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後條文) 

90 年 11 月 28 日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91 年 1 月 9 日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 年 0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10 月 0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設置

「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 7 至 11 人，中心主任、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一般委員各學

院推派一名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代表組成，呈請校長核定後聘任。由中心主

任擔任本會召集人。 

第三條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為一年，並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會制訂培育進駐廠商之相關作業要點及監督中心業務之推展，原則上每半年得

召開會議乙次，並得請各廠商代表及相關教師列席，以研討中心業務發展及進駐

廠商輔導及考評事宜。 

第五條 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 1 人擔任主席。本

會開議須有委員 2/3 以上出席，出席 委員 1/2 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5.10.13 副校長代理校長核准 



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辦法(修訂後條文) 
88 年 10 月 27 日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訂定 

89 年 4 月 26 日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校銜 

90 年 9 月 19 日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0 年 11 月 28 日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 年 1 月 9 日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0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10 月 0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及創新創業全球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整合運用本校相

關系所人力、設備與技術，從事各相關設計、管理、資訊及人文藝術等領域培育

以科技及人文藝術為主導之創新中小企業政策，並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運用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補助公民營機構設立中小企業育成中心要點」、「文化部輔導藝

文產業創新育成補助作業要點」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設置「樹德科技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常態業務如下： 

一、運用本校資源，協助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二、推動本校師生創業，輔導研發成果商品化。 

三、建構完善培育環境，促進本校育成業務蓬勃發展。 

四、擴大創新創業服務層面，創造多元服務價值。 

第三條 本中心應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管理辦法」，以推動進駐廠商之輔

導與培育等相關業務，並得依業務性質或需求整合運用本校相關系所人力、設備

及空間等資源。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 1 人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置專案經理、副理、秘書及助理若干人，並得置設施組、培育組、推廣組、

財務組等四組，以利執行中心業務。專案經理、副理、秘書及助理由中心主任簽

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六條 本中心除專案經理、副理、秘書及助理為約僱或計畫專職人員外，其餘業務人員

得由本校教師或行政人員兼任。所有聘任專兼任人員之人事費用概由專案支付。 

第七條 本中心設「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評審及輔導進駐之中小企業，推動委員會

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本中心行政業務及各項事務經費預算，得列入本校年度施政要項及歲出概算表中，；

如執行校外專案計畫，本校應配合各計畫申請規定提撥校內配合款。預算稽核、

收支執行、財務保管等事項，則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於「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提請討論。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05.10.13 副校長代理校長核准 



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管理辦法 
105 年 0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 

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使進駐之中小企業順利發展，訂

定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營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範本中心對進駐

廠商之輔導管理及考核事項，律定廠商於進駐期間之權利與義務等事宜。 

第二條 進駐對象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符合中小企業之認定標準，或其技術、產品具創新性且已具雛形

者，均可提出申請。 

第三條 進駐方式及收費標準 

本中心廠商進駐分為實體進駐與虛擬進駐。實體進駐廠商由本中心提供培育室空間

供進駐廠商使用，培育期間原則上以三年為限，本中心收費方式依照「樹德科技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收費標準」辦理。 

第四條 進駐程序 

申請進駐本中心應依「樹德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申請評審辦法」審查通過，

並簽訂進駐輔導合約後始得進駐。 

第五條 輔導產業及輔導服務 

廠商進駐本中心期間，應接受專業顧問進行輔導。 

一、輔導產業類別 

(一) 文化創意產業 

(二) 行銷流通產業 

(三) 資訊科技產業 

(四) 綠色休閒產業 

(五) 餐飲觀光產業 

(六) 幼教、家庭與社區服務產業。 

(七) 外語產業 

(八) 其他與本校學術專業相關之產業 

二、輔導服務項目 

(一) 進駐申請 

(二) 技術支援 

(三) 商務支援 

(四) 市場資訊支援 

(五) 融資協助 

(六) 行政資源 

(七) 遷離協助 

第六條 輔導程序 

一、首先由本中心主任及專案經理與進駐廠商共同商定未來進駐及每年輔導項目，

並由本中心追蹤列管。 

二、向進駐廠商宣導本中心的育成理念，本中心提供有利培育之環境、輔導之能量。 

三、本中心依據進駐廠商之需求，推薦輔導專家諮詢或聘任顧問。通案諮詢顧問由

本中心統籌聘任，提供免費輔導項目諮詢服務；個案諮詢顧問由本中心協助媒

介，提供付費輔導項目諮詢服務。 

四、專業性諮詢以外之行政服務，均由本中心協助完成。 

五、輔導顧問應不定期回報輔導狀況，由中心經理審閱後呈報本中心主任核閱，必

要時得召開中心推動委員會協助改善營運狀況。 

第七條 進駐廠商考核 

105.10.13 副校長代理校長核准 



    本中心對進駐廠商之考核項目如下 

一、營業項目是否相符。 

二、營業績效呈現。 

三、進駐費用繳付信用。 

四、違法情事。 

五、進駐合約履行。 

六、進駐申請、延長進駐、畢業遷離等條件審視。 

第八條 輔導費用及回饋機制 

一、免費輔導項目 

(一)一般性技術引進或技術開發諮詢。 

(二)一般性經營管理諮詢。 

(三)一般性資料庫系統查詢。 

(四)行政管理支援。 

(五)本中心舉辦之各項專業課程訓練、活動、說明會、成果展示會等推廣活動。 

二、付費輔導項目 

(一)委託本中心舉辦之各項專業課程訓練、活動、說明會、成果展示會等推廣

活動。 

(二)技術合作開發或改良。 

(三)其他個別專案委託。 

三、回饋機制 

(一)公司或其產品經輔導改善而使公司營業額提升，其提升部分將按比例回饋

本中心，其回饋金額或比例將另訂回饋合約書為之。 

(二)開發之專利產品或專利技術價值之回饋，另訂回饋合約書為之。 

(三)其他企業捐贈，另訂回饋合約書為之。 

第九條 管理 

本中心對進駐廠商之管理項目包括進駐人員、場所管理、公共設施管理及營運績

效管理。 

第十條 進駐之權利與義務： 

一、權利 

（一） 提供審查通過之進駐廠商所需使用之空間。 

（二） 經審查通過之進駐廠商，進駐時可依需要局部自費裝修進駐空間，進

駐空間之水電配備或裝潢施工，需提出規劃設計案由本中心進行審核，

必要時得呈報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審核，經審核同意後始得施作。 

（三） 進駐空間得做為研發、創作、生產、展覽、推廣傳習，惟不得影響環

境安寧及安全之情事。 

（四） 進駐空間可依政府相關規定登記為公司所在地。 

（五） 進駐期間創意或技術研發之成果，其所有權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實

施辦法」辦理。 

二、義務 

（一） 進駐廠商應將常駐育成中心之成員通報本中心，並遵守本中心各項門

禁規定。 

（二） 進駐廠商須配合本中心營運規劃，提供創意或技術研發成果辦理市場

行銷、媒體宣傳等相關活動。 

（三） 進駐廠商應按本中心訂定之回饋辦法履行回饋義務。 

（四） 進駐廠商需負責進駐空間及其周圍環境維護與建築原貌，申請自行改

變原貌者應於離開前恢復原貌。 



第十一條 公共設施管理 

公共設施之使用分為自助式使用及登記付費式使用兩種。自助式使用者，應盡善

良管理人責任確實按每項設施使用注意事項使用之；登記付費式使用公共設施，

依據本校「校舍、場地、設施及設備借用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營運績效管理 

進駐廠商每兩個月需要繳交【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401)】及每個月的【投

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送至本中心備查。 

第十三條 進駐遷離管理 

進駐廠商之申請、延長進駐及畢業遷離管理，分別依據本校創新育成中心「進駐

申請評審標準」、「延長進駐審查標準」及「進駐廠商畢業/遷離審查標準」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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