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是什麼?
課程基本資訊與規劃
開課單位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授課語言

■中文 □英文 □其他:_____

授課老師

張巍勳老師

課程名稱

開課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年/學期
人數
課程類別

30

■講義+實作 □講義

(中) 創業是什麼?
(英) What is entrepreneurship?

開課日期

110 年 6 月 28 日至 110 年 6月 30 日，
星期 一、二、三 ，第 2 節至第 4 節

上課地點

管理學院62203教室

課程類別及學分

0.5學分

本課程為密集課程，共為3天課程。

建議學生先修能
無
力
建議修課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碩士班 ■ 不設限 (可複選)

■全校各院 □理學院 □工學院 □生科院 □電資學院
建議修課學生背
□管理學院 □文學院 □醫學院 □規劃設計學院
景
□社科學院 □其他:_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__________
教學方法(含百分 ■講授 30 % □實作 % ■報告20 % ■討論 20 % □研討會
比)
30 % □異地研究/校外教學 % □其他 %
□問題考試 % □小論文撰寫 % □實驗操作 %
評量方式(含百分
□報告 % □實作產品 % ■出席率10 % ■小組討論 40 %
比)
■上課提問與發言 30 % ■ 讀書心得報告 20 %
■人文素養
□環境關懷、敬業樂群
基本素養
■社會關懷
■公民素養
■國際視野
□自我勞動服務之認知及能力、擴展團隊生活學習之意願
■專業與跨域能力
核心能力
■思考與判斷能力
■語文與溝通能力
■創新與領導能力
□Analytic：數據與邏輯
■Brave：冒險與實踐
未來素養能力
■Communication：溝通與敘事
(可複選)
■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
□Empathy：同理心
教學目標與課程概述.摘要(中文)

% ■工作坊

幫助學生了解創業的定義、要件、心態、信念、思維方式與能力還有相關的議題。讓學生開始思
考未來創業的規劃或想法，該如何醞釀、籌畫以及預備相關的思維與能力，也從既有的商業範例
了解探討成功創業者的特質、思維，成功之道以及規避失敗。
教學目標與課程概述.摘要(英文)
The course will guide students on the definition of being an entrepreneur, the required mindset,
philosophy and how to get inspired ideas and to accumulate abilities while preparing business startup.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s related to entrepreneurship regarding business models, knowhow, develop
products/services, marketing, funding and finances, human resources.
How to develop and prepare for the right mindset and skills before starting up the business.
Introduce the respectable entrepreneur or business of benchmark to discuss on how startup can
succeed and mistakes to avoid.
課程學習目標 (請至少填寫三項)
Learners are exposed to:
●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To develop the mindset and critical thinking for entrepreneurship
● Business cases discussion
課程教材、參考書目:
1. 創新者的思考 看見生意與創意的源頭，大前研一，商周出版
2. The Creators’ Code: the Six Essential Skills of Extraordinary Entrepreneurs by Amy Wilkinson
(中文版：創新者的六項修練，商周出版)
3. 京瓷哲學，稻盛和夫，天下雜誌
4. 創河：美學與創新的交匯: Sensitivity & Sensibility: Influx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溫肇東與
蔡淑梨，遠流文化
5. 之間：誠品創辦人吳清友的生命之旅，吳錦勳，天下文化
6. 自找的。夢想: 16天鐵騎穿越絲路，5名鐵人幫網路創業夢想奇蹟，黃鵬升等，時報出版
7. 零與無限大：許文龍360度人生哲學，許文龍&林佳龍，早安財經
8. Y Combinator https://www.ycombinator.com/library/, Category: Becoming a Founder
教學內容與進度說明(1學分需上課18小時，依此類推) :
日期

幾點到幾點
(共 9 小時)

進度說明

6/28(一)

09:00-12:00 課程介紹/創業者的思維與心態

6/29(二)

09:00-12:00 創業會遇到的困難與挑戰該如何克服

6/30(三)

09:00-12:00 小組報告:自選創業商業個案，分組回饋。

預期教學成效

After completing the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 Take a new perspective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Learn to solve strategic programs with an innov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 the mindset and philosophy for entrepreneurship
Other Surveys of Courses
1.本課程是否規劃業界教師參與教學或演講?
■是 □否
2.本課程是否規劃含校外實習(並非參訪)?
□是 ■否
3.本課程是否可歸認為學術倫理課程?
□是 ■否
4.本課程是否屬進入社區實踐課程?
□是 ■否
備註:
Grading
● Group projects (20%)
● Participation (60%)
● Presentations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