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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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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學研界與業界人才籌組價創計畫創業團隊，針對
學研界具商業潛力之破壞式創新技術推動進行商業化

• 輔導團隊調整商業模式，最大化科研成果商業價值，
最終募資成立新創公司或促成技術團隊受廠商併購

產學研鏈結中心
國際產學聯盟

延攬國際級業師輔導
提升團隊商業價值

Spin-off
打造世界一流新創公司

M&A
加入國內優秀公司

嚴選產學研共組團隊

符合政府產業創新政策推動方向
具潛力發展為破壞式創新之厚創業



二、個案出場成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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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創個案出場標準：①完成首次募資②成立新創公司並
完成技術作價

• 累計已有15件個案(107年6件、108年9件)成功出場並募
資共新臺幣16.3億元，公司合計商業估值已達37.6億元

技術作價創本部高紀錄
中興楊秋忠團隊成功獲鑽石
生 技 、 馬 來 西 亞 Mega
Investment Group等國內外
投資人新臺幣3億元投資，技
術作價金額創本部高紀錄

學術創業先鋒
獲總統頒獎表揚

108年12月本部未來科技展，
15件價創出場個案獲蔡總統
頒獎表揚

吸引企業投資與訂單
交大吳炳飛團隊成功獲國內
大廠聯發科投資及上海商銀
合作訂單，公司估值達新臺
幣5億元



二、個案出場成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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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構
獲補助
件次

總補助經費
(萬元)

出場
件數

新創公司估值
(萬元)

價值創造比例
(公司估值/補助經費)

國立中興大學 8 24,650 3 93,940 3.81

國立交通大學 9 31,400 3 107,321 3.42

國立臺灣大學 16 42,435 2 64,322 1.52

南臺科技大學 1 2,000 1 38,784 19.39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 10,000 1 25,035 2.5

國立中正大學 5 16,250 1 23,000 1.42

國立清華大學 4 10,750 1 10,000 0.93

國立中山大學 2 7,100 1 3,000 0.4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4 13,255 1 3,000 0.23

國立成功大學 13 36,050 1 7,913 0.22

• 以出場件數來看，中興、交大及臺大成功出場數最多
• 若以產出/投入比來看，南臺、中興及交大價值創造之倍

數最高



三、技術股股權規劃及分配原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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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公司的股權規劃影響投資人入股意願及未來公司發
展潛力，係團隊至關重要的一步

• 價創衍生新創公司，技術來源均係學研機構科研成果，
作價新創公司所得技術股，應為團隊持股主要來源

價創團隊

• 保有新創公司
控制權

• 預先考量未來
投資人稀釋團
隊持股占比

• 吸引投資人出
資占股

技術股股權
規劃重點

相關法規提醒：
依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教師持
有公司股份上限為10%，但
學研機構衍生新創公司及技
術作價取得之持股不在此限



三、技術股股權規劃及分配原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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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創計畫原則以技術股為智財授權對價(106.7.31本部會議結論)，
所得技術股建議多數分配創業團隊

• 考量外部投資人進入後將稀釋團隊股權，建議技術作價
占此時公司之股權比例，方案一為90%，方案二為95%

建議技術股
學校分配比例

6~16%

方案一

註：原則為6%，學校
得敘明客製化輔導規劃，
報部放寬至最高16%

約定學校分配技術股
占新創公司總股數

≤5%
另得約定最高反稀釋資本額
，上限2億元(新藥類除外)

方案二

注意
事項

• 各校技術股分配方式以方案一為原則，如有特案需求得敘
明情形報本部同意改採方案二

• 採方案二之團隊，可約定「買回反稀釋權利」

建議技術股占新創公司

之比重約為 95%

建議技術股占新創公司

之比重約為 90%



三、技術股股權規劃及分配原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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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技術作價至新創公司時點，推薦在公司成立後，但
於投資人認股之前

• 鏈結中心分配比例為0~3%，視最終協助團隊取得募資
或訂單之成果，於輔導協議書中約定分配比例

範例說明 以方案一-公司完成技術作價後實收
資本額為500萬，股票面額1元為例
（單位：股數）

募資完成

發起設立 技術股 外部投資人

假設投資人出資
2,000萬，以每股
10元認股

1.發起人設立公司

2.學校技術作價增資

3.投資人出資認股

確保團隊在投資人進
入後及未來再增資時
均能掌握公司主導權

發起設立 技術股

500,000股
10%

4,500,000股
90%

2,000,000股
29%

500,000股
7%

4,500,000股
64%



三、技術股股權規劃及分配原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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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新創公司取得學校智財後未積極作為，執行機構
得約定新創公司需於一定期限內完成一定金額募資，未
達成則提前終止授權收回智財

• 執行機構應避免收回條件太嚴苛，不利新創募資

建議條件
個案累計補助金額
達新台幣3,750萬

(含)以上者

個案累計補助金額
未達新台幣3,750萬

者

條件1

目標募資金額 1,500萬元
實際接受輔助
金額之40%

條件２
募資完成期限

≧2年

條件1募資金額僅係最低門檻，執行機構與價創團隊得依新
創公司預期營運資金需求設定目標募資金額

方案二團隊如遇執行機構提前終止授權情形，則反稀釋條款
一併失效



四、技術作價規定與注意事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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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加快團隊出場，價創計畫申請時即要求團隊與機構需啟動技術作
價程序，並於獲擷取後逐步完成授權程序，以利團隊對外募資

2. 今(108)年度正式案要求於第2期款撥款前完成技術作價條件初步確
認，明年度將要求獲擷取正式案簽約前完成初步條件確認

作價程序準備

設立公司起動技術
作價程序

各方簽約 技術股分配

1. 預計將授權之研發成果，執行機構對外公開徵選授權廠商，並由學
校自行訂定合理之徵求期限(本部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11條)

2. 有授權意願之廠商，依執行機構規定備妥相關資料及提出初步的授
權條件後，向執行機構正式遞件申請

公告技術授權



11

1. 若創業團隊親屬持有新創公司股份或擔任公司職務，需完整揭露相
關資訊，以保障團隊與學校權益

2. 後續審查過程中創作人應主動迴避，不參與學校端作價條件之審議
或核決(本部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6條)

資訊揭露及利益迴避

1. 執行機構召開衍生企業審議委員會，遴選廠商及把關審議技術價值
2. 依前述會議結論，與新創公司洽談實際條件後，執行機構再召開技

術授權合約會議確認簽約條件
3. 可針對Know-how授權議題，與投資人協商後議定授權方式

技術價值與作價條件

起動技術
作價程序

各方簽約 技術股分配設立公司

四、技術作價規定與注意事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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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公司起動技術
作價程序

各方簽約 技術股分配

1. 依本部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14條規定，技術股應分配與創作人
及推廣有功人員，所得股票並應申報所得稅

2. 今(108)年度產創條例修法後，教授技術股緩課稅以取得或轉讓價
格擇低課稅，財政部已原則同意追溯適用106/11/24修法後之個案

3. 預申請緩課稅之團隊，最遲應於股票分配予創作人當年度12月31
日前由學校提送申請。本部將視情形輔導團隊準備申請文件

4. 技術作價完成後，投資人溢價出資認股，執行機構持有股份價值成
長，締造新創公司與執行機構雙贏局面，

5. 後續執行機構應持續追蹤新創公司營運及募資情形，如未來持股價
值增減，應發文本部報備持股價值變化，納入當年度技轉績效

教授持股緩課稅

四、技術作價規定與注意事項(3/3)



近期價創計畫執行規範調整(108.09.02作業要點修正)1

1. 增加經費支用彈性，下列費用開放於計畫業務費
項下報支：
a. 辦公空間修理、維護或租賃，及車輛租賃費用
b. 市場調查分析、專利申請與維護費用
c. 經執行機構評估符合計畫目的，與計畫直接有

關之其他費用

2. 研發成果收入上繳比例減免：
a. 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1年內出場免上

繳，2年內出場上繳10%

b. 其他執行機構：1年內出場上繳20%，2年內出
場上繳30%

13

五、其他計畫執行及出場議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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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計畫執行及出場議題(2/3) 

專利鑑價應由團隊或校方主導推動？專利鑑價結果是否
就決定了技術作價金額？

2

 專利鑑價目的係幫助學校與團隊評估技術市場價值，
價創經費可委請專業機構進行評估。若有需要鏈結
中心可協助推薦廠商名單

 鑑價結果僅係作為學校技術作價時之參考，實務執
行時仍可考慮投資人意願及作價條件等進行調整

目前價創計畫要求專利專屬授權僅有5年，5年之後需
要再與校方個案談判

3

 專屬授權至少5年為最低門檻，實務應隨各校作法
與個案性質不同，如中興專屬授權即為10年

 為協助衍生新創公司成長，建議可約定5年後公司
享優先議價權(Right of first refusal)或非專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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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借調衍生新創公司收取學術回饋金5

 教授借調至衍生新創公司，目的係推動科研成果產
業化，且效益將反映在學校持股之價值上升

 團隊如有人員借調公司需求，建議技術作價時一併
包裹納入條件中，學校應有彈性免再收取回饋金

學校要求新創公司1席董事，潛在投資人對此有所保留4

 國際投資人對學校佔有新創公司董事席位態度多採
保留，不利公司爭取國際資金向外擴展

 為避免影響團隊募資，建議修正校內評估表單，以
不要董事席次為原則(如Stanford, UC)，1席為例外

五、其他計畫執行及出場議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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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109年度價創計畫徵案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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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申請額度及收件期程

1.新臺幣1,000萬元至1億元，每次補助1年，逐年審查核定
2.109年徵案收件日期：
第一梯次：109年2月4日至109年3月13日止(獲補助計畫7月起執行)

徵案說明會

(一)東部場：
時間：109年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30
地點：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知足樓1樓行銷流通實習教室(知足咖啡一館)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二)中部場：
時間：109年1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00
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3樓視聽室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三)南部場：
時間：109年1月17日（星期五）下午2:00
地點：蓮潭國際會館4樓 401教室(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
(四)北部場：
時間：109年1月20日（星期一）下午2:00
地點：科技部一樓簡報室(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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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國際標竿學校技術授權原則

參考國際國際標竿學校在相關政策上，學校佔有公司
董事議題上，不主動要求董事席次也不參與董事會

Re
f.

 Stanford

Notwithstanding any terms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any 

applicable Rights Agreement: (1) Stanford shall not have any 

representation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rights to attend meeting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f. https://otl.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exclusive_03-06-
2018.pd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shall neither seek nor accept representation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 licensee in which it holds equity, nor 
exercise any voting rights on board action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its equity interest.
(https://policy.ucop.edu/doc/2520490/BFB-G-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