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度全國創新創業種子師資培訓營 

 

 

 

 

主辦單位：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GlobalTiC） 

 

 

協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特色說明     

  創業教育已在國內歷經十多年的發展，在趨勢的發展及政府大力的支持下使國內

的創業教育、創新事業及創業活動蓬勃發展。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秉持推動創業

教育、培養青年創業家精神的宗旨，不斷因應環境變化辦理相關創業課程及創業活

動，以學校教師為對象的創新創業種子師資課程，已培訓近千位於大學教師，秉持

創新培訓、創業課程設計及經驗，導入創新創業進階課程，豐富種子師資培訓知識。 

   配合創新創業教育政策的發展，在大學深耕計畫的啟動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的執行，本期種子師資培訓特別以新架構和內容設計課程，使教師在創新創業的

授課內容、方式更豐富多元，創造創新創業學習的最大效益。 

 

■特色效益 

一、分享「創業型大學」推動創業教育的運作模式，有效帶動校園創新創業生態  

    的實踐。 

二、科技、文創、服務及社會企業創新計畫書案例研討，充實教學授課的實務應 

    用。  

三、介紹社會企業發展趨勢，啟發校園發展社會企業的價值意義。 

四、介紹技術商品化的過程，有效的把有專利的「技術」商品化，以實務案例說

明商品化運作。 

五、邀請成功的教師創業家進行創業演講，直接分享創業過程的經驗，並進行交

流對話。 

六、邀請創業家做創業演講，分享創業的歷程，直接與教師進行交流對話，給予

教師在創業教學的參考。 

七、講師分享創業課程授課經驗，分享學校辦理相關創業活動，提升學校創新創

業教學能量。 

八、創新創業課程設計規畫，校內、外創業資源的運用，豐富教學課程內容。 

 

■日期 

 107年 11月 16日~18日（週五~週日） 

■地點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B1-青創基地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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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資格 

一、 全國各大專、技職院校教師或育成中心經理人。 

二、 業界對創新創業領域有興趣的經理人，有志在輔導創業團隊，擔任 

學校創業課程的業師或致力於創新創業教育推動的夥伴。 

■內容：課程總計 36 小時 

一、3天 24小時：含講師授課、小組討論和分享(參閱課表)，每天都需 

    繳交 OPSP心得報告，提升學員的 Smart Power。 

二、10小時：培訓營結束後，上課學員自行進行課程設計、授課或團隊輔導，

以利進一步協助種子師資未來於校園內開設「創新事業導論」及「創新事

業規劃」等相關課程，以落實扶植青年學子，使得創新創業教育在校園深

耕的效益。 

  三、2小時：業師諮詢輔導。(依學員實地需要及時間安排) 

四、上課出席 4/5以上者始頒發結業證書。(非特殊狀況請勿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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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表 

11月16日（週五）Day 1（8hrs）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內   容 

08:30~09:00 報到分組/相見歡 學員報到、資料領取 

09:00~09:1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09:10~10:00 培訓營課程介紹 

與學習需知 

1.師資培訓課程設計與說明 

2.撰寫 OPSP &輔導日誌說明 

10:00~10:10 休  息 

10:10~11:50 創新創業首部曲 
1.創業型大學創業教育的推動 

2.創新與創業育成五步曲的運作 

3.學校創新創業教學的手法分享 

11:50~12:50 午  餐 

12:50~14:20 新時代企業家精神的實踐 
1.企業家精神的歷史發展軌跡 

2.創業家與企業家精神的典範 

3.新時代創新創業精神實踐 

14:20~14:40 休  息 

14:40~16:00 創業家專題演講 
1.社會企業創業實務分享 

2.學員與創業家匯談對話 

16:00~18:00 
技術商品化的概念與 

應用實例 

1.技術商品化的流程運作 

2.企業技術商品化的管理 

3.技術商業化的展開過程 

18：00~ 互動時間 明天見 ! 

（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課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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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週六）Day 2（8hrs） 

（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課程權利）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內   容 

08:40~09:00 報到 學員報到 

09:00~10:20 社會企業創新與創業發展 

1.社會企業的興起與發展 

2.社會企業的創業發展運作 

3.社會企業與大學社會責任 
4.社會企業與地方創生的推動 

10:20~10:30 休  息 

10:30~12:00 創新事業計畫書 I 

 解決什麼問題﹖ 

創業計畫的機會、產品、客戶、

市場、行銷 

12:00~13:00 
午  餐 

13:00~15:50 創新事業計畫書 II 

 創業團隊運作﹖ 

創業運作的願景、組織、團隊、

資源、財務 

15:50~16:00 休  息 

16:00~18:00 

創業營運計畫書 

案例討論 
創業計畫實務案例討論分享 

分組討論與分享 

18：00~ 互動時間 明天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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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週日）Day 3（8hrs） 

（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課程權利）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內   容 

08:40~09:00 報到 學員報到 

09:00~10:20 創新事業計畫書 III 

 計劃書撰寫關鍵與簡報技巧 

1.撰寫創業計畫書的成功關鍵 

2.成功的創業計劃書簡報技巧 

3.創業競賽簡報勝出的關鍵 
4.創新事業的商業模式 

10:20~10:30 休  息 

10:30~12:00 智慧製造機器人 

創業分享 
創新創業家案例交流分享 

12:00~13:00 
午  餐 

13:00~14:50 校園創新事業 

發展 

1.產學合作延伸創業構想 

2.校園三創競賽資源連結 

3.師生創新事業的運作 

4.結合校園創新創業發展 

14:50~15:00 休  息 

15:00~16:30 教師創業家專題 
演講 

1.教師創業運作實務分享 

2.學員與創業家匯談對話 

16:30~18:00 創業課程設計與教學討論、發

表 

1.創業課程規劃設計 

2.創業課程教學方法 

3.校內外創業資源運用 

18:00~18:20 結 業 
頒發結業證書、發表結業感言與合

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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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群： 

一、楊士進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秘書長 

二、蔡適陽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總顧問 

三、劉大椿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顧問 

四、施煥旭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專案組長 

五、方燕玲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副董事長 

六、劉奕伯 研華設計思維團隊 總監 

七、蘇永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會計資訊學系 副教授 

八、尹守信 華鼎專利商標事務所 經理 

■創業家資訊： 

一、蔡錦墩 福樂多醫療福祉事業 董事長 

二、楊士翔 繭裹子 創辦人 

三、裘以嘉 豐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四、林崇偉 众社企 創辦人 

五、張合右 極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六、王順瑜 台灣農夫 總經理 

七、張焜傑 智慧貼紙 創辦人 

八、張傳育 嬰語翻譯機 創辦人 

（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課程講師之權利） 

■3天課程費用: 

  一、國創會會員每人新台幣 8,000元。 
  二、非國創會夥伴會員每人新台幣 12,000元。 
      (包含三天課程餐點、教材；不包含住宿、私人旅遊) 

  **如遇天氣等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隨時調整本活動之權利。 

■報名網址： 

   https://goo.gl/rFbmuw 

■匯款帳戶： 
戶名：社團法人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帳號：027-50-618490-3  (匯款請加上銀行代碼 013 )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安和分行 
開立支票抬頭：社團法人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國創會聯絡窗口： 

 專案秘書李彗綾(christine@globaltic.org) 聯繫電話：(886) 02-7730-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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