運長，亞太文創產業聯盟營運長。
諮詢主題：【精實創業，國際市場調研與投資者媒合策略，智慧
零售與顧客體驗, 募資簡報】

( 尚有多場專家會診上架中，請持續關注平台喔！)
( https://huzu.stpi.narl.org.tw )

歡迎註冊&預約

https://huzu.stpi.narl.org.tw/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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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資源 專家會診室 《快速報名教學》

請點
Submit Now

V

V

日期、時間一目瞭然

輕鬆點選
各場次專家會診

每月創業新知 即刻．享有

1 2

3

請點
報名



創YA平台
歡迎即刻申請

歡迎加入我們！

https://huzu.stpi.narl.org.tw/

如何快速

鏈結

早期創投或投資人呢？



2022年12月30日

第三次
國研院之新創「募資線上媒合」
熱情邀請申請！！！！

邀請創投：
達盈創投、識富天使會、Orion Venture及
大亞創投、Hive venture等早期投資機構，
一同來線上瞭解您的公司與技術

聯繫窗口：
huzu@narlabs.org.tw
(02)2737-7622 萬小姐、7681黃小姐

讓平台幫助你．一同起步吧！

We help you 
to grow your business

即刻申請： https://huzu.stpi.narl.org.tw/

來一同享用創業資源吧！！

★國研院經理人諮詢： https://exp.stpi.narl.org.tw/project/rsrc/index

★專家會診室： https://forms.gle/hX7fayJfEFVcy5CX9 

每季辦理：線上募資
新創零成本，你首次接觸創投的最佳選擇！

https://huzu.stpi.narl.org.tw/立刻點入創業平台



線上募資
(畫面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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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辦理：線上募資 《快速報名指南》

1 2 3
帳號啟用後，點選「資源瀏覽」

按下

上傳您的商業計畫書或技術簡介
(建議以PPT. PDF或word為主，
檔案大小 6MB以內)

報名完成！
由本平台自動拋轉該梯次申請之商業
計畫書給予至少6間創投機構

報名完成

報名完成後，請您等候約6~8週創投聯繫；
或國研院科創經理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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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結束…   平台還有豐富的課程內容喔！！

總計有超過20支創業知識影片

亦歡迎創新創業相關授課教師加以使用
點選此處

學習更多
創業知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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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協助創新創業

創新創業需求服務平台

國研院

經理人諮詢

募資簡報上傳

國研院

媒合會

創業課程

影音內容

每月專家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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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創業資源資訊 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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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一位資深業師
的
創業
Roadmap

產業鏈快速鍵入及分析

1

更多平台功能內容 （持續開發中）

系統化找尋目標市場

2

導引釐清市場痛點

3

預計今(2022)年12月首創推出 平台創業Roadmap功能

引導技術型學研新創，快速掌握0到1的創業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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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領域類別

(1)消費性產品

(2)工業產品

(3)健康醫療產品

歡迎大家來共同參與～試試你的創業Roadmap

A



24

三大領域類別

(1)消費性產品

(2)工業產品

(3)健康醫療產品

歡迎大家來共同參與～試試你的創業Roadma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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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領域類別

(1)消費性產品

(2)工業產品

(3)健康醫療產品

歡迎大家來共同參與～試試你的創業Roadma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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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x FITI計畫 2023年第一梯次

使用平台功能及資源
一鍵產生

「商業計畫書」

商業計畫書 學習更多創業知識

使用者註冊&啟用
「創新創業需求服務平台」

強化自身申請
FITI計畫之入選優勢

整合式報名
FITI計畫

平台線上報名
FITI計畫



吸引有意創業者參與

本加速平台可提供對應需求之資源，
以較低成本和較短時間，瞭解與紀錄
學研新創的新技術。

學研創業，就從這邊開始吧！

聯繫窗口：
huzu@narlabs.org.tw

(02)2737-7622 萬小姐、7681黃小姐

讓我們幫助你．一同起步吧！

We help you 
to grow your business
即刻申請： https://huzu.stpi.narl.org.tw/

來一同享用創業資源吧！！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