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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型大學
本校審視國際潮流、產業需求及高等教育環境變化，率先於 2010 年
宣示轉型為「創業型大學」，作為本校定位及發展願景。創業型大學強調

推動模式
「創意發想」與「研發成果」是創業型大學不可或缺的活水。
「研發激發創意，創意增進研發」，善的循環產生源源不絕的活水。

的是「創業精神」，並非狹義地要師生都去創業，以學生創業數字為唯一

源源不絕的活水經過「產業化」和「商品化」的試驗與實作獲得驗證。

目標，而是更廣義地讓師生可以藉由掌握市場契機，及運用組織資源，提

經過試驗的「創意」與「研發成果」，透過「創業培育」孕育其創新特

供產品和服務，進而創造商品新價值，並在過程中培育學生具備創新的特

質與創業精神，最終得以就業、擇業、創業、達成志業。

質，及擁有『熱忱、投入與分享的創業家精神』，使學生同時兼具就業與
創業的能力，進而創造經濟價值。

推動組織
2011 年成立「創業型大學指導委員會」，邀請產官學界人士擔任指導
委員，包括沈榮津次長（經濟部）、李彥儀司長（教育部技職司）、谷
家恆校長（中國科技大學）、劉維琪董事長（台灣高鐵公司）、葉雲龍
處長（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徐瑛鍈組主任（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人才產業法制組）、卓永財董事長（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賴杉桂
董事長（台船公司）、張忠本榮譽董事長（聚鼎科技公司）、劉慶聰執
行長（創造力學院）。

2014 年首創「創新創業發展院」，整合「一級單位資源」，發揮資
源最大效益，實踐創業型大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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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生態系統
FIRST TECH 創業生態系統 (Ecosystem) 是以創業思維及行動為核心，

編撰創新創業系列教材，包括出版「創新與創業」及「創業管理」等書

致力於培養學生具備創新特質與創業精神。本系統是容許失敗的環境氛

籍，並拍攝「小資創業日記」微電影 15 集，以看偶像劇學創業方式，

圍，鼓勵勇於嘗試，積累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強化創業思維，再持續反饋

激發學生的興趣及創意。2015 年接受教育部委託出版「創新創業首部

付諸於行動，「思維付諸行動、行動強化思維」，善的循環讓創業精神在
校園拓展與深化。

曲電子書」，協助普及創新創業教育。
邀請國內知名企業家蒞校參加「創業講座」，並與上銀科技公司合作開
設「HIWIN 論壇 - 傑出總裁講座」分享寶貴創業經驗。
與工研院產業學院、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合作舉辦培訓營活動，研擬
培訓課程主題與內容，頒發種籽教師研習證書。

103 學年度管理學院開設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電資學院開設學士後
高科技創業學士學位學程。

創新創業教育與育成
創新創業教育

舉辦創業星光班研習營、成立「卓越創薪社」、「小老闆俱樂部」等學
生社團，並成立「台灣大學生創業網」。

▲ HIWIN 論壇總裁講座邀請義美高志尚
董事長演講 2015.5.21

設立創新創業輔導老師 Hello Innovation（HI）老師、協助學生組成創
業輔導團隊，並舉辦創業競賽活動、成立「微創業試驗場」，讓學生體
會創業樂趣，並從中學習寶貴經驗。
首創將「創意與創新」課程列為大學共同必修，有系統的提供創新、創
意、創業課程教育，建立創意實踐平台，提升學生創意及創新能力。

▲於教育部舉辦創新創業首部曲
新書發表會 201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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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育成

2015 年舉辦「兩岸創新創業

創業競賽獲獎

輔導學生參加「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

大學高峰論壇」，並籌組「兩

鼓勵師生參加國內外各項創業競賽，並申請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

岸創新創業大學聯盟」，成員

服務計畫（U-START）、科技部及本校創新激勵計畫，爭取創業費用補

包括本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助。歷年（U-START）佳績如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北京科

（1）2015 年度審查通過 4 案，包括「小資集企發社」、「第一精鍛」、

技大學、江蘇大學、南京理工

「新視界」及「Fresh 鮮咖啡」，通過件數與國立台灣大學及國

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

立高雄大學並列第一。

學與深圳大學等 9 校，共同投入創新創業種子師資培育、創新創業教
材編撰與分享、知識技術研發與應用、創新創業實作設備與環境、創業
資源的支持及聯盟人力資源合作，落實培育創業精神的執行策略、推動
機制與措施。

（2）2014 年度以「JOMO FUN 親子數位樂學」1 組創業團隊，共獲

50 萬元創業補助款。
（3）2013 年度通過 3 組「U-START」創業團隊，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並列全國第一。

2015 年建置完成「創夢工場」，提供實踐創意的空間，也是培育新創

（4）2012 年度「好神綠能團隊」及「戲墨數位圖像工作室」2 組創

事業的基地，鼓勵不同專業領域的師生共同激盪創意、發表創意、實

業團隊，分別以「水族箱 LED 燈」及「互動式有聲繪本 App」

現創意，進而組成創業團隊，完成創業夢想。

商品通過 2 案，共獲 100 萬元創業補助款。

2015 年建置完成「產業實驗園區第一大樓」，提供企業專屬進駐營運

（5）2011 年度通過 3 案，獲 150 萬元補助，居全國科大第二。3 組

空間，可以進行試量產、試營運，並驗證商業模式，奠定創業發展的

團隊均已進駐本校育成中心，其中「傑誠科技」主要生產面板內

深厚基礎。

背光模組的導光板，開發出創新的「超薄型導光膜」，續獲第二

2014 年度執行教育部技職司委託之「專科以上學校推動衍生企業之意

階段製造業入選獎 40 萬元獎金，該公司已順利量產，成為校友

見彙整及法規資料分析」計畫，落實推動學校衍生企業，促進校園研

創業成功之典範。

發成果商品化。
提供新創企業團隊在設備、技術、商務與管理之諮詢與支援，累計至

2014 年，共計培育 122 家企業，其中 2014 年度培育廠商計 27 家，
並輔導新創公司達 15 家，較 2013 年度成長 12.5%。

2013 年成立「第一科大天使投資（股）有限公司」，為南部第一個校
園創業天使投資基金，已募集 3,410 萬元資金，初期以第一科大師生
校友之新創事業為主，逐步推展至策略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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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政務委員馮燕（右二）參觀「創夢工場」

2015.5.8

▲高雄市教育局長范巽綠及高中職學校校長
蒞校參訪「創夢工場」2015.8.7

創夢工場

參加國內外各項創業競賽佳績：

這是一個可以實踐創意的空間，

（1）榮獲 2015 台灣微軟第三屆青年築夢計畫創業種子組金點獎。

也是一個培育新創事業的基地，鼓

（2）參加 2015 年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第一、二梯次各入圍 2 件，

勵不同專業領域的師生共同激盪創

其中 1 件前進 20 強，共獲 22 萬元獎金。

意、發表創意、實現創意，進而組

（3）榮獲 2015 兩岸四地微創業大賽第三名。

成創業團隊，完成創業夢想。總計

（4）榮獲 2015 北京科大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競賽第三名。

約 500 坪的空間，分為創意展示、

（5）榮獲 2014 TiC100 社會企業創新競賽「冶綠組」第一名。

創意教學、創意魔法、創新實作及

（6）榮獲 2014 第 19 屆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資訊應用組第一名、

創業培育五大功能區域，未來將配

工商創新雲端應用組第一名、產學合作組第一名。
（7）榮 獲 2013 台 灣 創 新 事 業 智 慧 獎 Tic Taiwan Award， 並 獲

2014Tic Mongolia 代表權。

合推動「創客（Maker）教育與運
動」，提供創客實作空間與設備，
透過創客「實作、學習與分享」的

（8）榮獲 2013 年第七屆餐旅創意 ( 業 ) 競賽社會組第一名。

課程或工作坊，養成師生「動手做」

（9）榮 獲 2012 蒙 古 國 際 綠 色 環 保 創 業 競 賽 Health Friendly

的習慣，並規劃建置「創新自造基

Business 組冠軍。
（10）榮獲 2012 千里馬盃全國創業競賽創業服務組金牌獎。

▲創意展示中心

地」，鼓勵學生動手做、試錯、實
踐創意及開放分享，未來創夢工場
將成為「創新創業的全方位培育基
地」，亦是推廣與實踐創客精神的
平台與旗艦基地。

▲榮獲 2015 台灣微軟第三屆青年築夢計畫創業種子組金點獎 2015.1.13

▲創意魔法屋

▲創業培育室

▲創新實作工坊

▲創意教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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