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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教育新創 20+ 甄選簡章 

壹、 甄選緣起  

親子天下從 2017 年起，連續三年舉辦「教育創新 100」甄選，希望建造教育創

新生態圈，促成體制內外教育工作者、民間機構、企業與政府，在不同角度實踐

教育創新的領袖夥伴，對話互連，交流資訊和資源，藉此快速擴散成功經驗，讓

更好的教育來得更快。 

 

在教育創新的生態圈中，「教育新創公司」是典範轉移時代的新生物種。愈來愈

多年輕創業家，透過科技的加持，突破過往對教育的想像和可能性；或是融入遊

戲、誘發動機的設計，提供不同於傳統的教育解決方案和產品服務。為了加速教

育創新生態圈的多元和活力，2020 年 2 月中旬，親子天下發動甄選「教育新創 

20+」專案，企圖找到 20 家已經具有商業模式和產品，亟需規模化、擴大海內

外市場的教育新創企業。親子天下將和國家發展委員會合作，提供新創所需的關

鍵資源：國際商拓輔導補助，並與台大創創中心合作，提供 6 個月完整商業策略、

市場輔導、業師個別團隊輔導、資金或商務媒合等。希望建構教育新創互助社群，

幫助教育新創成功。 

 

我們特別希望，來参與甄選的夥伴，在教育創新的投入上，不只是獨善其身，而

能有更多裨益體制內學校、老師和學生的行動和連結。讓我們的下一代都能因全

面的教育創新而受益，有機會自我實現、成為更好的自己。 

 

貳、指導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辦單位：親子天下 

    共同推動：台大創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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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參、甄選說明 

一、徵件對象： 

    教育新創企業，任何提供教育創新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包含以下條件： 

    1.公司主要產品或服務，以教育項目為核心。 

2.公司成立 7 年內為優先。 

3.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具突破傳統的創新成分。譬如，整合科技工具或元素 

的數位學習、AI 等新技術的運用等；或是融入更多互動、遊戲、誘發動 

機、專案導向、解決學習者或教學者痛點的產品或服務。 

二、報名時間：2020/2/12(三)- 3/12(四) 台灣時間 17:00 截止 

三、報名方式：免費參加，一律採線上報名。  

四、報名網址：https://edustartup.parenting.com.tw 

              或歡迎掃描 QR code  

 

五、重要工作時程： 

 

工作項目 日期 備註 

線上報名甄選 2020/2/12(三)-3/12(四)  

台灣時間 17:00 截止 

一律於 2/12(三)之後線上報名

https://edustartup.parenting.com.tw 

複選（面試） 2020/4/6(一)-4/15(三)  

甄選結果公告 2020/4/21(二) 公布於： 

https://edustartup.parenting.com.tw 

「共創會」共享榮耀 2020/6/6(六)  

海外參展（英國） 2020/6/16(二)-6/19(五) EdTechX Summit+ 

London EdTech Week 

海外參展入選者才享有此權利 

海外參展（新加坡） 2020/11/11(三)-11/12(四) EduTECH Asia 

海外參展入選者才享有此權利 

加速計畫 2020/5 月-11 月 詳細課程規劃之後將公布於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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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肆、甄選問題 

必填區：請闡述您的教育創新實踐  

甄選說明一：整體規劃 

1. 你們想解決什麼問題？這是誰的問題？ 

2. 你們如何確信它有解決的價值？你們怎麼獲利？商業模式為何？ 

3. 請描述你們目前已有的營運及驗證成果，包括現有產品開發進度、進行使用

者測試或回饋的結果、現有銷售（使用）實績、POC(Proof of Concept，概

念性驗證)等等。 

4. 請簡單說明你們的財務狀況，包括每月資金消耗率(Burn rate)、已完成募資階

段、目前股權結構、以及未來募資計畫。 

甄選說明二： 市場潛力 

1. 你們的產品或團隊有何特殊之處，讓你們確信此產品／解決方案會比現有解

決方案更好？（本題請詳述產品／服務內容與特色，以及為何優於現狀或競爭者。本題可

透過上傳照片／圖片，使用視覺化圖表、圖片輔助說明更佳。） 

2. 請描述你們鎖定的市場狀況，包括市場大小、與主要競爭者的優劣比較。 

甄選說明三：團隊執行力 

1. 請介紹你們的創辦團隊（Cofounders），包括過去的經歷及專長介紹、如何

組成、以及團隊的目標與願景。 

2. 請詳細介紹團隊的 CEO，並說明他適合擔任團隊 CEO 的原因。 

選填區：參加海外市場商拓商展 

親子天下將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合作，支持 10 組入選團隊参加海外教育展，成立

「台灣館」，協助教育新創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展現台灣教育新創能量。 

參展日期、地點(每組入選團隊二擇一地區參展)：  

第一場：6/16(二)-19(五) 全球最大的科技教育盛會 EdTechX Summit+ 

London EdTech Week， 

        地點：英國倫敦  

第二場：11/11(三)-12(四) 亞洲最大教育展會 EduTECH Asia， 

        地點：新加坡 

 *以上活動內容，親子天下保有最後更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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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1. 提供中文版參展企劃案，請說明：參展目的、期待與可展現的成品或可能呈 

   現的樣貌，主要想達成的目標還有如何衡量(訂單、投資...等) 

(若能額外提供英文版企畫案尤佳，沒有亦可) 

2. 根據上述您選擇想參展的國家，請說明是否希望認識或交流的標的（例如廠 

商/創投/學校/政府單位/意見代表），或是是否已有初步連結或談論過的標的。 

3. 未來一年內是否有拓展國際市場的規劃，如果有請列出三個國家，並說明原

因及希望達成的目標。 

 

伍、評選說明 

親子天下將邀請產業圈/創投圈及學界代表共同組成專業評選團隊，分兩階段進

行評選作業。 

 

第一階段：初選（書面審查） 

以線上送審資料中，針對「整體規劃」、「市場潛力」、「團隊執行力」等三大面向

進行評選。 

評選項目 佔比 評選重點 

整體規劃 40% 評比對問題的了解，與解決方案的創新性、可行性。評分內容

包含現有驗證（營運）成果、市場開發計畫、產品開發計劃、

募資規劃。 

市場潛力 30% 包括對市場發展性、競爭者的分析與了解程度，以及團隊具備

的競爭優勢。 

團隊執行力 30% 包括團隊的背景、創業經驗／優秀事蹟佐證、團隊的分工與計

畫執行能力評估。 

第二階段：複選（面試） 

針對初選出 30 家企業，親子天下以電子郵件寄發並電話確認通知面試，從中選

出最終入選的 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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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陸、入選回饋 

所有入選團隊 

一、6 月 6 日(六)共創會共享榮耀，現場將邀請國內外知名產業/創投 

    代表進行分享，所有入選者將有機會與指標性創投代表進行交流媒合。 

二、免費參與由台大創創中心執行長曾正忠團隊量身打造六個月的培訓課程， 

    幫助入選團隊提供有系統的策略規劃訓練、連結新創與大企業合作的機 

    會、創造資金、資源供應者、市場客戶，更多連結交流的機會。其中包含： 

    完整商業策略、市場輔導、業師個別團隊輔導、資金或商務媒合等 

三、親子天下平面或網路媒體採訪報導與曝光。 

四、《親子天下》一年份。 

五、共享親子天下打造線上線下教育圈資源，並與其他入選新創團隊交流，一 

     起建構台灣教育新創生態圈。例如參加由親子天下舉辦的專屬「社群小   

   聚」，或者申請補助金額自組「社群小聚」，擴大視野，跨領域交流。 

六、推薦擔任論壇、演講、工作坊貴賓，分享教育創業經驗。 

七、親子天下不定期舉辦各種多元活動，邀請教育創業夥伴参加。 

額外參加「科技教育海外展」甄選之入選夥伴 

將挑選 10 組入選團隊，一同走向世界，掌握第一手國際最新教育趨勢及觀點，

鏈結全球科技教育相關資源、人脈，並有機會向世界展現台灣教育創新能量。

(親子天下將全額贊助入選團隊每家 1 名國外參展來回機票/住宿/參展門票/攤

位費，並且提供團隊海外參展行前訓練/商拓媒合機會) 

 

第一場：6/16(二)-19(五) 全球最大的科技教育盛會 EdTechX Summit+ 

London EdTech Week，地點：英國倫敦 

第二場：11/11(三)-12(四) 亞洲最大教育展示會 EduTECH Asia，  

        地點：新加坡  

 

柒、聯絡窗口：02-2662-0332  edustartup20@cw.com.tw 

mailto:edustartup20@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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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教育新創 20+ FAQ 

 活動目的 

Q：親子天下舉辦的「教育創新 100」是什麼？ 

A：2017 年起，親子天下舉辦「教育創新 100」募集甄選，希望建造教育創新 

   生態圈，促成體制內外教育工作者、民間機構、企業與政府，在不同角度實    

   踐教育創新的領袖夥伴，對話互連，交流資訊和資源，藉此快速擴散成功經 

   驗，讓更好的教育來得更快。 

   

   三年來，「教育創新 100」累積了超過千件的創新行動者資料庫，也從中挑選 

   出 359 位優秀的入選夥伴，每年透過共創會、小聚、教育創新國際年會等實 

   體活動，和線上社群、電子報等，讓夥伴們從線上到線下，跨界跨域交流。 

 

Q：今年「教育新創 20+」和之前「教育創新 100」有何不同？ 

A：教育新創 20+，是教育創新 100 的系列活動，今年我們募集了資源，和國家 

   發展委員會合作，試圖聚焦在「教育領域的新創企業、社會企業」，提供實際 

   的資源，幫助已經有商業模式但還沒有市場規模的教育新創，加速鏈結國際。 

   入選的 20 名受輔導企業，將参與加速計畫、投資社群連結等支持。 

   

   教育創新 100 專案，關注的範圍較廣，試圖吸納的社群夥伴包含體制內外的 

   教育工作者、實驗教育、非營利組織和企業。希望打造教育創新生態圈，建 

   構創新領袖對話的平台，讓更好的教育來得更快。 

 

報名資格 

Q：請問有限報名的產業嗎？ 

A：沒有產業限制，但產品／服務須與「教育」相關。 

 

Q：公司尚未獲利可以參加嗎？ 

A：此計畫甄選對象為具有商業模式和產品、服務的公司，獲利與否不在優先考 

   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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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Q：新創有規定至少幾人以上的組織才能參加嗎？ 

A：沒有硬性規定，只要您的公司具有商業模式和產品、服務，亟需規模化、擴   

   大海內外市場的教育新創企業，都歡迎參加。 

 

Q：如果未來一年沒有國際市場拓展規劃，但中長期還是希望可以走往國際， 

    可以參加海外參展計畫嗎？ 

A：歡迎將走向國際化列入中長期計畫的公司共襄盛舉。海外規劃除了到英國或 

   新加坡教育展参展外，也包含展前的培訓和輔導，幫助新創企業有對接國際 

   市場的歷練和學習。 

 

Q：如果已經參加別的單位加速計畫或已有創投投資，是否還可以報名「教育新   

    創 20+」呢？ 

A：可以的，只要符合報名資格即可參加。 

 

Q：請問我之前是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入選者，仍可以再參加嗎？ 

A：「教育新創 20+」雖是「教育創新 100」延伸活動，但因所享權益不同，承 

    載使命不同，更歡迎曾是「教育創新 100」入選者，凡符合新創企業身分都 

   可参加。 

   

Q：NPO 或學校育成單位可以參加嗎？ 

A：囿於資源，今年我們先針對「教育新創企業」；換言之，今年參與甄選者必 

   須是有註冊登記為「公司」者。 

 

Q：實驗學校可以参加嗎？ 

A：實驗學校若屬團體自學，運營者為立案的公司，具備教育新創企業能量、商 

    業模式運營者，即可參加。 但報名者需衡量提供的加速器計劃及商拓等回 

    饋，內容是否符合實驗教育單位需求。 

 

報名機制 

Q：只有網站報名這個途徑嗎？ 

A：本次活動一律採網路報名，請依照網站報名方式填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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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保有甄選簡章所有內容最終調整權利。 

 

Q：為什麼報名需要成為親子天下會員？ 

A：為利於報名者自由上網更新資料。註冊成為親子天下會員，即可憑著會員 

   身分，於報名期間，任意調整資料、更換照片或相關資料。 

  

活動權利義務 

Q：請問我如果參與加速計劃，可以中途因忙碌請假嗎? 

A：加速計畫將由「台大創創中心」量身打造系列課程除了專業的協助、經營管 

   理、策略規畫輔導，以及相關的 CEO 創新領導社群與工作坊，而且完全免費， 

   因故無法參加者可請假，或派員出席參與。 

 

Q：入選的企業，是否一定要完整參加加速器計畫、海外參展嗎？ 

    可以只參加海外參展，不參加加速計畫嗎？ 

A：海外參展是參加「教育新創 20+」入選企業的專屬權益，加速計畫更是針對 

   入選新創企業量身打造而設計，因此，入選企業可選擇參加「加速器計畫」 

   或海外參展，但海外參展只有 10 家名額，需再經評審團評選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