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經濟部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創業概念海選計畫(新秀組)

線上申請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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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一、線上申請作業流程

二、帳號申請

三、申請撰寫說明

四、完成計畫申請

五、撤案重新申請

六、聯絡方式

簡報大綱

2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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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上申請作業流程

登錄申請系統
填寫報名表(計畫)

基本資料相關欄位
上傳應備文件

送出資料完成

報名申請

自110年6月28日(一)09:00
至110年7月09日(五)17:30止

全面線上申請

由SBIR官網點選
「線上申請」

新增並填寫
「報名表內資料」

上傳所有必
備文件資料

產生
「計畫申請收執聯」

• 已申請過帳號，可用原帳號登入。
• 從未申請帳號者，可由 SBIR 申請首頁，

點選“帳號申請”。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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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帳號申請

創業概念海選
(明星組)

由SBIR官網點此進入線上申請

https://www.sbir.org.tw

https://www.sbir.org.tw/


經濟部 二、帳號申請

首次使用本系統，請先點按帳號申請

https://stage1.sbi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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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age1.sbir.org.tw/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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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完後同意內容請勾選並點選同意

• 洽詢專線：0800-888-968  

二、帳號申請



經濟部

7

二、帳號申請

填入公司統一編號將作為登入帳號

→按下此鈕帶入商業司公示資料，
自動檢核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承上，將自動帶入公司名稱

本計畫有資格限制，系統若出
現該提示，請勿申請本計畫!

→請輸入常用信箱

→請輸入密碼

→再次輸入同上密碼

請確實填入上列資料後點選「送出存檔」



經濟部 二、帳號申請

出現申請成功畫面，即完成帳號註冊

點按此鈕連結可回到登入頁面 8



經濟部 三、申請撰寫說明

→請輸入驗證碼

輸入所註冊之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若您忘記密碼，請點按該鈕進入填寫相關資料，系統
將寄發新密碼至您申請時所填寫之Email信箱

→請輸入公司統一編號

→請輸入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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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輸入公司統一編號

→請輸入申請時設定的密碼



經濟部

登入系統後，請點按「開始申請」進行申請填寫作業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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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4.點選送出存檔

→1.請填寫，提案計畫名稱

3.請詳閱上述內容後勾選同意

→2.請選擇計畫屬性「技術創新突破類」或「服務開發應用類」

*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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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000

000

OO有限公司

OO有限公司

OO有限公司

*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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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修改計畫名稱或屬性，請點選「編輯」

如不保留該計畫申請紀錄可點按「刪
除」，移除該筆報名表填寫申請

點選「申請撰寫」，按頁籤由左至右依序填寫相關資料



經濟部

填寫完畢後請務必先點選「存檔」避免資料遺失，
再按下一步*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計畫摘要表填寫>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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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公司基本資料>1、公司基本資料 *為必填或必選填項目，請務必填寫正確或選填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名稱、
核准設立日期、統一編號、負
責人、登記地址、實收資本額」
應和商業司一致。
https://findbiz.nat.gov.tw/fts
/query/QueryBar/queryInit.
do?datatype=B

連絡電話：
(區碼)+電話填寫範例
市話 (02) 0000-0000 
手機 09XX-000000

傳真號碼：
如無傳真號碼，請填「無」

3+3 郵遞區號查詢方式：
https://www.post.gov.tw/post/i
nternet/Postal/index.jsp?ID=208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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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datatype=B
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Postal/index.jsp?ID=208


經濟部 三、申請撰寫說明

公司基本資料>1、公司基本資料 *為必填或必選填項目，請務必填寫正確或選填

3+3 郵遞區號查詢方式：
https://www.post.gov.tw/po
st/internet/Postal/index.jsp?
ID=208

如有進駐創育機構或
有設立工廠、研發單
位......等再依實際情
形進行填寫

→請填寫，主要營業項目
及選填對應之產業行業類
別

→與本案相關主要關鍵技
術至多可選填5項，關聯性
程度由上而下(由高至低)依
序選填，不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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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

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Postal/index.jsp?ID=208


經濟部

若為1人公司其計畫主持人、
計畫聯絡人、計畫財務會計，
可為同一人，但為避免遺漏重
要訊息，請避免皆填寫同一信
箱。

連絡電話：
(區碼)+電話填寫範例
市話 (02) 0000-0000 
手機 09XX-000000

傳真號碼：
如無傳真號碼，請填「無」

電子信箱：
請填寫正確，須為常用信箱，
因未來重要訊息，會以
EMAIL 通知。

*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公司基本資料>2、計畫參與人員聯絡資料

需
為
公
司
正
式
職
員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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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遺漏重要訊息，請填寫不同信箱予以備用



經濟部

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

依照年度點選「編輯」

每個年度都要填寫，如
該年度公司尚未成立，
請填「無」、金額請填
「0」，不能空白，請
依年度，依序填寫，完
成請按「送出存檔」。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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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經濟部

近五年曾經參與之政府其他相關計畫>

若曾經參與政府其他相關計畫，請點選「新增資料」

三、申請撰寫說明

18*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依照欄位進行填寫，填寫完畢後
點選「存檔」。
若尚有他筆計畫欲新增，請再次
點選「新增資料」重複上述操作。

欲修改請點按編輯，欲刪除該
筆計畫請點選「刪除」



經濟部

目前申請中之政府補助計畫>

若目前無任何資料，請點選「新增資料」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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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依照欄位進行填寫，填寫完畢後
點選「存檔」。
若尚有他筆計畫欲新增，請再次
點選「新增資料」重複上述操作。

欲修改請點按編輯，欲刪除
該筆計畫請點選「刪除」



經濟部

12345678

建議迴避人員>

三、申請撰寫說明

20*為必填，請填寫正確，按「存檔」

依照欄位進行填寫，填寫完畢後
點選「存檔」。
若尚有他筆計畫欲新增，請再次
點選「新增資料」重複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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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應備文件替代說明

應備文件說明下載及個資同
意書、聲明書範本格式下載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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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應備文件>工商憑證驗證

非必填：工商憑證驗證，若驗證結果為「正常」，則應備文件可免蓋大小章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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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應備文件>應備資料

上傳步驟範例

2.選擇檔案

1.點選「上傳檔案」

3.顯示檔案資料，即完成一筆檔案上傳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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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點選「上傳檔
案」後選擇檔
案進行上傳

除上列若有其他欲補充證明之文件，
並為不同多個檔案時，皆仍須合併
為單一個PDF檔，於此項中上傳

應備文件>應備資料(請參考上方應備文件說明)
*為必上傳之檔案，請全數上傳後，再點按「存檔」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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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多個檔案請掃描成1個PDF檔再
點按「上傳檔案」至對應欄位。
例如:參與本計畫之1 公司負責人、2 
計畫主持人、3 計畫聯絡人、4 會計
人員個人資料同意書均中文正楷簽名
後掃描合併為一個PDF檔，於「 * 蒐
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
同意書」中上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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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檔案皆完成上傳後，點選「存檔」即可

應備文件>應備資料(請參考上方應備文件說明)
*為必上傳之檔案，請全數上傳後，再點按「存檔」

三、申請撰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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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下載檔案」可
查看檔案是否上傳正
確，若發現有檔案上
傳錯誤請於對應欄位，
重新「上傳檔案」

確認欲上傳之
檔案皆已上傳，
並於對應欄位
中顯示。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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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認資料無誤後點選「送出申請」即可

四、完成計畫申請

• 申請成功系統將產出收執聯，請妥善保存。
SBIR 計畫辦公室將於 110 年 7 月 1 2日
開始進行資格文件確認作業，請耐心等候。

• 須於開放收件時間內完成送件，資料填寫
或檢附不完整及送件時間若晚於110 年 7
月 9 日 17:30，則將以「退件」處理。

*點按該鈕後同步產出收執聯，申請內容即無法再次修改，僅可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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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先匯出，自行查檢確認內容是否有缺漏(自行匯出查看內容，無須上傳檢附)，
若有請回到對應頁籤補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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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O有限公司



經濟部

如果您已送出申請後，發現上傳資料有誤或想要修改計畫屬性或計畫名稱……等，請使用
「我要撤案」鈕，請注意：撤案後，同時也是取消原送出收執聯的送出時間及整個計畫，
若要重新申請，須於開放收件時間內完成重新送件，送件時間若晚於 110 年 7 月 09 日
17:30，則將以「退件」處理。

五、撤案重新申請

1.點按該鈕，進入列表操作

→2.點選「我要撤案」進入填寫撤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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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O有限公司 12345678                   測試海選新秀



經濟部 五、撤案重新申請

3.選擇撤案原因類別，簡述撤案原因

4.確認選填正確無誤後，按下「送出撤案申請」鍵

5.系統將再次提醒確認撤
案，如確認欲撤案，請按
下「確定」鍵

28



經濟部 五、撤案重新申請

6.系統將留有一筆撤案歷程紀錄

7.回到首頁，再點按「開始申請」即可
29

龍O有限公司 12345678                          測試海選新秀組 選填錯誤即將案件送出 2021-06-28  10:10:37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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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專線：0800-888-968  
• 傳真號碼：(02) 2391-1281  
• 諮詢信箱：sbir6@admail.csd.org.tw

• 專案辦公室：10050臺北市中正區杭州
南路一段15-1號17樓

若以上操作內容如未能解決您的疑問或需求，敬請使
用下列方式來信或來電詢問，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六、聯絡方式

mailto:sbir6@admail.csd.org.tw?subject=創意海選線上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