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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9 年度「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暨「U-start 原漾計畫」 

第一階段申請說明會活動資訊 

一、活動目的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為提升校園創新創業文化，鼓勵大專校院優化校園創業

環境，結合學校育成輔導資源，提供青年創業實驗場域與資源，培育具創業家

精神人才，協助青年學生創業實踐，實施「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簡稱 U-start

計畫)；另 109 年度並結合學校育成能量及 U-start 計畫累積之輔導經驗，推動

「U-start 原漾計畫」，以協助原住民族青年提出創新創業提案並實踐，提升原

住民族青年創業培力。為使各界了解申請及相關補助資訊，特規劃於北、中、

南、東 4區辦理「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暨「U-start 原漾計畫」申請說明會。 

二、主辦機關：教育部青年發展署、原住民族委員會 

三、參加對象 

(一) 設有育成相關單位之公私立大專校院。 

(二) )大專校院近 5學年度(104 至 108 學年度上學期畢業生或在校生(含專

科四年級以上、在職專班學生)。 

(三) 大專校院近 5 學年度(104 至 108 學年度上學期)原住民族畢業生或原

住民族在校生。 

(四)社會人士及取得居留簽證之外籍人士等(須為 18 歲(含)以上至 35 歲

(含)以下青年)。 

四、各場次時間與地點 

地區 日期/時間 活動地點 

東區 
(花蓮場) 

1月 7日(星期二) 
13:30~16:00 

地點：國立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1-2 共用空間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 1 號 

北區 
(臺北場) 

1月 8日(星期三) 
13:30~16: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延平分部 
(大新館)4 樓數位演講廳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延平南路 127 號 4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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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日期/時間 活動地點 

中區 
(臺中場) 

1月 9日(星期四) 
13:30~16:00 

地點：逢甲大學 人文社會館 B1 應諾創客社區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南區 
(高雄場) 

1 月 10 日(星期

五) 
13:30~16:00 

地點：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B1 國際會議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415 號 
 
五、活動流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單位 

13:00-13:30 30 分鐘 報到 

13:30-13:35 5 分鐘 主辦機關致詞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原住民族委員會 

13:35-13:50 15 分鐘 《109 年度 U-start 計畫申請說明》

 U-start 計畫專案辦公室

13:50-14:05 15 分鐘 
《109 年度 U-start 原漾計畫申請說

明》 

14:05-14:15 10 分鐘 《U-start 學長姐經驗分享》 
 U-start 歷屆創業團隊代

表 

14:15-14:25 10 分鐘 《原住民族青年創業團隊經驗分享》 原住民族創業團隊 

14:25-14:45 20 分鐘 
《育成資源介紹》 

育成特色資源、輔導成果及原住民族

青年新創育成資源簡介 

 育成單位代表 

14:45-15:10 25 分鐘 
《Q&A》 

意見交流與問答 

 主辦機關 

 U-start 計畫專案辦公室

 歷屆創業團隊代表 

 育成單位代表 

15:10-16:00 50 分鐘 
《媒合交流活動》 

青年學生與育成單位媒合/交流 

 育成單位代表 

 U-start 創業團隊代表 

 U-start 計畫專案辦公室

16:00 自由交流及賦歸 

＊主辦機關保有課程/講師異動權利。 

六、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pse.is/K6HRP) 

七、本案聯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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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art 計畫承辦單位：02-2331-6167 分機 7216、7212 
U-start 原漾計畫承辦單位：02-2331-6086 分機 7213、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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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資訊 

花蓮場  

國立東華大學 創新育成中心 1-2 共用空間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一號 

公車 
(1) 搭乘太魯閣客運東華線，至東華大學站下

車。 
(2) 搭乘花蓮客運 1121、1128 班次至東華大學

站下車。 
自行開車 

國立東華大學校內停車場，每 0.5 小時 10
元。 

臺北場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延平分部 (大新館) 4 樓 405 數位演講廳 

地址：臺北市中正區延平南路 127 號 4F 

公車 

(1) 235、270、652、663、大溪→台北、三峽→台

北號公車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站下。 

(2) 207、38、656、657、245 號公車至東吳大學城

中校區站下。 

(3) 245、263、265、651、656、657 號公車至小南

門（和平院區）站下車。 

(4) 12、212、223、249、202、205、242、250、253、

307、310、604、812、624、 246、260 號公車

至至小南門（和平院區）站下車。  

(5) 38、206、270、252、660、243、304 承德線、

304 重慶線、706 號公車至小南門站下車。 

捷運 

(1) 松山捷運線→西門站（2 號出口國軍文藝中

心、3 號出口遠百寶慶店） 

(2) 小南門捷運線→小南門站（1 號出口） 

自行開車 

(3) 正好停貴陽站停車場：臺北市中正區延平南路

123 號，步行約 2 分鐘。(20 元/半小時)。 

(4) 易亭停車延平南站：臺北市中正區延平南路

129 號，步行約 2 分鐘。(20 元/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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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場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館 B1-應諾創客社區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公車 

(1) 臺中市區公車 5、8、25、28、29、32、33、

35、37、45、45 繞、54、63、68、68 繞、

79、125、157、160、167、199、354、359，

共 23 線公車至逢甲大學(福星路)站下車。

(2) 搭其他客運巴士，請在臺中市中港路朝馬站

下車，可轉搭計程車約 5-10 分鐘至本校。

高鐵 

至高鐵臺中站六號出口，12 號公車月臺，搭乘

高鐵快捷公車-僑光線，逢甲大學站下車。 

自行開車 

(1) 立體停車場：福星立體停車場(計時)位於福

星路上近文華路口，步行約 5 分鐘內可達逢

甲正門(西門)。 

(2) 民營停車場：福星路與福星北路巷弄內(計

次)需自行尋找，步行約 10 分鐘可達逢甲側

門(摩斯漢堡)。 

高雄場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B1 國際會議廳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路 415 號 

高鐵 
16、33、37、53、81、217、洪 30、8009、8021、
8041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建工路)站下車。 

自行開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內停車場(30 元/每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