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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內容概述
(160 字內)

在正式邁向創業之路前，其實需要先從了解自己、應具備創
業能力/知識/素養、創業生態圈的人事物以及創業家的信念/
價值觀開始，而且創業家精神與創新創業思維也並不僅是要創
業的學生才需要了解，實際上這些知識/能力/素養對於未來不
管是就業或研究都有機會應用到。
因此，本課程概述何謂創業家以及成為創業家應具備怎樣的
思維與能力，並介紹創業家如何從需求中找出創新解決方案，
並逐步邁向新創公司的歷程。另外亦將介紹新創生態圈裡面的
不同角色、單位或利害關係人，並介紹這些角色間的關聯性以
及與創業家/新創公司的關係，以及建立一個新創團隊或公司
是需要複數跨域能力與知識。
透過本課程將可以對於創業與新創有基礎了解，且具備相關
知識與能力去判斷自身是否有興趣(I want)、有能力(I can)
及能規劃(I plan)邁向新創之路。

◆英文內容概述
(160 字內)

The goals of this course are to
1.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entrepreneurship
mindset/abilities/competence, and also understand
where & where to learn these knowledge in NCKU.
2.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entrepreneur belief and
values, and know how to build up their own
entrepreneurship belief and values
3. understand the component of the startup ecosyst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units
and resource.
4. underst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pathway from
academic technology to a startup company.

◆中文課程目標

1. 了解從創意創新到創業/新創過程中所面臨的歷程
2. 啟發找到真正值得被解決的問題，並從問題探索中產生解
決問題的熱情

學期

3. 了解創業家的信念/價值觀的重要性及如何培養
4. 了解創新創業的能力/知識/素養在大學階段要如何學?去哪
學?
5. 創業生態圈的組成與人事物以及之間的關聯性
6. 了解市場、顧客、新創核心價值到營運模式的本質與之間
的關聯性
7. 了解投資人與新創團隊的關係
8. 對於從學研技術創業具備基本了解及如何開始
◆英文課程目標

The goals of this course are to understand: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on,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and startup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s, unmet needs and
3.
4.
5.
6.
7.
8.

pain/gain point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trepreneur’s
belief and values
Understand how/where to learn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abilities/competence in NCKU
Understand the components of a startup eco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s, customers, value
proposition, business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s and startups
Understand how to start a startup from an academic
technology

◆課程進度
(18 週課程大綱明細)

18 週明細

課前閱讀、學習活動或產出

1. 課程概述與進行方式說明; 創
意創新到創業/新創
課程說明:
a. 課程規劃及進行方式說明
b. 介紹創意、創新、創業、新
創，概述四者之間的關聯性，
使學生了解從創意創新到創業
/新創過程中所面臨的歷程
2. 從現象、問題、需求、痛點到
解決方案 I
課程說明:
a. 新創核心應為思考能否對於世
界帶來改變，因此新創的起點
應起始於找到真正值得被解決
的問題，並從問題探索中產生
解決問題的熱情，才能真正邁
向創業之路

學習活動:
第二、三周課程將以概念、
工具邏輯介紹以及個案討論
的方式進行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新創公
司個案並分析其真正要解決
的問題、需求與痛點(至少

三篇與同一公司有關之文章
與報告)
3. 從現象、問題、需求、痛點到 (同第二周)
解決方案 II
課程說明: (同第二周)
4. 創業家信念、價值觀-是甚麼?
為什麼重要? 如何形成?
課程說明:
a. 創辦人身為創業家的信念與價
值觀影響新創團隊/公司的成
敗與文化甚大，這一節課將說
明信念/價值觀是甚麼?重要
性?以及要如何從實踐中養
成。
5. 創業需要的知識、能力與素養
-有哪些? 怎麼學? 去哪學?
課程說明:
a. 創意創新、創新設計、與創業
/新創/商業都有不同需要學習
的目標，這節課講以學習歷程
的概念使學生了解各階段所需
要具備的知識/能力/素養

學習活動:
概念講述及個案討論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新創公
司創辦人介紹文章，並分析
其對於新創的個人信念/價
值觀(至少三篇與同一創辦
人有關之文章與報告)
學習活動:
概念及學習歷程講述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制定自己的創意
創新、創業/新創的學習計
畫

b. 找到要學習的方向後，怎麼開
始? 去哪學? 除了課程以外還
可以從哪邊學?
6. 創業生態圈的組成與人事物
課程說明:
a. 創業生態圈中絕對不只有創業
一個途徑，其中還有各種人事
物，也有不同的潛在工作機
會，唯有了解生態圈的組成，
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未來方向

學習活動:
創業生態圈的組成、人事物
及工作之基本概述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了解一個創業生
態圈裡的工作，分析其工作
內容及須具備之能力

7. 甚麼是市場?
課程說明:
a. 在創業過程中，從市場、顧
客、新創核心價值到營運模式
缺一不可且環環相扣，從第 7
周到第 10 周將逐一說明四者
的本質，並講述其之間之關聯
性與必要性

學習活動:
講授與個案討論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至少三
篇討論 新創市場 的文章，
並繳交心得報告

8. 甚麼是顧客?

學習活動:

課程說明: (同第 7 周)

講授與個案討論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至少三
篇討論 顧客對於新創意義
的文章，並繳交心得報告

9. 甚麼是核心價值?
課程說明: (同第 7 周)

學習活動:
講授與個案討論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至少三
篇討論 新創核心價值 的文
章，並繳交心得報告

10.甚麼是營運模式?
課程說明: (同第 7 周)

學習活動:
講授與個案討論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至少三
篇討論 營運模式 的文章，
並繳交心得報告

11.投資人與新創團隊的關係

學習活動:

課程說明:
a. 當新創團隊發展到某一個階段
時，必定需要各種資源的協助
以加速其發展，因此了解及面
對投資人便成為新創必備之知
識，這節課將從投資人/新創
的不同角度介紹新創與投資人
之間的關係

講授與個案討論

12.從投資人的角度看新創-與投
資人對談

學習活動:
對談討論式演講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至少三
篇討論 投資人 的文章，並
繳交心得報告

課程說明:
a. 邀請投資人分享投資新創之經 成果產出:
驗，以及分享從投資人角度會 個人作業: 該次課程心得報
特別在意新創團隊的那些特質 告
/能力/經驗
13.從學研創業怎樣開始 I
學習活動:
課程說明:
講演及個案討論
a. 新創的另一個起始點是從學校
教授研發出的技術出發，但技 成果產出:

術並不是新創唯一的成敗因

(與第 14 周作業合併)

素，找到市場需求才是最重要
的，13,14 周課程將講述從學
研技術出發創業歷程，以及過
程中會面臨與應注意的各種人
事物
14.從學研創業怎樣開始 II
課程說明: (同第 13 周)

學習活動:
講演及個案討論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上網閱讀一間由
學研技術為起點的新創團隊
/公司，並分析其技術、對
應的市場需求與營運模式
(至少三篇與同一公司有關
之文章與報告)

15.從學研創業怎樣開始 - 學研
創業團隊經驗分享(邀請來賓)
課程說明:
a. 邀請 成大學研新創團隊 分享
投資新創之經驗

學習活動:
對談討論式演講

16.怎樣開始你的第一步? I
課程說明:
a. 如果對於創業/新創開始感興
趣，要怎樣踏出自己的第一
步? 第 16,17 周將從個人、學
習、校內外資源、未來潛在發
展等各方面讓學生了解在學階
段要怎樣踏出邁向新創的第一
步

學習活動:
對談討論式演講

17.怎樣開始你的第一步? II

學習活動:

課程說明: (同第 16 周)

講演、個案及課堂討論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該次課程心得報
告

成果產出:
(與第 14 周作業合併)

成果產出:
個人作業: 制定個人邁向
[進一步了解創業生態圈人
事物 或 邁向實踐創業]的
計畫
18.期末團隊報告

成果產出:
分析一間國內外新創獨角獸

的發展歷程 (新創獨角獸定
義: 估值 10 億美金以上的
新創公司) (至少三篇與同
一公司有關之文章與報告)
◆作業設計/報告要求

1. 每周個人作業-依照每周課程內容制定
2. 團隊報告: 分析一間國內外新創獨角獸的發展歷程

◆評 量 方 式

1. 出席 (15%)
2. 每周個人報告(13 次)
(35%)
3. 期末團隊報告
(40%)
4. 課堂發言 (10%)

(參考項目:出席、平時測驗、
期中考、期末考、個人口頭報
告、個人書面報告、小組報
告、作業、其他…)

◆教 學 方 法

1.講授 (40%)
2.個案分享及討論 (30%)
3.實作 (15%)
4.業界課堂分享 (15%)

(參考項目:講授、討論、實
作、報告、參訪、影片欣賞、
個案研討、使用網路教學、翻
轉教學、至職場學習、其他…)

參考書籍:

◆課 程 教 材

a.
b.
c.
d.

你問對問題了嗎?
學創意現在就該懂的事情
矽谷天使投資人回答「新創企業家」最想知道的 78 件事
史丹佛最強創業成真四堂課

e. 精實創業(用小實驗玩出大事業)
f. 價值主張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