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度兩岸創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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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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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創新創業風潮帶領著亞洲經濟發展，面對未來台

灣有著創業家精神人才與豐富創業經驗，中國大陸在政府

「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政策綱領導下，將透過創新創業的

蓬勃發展，使中國邁向繁榮的世界強國。台灣中小企業過

去本著創業家精神開山闢土跨海經營市場進而創造經濟

的奇蹟，中國也在開放後帶來國內全面的經濟的成長。 

  全球創新創業的推動已為先進國家創造出強盛經濟的

優勢，探索各國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有一套完整良好的創

業教育制度，特別是一群願意投入生命的創業教育老師，

用心建構一個全新的創業教育平台，本著創業家精神的核

心價值去培育新世代菁英。在教育平台上老師是靈魂，如

何經由教學過程給予學生「創業｣的正確認識? 清楚闡述

創業的本質在「創新志向事業｣，此乃是教師投入教育的

天職，在於培養能為社會國家帶貢獻的優秀人才。 

  面對科技的快速變化、產業的競爭，教師的教學面臨極

大的挑戰和壓力即是教師的創業知識不足，創業經驗幾乎

沒有的窘境，是故必須建構一套創業教育的知識庫及教授

創新創業的師資，老師本著技術知識及豐富教學經驗延伸

進入創業教學活動，形成具有基礎專業知識的創業老師，

透過嚴謹有系統的多元創業課程培訓，即能快速傳授創業

教學的心法，能充分給予學生創業知識的教導。 

  本研習課程為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多年的種子師資

教學及培訓，精心規劃課程內容，分別有下列十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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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一.精闢創業教育內涵及實務教學經驗 

二.授課師資擁有五年以上創新創業教學經驗 

三.授課師資擁有豐富產業創業及輔導實務經驗 

四.多元的產業創業營運計劃書案例研討解析 

五.精實的創業課程教學演練及競賽活動 

六.多樣的創業課程教學技巧介紹 

七.大學學期創業課程規劃設計 

八.創業諮詢及創業輔導技巧教授 

九.邀請傑出產業創業家交流會談餐會 

十.整合校內、外創業資源建構創業環境 
 

■效益 

一、透過課程講座與案例探討和交流，協助兩岸創新事
業種子師資瞭解創新事業真實的發展情境與相關之
創新事業課程如何成功落實。 

二、邀請成功的企業家進行創業講座直接面對兩岸創新
事業種子師資傳授創業過程的實務經驗並進行交流，
可以充份的讓種子師資瞭解企業家真實的創業過
程。 

三、運用小組討論與分享，建構種子師資創新事業基礎
認知並瞭解創新事業導論課程及學程的安排規劃結
構、案例與教學方法。 

四、以 3學分創新事業課程作為基礎，協助技職校院加
入專業技能課程，藉以開發創新事業學程，同時分
享國內已開設創新創業學程的院校系所資訊，共同
加速推廣創業教育學位學程。 

五、培育兩岸創新事業導論課程種子師資，建立創新事
業導論課程教案及企業案例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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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創新創業課程授課經驗交流，辦理創業教育研討會，
分享各校授課經驗及教授技巧。 

七、依據民間建構之創新創業專長認證機制，導入學校
教育系統，為具備「創造就業的能力（創業力）」的
基礎。 

八、完成本課程培訓的學校，國創會可協助派遣業師到
校協助教學。 

 
■日期 

2016 年 12 月 16 日~20 日（週五-週二） 

■地點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 2 號） 

圖書資訊館 6 樓 

■ 報名對象 

(1) 兩岸各大專、技職院校教師或育成中心經理人 

(2) 業界對創新創業領域有興趣的經理人，並志在輔導創業團

隊， 

未來可以協助學校創業課程的業師或致力於創新創業推

動的夥伴 

■課程內容：總計 57 小時 

一、3 天 27 小時：講師授課及小組討論和分享(參閱課表)，

每堂課都需繳交 OPSP 心得報告，提升學員的 Smart 

Power。 

二、2 天 18 小時 : 優良廠商參訪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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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回報「課後定期追蹤分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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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3 學分）及「創新事業規劃」課程（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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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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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小時：業師諮詢輔導。(依學員實地需要及時間安排) 

五、出席 4/5 以上者頒發結業證書。(非特殊狀況請勿缺席) 

 
■課表 

Day 1（9hrs） 12 月 16 日(五)(講師於邀約中) 

時間 主題 內容 講師(邀請中) 

08:30~09:00 報到分組/相見歡 
學員報到、資料領取、組織

團隊、交流、互動 
國創會 

09:00~09:1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高雄第一科大校長 

國創會 秘書長 

09:10-10:20 
創業教育之內涵 

與發展 

1、 創新事業課程之內涵與 

   發展 

2、撰寫 OPSP &輔導日誌說明 

國創會 

楊士進秘書長 

10:20-10:30 休息 全體 

10:30-12:00 
*創業教育在大學的實施 

*創業的流程與步驟 

1.創業型大學在大學推廣 

  的困難與挑戰 

2.如何在大學推展的方法 

 

12:00~13:00 午餐 全體 

13:00-14:40 創業企劃書撰寫 
1. 講述創業企畫書種類用  

途、撰寫的技巧及要點 
 

14:40~15:00 休息 全體 

15:00-16:30 技術商品化 

1.技術商品化的概念與流程 

運作 

2.技術商業化的展開過程 

 

16:30-17:30 案例討論      計劃書分析(一) 
 

18:30-20:30 

晚餐 
創業家交流餐敘         (科技業) 

 

20:30~ 互動時間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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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9hr）12 月 17 日(六)(講師於邀約中)  

時間 主題 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交流互動 
 

9:00-10:30 創業資源整合(校內外) 建構校園創新創業環境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創業課程的設計與規

劃 

  *創業競賽設計規劃 

1.如何善用創業教師擁有的

技術及知識、專長強項 

2.如何規劃開辦創業課程及

競賽規劃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40 
創業教學方法的設計與運

用 

(以創新創業首部曲課程引

導進階班的「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14:40-15:00 休息  

15:00-16:30 創新創業商業模式 

1. 何謂商業模式? 關鍵元

素為何? 

2.創業家面對創新的事業

如何展開營利設計?  

 

16:30-17:30 案例討論 營運模式分析(二) 
 

18:30-20:30 

晚餐 
創業家交流餐敘 (文創業) 

 

20:30~ 互動時間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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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9hrs）12 月 18 日(日)(講師於邀約中) 

時間 主題 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交流互動  

9:00-10:30 
*全球創業趨勢發展 

  *創業育成加速器 

1.介紹全球創業價值、環境、   

女性創業 

2.全球育成加速器的啓動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創業財務規劃 

/投資 

財務和募資、募資過程 

群眾募資、財務管理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40 
創業教學演練 

競賽 

創業教學演練競賽 

(以創業入門參考書為範本

─學員擇一單元授課) 

 

14:40-15:00 休息  

15:00-17:00 
創業教學演練 

競賽 

創業教學演練競賽 

(以創業入門參考書為範本

─學員擇一單元授課) 

 

18:30-20:30 
晚餐 

創業家交流餐敘 (服務業) 
 

20:30~ 互動時間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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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6hr）12 月 19 日(一)(企業參訪安排中)  

時間 主題內容 企業家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企業參訪(一) 安排中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企業參訪(二) 安排中 

16:00~ 互動時間/明天見 全體 

 

 

 

Day 5（6hr）12 月 20 日(二)(企業參訪安排中)  

時間 主題內容 企業家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企業參訪(三) 安排中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案例討論 

全體 

16:00~16:40 結業/頒發結業證書 

 

 
（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課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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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用: 優惠價新台幣 24,000 元(原價 30,000 元) 

            夥伴學校新台幣 20,000 元 

(含課程餐點、10小時實習報告批閱、2 小時業師輔導，共 57小時) 

              大陸人士人民幣 10,000 元。 

(含課程餐點、10小時實習報告批閱、2 小時業師輔導，共 57小時 

 五天四夜住宿) 

 

■匯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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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請於線上報名後兩天內完成匯款，請將匯款資訊 email   

  至經國創會確認無誤使完成完整報名手續。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ml3lxgfMIly1ZXOp2 

            (一律線上報名) 

         (待確認中，或由國創會網站報名) 

※截止日期：至 106年 12月 7日(三)止 

■聯絡窗口 

國創會 徐勤修經理 李彗綾專案秘書 

(02)7730-8836 

christine@globaltic.org 
 

https://goo.gl/forms/ml3lxgfMIly1ZXO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