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  1 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說明  

課程名稱：創業學苑 

開課班別：通識教育                  學習時數：36 小時（2 學分）       

授課教師：吳其璁 03-8903687                     課程助教：無 

上課地點：創新育成中心 D+共用空間 

上課時間：依課程同學協調 

一、課程概要與策略： 

此課程為通識課程： 

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自 1997年開始，結合政府、研究機構、大學校院等單位共同

推動育成政策，主要功能在於孕育新事業、新產品、新技術及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藉

由提供進駐空間、儀器設備及研發技術、協尋資金、商務服務、管理諮詢等有效地結合多

項資源，降低創業及研發初期的成本與風險，創造優良的培育環境，提高事業成功的機會。 

國立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立於 1998年，成立以來，平均每年輔導 25家企業，創

造五件以上的產學合作案。本中心以專業建立企業服務與輔導的平台，有效運用政府、學

校及企業的資源，在技術提供、空間、顧問諮詢、行政支援、教育訓練等層面，協助中小

企業解決經營、行銷、管理、研發等問題，提昇東部企業競爭力，多年來已成功輔導百餘

家廠商。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廣創新創業，並提供了許多相對應的計畫補助案、低利率貸款、創

業課程、顧問輔導等資源，而許多創業資源對於學校學生而言相對陌生。在學校內，創新

育成中心對於學生的角色，就是協助將各項資源做整合，並依據學生的需求提供相對應的

資源。 

透過這一學期的創業學苑，能夠讓學生透過課程學習、了解對於創業的基礎知識、政

府資源運用、案例經驗分享，讓每位學生在未來畢業前，都能夠對於創業有基本的概念，

提升未來創業的成功率。 

 

二、課程目標 

透過課程講授政府創業資源、育成輔導案例、創業家經驗分享、企業參訪以及分組撰

寫計畫書等方式，讓學生對於創業能夠有更深刻的了解。此外，亦將透過廠商拜訪、交流，

讓學生能夠更快速了解在創業歷程中遇到的問題、困境，並撰寫企業創業故事、提供經營

與行銷的建議，讓學生能夠增加更多思考的面向。 

 

三、創業實務與操作： 

（一） 計劃書撰寫實務： 

1、 育成資源分享、分組與創業標的討論：讓學生了解學校育成運作與相關輔導案

例分享；讓學生先進行分組，並討論團隊可能創業的內容。 

2、 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 1：初步針對計畫書撰寫教學。 

3、 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 2：修正初步計畫書，討論修正內容，並請團隊報告。 



4、 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 3：修正計畫書，討論修正內容，並請團隊報告。 

5、 創業簡報製作與簡報技巧：創業簡報製作與簡報技巧分享 

6、 期末成果發表：完整計畫書報告。 

（二） 參訪觀摩實務： 

企業與創業資源單位參訪：參觀企業單位，並了解在地創業資源。 

（三） 課程實務： 

1、 創業案例分享：邀請創業家前來分享創業歷程，讓學生能從經驗中學習。 

2、 政府創業資源分享：了解政府各部會創業補助、貸款、獎勵金等內容。 

3、 商業模式解析與財務報表製作：讓學生了解商業模式、獲利機制與財務相關報

表，對於創業計劃書概念與內容能更完整。 

4、 企業創業故事撰寫、經營建議提供：了解學生對於其他創業案例的問題切入方

式與文案撰寫練習。 

（四） 相關創業計劃書投案時程： 

1、 教育部青年署 U-start 6/15 前 

2、 戰國策 4/22 前 

3、 其他創業競賽，最晚須於 6/24 前完成(如台東大學三創競賽、北科大或其他學

校創業競賽) 

 

四、課程基本要求及評分基準： 

（一） 修課的重點在於本學期間參與創業計畫書撰寫實作，並將創業計畫書送出參與創

業競賽；企業創業故事撰寫、經營建議提供，讓學生能加速了解創業的問題與歷

程。 

（二） 課程作業： 

1、 學生分組，並挑選課程中提供的企業名單，撰寫企業創業故事，並在最後加入

針對企業經營的想法與建議(使用標楷體、標題 14 字、內文 12 字、單行間距、

上下左右邊為 2.54 公分，不須封面)，參照附件一。 

2、 於※第八堂課前繳交企業故事撰寫。 

3、 創業計劃書(參照附件二)： 

(1) 分組進行(每組人數 2-5 人)，於第三堂※課開始前完成分組 。 

(2) 各組須於撰寫創業計畫書 2 與撰寫創業計畫書 3（※第六堂至第九堂）進

行進度報告(繳交 word 電子檔，並用簡報報告，各組 10-15 分鐘)。 

(3) 期末成果發表為完整創業計畫書紙本繳交與簡報(各組 15 分鐘) 。 

4、 期末為報告為完整創業計劃書報告(含簡報) 。 

（三） 請假規定：整學期可請假二次，共 6 小時課程(將扣出席率次數)。 

（四） 評分基準：出席率 36%、創業計劃書與期末報告共 40%、企業故事撰寫 8%、課程

表現 10%、創業計劃書投案創業競賽（比如：U-start、戰國策或其他創業競賽)6%。 

（五） 上課地點：創新育成中心 D+共用空間。 

（六） 課程人數：20 人為限。 

  



五、課程大綱 

*教室上課與戶外教學： 

教學期程 課程項目 課程內容 時數 日期 教師 

第一堂 
課程說明與戰國策創

業競賽分享說明會 
創業競賽說明會 3 

3/8(五) 

13：00-16：00 
吳其璁 

第二堂 

育成中心資源分享與

案例解說、分組與創業

標的討論 

讓學生了解育成中心輔導

資源與過往輔導案例分

享；分組與課程作業說明 

3 
3/12(二) 

18：30-21：30 
吳其璁 

※第三堂 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 1 教導學生撰寫創業計畫書 3 
3/22(五) 

13：30-16：30 
外聘-林懿庭 

第四堂 創業案例分享 創業家案例分享 3 
3/29(五) 

13：30-16：30 
外聘-徐歷權 

第五堂 政府創業資源分享 

淺談創新創業概念以及目

前政府現有各項創業補

助、貸款等措施，讓學生

了解各項資源應用 

3 
4/12(五) 

13：30-16：30 
吳其璁 

※第六堂 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 2 教導學生撰寫創業計畫書 3 
4/19(五) 

13：30-16：30 
外聘-林懿庭 

第七堂 
商業模式解析與財務

報表製作 

了解商業模式與財務報表 

**繳交企業創業故事 
3 

4/26(五) 

13：30-16：30 
外聘-楊春桂 

※第八堂 
企業與創業資源單位

參訪 

參訪企業、工研院、石資

中心 
6 

5/3(五) 

09：30-16：30 
吳其璁 

※第九堂 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 3 
教導學生撰寫創業計畫書

與學生課程報告 
3 

5/10(五) 

13：30-16：30 
外聘-林懿庭 

第十堂 
創業簡報製作與簡報

技巧 
簡報教學分享 3 

5/17(五) 

13：30-16：30 
外聘-安排中 

第十一堂 期末成果發表 創業計劃書報告 3 
5/31(五) 

13：30-16：30 

吳其璁、 

楊春桂、 

外聘講師 

備註：課程原則上都以星期五下午為上課時間，若有講師無法前來，可能調整為星期四下

午或星期四晚上。 

 

  



附件一：企業創業故事(目錄參考) 

 

一、 企業名稱 

二、 採訪團隊人員 

三、 企業產品 

四、 創業故事 

五、 經營、銷售等建議 

六、 附件(不列入頁數) 

 

說明：本文以 2-5 頁為限，使用標楷體、標題 14 字、內文 12 字、單行

間距、上下左右邊為 2.54 公分 

 

  



附件二：創業計畫書範本(完整計劃書目錄參考) 

第一章 創業機會與構想 

七、 創意概念或緣起 

八、 創新性情境描述 

九、 市場機會點 

十、 團隊競爭優勢 

第二章 產品或服務內容 

第三章 市場與競爭分析 

一、 市場特性與規模 

二、 目標市場 

三、 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 

第四章 行銷策略 

一、 目標顧客 

二、 行銷策略 

第五章 營運策略與規劃 

(產銷合作分工/人力、技術、管理、通路等資源整合） 

第六章 財務計畫 

一、 預估損益表 

二、 預估資產負債表 

第七章 結論與投資效益  

第八章 附件(不列入頁數) 

與本計畫之作品及團隊人員之相關研發過程、得獎獎狀或專利證書之佐

證文件資料。 

 

說明：本文以 20 頁為限，使用標楷體、標題 14 字、內文 12 字、單行間距、

上下左右邊為 2.54 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