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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年輕世代競爭力談起從年輕世代競爭力談起

It was the best times.  It was the best times.  
It was the worst timesIt was the worst timesIt was the worst times.It was the worst times.

h l kh l k‐‐‐‐‐‐‐‐ Charles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A  A  Tale of Tale of Two CitiesTwo Cities》》



‧這是個最壞的時代:

學校裡的知識 技術價值何在?學校裡的知識、技術價值何在?

努力讀書、認真做事，意義何在?

是個充滿不確定性的時代!



‧這也是個最好的時代:

便捷、快速、連結的世界村!

隨時、隨地、隨手可得到最完整資訊隨時、隨地、隨手可得到最完整資訊



What Happens in an Internet Internet 
MinuteMinute?MinuteMinute?



一般人看到的也許是問題一般人看到的也許是問題

創業家看到的是機會



打破時空阻隔的時代打破時空阻隔的時代

• 社群網站: FB、人人網

即時通• 即時通: Line、Wechat
• 共享經濟: Uber、AirBnB、Myflat.hk(Around)、共享經濟: Uber AirBnB Myflat.hk(Around)
DropboxDropbox



物聯網時代物聯網時代



Maker時代來臨Maker時代來臨



網路世代的機會網路世代的機會

h lEase to access technology 
and fancy trendand fancy trend

No more Hardware 
prototyping barrier exists!

Cloud fund raising is easier! Cloud fund raising is easier! 



全新模式全新模式

快速打造產品原型，快速拿到資金快速打造產品原型，快速拿到資金
Pebble had 78,471 backers and $20,338,986 in Kickstarter funding,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Monday. Pebble's initial goal on the crowdfunding site was $500,000.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2117384013/flux‐all‐in‐one‐3d‐printer‐unlimited‐elegant‐simp



Nxie: wearable DroneNxie: wearable Drone



物聯網世代



即將實現的未來



掌握新世代創新大機會掌握新世代創新大機會



創業如何開始?創業如何開始?

“需要為發明之母!＂“需要為發明之母!＂

“物以需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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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 2014年教育特刊

拾玖團隊創辦人－陳佾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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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車變商機：分享輪sharing wheel廢車變商機：分享輪s a g ee

拾玖團隊：分享輪拾玖團隊：分享輪

社群共享單車服務

實體雙向平台—實體單車服務結合廣告實體雙向平台 實體單車服務結合廣告

共享機制—有效利用單車資源再造價值

未來願景

電子單車鎖技術整合，導入現有15所大
學1500台單車，用手機就能借車

將社群式單車服務拓展至日本 新加坡將社群式單車服務拓展至日本、新加坡

獲獎佳績

2011 台大創新競賽第二名2011 台大創新競賽第二名

2011 台大實現校園創意補助(20萬)

2014 經濟部SBIR phase1 (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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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tilityVersatility

iMbrief



1/6 couples p
suffer infertility problem





App + +App + +

Optical lens Chips

Smartphone/AppSmartphone/App
資料來源：億觀生技



資料來源：億觀生技



顯微翻轉教育

資料來源 億觀生技資料來源：億觀生技



Himelight-打造專屬個人特色履歷Himelight 打造專屬個人特色履歷

創新區塊排版，凸顯最有價值的特色，重塑自我價值，改造求職體驗。



好時光-教育部運動創業家競賽首獎好時光 教育部運動創業家競賽首獎

好時光團隊目前
進駐NTU Garage，進駐 g
為解決女性族群
運動上的困擾，透
過線下( ffli )遊戲過線下(offline)遊戲
化運動訓練，結合
線上(online)的運動
交流網站，打造最
離不開的O2O女性
運動社群平台。運動社群平台。

By 臺大創聯會facebook 104.6.30、好時光運動筆記





龍骨王-雲端體感復健系統龍骨王 雲端體感復健系統

運用裝置體感技術，幫助復健者
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回復健康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回復健康。



Readmix閱獨計畫，創造獨立書店完售奇蹟

五位大學生，五位大學生，
沒有資金、沒
有店面、沒有
庫存，不花分
毫，用一百個
驚喜書袋為獨驚喜書袋為獨
立書店找到銷
售新招。售新招

By 天下雜誌2015/6/15 web



十位80後，讓榻榻米老店變潮牌

By 天下雜誌575期‐熱情海產粥/flyingV‐泉興



石頭湯的故事石頭湯的故事

4 000個蛋糕 換 個部落的微笑4,000個蛋糕 換一個部落的微笑

台大學生走出教
室，用4000個募
款天使蛋糕幫助
桃園重創部落募
得100萬元蓋屋得100萬元蓋屋
費。

By天下雜誌554期‐
臺大創意創業學程



Wecare 微善公益平台

Wecare: 微善

做公益，如此簡單！做公益 如此簡單！
隨心所欲的公益平台
WeCare = We + Care,
讓我們 ( We )讓我們 ( We )
因為善心 ( Care ) 而聚集在一起，將愛心傳遞至每一個地方。



建構出友善的創業生態圈建構出友善的創業生態圈



How to start a startup？How to start a startup？







創立 台大創意創業學程創立 台大創意創業學程

Create a JobCreate a Job,
Not just take a job!!Not just take a job!!



創意創業精神創意創業精神



•藝術與創作
•服務設計
•廣告設計廣告設計
•藝術設計與行銷
•創藝團隊育成專題
•專利取得與攻防專利取得與攻防
•YEF國際青年創業專案
•iPodium全球創新原理與實踐

學術 X 生活 X 科技 X 人文 X 創業
=創意創業達人

創創精神創創精神



•創業思想與行動
創新設計與管理•創新設計與管理

•創業行銷
•創業財務
團隊管理與領導•團隊管理與領導

以創意心法紮根

與專業知識相輔相成與專業知識相輔相成

生動活潑的多元學習

創創精神創創精神



•走出教室、走出校園
•貼身學習、實地體驗

強調創業活動的群組實踐

與真實世界接軌與真實世界接軌

創創精神創創精神



臺大創聯會大創聯會



NTU GarageNTU Garage
輔導機制輔導機制

NTU GarageNTU Garage

團隊交流團隊交流
活動活動

課程課程
講座講座

雙週舉辦一次，
鼓勵團隊互動、
分享資源

每月一次，邀請業界
專家、創業家授課分
享經驗講座講座

業師業師
資金資金

分享資源

每隊安排一

享經驗

業師業師
輔導輔導

資資
挹注挹注 NTU NTU 

GarageGarage協助媒合天使俱

每隊安排
位專屬業師
深入輔導

諮詢諮詢成果成果

GarageGarage使
樂部及天使基金

會計、法律

服務服務

創業聯誼創業聯誼

成果成果
發表發表

45於期中及期末舉辦 以聯誼形式的輕鬆對談 增

、創投諮詢

分享會分享會於期中及期末舉辦
成果發表會，展現
團隊進駐成果

以聯誼形式的輕鬆對談，增
進團隊與創業人交流互動





鑽石種子基金頒獎典禮



臺大創新設計學院
St l W D S h l@NTUStanley Wang D-School@NTU

1.成為全亞洲孕育設計創新人才龍頭
學院與創創中心共用基地
活化水源校區舊建物活化水源校區舊建物

2 課程以創新設計規劃2.課程以創新設計規劃

創新設計課程

特色專題多元場域特色專題多元場域

原型實作坊

創業工作坊創業工作坊

臺大車庫

創業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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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加速器



NTU x Stanford Design 
Thinking WorkshopThinking Workshop



臺大創業成果臺大創業成果



NTU Start up Day

49 48 52 43

2012                   2013                   2014                  2015

49                       48                        52                 43

NTU Garage    進駐團隊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目 前

台大種子創業競賽

4          12             20              24

台大種子創業競賽

初期競賽 決選團隊

20團隊

104        33

獲得50萬元創業獎勵金！



NTU GARAGE 進駐團隊列表



創業是一種助人、利他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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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上(下)櫃公司家數統計



創新創新::社會上有很多需求是我們可以幫
忙的，多想想我們可以為社會做
甚麼?

創業家精神創業家精神::克服所有困難、完成夢想



創造屬於你的時代創造屬於你的時代

勇敢走出「舒適圈」，換位思考(翻轉)!

用創業家的角度看問題，用創業家的角度看問題

以創業家的精神，掌握難得的機會!



歡迎參加台灣最大的創客活動歡迎參加台灣最大的創客活動!!歡迎參加台灣最大的創客活動歡迎參加台灣最大的創客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