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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會是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所輔導成立的社

團法人，自1972年5月17日創會以來，即積極強化產、官、

學資源連結，建構一 個創業合作交流與資源共享的平

臺，提升各項創業資源的使用效益，有效推動各項創業
的輔導工作，培植眾多青年創業家以及輔助具有潛力之

企業設立，45年來一路伴隨及參與國家經濟建設與發
展，累積了豐碩的創業經驗與資源，成為臺灣以輔導創業

為宗旨，成立最久、規模最大、資源最多、經驗最豐富的
社團法人。

青創會擁有完整的顧問群、最領先的創業資訊，為企

業各階層人才量身訂作多元且專精的創業諮詢與培訓
課程，並針對創業所面臨的各種疑難雜症，提供全方位

的輔導與協助，結合辦理39屆以來遴選的600位創業楷

模、全國25縣市青創分會以及4000餘家企業會員所建構

的豐沛商機與人脈網絡，成為臺灣最受肯定的創業交流
平臺。

青創會每年均承辦諸多政府委託之創業相關專案，從

提案、規劃到執行，已建立相當嚴謹的管控能力與專業的
執行力，並以前瞻的思維、領先的視野，建置完整的創業
知識庫與輔導機制，提供(欲)創業者「創業諮詢、創業培
訓、創業後續關懷」一條龍的創業前、中、後輔導服務，
多年來已培育出無以數計的新創事業，為提升我國中小
企業的競爭力與續航力，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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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政策建言

政府

創業楷模選拔

最佳創業
園地

企業訓練輔導
兩岸經貿交流
國際事務參與

社團

創業刊物出版

各類活動辦理

未來，青創會將會持續堅守創業輔導服務的崗位，積極
落實「大家幫助大家開創事業」的創業理念，實現「開創臺
灣成為最優質創業園地」的願景，讓青創會成為創業者的
良師、企業家的益友，期盼所有人都能夠在青創會的平臺
上，敢夢、築夢，並達到圓夢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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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創新 點亮產業新勢力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吳明機 處長
4

今年2月甫接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吳明機處長，過去曾任經濟部技術處處長、經建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顧問兼科
技會報執行秘書以及經濟部工業局局長等重要職務，資歷完整、學驗俱豐，對臺灣產業發展脈絡及國際市場趨勢瞭
若指掌，值此臺灣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背負著全國138萬家中小企業殷殷期待的他，將全力拚出讓企業有
感的施政措施與服務，為產業界創造更有利的經營環境，落實優化我國產業結構的目標，重塑臺灣中小企業的創新活
力與國際競爭優勢。

政策點火
驅動產業全面升級

掌握國際趨勢
翻轉產業發展契機

中小企業向來就是臺灣產業結構的主力，
也是國家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成長引擎，因此
扶植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優化創業環境、驅動
創新創業風潮，帶動更多新創事業的活絡與成
長，也成為政府長年推動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
的核心戰略。

減近年來，由於國際環保意識高漲及綠色製
造觀念的興起，如何用最少資源，在創造最大經
濟價值的同時，又能兼顧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
已經成為全球企業不可忽視的議題，「循環經濟
在國際上區分為工業循環及生物循環，因此一
般都會把重點放在製造業及農業上，但我覺得
循環經濟並不是只有製造業要去思考的議題，
服務業其實也是循環經濟體系裡相當重要的一
環。」例如，許多餐廳產生的廚餘，可以透過科
技變身有機肥料，農民再利用這些肥料栽種優
質無毒蔬菜，回頭供應給餐廳，這種利用廚餘再
回收創造農業產值，發展出環保、農民與餐廳多
贏的循環經濟成功模式，也是吳處長建立循環
經濟驅動力的核心理念，「循環經濟已是全球大
勢所趨，也是臺灣中小企業必須積極面對的課
題，因此企業應積極導入綠色思維，從產品設計
開始，就必須全面評估，在製程上要如何減少材
料的損耗以及未來是否會對環境造成汙染與衝
擊，進而與其他企業合作，建立更大的技術創新
價值，才能爭取更多全球綠色商機。」

隨著全球經濟體系快速融而為一的發展趨
勢與國際間創新科技的強勢崛起、推陳出新，
讓許多臺 灣中小企 業面臨高度的生存 挑 戰，
「臺灣的中小企業跟大型企業一樣，都面臨升
級轉型的危機，但危機也可以是轉機！」因此，
吳處長上任後即積極檢視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
契機與阻力，並在「連結在地、連結國際、連結
未來」的國家政策下，打造「數位經濟、循環經
濟、體驗經濟」三大核心驅動力，期能藉此建立
一個健康的產業生態系統，串連完整的產業價
值鏈功能，進而成為中小企業在經營思維與專
業技術上全面升級轉型的原動力。
「數位經濟是國家經濟成長最重要的驅動
力。」工業4.0的議題在全球持續增溫，而數位
化則是產業轉型自動化、資訊化與智慧化的重
要關鍵，因此全球企業莫不積極投入研發新興
數位工具，發展全新數位商業模式；如今，各種
嶄新的創新數位科技已在全球各個產業領域快
速散播，不論是人工智慧、AR、VR等創新科技
技術，甚至臉書直播的風行，都為臺灣電子商
務與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因此
吳處長也期待未來能夠透過數位經濟驅動力，
強化中小企業在數位科技發展上的能量，並有
效運用數位科技提高生產力，建立臺灣在國際
產業價值鏈的優勢地位。

「體驗經濟就是說故事的能力！」吳處長說，
臺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是別人做什麼我
們就跟著做，當其他企業在先進國家創造某種
生活體驗後，產生一個產品規格，礙於人力成本
考量，找上臺灣廠商代工製造，而廠商接單生產
後，對產品為什麼要這樣設計也通常不會有什麼
概念，「如果沒有經過實際體驗，產品的靈魂永
遠都是別人的。」因此，吳處長未來將全力協助
中小企業，從品牌塑造推廣、產品設計、行銷企
劃包裝等多元面向，提升中小企業說故事的能
力，為產品行銷注入更多感性元素，帶動消費模
式的改變與企業績效的成長。
青創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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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機處長積極走訪各縣市中小企業，傾聽產業心聲，
深入了解地方產業發展狀況與亟待解決的問題，期能以
新思維、新作為，為全國中小企業擬定未來發展願景，
促進中小企業順利轉型升級，突破現有產業發展困境，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發展綠色智慧建材、智慧五金衛浴及節能建材
等建築新技術及新產品，全力打造臺灣成為智
慧城市的美麗願景。

深入產業需求核心
發揮政策加乘效應
「數位經濟、循環經濟、體驗經濟」三大驅動
力是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關鍵，而未來中小企
業處將聚焦加強推動138萬家中小企業的前三
大重點產業，包括「中小型民生服務業」、「中小
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與「中小型營造業」，
吳處長說，民生服務業在臺灣屬於資源相對弱
勢的產業，卻是容納最多就業人口的產業，而中
小型製造業也承載大量的就業人口，其中也有
很多優質中堅企業，因此中小型製造業將成為
臺灣製造業的主力；然而，未來臺灣在規模經濟
上將很難與大陸相抗衡，因此，中小企業處將研
議對應的產業發展策略，結合其他部會資源，強
化中小型製造業的專業能力，培養更多精實且
具競爭力的中小型製造業，提升非大量客製化
(Mass Customization)的技術，協助企業轉型採
取少量多樣的接單生產模式，讓企業在面對瞬息
萬變的國際市場時，得以即時靈活因應，維持市
場競爭力。

6

過去中小企業處對營造業的支援，多以提供
信保基金貸款為主，但隨著國人生活水準提高，
智慧化住宅的發展也愈來愈受到關注與重視，
因此中小企業處也正積極引導中小型營造業，充
分運用數位科技工具及模組化設計應用，轉型

政策再加碼 活化經濟動能
過去政府積極推動「亞洲矽谷」、「智慧機
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及「國防」以
及「新農業」和「循環經濟」的「5+2創新產業
計畫」，作為驅動臺灣產業成長的引擎，為了創
造更全面的經濟效益，近來又增加「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及「晶
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成為全新的「5+2+2+1
產業創新策略」，吳處長認為，政府大量釋放
利多政策資源，不僅可以有效提升產業投資利
基，也會為新創事業創造機會，因此中小企業
處將會透過計畫經費資源的多方爭取，並持續
與信保基金洽商，提高中小企業貸款的信用保
證成數，再結合國發基金、創投、加強投資中小
企業實施方案等財務融通投資工具，解決中小
企業資金週轉壓力，讓有意朝這些產業發展的
中小企業，能夠穩健經營、永續發展。
臺灣經濟的發展動力一向以外銷出口為主，
而中小企業在出口比重的貢獻上更不遑多讓，
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動能的重要主體；不過，近
年來中小企業的直接出口比重已略呈逐年下降
趨勢，因此中小企業處未來也將積極協助提升
中小企業直接出口的國際化競爭能力，並與更
多國家建立雙邊貿易合作關係，延伸企業國際
觸角，接軌新南向等高成長市場，為更多中小
企業創造海外成長新商機。

此外，著眼 於國際產 業環 境 變 化 速 度 愈 來愈
快，但我國的相關法規調整卻沒有跟上腳步，為了
建構一個更友善的創業創新產業發展環境，提升
中小企業經營效率與競爭力，吳處長除了著手推動
1991年頒布的《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法之外，也
積極導入金融監管的「沙盒（Sandbox）」概念，研
擬推動「創新創業沙盒」，期能有效突破現行許多
既定且不合時宜的法規限制，提升法規的彈性與
靈活性，為更多中小企業創造更大的實質協助效
益，創造出更多新創科技與服務應用的無限可能。

政府當後盾 讓創業更帶勁
為了維持臺灣經濟穩定成長動能，政府除了透
過法令鬆綁及健全經營環境等措施，創造招商引
資的有利條件外，也積極捲動創新創業風潮，建構
臺灣成為創業型社會，因此中小企業處長年來，也
致力提供多元完整的創業資源及創新育成機制，
鼓勵青年勇敢創業圓夢，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厚植
臺灣經濟發展的軟實力。
「中小企 業 處 過去在青 創總會 協助下建 置的
『創業圓夢網』，提供的相關資訊與服務已經相當
完善，但綜觀國際趨勢，創業本身其實也是一項資
源產業。」未來，中小企業處將會積極規劃建構一
個包含育成中心、加速器、共同工作空間...等資源
全面整合的創業育成產業，建立優質的創新創業
育成輔導機制，打造育成產業的活力與能量，加速
新創事業發展，並協助他們順利通過創業初期的
經營難關，提升創業成功機率。「除了針對國內育
成資源及機制進行盤點檢討之外，中小企業處也
希望未來推動的創新創業政策，能夠與國際創業
網絡緊密連結，藉此擴大臺灣創業家的視野，強化
產業發展的能量與格局。」

政策再創新 廣化創業觸角
政 府為了鼓 勵國內中小企 業 加強 創新技術或
產 品 研 發，加 速 提 升 中 小 企 業 產 業 競 爭力，自
1999年推動SBIR(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迄今，已展現相當
豐碩的成果；但隨著國內創業愈來愈趨向年輕化，
許多新創事業團隊通常也只有少數2至3人，創業初
期往往必須日以繼夜埋首打拚，根本無暇撰寫申請
研發補助計畫書與處理經費核銷等工作。由於新
創事業已成為未來我國產業創新發展的主體，因

此吳處長將致力推動「創業型SBIR」，除了讓成
立5年以下的新創事業，在計畫書及處理經費核
銷上獲得更大的彈性空間之外，只要通過SBI R
申請程序，更可取得信保基金直接保證，再結合
法人或研究機構的研發能量及技術、資金，提供
新創事業更多創業資源與輔導協助，為新創事業
的技術開發與經營發展，創造事半功倍的綜效。
此外，「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第二代接班也是
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為了解決許多傳統產業
面臨無人繼承的斷鏈危機，吳處長也提出在歐
盟、日本等國家行之有年的「借殼創業」概念，讓
沒有下一代接班或找不到合適專業經理人的企
業，能夠順利找到轉移經營權的路徑，並有效運
用接班議題，創造快速創業的機會，降低企業傳
承的風險。

建立多元服務網絡 接軌創業資源
為了營造臺灣成為青年創業優質環境，政府除
了建置「青年創業及圓夢網2.0」提供各項線上創
業資源，也在北中南各地打造青創基地，並不定
期舉辦Workshop、聘請創業導師提供陪伴關懷
及協助輔導，讓青創基地成為青年創業與新創事
業汲取創業養分的重要聚落。此外，中小企業處
也正積極規劃運用臉書直播平臺功能，設立「創
業家頻道」，邀請成功創業家現身說法，分享創
業經驗與甘苦，再結合「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的多元學習課程及中小企業處持續推動的「創業
A+行動計畫」等各項創業輔導計畫，讓新創事
業直接接觸成功企業家，學習他們的無價經營智
慧，期讓更多青年成功創業的夢想，都能在中小
企業處建立的交流學習平臺，圓滿實現。
「來到中小企業處之後，我深刻感受到臺灣中
小企業的活力與韌性，也看到他們經營事業的艱
辛與面對的諸多挑戰，因此未來不論在勞動條件
及優惠措施的爭取、建廠土地的取得或是在人力
成本逐漸提高的壓力下，如何協助企業導入更有
效率的自動化製程等問題，中小企業處都會給予
更積極的協助與輔導，也期許自己能夠發揮過去
在工業局的經驗，以整體產業發展願景作為未來
擬定中小企業相關政策的藍圖，協助中小企業串
連中大型企業資源，建立以大帶小的機制，讓更
多中小企業快速升級轉型，一起帶動臺灣整體產
業競爭力的提升。」
(文/李銘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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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業 新願景 新價值鏈
地方創生 建構永續農業環境
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農業精采豐富，多變的地形與氣候，造就生物與作物的多樣性，但農
村人力老化、貿易自由化、氣候變遷等衝擊，讓臺灣農業發展逐漸陷入困局；近年來雖然友
善農業以及社會企業蔚為風行，但多以小規模發展為主，面對當下的困境與瓶頸，臺灣農業
應如何進行創新轉型，才能夠開創全新前景與格局?

呂美惠 戰略統籌
青創總會 創業 顧問

天候及人為
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困境

台茂全球通(股)公司

臺灣傳統以農立國，但歷經工業化時代、邁入
資訊化時代，面對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農村人口凋
零老化、經營缺工、接班斷層，加上氣候變遷及自
然資源枯竭...等嚴峻考驗，讓農業發展面臨重重
困境。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臺灣農業基礎結構面臨
的問題和全球相差無幾，環境資訊中心報導指出，
臺灣與歐美國家不同之處在於家庭農場、耕地面
積小以及農民老化問題相較其他國家更為嚴重。
8

「氣候影響非常大！特別是以植物耕作
的農業為主，四季的節奏出現變化、溫度遽
變，植物的栽種及收成就會發生問題。」從
事農產品輔導服務十多年的呂美惠語重心
長道來，農業包含農、林、漁、牧，臺灣因林
漁牧業經濟價值較高，因此談及農業困境，
主要是以植物作物為討論範疇，而以臺灣島
國特性，除了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影響外，還
有豪大雨、颱風、乾旱、寒流等極端氣候帶
來的天災，因此農作物受到的衝擊層面也相
當廣泛。

「產銷失衡、農民搶種」更是臺灣農業推展
的一大致命點，也是農民經濟收益受到侷限的
因素之一。因為農作物栽種並非短期可收成，加
上當有天災農損時，媒體往往大肆報導，卻因
搶種導致農作物過剩，價格反而跌落谷底。即
使這樣的惡性循環屢見不鮮，但只要有颱風暴
雨肆虐時，同樣的劇情仍會不斷重新上演，「要
輔導農民栽種其實很難，因為媒體影響占了非
常大的因素，大家看到哪邊賺錢，就想往哪裡
去。」對呂美惠而言，雖然從事農業輔導多年，
但仍敵不過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宣傳，心疼卻
也無奈。因此，如何充權農民，讓經濟產銷權掌
握在農民手裡，讓農業發展產生良性循環及農
村自立的可能，則是突破目前農業發展困境的
重點。

讓農業成為「重返生活」的理念
農業發展是百年政策，呂美惠感嘆臺灣早期
的農業推展方針皆以補助為主，加上農業推廣
需要時間累積，短期內難以看到成效，往往成
為政策推動的犧牲品。而農業發展的轉機，則
在於近年來「生活型態的轉變」。
在臺灣早期經濟發展歷程中，農業是基礎建
設糧食生產的重要一環，因社會環境變遷、外
來食物引進、飲食習慣改變，農民人數和農糧
產值都面臨持續下降的處境。但農業不只是經

濟功能，其包含的多功能價值，除了經濟效益
及工作謀生外，也是對土地家鄉及環境保育
的實踐，更是回到農村社會中對世代傳遞及
文化價值的傳承。
臺灣從工業化發展邁入資訊化時代，農
業成為高科技島國科技菁英及都市居民眼中
「重返生活」的選項，也是對食品安全追求
的目標，農民的身分也開始出現不同以往的
新興定義及更多樣化的發展。
傳統上的農民是在農村社區中承襲務農
耕作的生活方式，而所謂的「新農民」，則是
1990年代以後，因社會經境環境轉變，在工
商社會高度壓力的生活中，為理念或體驗不
同生活型態等誘因進而從農的新世代，或是
原先來自公務單位、科技業、其他工商業部
門等以兼職或退休後進入農業的工作者。
傳統農民及新農民有著本質上的差異，當
「農業」成為一種新的生活選擇，也為傳統
注入新的能量，而新農民往往擁有較高的教
育程度，以及其他專業背景或產業商業運作
經驗，他們通常具備更高的能力回應市場變
動，並且懂得利用政策性資源，例如各項補
助、驗證、獎勵措施...等，來維護自身利益。
同時，由於食品安全、友善土地的議題也逐
漸受到重視，農業發展於是有了新的契機。

傳統農民與新農民之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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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臺灣農業
向前推進的力量
「新農民」是近年來務農的新興型態，許多
農村透過年輕人的創意投入，轉變為體驗農
場、開發周邊產品、或是都市近郊的農園認養
等，都為農業發展注入新的可能及想像。但是
這種務農生活型態的轉變，相對而言仍屬小
眾，且提高農民收入的效益也有限。要讓農村
發展、農業推展，「青年回鄉或移居是很大的
關鍵！」呂美惠強調，青年農民是未來發展的
趨勢，如何讓青年回鄉是很重要的課題。
農村人口的快速老化、農場缺乏工作承接
者、農業基層勞動力缺口亟待補充，政府雖推
展多項政策鼓勵青年回鄉或投入農業，然青年
從農面臨技術、土地、資金、行銷...等各項門
檻，則是讓青年窒礙難行的屏障。
對於臺灣的農業推展政策或輔導方案，呂
美惠則認為政府欠缺長遠的規劃及思考，「大
家都知道農村的傳承要靠年輕人投入，但是在
政策上對青農的輔導卻遠遠不足！」農業是一

項非常專業並需要經驗累積的領域，包括農作
物的選擇、氣候的考量、耕作技巧、施肥...等，
每一道作業都是一門學問，若要鼓勵青年回鄉
發展農業，呂美惠建議應參考日本、德國農業
的培力政策，提供青農為期3~4年的培訓輔導，
方能真正貫徹落實青年回鄉的可能。
從第1年進行農業相關課程、第2年實習、第
3年採行優惠租地政策，讓青農擁有實際的耕
作土地，到第4年政策協助行銷展售，最後由青
農自立發展，一連貫的輔導過程如同專科學校
專業技術培育，讓農業的養成進階為一門真正
的專業學科。
2016年12月行政院核定推動「新農民培育
計畫」，主要策略包括學校端及職場端的輔導
措施，但呂美惠更期待的是政府對青年農民的
生活扶助，「年輕人為什麼不敢回鄉務農? 很
大一部分當然是經濟的考量。」在培育的過程
中，政府必須提出相對應的生活扶助機制，讓
青農在學習農耕專業的過程中經濟不致匱乏，
基本生活無虞，完全的培訓才有可能落實，讓
青年回鄉或移居農村不再只是空口白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農民培育計畫」政策摘要

10

讓「地方創生」
成為農村發展的創新模式
臺灣農業面臨貿易自由化激烈競爭、經營
規模小、糧食自給率亟待提升、農業人力老
化、經營者接班斷層、農業人才培育產生學用
落差等諸多問題，雖目前政府推動新農民培
育計畫，但成效需要時間的積累。就目前臺灣
農業市場發展而言，呂美惠認為，農民必須自
主積極製造機會、創造優勢，因應新生活型
態及友善農業的理念，讓農業的新價值鏈成
為產業加值契機，也讓農業多功能價值受到
重視，「地方創生」不啻為一個很好的經營型
態。

更要結合經濟生產能量，例如社區導覽餐、
觀光、餐廳、以及民宿業者...等，農家要配合
商家或餐廳業者栽種，讓農產品符合市場需
求，也讓 社區的業者具備在地特色。「當社
區有自足的能力，創造更多經濟效益，則可
吸引年輕人回流居住，甚而就業生根，讓農
村社區朝向多元發展，創造持續性的良性循
環，臺灣農業發展才能生生不息。」

地方創生是日本農村發展的一種新農業型
態，結合社區營造及地方產業，讓各鄉鎮能因
地制宜、自主發展在地經濟，讓人口回流、再
創生機。呂美惠認為，地方創生的核心價值在

因為認同地方創生的理念，期盼農村人口
回流，同時強調友善土地及保障農民的經濟
收益，呂美惠在臺中市外埔區推動「外埔秘
境」計畫，善用當地的自然資源及美景，結合
在地居民及餐廳業者，鼓勵青年朋友進駐，
將當地打造成環境保育及經濟共享兼具的社
區，吸引觀光客駐足。她希望，外埔秘境能透
過居民自力發展，吸引更多青年回鄉，也因為
居民的投入及對土地的熱愛而永續經營，更
期待地方創生模式，能夠在臺灣更多角落開

於「產銷合一」，在社區中除了農業發展外，

枝散葉、開花結果。

(文/謝筱潔)

本文內容部分引述自：1.重拾「以農立國」價值 立院再啟《農業基本法》制定，2016/06/16刊登於環境資訊中心網
站；2.瞭解台灣農民-氣質與故事的軌跡，2012/07/23刊登於於宇智電子報；3.新農民培育計畫，2017/01/23刊登於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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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
線上

活化資本市場 優化創業生態
創意櫃檯-創櫃板

「新創」及「創新」兩大關鍵字，如今已環繞在各大媒體版面及國內外大大小小的活動中，不僅許多大專院校紛紛
打造創業培訓課程，涵養學生創業技能，民間團體也積極透過舉辦新創事業實戰營、AppWorks School，結合育
成中心、創業競賽等資源及活動，鼓勵國人創業，藉此提升臺灣「新創」及「創新」能量，可見在全球經濟發展趨
緩的情況下，「創意經濟」已成為各國政府不容忽視的力量。

全球首創 籌資管道更多元
全球高度關注的創意經濟，不僅可以帶動創業及就業機會，更可創造可觀的經濟價值，因此各
國政府為了鼓勵中小企業投入創新創業，莫不積極調整相關產業發展政策，期能捲動創業風潮，提
升國家經濟成長競爭力；尤其，資金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命脈，因此一個國家資本市場運作的
良窳，更與企業興衰及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為了協助我國為數眾多的微型及中小型創新企業
發展，解決其在現行金融體制下，受限於上市（興）櫃門檻較高、籌資不易的困境，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在2014年1月3日領先全球推出「創櫃板」，成為櫃買中心多層次市場的
一員，從上櫃及興櫃的公開發行公司，延伸至未公開發行公司，提供不同規模企業更暢通的籌資管
道，成為活絡臺灣資本市場的全新動力引擎。
「創櫃板」設立宗旨是希望協助具創新創意的企業順利取得資金、提升知名度，提供企業「籌
資」與「輔導」兩大功能，冀望能藉此改善企業經營績效、促進產業發展、鏈結中小企業與資本市
場資源。

何時適合找創櫃板
在企業發展的生命週期中，往往會因人力調配、產品成熟度、通路布局、業務發展、商業發展模
式及資金規劃安排...等不同經營狀況，產生不一樣的資金與資源需求，因此政府必須提供新創企
業適時、適當的資源協助，才能讓企業迅速取得優質且充沛的資金活水，進而健全企業體質、壯大
經營規模。
有意申請創櫃板的中小型企業，發展階段大多處於創建期至擴充期、產品仍屬開發階段，資金
及人力較為不足、銷售通路零星且居於弱勢，因此資金及資源的適時挹注，也成為中小型企業、甚
至微型企業未來能否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
由於登錄創櫃板企業需要配合櫃買中心進行聯合輔導作業，企業也必須編制專人協助配合會計
師事務所進行輔導作業，藉此完善公司簡易內部控制制度與會計制度，落實公司治理，因此經櫃買
中心評估通過可登錄創櫃板之企業，通常是已創業一段時間，並產生一定規模以上的營收及資本
額，而掛牌創櫃板的企業，不論銀行授信條件或吸引創投入股，都能為營運資金挹注，帶來明顯的
加分效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了提供新創公司更便利的對外籌資管道，因此將創櫃板企業豁免於《證
券交易法》，得以公開向不特定大眾募資，同時，櫃買中心亦積極思索應如何透過籌資規範鬆綁、
增加發行新股種類...等措施，讓創櫃板企業籌資更具彈性，更有效率地取得適當的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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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櫃板對企業的助益
一、免辦理公開發行
現行公司進入資本市場前須先補辦公開發行，其財報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建置內部控制制度並取
得會計師出具內控專審報告...等，對微型創新企業而言，實為甚高之成本負擔，而登錄創櫃板並無
須補辦公開發行，可大幅節省公司成本。
二、享有公設聯合輔導
微型創新企業因資本額通常甚小而欠缺資金，倘要尋求證券承銷商、會計師等中介機構協助輔導建
置相關制度，將成為企業不小的負擔，而登錄創櫃板前之「公設聯合輔導機制」，則提供微型創新企
業會計、內控、行銷及法制等輔導，協助公司建置簡易內部控制及會計制度，落實公司治理，促進內
部健全管理，提升經營績效，同時可減輕財務負擔，強化業務競爭能力。
三、籌資成本低
創櫃板提供的籌資功能，讓微型企業可以較低的成本，募得營運所需資金，擴大營運規模，並有機
會透過創櫃板平臺，吸引潛在的投資者或是策略股東入主。此外，企業亦可透過創櫃板籌措中長期
資金，促進資本形成，讓企業財務規劃更有效率、更富彈性。而有意與創櫃板公司洽談的投資者以及
投資中小企業之投資者，係認同公司長期發展，願意給予企業較長時間茁壯，伴隨企業成長。
四、擴大營運規模提升知名度
微型企業登錄創櫃板後可取得股票代碼，將有助於公司提升知名度，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團隊，而櫃
買中心也會積極協助企業參加各式國內外展會、拓展行銷通路，藉此提升公司競爭力，爭取更大的
國際市場商機，維繫企業永續經營的發展願景。
五、增加員工向心力
由於經營者有決心向資本市場前進，打造健全的營運體質，提高員工的工作保障，因此在對外募資
時，將辦理內部員工認股，讓具向心力且認同公司未來發展的員工，有機會成為公司股東，分享公司
經營成果。
綜合以上說明，登錄創櫃板企業因有股票代碼，且經過會計師事務所帳務檢核及內控制度輔導、櫃買
中心評估及定期追蹤，因此企業體質通常已具備一定水準，而股票代碼為資本市場掛牌的證明，較易獲
得國內外各界肯定，將有助創櫃板企業提升信用及取得金融機構的貸放金額。另配合現金增資或發行公
司債等金融商品等多元資金運用，可有效降低營運成本，且員工也因公司登錄創櫃板，更相信公司有長
遠發展的計畫，可大幅提升公司內部凝聚力以及員工的向心力。

青創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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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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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板後的權利義務
一、須接受櫃買中心統籌輔導
公司於登錄創櫃板前須接受「公設聯合輔導機制」進行統籌輔導，且登錄後亦須接受櫃買中心之
持續輔導。
二、相關資訊揭露
每年申報股東會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若資本額未達新臺幣3000萬元可提供自結報告)或資本額達新臺幣3000萬以上須經會計師查
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應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且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
召開。

創櫃板現況
一、企業規模普遍較小
根據創櫃板設立目的，為扶植創新企業發展，因此多屬中小企業，甚至是微型企業，對於一般協
助投資中間人機構(例如創投或是券商)較缺乏誘因，加入創櫃板系統的意願降低，整體創櫃板投
資生態系難以建立。
二、籌資法源係依據公司法
創櫃板企業增資股份之來源，係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時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予員工及原
股東認購而其未認購之部分。公開發行對小型創新企業而言為相當高的成本負擔，而登錄創櫃板
並無須補辦公開發行。然而，由於非公開發行，因此與上(興)櫃不同，創櫃板並不是一個公開的交
易平臺，而是公開的募資平臺，申請登錄創櫃板的企業，並無法像上市櫃公司一樣掛牌交易，對於
想透過交易功能創造資本利得的投資人而言，較缺乏誘因。
三、價格資訊揭露
對於財務性投資人，或是一般協助投資中間人機構(例如創投或是券商)而言，由於價格資訊已公
開揭露，資訊不對稱所獲致的投資利益減少，而價格也會因為無流動性，而產生僵固性，對於後
續募資不見得有利，同樣也讓創櫃板投資生態系難以建立。
四、投資人承受風險控制
將一般投資人可能承受風險及損失控制在一定程度，其投資限額為最近1年內，透過創櫃板對所
有創櫃板公司認購投資股票，累計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15萬元；若為天使投資人、具財力證明之
自然人或原始股東，則不設限。
五、目前籌資情形
創櫃板自2014年1月3日正式啟用，截至2017年5月底，登錄創櫃板家數有77家，累計登錄創櫃板公
司達105家。其中，包括邑錡、易宏生物科技及凡事康流體科技等公司，因成功辦理公開發行而終
止登錄創櫃板。邑錡已於2015年12月29日掛牌上櫃，易宏生物科技與凡事康則已登錄興櫃市場。
根據統計，截至2017年5月底，透過創櫃板籌資系統完成籌資金額達新臺幣2.38億元，非透過創櫃
板籌資系統籌資之總金額計新臺幣14.31億元，總籌資金額為新臺幣16.69億元，顯示創櫃板籌資除了
具備顯性的曝光度外，亦蘊含隱性籌資之效果，於創櫃板籌資平臺募資，登錄創櫃板後，將可吸引更
多投資人、策略型夥伴接觸、洽談，進而提升資金挹注及業務合作的機會。

申請登錄創櫃板
只要是具備創新、創意及未來發展潛力且依臺灣《公司法》組織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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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請登錄創櫃板，並無設立年限以及獲利能力等限制，惟限制公司資本額或募集設立所規劃之
資本額未逾新臺幣5000萬元，但取具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科技部、縣(市)以上層級政府、國家
實驗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商業發展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或其他提出申請經櫃買中心認可
機關(以下簡稱推薦單位)之推薦函或「公司具創新創意意見書」者，則不在此限。若公司資本額超
過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公司，建議找推薦單位協助出具推薦函，將可免受資本額限制。

青創總會協助創櫃板支撐點
青創總會為了強化中小企業與資本市場接軌的能力，開設許多跨領域的創業課程，讓有心更上
一層樓的創業者，透過公司規劃、財務諮詢、募資協助及行銷資源...等系列課程，在企業不同的成
長階段，找到最適合的籌資管道與財務規劃策略。未來，青創總會將會更積極協助新創公司，順利
取得銀行融資以及外部法人募資，並透過資金媒合、商機交流...等活動，打造一個協助青年創業圓
夢、築夢的基地，期望能夠藉此帶動新創企業有效升級轉型，擴大營運規模，提升品牌知名度及企
業競爭力。
青創總會長期執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辦理投資業務，藉由直接
金融方式，與投管公司搭配投資具發展潛力之國內中小企業，協助企業在成長過程中有充足的權
益資金，從事生產、研發及行銷等業務。從投前的積極開發優質潛力個案，提供企業媒合適合的投
資團隊至投後管理，協助強化投管公司投後監理及被投資企業投後管理，形成被投資企業產業聯
合，再銜接外部資源，搭配被投資個案行銷媒體廣宣曝光，帶動整體計畫效益，逐步累積，形成一
個健康、健全的投資生態網絡。
此外，青創總會也是全國第一個成為創櫃板推薦單位的社團法人，推薦創櫃板服務的對象包括
青創總會執行專案所服務的企業、青創總會會員及全臺具潛力的優質企業，截至2017年5月31日，
已有1家公司取得青創總會出具之「公司具創新創意意見書」，目前正在接受輔導中。
創櫃板可視為興櫃市場的連結與延伸，除了豐富了臺灣資本市場的層次感外，也創造出更多中
小企業永續經營的無限可能。目前國內經櫃買中心認可的推薦單位約20餘家，而青創總會的特色則
在於積極建構一個上市櫃公司與新創公司之間的橋樑、培育未來商管領導人才及建立知識交流平
臺，成為擬進入創櫃板公司受理創新創意意見書申請的最佳服務窗口，有意申請的中小企業，可逕
洽青創總會新事業部陳柏蓁組長，02-2332-8558#335。

新創事業成功的搖籃
櫃買中心籌劃創櫃板迄今，已經成功建立一個新創企業、小型公司與投資人的合法接觸平臺，
讓這些有潛力、有創意的點子，能夠因更多資金挹注，蓄積更大的創業能量，帶動國內經濟穩步成
長，也讓全球各國紛紛起而效之。
如今，隨著如何扶助中小企業籌資議題，在全球愈來愈受到重視的潮流趨勢，國際間也積極投
入新科技、新創意的研究與發展；過去，創新大部分都是由集團內部研發部門主導開發，現在則多
透過策略聯盟以及業務合作的方式，由內向外，延伸至新創團隊。若新創團隊具有潛力以及未來爆
發力，卻苦於找不到伯樂，或是想與大集團、創投合作，都可以透過創櫃板建立的募資平臺，取得
事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資金，讓創業者可以盡情展現公司能量與積極程度，結合集團資源，鍛造企
業持續創新、茁壯成長的堅強實力，為企業發展與國家經濟，開啟全新的格局與願景。
(文/陳柏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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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興領域投資趨勢觀測系列報導

國家級投資公司的創新布局
創新創業生態的建立中，資金是其關鍵，尤其在企業初創時期的投資者，如創投或天使投資，是
支持創業者走向市場的重要助力。而為能帶動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發展，政府的投入更能帶來點火的
效果。預定於今年7月成立的國家級投資公司，正是帶動未來產業與創新發展的火車頭。
內定出任國家級投資公司董事長吳榮義指出，國家級投資公司將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尋找臺灣下
世代產業，希望能在國內形成一股創業創新風潮，帶動臺灣新一波經濟成長。目前包括富邦等保險
公司、中華電信及退撫基金等，均表達投資意願。
依國家級投資公司規劃，將先成立專業投資管理公司，初期資本額2.5億元，國發基金出資4成、民
間出資6成；再由管理公司籌募創新產業投資基金。初期將先籌募三檔基金，10億元即可啟動，領域
包括物聯網、生醫及智慧機械等其他五加二產業，未來預期擴大資金規模。投資標的為新創企業，
國家級投資公司將評估其創新想法與商業計畫，做出投資決策。
由國家驅動的投資在國際上並不罕見，如相當具知名度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與淡馬錫控股公
司，以及近期頗受關注的卡達投資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QIA)。針對新創領域，由政府部
門所支持的投資單位，不論是在家數、投資活躍度、退場件數，美國均具備領導地位。若觀察個別投
資單位，在科技創新領域的投資者中，布局甚廣、投資最為熱絡的Enter prise Ireland（愛爾蘭企業
局，EI），以及投資集中於「黑科技」的美國In-Q-Tel，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其投資標的與布局。

一.Enterprise Ireland
Enterprise Ireland成立於1998年，總部位於愛爾蘭都柏林，其為愛爾蘭政府投資機構，負責愛爾
蘭企業在全球的發展與出口，協助地區發展與穩定就業。主要服務對象包括新創企業、愛爾蘭本土
中小企業和大型跨國公司，近期投資偏好則集中於行動網路與健康醫療。
根據Crunchbase統計，2002至2016年Enterprise Ireland共投資187件，而獲投公司平均在每個交
易案中的總獲投金額約100萬美元（包含Enter prise Ireland與其他共同投資者）。歷年投資件數雖
有起伏，但整體而言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而在投資類型上，排除難以判斷的未揭露與venture輪，
Enterprise Ireland的投資是以種子與天使(Seed/Angel)階段的新創企業為主，2016年70%的交易案
件集中於種子與天使輪投資。而在投資領域的光譜上，Enterprise Ireland早期投資光譜較為單一，
但隨著許多新興科技的崛起，投資布局朝向多元發展。雖然仍多以資訊科技為主，但近幾年出現諸
多新興領域的投資，如自然語言處理、文本分析、智慧系統、行動支付、臨床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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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Ireland 投資金額與件數

Enterprise Ireland 投資類型

Enterprise Ireland有不少值得關注的投資個案，橫跨資訊、醫療、影音、教育等不同領域。雖然
是以愛爾蘭新創企業為主，但並不只限定於此，投資上也多以共同投資或跟投為主。以下為6家具
代表性的近期獲投企業概況：
◆teckro

成立時間：2015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另於愛爾蘭Limerick與波蘭華沙設有分公司
主要成員：Gary Hughes、Jacek Skrzypiec
公司簡介：與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合作，teckro運用機器學習與大數據分析技術，整合臨床試驗成果與相關訊
息，並建立行動平臺，藉由知識與資訊共享，大幅降低CR A、醫療監控、數據管理和研究人員的負
擔。
總獲投金額：780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6年8月由矽谷Founders Fund領投，Enterprise Ireland參與共同投資600萬美元A輪投資
◆METABOLOMIC

DIAGNOSTICS
成立時間：2011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愛爾蘭Cork
主要成員：Paul Hands、Charles Garvey、Diarmuid Cahalane
公司簡介：醫療檢測公司，針對孕婦與胎兒健康，與愛爾蘭科克大學(UCC)與科克大學孕婦醫院(CUMH)合作
開發具預測能力的代謝組學(Metabolomic)診斷技術。其產品核心為針對子癎前症(Pre-eclampsia)
的檢測，該技術源於科克大學教授Louise Kenny與奧克蘭大學教授Phil Baker臨床研究所發現的一
組獨特代謝物，可以利用產婦懷孕15週的血液樣品準確預測子癎前症。
總獲投金額：478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3年6月獲得SOSV加速器投資；同年12月獲Enterprise Ireland、AIB Seed Capital Fund與SOSV
共同投資75萬歐元(Seed)；2014年1月Enterprise Ireland與SOSV加碼投資75萬歐元(Venture)；2014
年12月Enterprise Ireland、AIB Seed Capital Fund與SOSV共同投資75萬歐元(Venture)；2016年6月
Enterprise Ireland、AIB Seed Capital Fund與SOSV共同投資160萬歐元(Venture)。
◆NVMdurance

成立時間：2013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愛爾蘭Limerick，另於美國加州St.Jose設有分公司
主要成員：Conor Ryan, Joe Sullivan
公司簡介：利用軟體技術優化與延長NAND快閃記憶體的耐久度。該公司的核心IP為機器學習技術，藉由SSD
狀態的監控，NVMdurance Navigator實時自動調整控制參數。而其機器學習技術套件NVMdurance
Pathfinder，則是用以在完成儲存前，進行大量的演算密集型預處理。主要客戶為Altera(朗拓半導
體，於2015年12月被Intel收購)。
總獲投金額：362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2年由NRDC Ireland spin-out，並獲NRDC投資(Seed)；2013年9月New Venture Partners與
NRDC共同投資30萬美元(Seed)；2014年8月由New Venture Partners領投，Enterprise Ireland、ACT
Venture Capital與NRDC共同參與70萬美元投資(Seed)；2016年3月四家投資機構加碼投資250萬美
元(A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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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ELEPHANT
成立時間：2012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愛爾蘭都柏林，另於美國紐約、洛杉磯及英國倫敦設有分公司
創 辦 人：Stephen O'Shaughnessy
公司簡介：影音內容整合服務公司，內容來自於諸多提供商如ABC、國家地理頻道、ITN、Press Association、
Fox、Now This、SKY、IMG、Reuters、VideoJug、Howcast、Meredith、Disney Maker Studios等。其
建立了超過70萬部影音資料庫，每日新增1500部影片，並橫跨16種不同的語言。
總獲投金額：350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2年12月由ACT Venture Capital、Barry Pitcher、DCU Ryan Academy for Entrepreneurship、
Enterprise Ireland、NDRC、Paddy Bolger等共同投資110萬美元(Seed)；2014年10月由ACT Venture
Capital、AIB Seed Capital Fund、Dublin Bussiness Innovation Centre、Enterprise Ireland與Peter
O'Grady Walshe共同投資100萬美元(Seed)；2016年8月ACT Venture Capital、Digitallrish New
York Syndicate、Enterprise Ireland、Gerry O'Shaughnessy、Peter O'Grady Walshe與Tom Kennedy
等共同投資140萬美元 (Seed)。
◆AQMETRICS

成立時間：2012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愛爾蘭都柏林，另於美國紐約設有分公司
主要成員：Geraldine Gibson
公司簡介：AQMetrics為基金管理員、資產經理、投資經理與經紀人/經銷商提供整合性的資本市場監督與風
險管理軟體工具。其利用雲端的解決方案，提供數據管理、風險分析與監控，以及法遵報告。該公司
即時監測EU相關規範，包括AIFMD、MAD II、UCITS、MiFID II，以及美國法規'40 Act、Form PF、
CPO-PQR、Open Protocol、Shareholder Disclosures、Best Execution。
總獲投金額：325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6年2月由Bluff Point Associates領投，Enterprise Ireland與Frontline Ventures跟投，共同投資325
萬美元(Venture)。
◆Adaptemy

成立時間：2013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愛爾蘭都柏林
創 辦 人：Conor O'Sullivan、Conor Flynn
公司簡介：提供適性化學習(Adaptive Learning)平臺，為學生提供客製化的學習課程，為老師提供便於管理與
追蹤學生進度的數位管理系統。其原型課程Adaptive Learning於2013年4月上線，9月與教育出版商
合作，2014年9月啟動第一個完整的課程產品。在2015/16學年，適性化學習數位教室使用於歐洲3個
國家。目標客群為教育出版商，每天處理超過4000萬個數據點，提供65萬項學習建議與11500條個人
學習路徑。團隊成員包含教育專家、數據分析師、軟體工程師、設計師與老師組成。
總獲投金額：321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6年12月16日由Folens與Enterprise Ireland共同投資300萬歐元(Seed)
除了投資個案，更令人在意的是其退場狀況。2008至2016年Enterprise Ireland總計退場家數共21家，均是外
部投資收購退場，Enterprise Ireland平均持有期間約3至4年，但也不乏持有8至10年才安然退場的個案，如持
有8年的Movidius與持有超過10年的車隊管理系統公司CELtrak。在各退場個案中，被Intel以4億美元收購的
Movidius可說是相當具有指標意義。
◆Movidius

成立時間：2006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美國加州San Mateo，另於愛爾蘭都柏林、羅馬尼亞Timisoara與中國設有分公司
主要成員：Remi El-Ouazzane(CEO)、Farshid Sabet(CBO)、Sean Mitchell(COD)、David Moloney(CTO)、John
Bourke(CFO)
公司簡介：電腦視覺處理晶片(VPU,Vision Processing Unit)開發商，Movidius提供電腦視覺處理的整合性解決
方案，包含深度學習演算法、高效低功耗晶片與軟體開發工具。Movidius所開發的Myriad系列晶片為
全新架構低功耗視覺處理器，與CPU、GPU不同，VPU專門為計算機視覺進行優化。Myriad 2運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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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每秒3萬億次浮點運算，功耗不到0.5瓦，28奈米製程的晶片能同時支援6個60 fps Full HD影像內
容書。2014年Movidius與Google Project Tango展開技術合作，2016年Google與Movidius再次簽署
合作協議，將深度學習能力帶到行動裝置上，開發能辨識影像及聲音的產品。主要應用領域為機器
人、AR/VR、穿戴裝置、智慧保全等。
收購概況：2016年9月6日公布，Intel以4億美元收購Movidius，主因在於Intel的ProjectAlloy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計畫，利用Movidius VPU的低功耗優勢，結合Intel RealSense攝像頭，達成行動混合實境
的目標。
總獲投金額：8650萬美元
投資概況：2008年10月17日由Celtic House Venture Partners領投，Capital-E、Dublin Business Innovation
Centre、Emertec Gestion、Enter prise Equity、Enter prise Ireland與Investment Arm共同投資
1400萬美元(A輪)；2010年5月19日Capital-E、Celtic House Venture Partners、Dublin Business
Innovation Centre、Emertec Gestion與Enterprise Equity加碼投資750萬美元(B輪)；2011年11月
30日AIB Seed Capital Fund、Capital-E、Celtic House Venture Partners、Emertec Gestion共同投
資900萬美元(C輪)；2013年7月10日由Atlantic Bridge Capital與Robert Bosch Venture Capital共
同領投，AIB Seed Capital Fund、Capital-E、Draper Esprit與Draper Fisher Jurvetson (DFJ)共同
投資1600萬元美金(D輪)；2015年4月14日由Summit Bridge Capital領投，AIB Seed Capital Fund、
ARCH Venture Partners、Atlantic Bridge、Capital-E、Draper Esprit、Robert Bosch Venture
Capital、Sunny Optical Technology(舜宇光學)共同投資4000萬美元(E輪)。

二.In-Q-Tel
In-Q-Tel於1999年成立，總部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Arlington。名字「Q」的靈感來自於電影007
情報員中不斷開發出新道具，總能為主角在緊要關頭中化險為夷的Mr. Q。In-Q-Tel背後的重要投
資單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不以營利為目的，集中投資於高科
技公司，加速開發尖端科技，提升聯合國和美國的情報作戰能力。主要服務客戶為美國政府、高科
技新創企業，投資布局集中在三大商業技術領域，軟體、基礎設施與材料科學。
根據Cr unchbase統計，2001至2016年In-Q-Tel共投資157件，近年In-Q-Tel投資金額與件數下
滑，尤其2014至2016各年投資均少於10件。而在投資類型上並未完全集中於早期，少數投資於種
子與天使輪，大部分集中在A、B，甚至C輪以後的投資。而正因投資相對後期，投資金額也較高。
獲投公司平均在每個交易案中的總獲投金額約800萬美元(包含In-Q-Tel與其他共同投資者)，高於
Enterprise Ireland。在投資領域的光譜上，In-Q-Tel因近年投資較不活耀，布局上較為單調，但因
應新興科技的發展，2016年的投資標的中出現一些過去In-Q-Tel較少投資的領域，如地理資訊、資
料視覺化與財務服務等。
In-Q-Tel 投資金額與件數

In-Q-Tel 投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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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Tel所投資的公司集中在高科技領域，而由於具有中央情報局的背景，這些高科技公司背
後的技術應用並不只限定於一般「民間商業」用途，更多了國防安全上的應用潛力。例如於2016年
所投資的Orbital Insight，該公司專注於空拍影像識別技術，在商業應用場景上，可透過分析停車
場的車輛，推估賣場的銷售狀況，或是分析車流狀況，提出交通改善方案。然而，In-Q-Tel的投資想
必多了一層考量，如針對軍事設施或軍用車輛的空拍影像分析。以下為近年兩家具代表性的獲投企
業概況：
◆ Orbital

Insight
成立時間：2013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美國加州山景城
創 辦 人：James Crawford
公司簡介：地理空間大數據公司，利用衛星、無人機所回傳的高空觀測影像，或其他地理空間數據，分析並了解
全球、區域或當地經濟、交通等趨勢，例如車流、人流分析。
總獲投金額：2870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4年4月獲得來自Citizen.VC、Lux Capital與Bloomberg Beta的種子投資；2015年3月16日由
Sequoia Capital領投，GV(Google Venture)、Bloomberg Beta、Citizen.VC等5家投資者共同投資870
萬美元(A輪)；2016年6月27日由GV領投，In-Q-Tel等5家投資者共同投資2000萬美元(B輪)。
◆VOXEL8

成立時間：2013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薩默維爾
創 辦 人：Michael Bell、Daniel Oliver、Jack Minardi、Travis Busbee、Jennifer Lewis
公司簡介：主要產品為可列印電子裝置的3D印表機，Voxel8。技術來自哈佛實驗室，該實驗室研發各種3D列印
材料、導電墨水、輕薄的複合式材料、電池與嵌入式的感應器。Voxel8曾在2014年被MIT Technology
Review創業雜誌列為前十大創新技術。目前桌上型3D印表機每次列印多受限於單一材料，而Voxel8
則能同時列印熱塑性塑料與具高導電性的銀墨水，客製化各種電子裝置。Voxel8與Autodesk合作成
立Project Wire專案，整合3D電路設計工具與Voxel8，加速電路原型從設計到完成的速度。
總獲投金額：1200萬美元
投資概況：2013年10月29日獲得MassChallenge加速器5萬美元的補貼；2014年12月獲Braemar Energy Ventures
投資；2015年7月24日由ARCH Venture Partners與Braemar Energy Ventures領投，Autodesk、In-QTel與Osage University Partners共同投資1200萬美元。

而在退場狀況上，2004至2016年In- Q-Tel總計投資退場家數共35家，其中僅7家是以IPO作為
退場方式，其他則是以收購退場，平均投資持有期間近5年，但也有3家企業投資期間超過8年，如
將奈米科技應用於顯示與照明系統的QD Vision(8年7個月)、開發與設計無線通信積體電路的
WiSpry(10年3個月)、研發用於安全監控的視覺掃描硬體設備廠商iMove(9年6個月)。近年具代表
性的退場案件則有2015年上市、2016年被Google收購的apigee以及2015年被IBM以13億美元收購
的cleversafe。
◆apigee

成立時間：2004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美國加州San Jose
創 辦 人：Raj Singh
公司簡介：apigee的API管理平臺協助企業和外部服務及資源介接，擁有Walgreens、ebay、AT&T、Burberry、
美國最大建築工程業者Bechtel、全球支付處理業者First Data及法國暢貨中心One Nation等知名客
戶。例如Walgreens就是以apigee管理眾多第三方開發商及夥伴與該公司雲端介接的API，包括相片
沖印、處方API等，讓客戶可以利用手機App在Walgreens分店列印相片，或是以電子處方快速領藥。
總獲投金額：1.73億美元
IPO/收購概況：2015年4月24日於NASDAQ上市(APIC)，市值達4.94億美元；2016年9月8日Google以6.25億美元
溢價收購，Apige將有助於提升Google企業雲端平臺(Google Cloud Platform)，提供穩定的介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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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支援、開發彈性及成長性。更重要的是，Google也能藉此接收apigee的客戶群。
投資概況：2005年4月完成1200萬美元A輪募資；2006年11月完成1600萬美元B輪募資；2008年10月完成1000萬
美元C輪募資。往後於2012、2013與2014各年募資逐步成長。2013年7月由Accenture與BlackRock領
投，In-Q-Tel等7家投資者共同投資3500萬美元(F輪)。
◆ cleversafe

成立時間：2004
公司地點：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
創 辦 人：Chris Gladwin
公司簡介：從影音、照片、基因數據，到金融服務的監管報告，非結構化內容每年以60%~80%的速度增長，市
場需要大量數據儲存的解決方案。cleversafe採用了獨特的資料分割演算法，提供低成本、高效、安
全、可靠的資料儲存方式，cleversafe亦擁有超過350項與該技術相關的專利。主要與一些需要儲存
大量資料的客戶合作，包括美國照片儲存服務Shutterf ly與歐洲媒體服務業者Sky。
總獲投金額：超過1億美元
收購概況：2015年10月5日IBM以13億美元收購cleversafe，目的在於處理IBM客戶日益增長的鬆散多媒體資料，
包括照片、影音檔。cleversafe亦符合IBM對於混合雲的需求，其分散式儲存網路(Dispersed Storage
Network)設計可在企業內部部署，cleversafe將會成為IBM SoftLayer物件儲存的一部分。
投資概況：2010年10月27日In-Q-Tel、Motorola Solutions Venture Capital、New Enterprise Association與OCA
Ventures共同投資3140萬美元(C輪)。

三.結語
依據基金設立的目的與性質，由政府部門支持的投資機構均帶有一定的政策目的，而在近年全
球積極推動創新創業下，這類型的機構便成為帶動創新創業生態發展上重要的領頭羊。目前創新
創業發展相對成熟的美國，仍是政府部門投入早期投資中最為熱絡的國家，但若觀察個別投資機
構，表現最為積極，投資最為活耀的則是來自愛爾蘭的Enterprise Ireland。另外，在尖端科技的投
入上，美國In-Q-Tel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首先就Enter prise Ireland與In-Q-Tel的差異上，Enter prise Ireland偏向種子與天使階段的投
資，件數較多、金額較小，投資領域相對多元；In-Q-Tel則投資於相對後期的新創公司，件數較少、
金額較大，投資領域則較集中。鎖定關鍵新興領域，集中投資能量，是為政府投資機構的經營策略
之一，但決定成敗的關鍵是「好的」案源與標的。政府投資機構在擬定策略方向前，應先詳加盤點
與分析新創現況，擬定合適的布局策略與具體的目標，以免陷入在無案可投下，政府投資形同「補
貼」，揠苗助長，資源無法真正投注於具商業價值的新創企業身上。
其次Enterprise Ireland與In-Q-Tel雖多投資於本國企業，但具市場潛力的他國新創企業亦是這
些政府投資機構的標的。能夠解決市場痛點，精準對接市場剛性需求的「千里馬」新創企業，以及
擁有獨到眼光，善馴(尋)良駒的「伯樂」投資者，正是創新創業生態中的兩大主角。在營造創新創業
生態環境上，政府投資機構的立場並非取代市場中的早期投資者，投資方式亦不見得需要成為領
投人。透過共同投資或跟投方式尋求良駒，也可作為政府投資機構結合長期經營與創新創業推動
的手段。
最後，在基金的運作上，成功退場是投資的重要目標。Enter prise Ireland與In-Q-Tel投資後成
功退場的比例分別約13%與30%，造成數據差異的主因為偏好投資階段的不同，愈是早期的投資，
成功退場機會愈低。但綜觀這兩家政府投資機構的退場狀況，策略型投資者的收購還是主導著早
期投資市場。如Intel收購Movidius的目的在於藉助其技術發展其行動混合實境計畫；Google收購
apigee以支援開發Google企業雲端平臺。因此，在新創投資決策上除了具競爭力的技術外，如何介
接關鍵技術買家，需要的是投資者更為廣博的眼界與人脈。
(范秉航/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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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詠翔

臺灣生醫大躍進 跨足世界舞臺
大江生醫生物整合設計公司/董事長
22

國內第35屆創業楷模

1980年是臺灣貿易蓬勃興盛的年代，創辦人楊武男
成立「大江興業」，依據市場需求提供國內外紡織、

利害攸關公司聲譽，因此我們堅守對客戶的承
諾，對於每個品項都十分重視。」

建材及科技產品的進出口業務；之後因為看見生技產
業前景可期，以及人類更高層次的需求將是對健康與
美的渴望，因此奮力轉型，成立生物醫學事業部，延
攬中興大學植物系畢業的林詠翔，並於20 05年正式
更名為「大江生醫」。

如今，大江生醫銷售的產品遍及全球41個
國家，服務全球75%的人口，每年生產數億顆
錠 劑、膠囊等健 康 食品，數千萬瓶機能性 飲
品、數千萬片面膜及精華液...等，以研發更高
效 能的產品為目標，打造出許多暢銷產品。
2 016 年營收 突 破 新臺幣 3 0 億 元，穩 居 生 技
ODM霸主寶座，而林詠翔正是這光環背後的
關鍵人物。
從一個人單打獨鬥的生技部門，到如今管
理超過600位員工，林詠翔的目光自始自終聚
焦在「世界第一」。他觀察各個產業的發展歷
程，皆是從 新 創走向百家爭鳴，再到紅 海廝
殺，最後大者恆大。而現今臺灣國人平均壽命
達80多歲，保健食品行業隨著人口老化逐漸
受到重視，產業也開始紛紛整合，「不是第一
就是等待死亡，這是企業不變的生存法則。」
林詠翔運用大江生醫累積20多年的貿易商
優勢以及豐沛的人脈與資源，在符合法規的
條件下，融合包材設計與製程技術，打造成本
合宜的高效能配方與劑型，提供3Q(Quality、
Quick ness、Quotation)的代工製造服務，全
力開拓市場。「品質是品牌建立的第一要件，

縱使如此，林詠翔的心底卻依舊不踏實，畢
竟代工處於微利，原料價格卻又操之在上游
廠商手中，只要競爭對手報價少1塊錢，訂單
就會硬生生被搶走。此外，林詠翔發現國際間
對於made in Taiwan的信任似乎僅適用於電
子業相關產品，美容、保健類商品難以具備說
服力，因此每當遇到客戶反應，「大江生醫的
東西不錯呀！但你能不能來法國製造?不要在
臺灣製造。」他就不禁懷疑、困惑，「這個產業
究竟有沒有未來和前景?」

轉型革新 專注研發
直到有一天，林詠翔站在法國波爾多的街
口意外發現，滿街都是法國車，卻不見臺灣熟
悉的日本品牌，友人解釋是因為法國的製車能
力很強，因此購車時多以國產的PEUGEOT、
RENAULT為主，並不喜好日本製。「果然！世
界各國對於產品還是有自己的偏好，難怪我的
產品賣不出去。」正當林詠翔在心裡嘀咕時，
眼前接連駛過好幾部TOYOTA，而且還是同
一款車型。只見身旁友人雙手一攤說，「沒辦
法，那一部是油電混合車，我們歐洲人做不出
來。」
剎那間，林詠翔茅塞頓開！「真正的關鍵在
於如何打造出一個全世界沒有人會做的產品，
客戶想要這個功能就只能選擇你的產品，無論
他愛不愛日本車、愛不愛臺灣製造，只要你能
做到別人所不能的，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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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2011年他再度啟動轉型改革，企圖帶
領大江生醫從保健食品代工轉型成為原料開
發商，傾全力投注於研發創新，打造全新的研
發部門，進一步與中興大學攜手合作成立明日
實驗室，針對具有前瞻性與創新性的研發題
材為主，並陸續在中山大學、北京工商大學、上
海交通大學等地設置研發駐點，將學術界研
發能量與產業界密切結合，促使產出更趨近
市場需求及應用的商品。
目前大江生醫已擁有四大實驗室，臺灣、上
海多處S級工廠(Safet y、Standard、Speed)，
並與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合作，成立
產學聯合研發中心，結合各領域技術顧問、研
究設施、功效驗證平臺以及研究人才，透過緊
密的產學合作機制，配合全球專利布局，在原
料、製程、服務模式創新上不斷地想像、鑽研
與實現，進而紮穩研發的根基。近年更積極投
資基因領域，推動基因檢測品牌「大江基因」，
設置基因檢測實驗室，以供臨床研究之用，企
圖將保健品製造再度推升為服務業領域。
大江生醫投入的研發人員從原來10名擴增
為87名，堪稱是臺灣最多博士的生技公司，而
技術專利部分也從2項增加為200多項，並在國
際發明展獲得超過100個獎項，為臺灣生技產
業在國際爭光。「即將在屏東落成的上千坪研
發中心，就是希望能吸引全球菁英人才加入，
24

打造世界級的研發團隊，強調結合各種素材與
技術的創意發想，讓產品持續創新領先，而這
一切都是企盼能解決客戶未來可能發生的問
題、滿足消費者未來的需求，為消費者創造未
來更美好的生活體驗。」

打破慣性 原點思考
大江生醫將研發、生產及行銷整合成一個
靈活的服務平臺，盡力縮短從產品開發到生產
上市所需的時程，並利用全球訂單的規模經濟
效益，由原料開始降低成本，同時配合供應鏈
整合的生產優勢，提供客製化服務、最佳報價
與理想的訂購量，使得業務突飛猛進，帶動營
收每年翻倍成長。
「傾全力協助品牌客戶賺錢，是ODM企業
存活的不二法門，而客戶獲利的關鍵往往不在
於成本少1毛錢，而是如何讓消費者願意多掏
出1塊錢。」林詠翔觀察，一般消費者多是因為
看廣告後才決定購買哪一款保健食品或保養
品，但如果實際使用產品後感到成效不彰，廣
告便只是一次性吸引購物的手段；反之產品本
身若是具有功效，滿足消費者需求，自然能創
造消費者重複回流購買的欲望。
但有效的產品，真的存在嗎?過去，保健食品
因為研究不透徹，往往遭人質疑有廣告誇大不

實之嫌，為了消弭消費者的疑慮及排除客戶銷
售的困難，大江生醫研發團隊每半年自行出版
技術手冊，內容大量揭露其所執行的各項研究
數據與資料，以供客戶憑著專業技術與實際研
究結果與消費者溝通。雖然這本技術手冊背後
所要投入的資金及資源非常高昂，就連內部同
仁起初也不免質疑，「產業的經營模式與產品
銷售方式向來就是如此，到底為什麼我們要大
費周章進行這麼多研究?」
但是，林詠翔堅信「到底有沒有效」才是最
根本的問題，也是大家始終在逃避的問題，唯
有直接挑戰、正視核心關鍵，並且戰勝它、排除
它，所有的阻礙才能迎刃而解。「我們不如中國
業者資本雄厚，也不如韓國業者擁有整個國家
的資源作為後盾，但只要透過專業技術持續打
造『有效的產品』，便能創造消費者主動回購的
正向循環；提升客戶的市占率，同等於就是提升
大江生醫的市占率，不斷創造附加價值，才能提
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根留臺灣 為農業加油

善消費者生活的高效能產品。同時提供客戶從
產品整體企劃、行銷、研發、包裝設計、標準化
製程、全面品管、功效驗證、法務及進出口等全
方位的服務流程。
「科技帶來的是新價值的產生，而非價值的
競爭。以生質柴油為例，其主要原料源自於玉
米，當能源需求增加時，連帶使得玉米價格飆
漲，影響層面極大。若是能取用農業副產物，用
科技扭轉原本廢棄的概念，便能讓農民增加收
入及對生態環境產生善循環。」大江生醫將許
多臺灣原生的蔬果資源，包括：香蕉皮、青棗幼
果、柑橘幼果、花生膜...等近60種植物，開發為
具有特定功效的成分，再製成保健產品，不僅
創造出產品的獨特性，也為農業的副產物找到
新的應用，提高農產品經濟價值。
「我們選 用臺 灣種 植的農 產品，在 臺 灣萃
取，在臺灣生產製造，將臺灣的水、空氣、人、
能源及科技，變成優質產品出口至世界各國，
將更多的價值留在 臺 灣這片土地 上，這 是 大
江生醫每位同仁得以抬頭挺胸、引以為豪的驕
傲。」

此外，林詠翔更開創「生物整合設計」(IBDIntegrated Bioscience Design)一條龍的創新
服務 模 式，以 農作 物 作 為 創新原料 開發 的 基
礎。所謂的生物整合設計是源自消費者需求，整
合化學、生物學、數學、工業工程學、基因醫學、
美學、人因工學、應用材料科學、消費者行為研
究等跨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從市場端探索
消費者的需求，如抗 衰 老、體內環保、產後修
復、男性保健，以最先端的科研技術打造能改

林詠翔預言，隨著世界各地中、熟齡人口持
續攀升，生技產業在未來10 年將以跳 躍式成
長，大放異彩。而大江生醫除了持續深耕研發
創新、擴大業務之外，也將透過財務的力量，
運用合作與整併策略加速全球整合，帶領大江
生醫延續「加入並改善消費者生活」的核心主
張，持續朝向世界第一邁進，讓世界變得更美
好。
(文/廖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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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漢不畏戰
柔情耕耘幸福田

李俊旺

在臺灣這塊小而美的土地上，蓬勃的農業環
境不僅養育萬千人民，更藉由香蕉、稻米...等農
產外銷，為臺灣經濟創造風華榮景。然而，隨著
時代變遷及全球化浪潮影響，農業人力老化、
耕地面積細碎化、自然資源枯竭、食品安全...等
問題排山倒海接踵而來，也讓臺灣農業展日漸
式微。
李俊旺，一位執著臺灣農業的鐵漢，粗獷的
外表下，卻有著「作農」的細心與柔情，30年來
帶領承順溫網室工程行在艱難的產業環境中奮
26

為提升農業防災能力，穩定國內蔬果供需，農委會自
今年起將斥資補助農民興建「強固型溫網室」，藉此
提升農民收益，帶動農村整體發展，也顯示出溫網室
在農業未來發展上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承順溫網室工程行 / 總經埋
2017嘉義縣青創會理事長

力轉型突圍，讓他在農業領域屹立不搖，開闢
出屬於自己的一畝幸福田。

拚性命作農 省思農業真諦
李俊旺原以種植茶葉起家，但早期為了要
栽種品質優良的茶葉，只能施用大量化學肥料
及農藥來提高生產力，不僅嚴重汙染環境，也
讓自己的身體健康受到威脅，「當時真是拚性
命在賺錢！」李俊旺看著許多農友因噴藥施肥
而導致肝臟病變，雖然賺了點錢，但這種拚命

和賣命的謀生方式，也不禁讓他開始重新思考
「務農」的意義與價值。
然而，促使李俊旺徹底改弦易轍的原因尚不
只如此。1997年，強烈颱風賀伯侵臺，為全國
帶來重大災情，其中以山坡墾地所造成的土石
流問題最為嚴重。災後，政府大規模針對全臺
山坡墾地進行調查，除了要查明山坡地濫墾情
形，更希望喚起全臺人民對水土保育的重視。
「跟 農 民最親近的土地，卻被農 民傷得最
深！」面對被風災重創後的臺灣，讓李俊旺對
臺 灣農 業 未 來的發 展，有了更 深刻的體認。
「務農不應該用命去經營，也不應該破壞土地
及環境生態！」基於這樣的理念，李俊旺毅然
放棄種茶事業，轉向學習溫室工程，並從中發
現精緻農業的發展性。

不畏師傅留一手
積極自成一把手
開墾成功事業的道路並不容易，非專業出身
的李俊旺，先進入溫室工程行學習技術，卻因
過去臺灣產業學習環境較為封閉，許多師傅及
工班為了確保自身技術的獨佔優勢，總是會偷
偷留一手，不肯傾囊相授。
「別人不肯告訴你的事，就要比別人付出更
多去學習！」李俊旺當時費盡心力苦學，堅持每
天比工班提早到現場，只為了逐一蒐集貨物上
的廠商資訊；不僅如此，下班後他總會留在現
場，藉機觀摩現場作業流程，積極正面、勇於
任事的工作態度，讓他在半年內迅速突破師徒
制建立的框架，結合自身累積紮實且豐沛的溫
室工程歷練自組工班，以毛遂自薦的方式正式
踏入精緻農業，並在日後成為業界翹楚。

危機襲臺 反成當紅炸子雞
想要站穩 事業 腳步，除了必須擁 有優 異的
品質及服務，更要精準掌握市場趨勢脈動。李
俊旺說，精緻農業在臺灣，早期以買方市場為
主，整體市場規模並不大，也不夠熱門，因此加

深了推廣精緻農業的難度。為了擴大市場，他
透過主動拜訪客戶，同時與產銷班、農會...等
農業組織接洽，積極與農友搭建互助合作橋
樑。「當時四處奔波雖然辛苦，但我卻一點也
不後悔，因為如果沒有之前留下的汗水，就沒
有辦法為今天的事業發展，扎下穩固基礎！」
時間快轉至5、6年前，食安風暴重擊全臺
各地，卻也因此提高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重
視程度。在當時人心惶惶的社會氛圍中，「小
農」、「無毒」、「有機」成為熱搜關鍵字，也
讓李俊旺的事業出現嶄新契機。「以前我們
要四處拜訪農友尋求合作機會，現在他們都
主動自己找上門！」李俊旺說，食安危機爆發
後，過去長期被忽略的「安全栽種」問題，才
真正獲得重視，也讓溫網室栽種技術，一夕之
間成為農業界的當紅炸子雞。「現在的承順
溫網室工程行，不僅具備精緻農業的根基，更
將技術加以提升，涉足無毒有機農業，從整
廠規劃、農產品行銷，到協助農友栽種出符合
產銷履歷標準的農作物，都能一手包辦。」

回饋農友 珍愛土地
李俊旺在農業領域走過近30個年頭，看盡
產業的黑與白、興與衰。由於他深刻了解臺
灣的農業環境與產業生態，因此更想用「保
護農業、愛護農友」的心去經營。「雖然自己
的力量微薄，不足以撼動整 個大環境，但我
仍樂於回饋、幫助別人。」李俊旺舉例，因不
忍農友受「菜蟲」剝削，因此他積極教育並協
助農友「找到自己的通路、創造自己的市場價
值」，他所指導的嘉義產銷班，雖然僅有20多
位農友，每年都可以創造1億元以上的農業產
值。
「雖然臺灣有許多和我理念相同的『愛農
人士』，長年在臺灣這片美麗的土地上默默
耕耘，但臺灣的農業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
發展，也期盼政府能夠提出更多對農民有利
的農業政策與制度，穩定農民收益與保護農
地，讓更多人深入認識自己的家園、更親近這
(文/曾尹亭)
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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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動創造機會
用 心成就人生

劉正巍

平凡中找尋不平凡

當時 劉正 巍向家人 提出自己有意 創業 的想法
時，立即引來父親的錯愕、不解，「他認為我擁有一
份正當又穩定的工作，生活無虞無憂，為什麼要轉
行擺攤賣手機配件，過著可能有一餐沒一餐的生
活。」但劉正巍仍在老婆的支持下，白天在神腦國
際上班，晚上開始在屏東熱鬧的學生街擺攤，販賣
手機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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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巍原任職神腦國際，為了一圓創業夢想，毅然
走出舒適圈，擺攤當老闆；或許多數人會認為這是
個相當不理智的選擇，但對他而言，卻是最正確的
決定！

樂天工廠 / 總經理
2017屏東縣青創會理事長

不過，他 的人 生 擺 攤 初體 驗，最 終 卻以
「沒開市」收場，但劉正巍並沒因此喪志打
退堂鼓，反而仔細思考，分析為什麼自己沒
有辦法賣出任何一件商品的原因，企圖找出
方法正面迎接下一次的銷售挑戰，並積極提
升商品的多樣性與獨特性，與許多廠商合作
開發更具競爭力、足以吸引消費者目光的商
品。半年後，他正式揮別穩定的工作，全心全
力投入自己選擇的手機配件事業。

高築牆 廣積糧 緩稱王
明太祖朱元璋開國開國三策，九字方針：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高築牆，是指腳
下要有塊根據地，再厚基實力；廣積糧，是招
兵買馬、廣納賢良；緩稱王，則是不要出鋒頭，
成為眾矢之的，趁機蓄積力量。這是劉正巍的
創業箴言，也是他穩紮穩打、一步一腳印創立
「樂天工廠」，培養自己的經營團隊，在屏東
地區逐步累積經營版圖與實力的不二心法。
首先，在 築 高牆 的階段，劉正 巍有 2 大 策
略，一是與各大廠合作，積極爭取成為品牌經
銷商，藉此建立多元商品線、開發新通路；其
次則是要求並確認所有店內陳列商品，都必須
符合國家安全認證標準，讓消費者在使用上
更為安心，嚴謹的審核及採購機制，也成為樂
天工廠在屏東地區迅速打開知名度的利器。
其次，在廣積糧的招兵買馬、廣納賢良階
段，則是劉正巍目前正在積極努力的目標。創
業4年多以來，樂天工廠已建置3個實體店面，
「原先是想透過多方展店來創造更大營收，但
卻事與願違。」在這段事業發展過程中，由於
員工流動率偏高，讓劉正巍深感一家公司在
選才、育才及留才上的不易，因此他積極配合
包括最新發布的一例一休等政府政策要求，
提供完善的勞、健保、彈性休假等制度 及福
利，讓員工安心工作並全力發揮所長，在手機
配件零售產業中，可謂獨樹一格。
此外，他也體會到展店應該由員工來參與
執行，方可有效確保商品及服務品質，因此他
在接下來的事業發展規劃中，展店的速度及
節奏，將全數取決於員工是否已經具備足夠
的店面經營能力，不僅可以維繫自家品牌的
好感度，也能透過展店過程，培養更多優秀人
才。
最後，在緩稱王部分，雖然國內手機產業蓬
勃發展，帶動周邊商品業績的迅猛成長，但日
趨飽和且競爭激烈的手機配件市場，如今也
開始面臨巨大挑戰，不僅從事手機配件販售
的商家與攤販愈來愈多，市場更早已出現供

過於求的狀態，讓劉正巍亟思自己究竟該如
何調整經營策略因應，才能在這片低價競爭
的紅海中，創造出屬於樂天工廠的藍海?

樂觀積極 做更大的夢
由於劉正巍對於自家商品品質深具信心，
因此他從不打價格戰，「我們除了高度重視
商品的質量之外，對商品的造型與創意，也
有我們不變的講究與堅持。」樂天工廠販售
的商品，不少是由韓國進口的時尚精品，除了
琳琅滿目的樣式、花色，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外，精巧細緻的造型加上價格實惠，充分體
現他對創意與質量的堅持，「近年來，消費
者的審美觀及消費需求已經產生巨大轉變，
多數人已不再偏好購買便宜的手機配件來
使用，反而願意多花點錢購買質量好、又具
造型設計美感的商品。」此外，劉正巍目前
也正著手規劃塑造自有品牌，積極開發專屬
樂天工廠的商品，希望能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辨識度，建立樂天工廠在手機配件市場上的
自我風格與潮流趨勢，吸引更多消費者選購
有別於其他品牌的商品，進而為自己建立更
強大的市場競爭優勢。
在創業過程中，劉正巍的老婆不僅是他
人生最親密的伴侶，更 是 他創業的最佳導
師，「她 在我 創業 之前 就已經 在 經營服 飾
店，除了給我許多創業的建議與啟發之外，
由於她具備設計專長，因此在店面規劃、商
品選擇以及未來推展自製商品的設計上，都
是公司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這也是樂天工
廠這幾年能夠順利推展業務的重要關鍵之
一。」
在「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創業方
針指引下，劉正巍對未來應如何面對市場白
熱化的競爭早已成竹在胸；在短期規劃中，
他預計將在全臺每 個縣市都建 立門市，由
公司培養的員工擔任店長；中期目標則是培
訓更多有意創業的年輕人，共同投入創業；
「最後的長遠規劃，當然是以永續經營為目
標，希望能與全體員工齊心協力，攜手開創
屬於樂天工廠的新時代！」
(文/李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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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新觀念
創造產業新內涵

林建芳

主動積極 樂觀勤奮

林建芳踏出校園後歷經許多不同產業領域，
憑著自己的毅力，一路探索，累積實務經驗與能
力，並在退伍後陸續投入事務機及食品相關產
業，由於他凡事親力親為、與客戶坦誠相待的務
實態度，在職場上歷練20餘年期間，不僅讓他
在業務開發、售後服務與市場通路等專業技能
日益熟稔，創業企望也悄悄在心中引燃。然而，
他的創業動機，則源自於與一位擁有悠久歷史
釀醋工藝老闆的結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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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樸實的高雄人林建芳，憑藉自身的努力不懈與經驗
累積，匯聚豐沛的人脈與資源，積極投入熱忱、竭盡心力
回饋家鄉，讓許多青年的創業夢想，在高雄扎根、發芽、
成長、茁壯。

建驜貿易有限公司 / 總經理
2017高雄市青創會理事長

這是一間經營超過半世紀、遵循古法釀造的
醋廠，林建芳因緣際會實地了解工廠環境及關
鍵製程後，遂萌生開發市場的念頭。
看準臺灣有機 健 康食品市場已趨 成熟，加
上水果醋價格親民，長期飲用可以改善體質、
維繫健康，林建芳毅然在2014年創立「建 驜 貿
易有限公司」，結合自己長年來在中小型賣場、
藥局、傳統市場累積的通路資源，開始授權委
託醋廠釀製並全力推廣自創品牌「醋鮮森」，

「『醋』代表專注物料，『鮮』代表新鮮即飲概
念，『森』則代表天然無負擔。」鮮明的品牌形
象與一目瞭然的經營理念，有效突顯與競爭者
的差異性，讓「醋鮮森」迅速在百家爭鳴的健
康飲料市場上，站穩一方天地。
儘 管 坊 間關 於 吃 醋 對身 體 的 好處 眾 說 紛
紜，但「醋鮮森」在釀造上始終堅持50年傳統
的釀製工藝。林建 芳 說，一 般 浸 泡 水 果醋是
用米醋或市售醋直接與水果、糖調合而成，而
「醋鮮森」的水果醋則是以菌種與穀類，先進
行第一階段的培植 成醋，再加入新 鮮水果醇
化，才能創造出獨特的溫潤口感，更因此獲得
H ACCP、ISO9001品質認證。「醋鮮森」以真
材實料、醇厚濃郁的風味，在市場逐漸打響口
碑，目標客群則鎖定對健康意識較高的民眾，
不僅品牌忠誠度相當高，也造就亮眼的回購佳
績。目前「醋鮮森」也同步在橋頭糖廠、香蕉碼
頭、網路等通路販售，林建芳更貼心且創新提
供現場杯裝服務，希望讓民眾享受更便利、更
多元、更健康的全新消費體驗。

掌握產業歷史深度 創新出擊
「醋的普及度雖然 不常態，市面上也充斥
著良莠不齊的產品，但我仍然希望讓更多人知
道『醋』的好處，因此，未來除了既有的通路，
『醋鮮森』將積極拓展連鎖飲料的實體店面，
結合醋、水果及蔬食的多元融合，讓更多人接
觸健康醋飲，也希望藉由店面直接接受消費者
的反饋，開發更多新口味。」林建芳認為，「一
個好的企業，應該注重的是商品品質帶給人的
價值，而不能單純以價格高低來定位商品，尤
其材料的選用上，新鮮、安全更是食品業對消
費者最真誠的承諾。」
「釀醋是一個不會沒落的產業，因為它不僅
歷史悠久，也有許多全新的應用面向等著我們
去發掘，或許釀醋產業無法讓企業快速獲利，
但它對人體的益處，卻可以成為企業發展百年
事業的堅實基礎。」

建立產學合作機制
用心回饋鄉里
林建芳在專注事業之餘，也相當關心青年
的職涯發展，在今年接任高雄市青創會理事
長後，已陸續與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大學、文
藻國際外語大學、義守大學等院校簽訂產學
合作計畫，洽談中則有屏東科技大學、正修科
技大學，期能透過具體合作及彼此間的資源
互享，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讓畢業生與就業市
場「無縫接軌」，更希望藉由職場見習，培養
學生正確的工作態度、提升就業競爭力，縮短
進入職場的摸索時間，落實學生就業、產業培
力、專業提升的多重目標，創造出學用合一的
積極綜效。
林建芳以自身經營的事業為例。讓食品相
關學系生進入建 驜 貿易實習，不僅可以讓學
生提早接受職場的培育與歷練，更可透過學
生創新創意的思維挹注，為公司激盪出全新
的商品。對提攜後進始終充滿熱情的林建芳，
目前也正籌思規劃「產學合作論壇」，期能創
造一個企業家與學校交流互動的平臺，激發
更多創業新點子，如同魚、水，互利共生。「創
業必須具備實踐想法的行動力，有想法、理念
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具體落實，才是創業真正
的精實。」
年初揮別單身的林建芳，與曾任2006高雄
市青創會理事長、青創總會監事及南區委員
會區會長的洪仙姬攜手步入禮堂，夫妻兩人
與青創會有著相當深厚的淵源與感情。「妻子
的組織能力很強，社團經歷豐富，在會務推動
上總是盡心盡力、有條不紊，我還有很多地方
要向她請益學習。」靦腆的笑容盡是對妻子的
敬重與疼惜。「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在未
來，自己能夠持續秉持創業的初心回饋鄉里，
打造更多創業課程活動，提供青年進修與成
長，期能凝聚創業輔導能量，協助更多青年創
業圓夢，讓青創會『大家幫助大家開創事業』
的創會精神，永遠傳承不竭。」
(文/邱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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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一雙
飛向世界的翅膀

黃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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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之所以會變成墳墓，是因為領到結婚證書後，
雙方不再創造浪漫；人生之所以有挫折，也是因為領
到畢業證書後，人開始停止學習。」

天下英文語言顧問有限公司
世界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青創總會團體會員

讓學習變成快樂的事

自己的想法與興趣，選擇就讀大學英文系，並
出國攻讀廣告管理碩士學位。

個性開朗活潑的黃心慧，出身教育世家，雖自幼
耳濡目染深受書香薰陶，求學期間對讀書也抱持高
度熱情，但心中卻從未曾對「老師」這個行業有過
嚮往，儘管父母親希望她報考師專，但她仍然依循

回國後，黃心慧學以致用投身廣告界，卻
因無法適應業界「烏煙瘴氣」的職場吸菸文
化及長期日夜顛倒的生活作息，毅然放棄人

人稱羨的高薪工作，並在因緣際會下進入朋友
授課的補習班代課，讓她在師生之間純真、活
潑的互動中，體悟到教學的真實意義與無比樂
趣，也成為她走進校園，擔任國內第一批小學
英語實驗教師的契機。
「唯一能讓一個人持續學習的動力，就是
讓學習變成他的興趣。」在當時臺灣英語教學
並不普及的年代，黃心慧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
以及多元豐富的教學內容，成功引發學生對英
文的學習興趣，深受許多家長認同與肯定，也
讓 她得以 逐步落實自己的教學 理想，從 實驗
教師、擔任家教到創立英語補習班，站上她以
「老師」作為人生志業與創業的起點。

才華為何不等於財力
然而，教學與創業畢竟是兩個截然 不同的
專業領域，儘管黃心慧擁有豐富的學經歷及教
學創意，但在事業經營部分，初期卻因用人不
慎、同行低價競爭，自己又不諳成本管控，未能
適時規劃出有效的經營策略，讓補習班的財務
很快就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再加上少子化效
應衝擊，導致長期招生不足，對走在窘迫創業
路上的她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雖然一連串的失敗著實讓黃心慧信心受挫，
但她對英語教學依然充滿熱情，「不懂企業成
本管控，就無法擬訂有效的經營策略。」樂觀
的黃心慧決心將挫折轉化為學習動力，從最基
本的成本、支出概念開始學起，並自訂一套系
統性的學習方式，循序漸進彌補自己在經營能
力上的不足；此外，她也透過相關課程來提升
自己對評估人才的洞察力，並規劃一套獨樹一
格的培訓方式，培養優秀的工作團隊及師資，
並積極加入商會組織，汲取別人的成功經驗與
經營智慧，檢視修正自己的經營節奏，並採用
多角化經營模式重新出發，成功突破困境，事
業持續在蛻變中成長，營運也開始穩步向上。

從國際視野出發 掌握市場需求
「過去的我都是花錢買經驗，但現在的我已
經學會如何在學習中得到經驗。」經過系統性

學習及組織重整之後，黃心慧也深刻體會到，
「要創造一個成功的人氣『商品』，最重要的
莫過於掌握市場的實際需求與趨勢脈絡。」她
發現不只學生需要學英文，「為了因應國際化
時代的來臨，一般民眾與 企業都必須提升英
語能力，培養全球跨文化的溝通交流技能。」
誠如前南非總統曼德拉所言：「當你使用他人
聽 得懂的語言與他人 交談時，這些話就 會 進
入他的腦袋裡；但當你使用他人的語言與他人
交談時，這些話就會進入他的心坎裡。」秉持
這股堅定信念，黃心慧以「Let your voice be
heard」作為教學的核心價值，根據不同客戶群
量身打造各種不一樣的學習方式及教材設計，
並在原以學生為主力的補習班之外，進一步針
對企業主的學習需求，創立「天下英文語言顧
問有限公司」，除了提供專業英語培訓課程，也
希望能培養更多國際顧問人才，為企業主進行
口譯工作，協助更多企業走向國際，提升全球
能見度與知名度。
此外，為了因應網路世代的來臨，黃心慧也
積極協同團隊夥伴奮力轉型，將傳統面對面的
實體教學型態，轉化成運用網路平臺結合完整
的學習教材，再搭配受過專業訓練的英語教師
進行互動教學，提供教師與學習者一個簡易、
開放的學習平臺，並運用最新科技36 0∘全景
VR訪問、聲音廣播或是影像拍攝，在YouTube
創立全球微廣播，讓 臺灣各 行各業的創業者
都能透過專訪及同步口譯，結合全球瀏覽數最
高、觸及率最廣的影音平臺，向全世界為自己
發聲、為創意發聲、為臺灣發聲。

I aspire, therefore I am.
我圓夢故我在
「我有一個夢想，希望有一天，我能幫助更
多英語老師成功創業。」這是黃心慧心中的宏
遠目標與自我期許。「會講英文的人不一定會
教英文！」未來，她除了希望能 培育更多英語
教師投入英文教學，並鼓勵及協助他們創業之
外，也期望透過傳遞正確的英語學習方式，讓
更多人可以將所學實際運用在學習、出國、旅遊
和工作上，讓每一個有心學好英文的夢想，都
(文/黃慧文)
能圓滿實現！
青創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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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間醞釀夢想
用熱忱鍛造優勢

陳建安

吸收新知 接軌脈動

陳建安出生於臺北，家中孩子清一色都是
頑皮好動的男生，父母親則透過家事分配的教
導方式，讓兄弟們在分擔家務的過程中，學習
如何與他人溝通協調並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另
一方面，從事藍領工作的父母親，在望子成龍
的期待下，自幼就相當用心涵養孩子的閱讀習
慣，兄弟們從小學開始，每天都被必須讀1小時
書，減少盯著電視的時間。或許是家庭教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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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俗稱30拉警報、苦無出路，對未來生活充
滿迷惑與無力感之時，因自己過去曾廣泛涉獵各種行
業，接受過不同職場的磨練，所以決定自己創業。」

藝為有限公司 / 董事長
青創總會團體會員

及自己對家庭責任的認知使然，陳建安從小
就養成樂於學習、勇於接受各種挑戰的人格
特質。
進入職場後，他接觸過各式不同領域的工
作，包括餐飲、影像拍攝與剪輯、文教、人力
資源管理、倉儲、作業員…等，累積相當豐富
且紮實的實務經驗。直到30歲那年，正當陳
建安面臨人生多選題的徬徨躊躇之際，在創
業友人的激勵下，決定給自己一次機會挑戰

自我，並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勇敢投入創
業，「父母並非希望我創業賺很多錢，而是希
望我能從中學習更多難得的人生經驗，但對
我而言，創業就像體驗一份全新的工作。」

夢想是創業的動力
創業需 要勇氣，也需 要一點點 衝動與傻
勁，「創業的想法說來幼稚，就是想要創立一
家積極、優質、服務性強的公司，但我並不是
富二代，沒有龐大資金奧援、也沒有很厲害
的技術，但是我始終保有一顆不斷學習以及
在困境中找出路的企圖心。」陳建安認為，在
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下，差異化是很重要的致
勝關鍵，因自己具備法政專業背景，對歷史
又特別有興趣，在原住民朋友的引薦下，他
毅然從故事性、產業特色文化兼具的客庄-新
竹出發，創立「藝為有限公司」，走上艱辛的
創業行旅。
「以藝為命名，就是期許公司能展現出如
『藝』術般的精緻內涵，並以品質至上的訴
求，進行一連串積極的具體作『為』。」儘管
藝為還是一間相當年輕的行銷公司，目前各
個經營環節也尚處於摸索階段，但他們積極
透過主動服務、不怕麻煩的學習心態，提供
快速且即時的服務回應顧客需求、跨領域異
業行銷，全力以創新思維與作為，建立公司
可持續競爭的市場優勢。

適時妥協讓步 但不能忘卻初心
藝為創立初期，承接的專案非常多元、廣
泛，包括程式開發、專案研究與停車場 O T
案…等，然而，讓陳建安印象最深刻的專案
則是原鄉人才培訓；因聘用當地住民進行觀
光資源盤點，必須培養他們的專業技能，加
深他們對在地文化的理解與感情，卻因地處
偏僻又適巧遇到颱風，唯一進入村莊的道路
遭受雨水沖刷崩塌，一行人必須戰戰兢兢、
提心吊膽走在懸崖邊緣，這段驚心動魄的場
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雖然我的夢想是推
廣文化，但夢想需要資金、也需要時間醞釀，
因此公司成立初期勢必得承接其他專案，找

到順應市場潮流的利基點，即使經常發生與
自己期待不符的事，但當下適時的妥協與退
讓，等待時機換個方式再出發，或許也是不
錯的方法。」
挫折是創業的基本課題，但陳建安樂觀豁
達的積極態度，也成為他面對各種挑戰的利
器，「創業過程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如何建
立團隊夥伴的良好關係，尤其當老闆後，才
發現自己的視野及思考方向都跟以前當員工
時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陳建安時時警惕自
己，凡事都要以員工的立場與角度來思考，
什麼才是員工真正需要的?為什麼員工無法
滿足管理者的期待?「相逢即是有緣，員工就
是夥伴，要讓全體員工擁有共同信念，共享
經營成果，在公司營造一種家的感覺，夥伴
們情同姐妹、親如兄弟，彼此信賴、尊重，因
此公司在追求績效之餘，也相當重視員工的
福利，就如同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
玩。」

堅持 是創業唯一的選擇
除了認真打拚事業之外，陳建安因有感於
過去自己經常熱心主動幫助朋友解決困難，
當他事業陷入低潮時，朋友也會在他最需要
幫助的時候，向他伸出援手，因此他除了提
供員工多元的學習成長機會，也鼓勵員工廣
結善緣，建立自己的人脈關係，並希望在加
入青創會後，能夠讓員工在人際網絡拓展與
工作上面臨的各項疑難雜症，都可以透過青
創會的專業資源與課程，找到迎刃而解的答
案。
創業是許多人的夢想，陳建安認為，創業
家具備的特質包括勇於挑戰、多元學習、努
力不懈，到目前為止，他也不敢肯定自己創
業是否是一個成功的結果，但他內心始終保
有創業初始的熱忱，也期許自己在迷惘、茫
然時，能夠靜下心來，觀察自身所處的環境，
時時惕勵自己應該堅守的精神價值與意念，
「我們都必須承認在流言蜚語的當下，如何
不受讒言困惑，找到並堅持自己的初心著實
不易。」
(文/游胤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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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好樂」採用獨家開發的封面板搭
配長尾夾，將A4回收紙對摺固定，成為
一本本讓人愛不釋手的創意筆記本。

一謙創意事業有限公司

善待環境 巧思設計
累積實力 開創無限可能

洪冠至師大地理系畢業後曾擔任教職、待
過出版社從事教材編撰工作，個性沉穩內斂
的他，為了累積自我能力，選擇進入創業門
檻相對較低的印刷公司擔任業務，夢想有一
天能夠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
在臺灣，印刷是一門非常傳統的產業，產
品多是由印刷公司及多個協力廠分工合作製
成，每個協力廠的設備及專業技術都不盡相
同，分別負責印刷、製版、上Ｐ、燙金、人力加
工等服務。洪冠至的工作，就是將生產細節
拆分，交付給不同專業的協力廠加工處理，
再將產品整合交貨給客戶。多年來，已熟稔
各項外發資源及客戶關係管理的他，曾多次
36

建議老闆設置報價網站減少人力負擔，但都
未受到重視，加上業務往來的關係，結識了
臺灣藝術大學畢業，已在印刷業擔任設計師
8年的黃麗謙，因緣際會下，兩人決定跳脫既
有的產業框架，攜手投入創業。
創立一謙 創意事 業 有限公司後，黃麗謙
發揮過去在印刷公司的設計專長，承接包裝
設計及印刷業務，洪冠至則將多年在印刷業
打滾的實戰經驗整理成印刷運算公式，架設
「富二袋」線上報價網，客戶可依照不同材
質、尺寸、數量、加工方式等印刷條件進行線
上報價，不僅讓資訊更加公開透明，也可以
透過報價預先了解客戶需求，減少業務開發
的人力成本，大幅縮短案件溝通、報價的作
業流程。

充滿靈魂的創意筆記本
「設計 最 大的價值，不僅 是賞心悅目的華麗裝
飾，而是從生活中發現需求、解決人們的問題。」黃
麗謙與洪冠至兩人在工作期間不約而同地養成使用
影印廢紙畫設計稿及計算、記事的習慣，經常從廢
紙簍裡蒐集背面空白的回收紙裝訂成筆記本使用，
因此突發奇想，「如果把這些回收紙做成筆記本一
定很酷！」就是這個偶然的念頭，點燃了他們的設計
魂，也開啟了回收紙筆記本的創業路。
為了兼具量身訂作的獨特性與隨抽換頁的便利
功能，黃麗謙與洪冠至開始為期半年的開發過程。
他們以精裝書本的作法為原型，開發筆記本的封面
與封底，產品開發期間，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打樣，在
沒有符合兩人預期的高標準下，不斷推翻重做，不
僅顛覆以往製作流程的慣用工法，也開發出全新的
專利結構設計。
從事印刷業的兩人，每天接觸到各種材質多樣、
效果華麗的加工印刷品，也深知每一道程序對環境
來說都是一個負擔，因此決議不追隨市面上精裝筆
記本的腳步，不採用任何印刷、上光、燙金等紙品加
工方式，僅以烙印呈現質樸素雅的風格，希望藉由
簡化筆記本的製程，減少對環境汙染的危害。

愛護地球 善用再生資源
為了秉持資源再利用的原則，兩人對於產品的材
質與設計也格外講究，不僅 紙張內頁採用回收 廢
紙，連封面封底都使用再生紙漿所製成的牛皮紙與
灰紙板，避免造成過多的環境成本。由於特殊的結
構設計導致無法以機器製作，所以每個加工過程，
皆是由經驗老到的師傅，以手工仔細對位、層層軋
型貼合而成，卻意外賦予每個筆記本獨特的手感溫
度。

「『地球好樂』不只是一本手工筆記本，更重
要的是推廣綠色意識的消費習慣。」黃麗謙與
洪冠至始終認為，紙類來自樹木，唯有減少用
紙或是使用回收廢紙，才是保護森林、降低汙
染、落實環保生態理念最直接、有效的作法。
創業初期，他們透過f lyingV線上募資平臺測試
市場反應，成功打造「地球好樂」品牌，並藉由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的申請取得創業初期的
資金，緩解產品製程的壓力。

創業好爽 言語無法道盡
對洪冠至來說，創業是一條漫長、艱辛且充
滿挑戰的過程，沒有絕對的時機，只有毅然決
然的拚勁。當老闆之後，沒有「上、下班」的區
隔，沒有「耍廢」的權力，每天睜開眼睛，就是
想著如何讓公司運轉更順暢。創業至今，他們
仍在不斷努力學習如何經營事業，儘管飽受壓
力之苦，但是他從不後悔，「從無到有開發『地
球好樂』筆記本，學習電商行銷及零售的過程
及看到『富二袋』報價網對於市場機制的影響
力，那種『成就感』與『爽度』，絕對不是三言
兩語可以形容。」
目前他們持 續 拓展「地 球 好 樂」創意 筆記
本，提供不同尺寸的多元選擇及搭配環保材質
的牧草筆銷售，除了現有電商通路，也積極與
硬筆專家、環保友善店鋪洽談實體寄賣管道，
並積極透過提高創意商品的經營比例，逐步將
公司升級轉型，著手創意商品的自主開發與品
牌代理，增加商品多樣性。「關於創業，計畫永
遠趕不上變化，有時候，遭遇困境反而成為向
前的契機，當挑戰來臨，『做』就對了！尤其善
用中小企 業 處的創業輔 導資 源，將可 獲 得顧
問不同的意見 與回饋，激發 你 意 想不 到的潛
(文/張宇文)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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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開始體現大同」這是琞 茗茶坊的座右銘，是以良心為根本所設立的
公司，以這樣的心態為根基時時警醒自己，更希望未來對世界能夠有所貢
獻與回饋。」

琞茗茶坊

揉合美學 創造傳產新亮點
琞 茗茶坊負責人陳 玟琪，家中原本就從
事傳統茶行，販賣的都是百分之百臺灣高海
拔的純種高山茶，其中最獨特的老茶，是選
用臺灣最頂級的福壽高山茶，以古法烘焙技
術，須耗時5年才能製成，因此數量極為稀
少、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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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文化也很感興趣，只要來到新的國家，都會
把握機會體驗當地的下午茶文化。

創意設計 中西藝術精髓兼融

「東方茶文化有千年歷史內涵，西方文化
則具有獨特的藝術美學，各有不同的迷人風
格；如果在商品包裝或茶具設計上，能夠將臺
灣傳統茶品與西方的藝術美感融而為一，是
否能激發出嶄新的元素?」這個的念頭也成為
陳玟琪的創業契機。

陳 玟琪從小就熱愛藝術相關作品，對歷
經風霜的老古蹟建築也相當著迷，長大後在
國外留學念書，也因為自己愛冒險的個性，
所以經常獨自到不同國家旅行，在這個過程
中，不論是國外的藝術創作或是古蹟建築，
都帶給她很多薰陶學習；除了對藝術欣賞的
喜好之外，由於家中經營茶行，因此她對茶

出社會後，陳玟琪從事過藝術相關的工作，
在經歷一段時間社會歷練後，遇見許許多多
多貴人相助，心中的創業種子也逐漸萌芽，因
此毅然離開原本工作的舒適圈，創立「琞茗茶
坊」，全力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琞茗茶坊是
一個以良心為根本基礎所成立的公司，『琞』

為聖的古字，其音相同，成立琞茗茶坊，不僅是
對自己的期許，更希望未來對社會也能有所回
饋與貢獻。」

無止境的挑戰與學習
在創業的過程中，陳玟琪首要面臨的挑戰就
是如何開發新產品，「畢竟資本有限，必須妥當
衡量資金的週轉是否可以支應?開發成本是否
合宜?風險是否可以承擔?產品開發成功的機率
多高?尤其要創造出一個好的設計，勢必要投入
相當多時間與資本，未來產品的銷售成本與價
格是否能夠達到平衡?銷售價格是否可讓消費
者接受?所有經營議題都是環環相扣的。」陳玫
琪雖然了解創業的壓力與殘酷，但她從不以為
苦，開業1年多以來，仍然持續學習開發商品與
風險控管；然而，有了產品之後，接下來的挑戰
就是市場銷售。「琞 茗是一個剛成立的品牌，在
面臨大家對你的設計、產品都不了解的時候，
要如何讓市場接受，踏出品牌行銷這一步，是非
常困難的一件事。」

以文化為媒介 邁向國際

為了讓民眾及市場快速認識 琞 茗茶坊，陳玟
琪也積極透過國外的展覽機會，提升公司的曝
光率，向國際展示自己的品牌形象；2016年10月
第一次參加廈門國際茶葉博覽會展售會活動，
短短5天，琞 茗茶坊產品深受來賓青睞，在會展
期間即迅速銷售一空。
儘管琞 茗茶坊還是一家相年輕的新創事業，
陳玟琪在事業經營上也尚處於摸索學習階段，
但她在今年就開始著手設計自己的官方網站，
「有了官方網站，才能將 琞 茗的品牌推向全世
界；目前 琞 茗也正著手開發一項新產品，以純

銀、銅金屬與無鉛琺瑯結合創造的全新茶具，
希望能順利在今年亮相，並期許未來能透過更
多國內外的展覽比賽，讓『琺瑯茶具』在國際
舞臺發光發亮。」陳玫琪了解，臺灣特有的高
山茶，符合東方人的茶飲文化，但如果要讓西
方人接受臺灣的飲茶文化，就需要西方的藝術
文化當作敲門磚，「因此產品設計將是打入西
方市場的重要媒介，透過東方美學的涵養，帶
入西方的藝術，呈現出另一種時尚美感，利用
臺灣設計創作的極致工藝，展現出產品的藝術
內涵，才能創造臺灣茶飲文化的新價值。」

莫忘初衷 永不放棄
「創業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卻是人生中
自我挑戰的勇氣，所有一切都是邊做邊學；創
業能加速人生歷練的成長，也是一種自我要求
的人生學習。」在經營事業的過程中，陳玫琪
不斷重新省思自己的信念，不論面對多少困難
挫折，她都選擇堅持初心不放棄。「如果一開
始沒有很大的資金預算投入創業，那麼你一定
要更謹慎評估產品的市場性與競爭力，此外還
要有極大的勇氣與遠瞻，當然面對挫折與吃苦
的決心也是必然的，心理建設一定不可少，才
不會輕易被擊垮。」
初次創業資源非常有限，如何一開始就能免
於跌入不必要的陷阱，陳玟琪選擇參加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的創業資源服務推廣計畫，並在顧
問的諮詢輔導與協助下，成功建立自己的市場
定位；此外，她也參加政府或民間單位舉辦的
演講論壇活動，除了自我充實，也能透過政府
的創業輔導與創業諮詢來認識更多幫助自己
的貴人，「抱持感恩的心，積極尋求政府資源
及管道來提升自我；唯有用樂觀、正向的態度
去面對，你才會獲得更多資源與貴人相助。」

(文/黃楷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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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居生活數位整合」創辦人洪獻聰這一天，辦公室外面下
著滂沱大雨，從訪談過程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對創業的獨到
見解及滿腔熱情，即便居生活已經是他創立的第4間公司。

居生活數位整合

勇於創業 贏在創新
我是一個很喜歡嘗試新東西的人，經常思
考著要如何用最少的時間，去獲取最大的效
益，這種個性的養成，或許跟我從小就在英
國生活有關，曾經在人生地不熟、外語又不
是很通順的情況下，自己帶著一本旅遊介紹
書就跑到劍橋，路人雖然經常被我問得一頭
霧水，但最後我還是能靠著比手畫腳加上幾
句簡單的英語，順利抵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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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立場就是扼殺任何可能性
從歐洲回到臺灣後，我發現兩地的創業及
就業環境，最大差別在於，臺灣部分年輕人遇
到困難時過於輕易放棄，不願多做嘗試，或是
在還沒行動之前就已預設立場，反而被限制在
自己想法的框架裡。在居生活，設計人員經常
會向我抱怨客戶的某些想法不太好，這時候我

通常會反問，「那麼，你有沒有其他想法?」希望
能透過腦力激盪充分討論，協助他們跳脫思考慣
性、遠離負能量，產出更棒的創意，並創造出彼此
之間的平衡點。

創業路難行
但前進的路一定不只一條
創業成功與否，有2件事情一定要學，那就是
「設 定目標」與「解決問題」！創業 初期設 定目
標，能夠檢視目前的經營狀況，是否與你的初衷、
理念、成果或方向相吻合，而通往創業成功的路
上必定崎嶇難行，任何你想像得到或意想不到的
事，都有可能機會發生(通常愈不希望發生的事，
就愈有可能發生)，絕對無法準確預測自己在何時
何地會不小心踩到地雷；因此，這條路上你唯一能
做的，就是面對問題要學會轉變，但一定要把不
變初心，當成最終目標。創業不是一個計畫，它是
一個你拚盡力氣才有機會成功的積極態度與行
動，雖然創業會遇到很多問題與挑戰，但前進的
路同樣也不只有一條，找到適合你的路，就要果
斷勇敢地向前衝。
居生活數位整合主要提供企業主產品銷售平
臺，核心理念以顧客需求為導向，平臺主要鎖定
20歲~ 45歲、有穩定收入、對生活方式有一定品
質要求與品味堅持的女性族群，目前主要以文博
會參展廠商為開發主力，公司從2016年11月成立
至今，已經開始獲利；我們希望透過居生活建立
的平臺，能夠協助企業進行品牌數位行銷整合規
劃，進而拓展更大商機。由於臺灣有很優質的產
品，韓國對臺灣品牌的接受度也很高，而印尼則
是東南亞最大線上消費市場，因此我也期許在未
來，居生活能夠將商業模式複製到韓國與印尼，
強化公司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為什麼會選這個題目切入?因為一般品牌並沒
有太多資源可以投入線上線下行銷戰，線下必須
耗費相當多資源打通，卻不一定能看到成效，但
線上資源花費較少，同時也可以透過數據分析掌
握使用者的興趣、性別、居住地以及使用何種裝
置...藉此判斷是否與自己設定的目標族群一致。

創業是一種心態上的改變
成立居生活是我人生中的第4次創業，對我
來說，勇於嘗試新東西就是創業，因為你敢做
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而這個東西又可能會創
造新的價值。前3次創業都在歐洲，第1間是貿
易公司，因經營夥伴理念不合拆夥；第2間是顧
問公司，主要經營物流市場；第3間也是貿易公
司，因為家庭因素，於是將部分股權賣出，轉
讓經營權後就返臺生活。回到臺灣前3年，我
再次萌生創業的念頭，但沒有貿然投入，並在
這段期間，仔細觀察臺灣數位行銷市場的發展
脈絡，雖然行銷是我的專業，但歐洲的行銷環
境畢竟跟臺灣不同，還是要謹慎行事、步步為
營。
目前居生活團隊有7位夥伴，其中設計總監
是共同創辦人。說來是巧合、也是緣分，因為他
曾是我面試的員工，加上彼此理念契合，工作上
又默契十足，時機成熟後，攜手闖天下自然水
到渠成。居生活在管理上採取開放式的企業文
化，團隊成員不論公事或私事，只要遇到問題，
想聊天或吐苦水，隨時都可以找我，一方面藉
此打開工作環境，提供員工創意思考的空間，
另一方面也可以清楚掌握員工身心狀況，適時
調節工作量、舒緩壓力。

借力使力
善用珍貴創業資源
臺灣是很不錯的創業出發點，以我在歐洲經
商的經驗，當地人力成本遠遠高出臺灣近3倍
之多，因此許多國內外品牌廠商都會以臺灣市
場試水溫。此外，目前臺灣政府投入相當多創
業輔導資源，我第一次接觸政府資源，是多年
前協助朋友申請SBIR，後來則是自己申請青創
貸款，並順利獲貸。因此，創業除了要懂得善用
政府資源之外，有心投入創業的年輕朋友，一
定要先問問自己，你對這個產業認識多少?在
這個產業中，你有沒有人脈與其他資源?這些
答案，都將成為你未來創業成功與否的重要關
鍵。
(文/劉子巍)
青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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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敦煌飛天是仙人的意思，仙人會在佛陀出現
前撒花瓣、奏仙樂，為這個世界帶來純淨的一面。」

飛天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連結東方文化 打造品牌靈魂
2010年適逢臺灣景氣亮紅燈的年代，朱雅
勤期許自己能為國家社會做出棉薄貢獻，帶
動臺灣經濟發展一飛衝天，因此將公司取名為
「飛天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展現創意價值
走出自我專業風格
朱 雅 勤與 共同創辦人 是國立 成 功大學同
學，當時學校提供豐沛的教育資源，讓學生與
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交流，2人因投入相當多時
間參加創業競賽，也開啟日後攜手走上創業
路的契機。

42

畢業多年後，朱雅勤與創業夥伴創立以大
型系統與App專業開發為經營主力的飛天數
位，並在公司名稱以及Logo形象視覺上，充
分融入濃郁的古典氣息與優雅神韻，期許公
司團隊在經營管理上，都能體現東方文化的
精神，鼓勵工作團隊堅守本分、重視內涵，展
現公司的創造力與專業價值。
「創立飛天數位其實是個美麗的錯誤，因
為當初我們都誤以為對方想創業。」儘管朱
雅勤與創業夥伴都不具備資訊科系專業背
景，但2人誤打誤撞投入創業後，除了努力學
習，汲取資訊相關的專業知識與市場發展趨

勢之外，不論在籌備階段、經營管理以及業務開
發上，都竭心盡力、親力親為，將公司經營得有聲
有色、出類拔萃，讓飛天數位在2016年獲得「金峰
獎-十大傑出領導人獎」殊榮，「或許是因為我們
都非本科系出身，所以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資
訊業，反而讓我們跳脫產業原本的思維框架，找
出另類的康莊大道。」

擁抱初心
建立乘風破浪的必勝決心
創業多年來，朱雅勤也深深體會到，從事資訊
業最重要的就是聆聽客戶的意見，了解客戶的實
際需求與疑問，並提供超越客戶需求的最佳解決
方案，才能進一步為彼此建立信任與認同的夥伴
關係。朱雅勤說，因為資訊產品並沒有既定的規
格標準，可以作為提供客戶在產品規格設計上的
參考依據，必須與客戶充分溝通協調後，才能激
盪出雙方都滿意的產品，因此不論是網站設計或
App應用程式開發，在建立網站模型之前，朱雅
勤都會先透過實際訪談，精確掌握客戶需求，依
循客戶提供的產品製作原則方向，快速轉換為具
體化的設計模組，「就像蓋大樓之前會先畫設計
圖一樣，讓公司業務、程式軟開發人員與客戶使
用同一張設計圖，進行產品規格與細部設計上的
討論，不僅讓客戶感受到被尊重，更可以有效幫助
客戶解決問題。」
創業難免會遇到挫折與瓶頸，那麼，朱雅勤在
經營事業的過程中，面對過最大的困難又是什麼
呢？「其實困難一直都存在，但沒有所謂最大的，
只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生性樂觀積極、勇於
接受挑戰的朱雅勤說，「當你創業當老闆後，眼界
要放寬、視野要放大，不能凡事都從個人的角度
出發，在現實中，企業經營跟大學的創業競賽，是
截然不同的兩件事，絕對不能只是紙上談兵。」
身為一位企業領導人，朱雅勤始終用同理心對
待員工，用心理解員工的感受和需求，並率先以
身作則，全力將自己的工作熱情與專業能力，傳
遞給公司每一位員工，藉此培養員工積極正面的

工作態度，激發員工的創造力、競爭力與工作
效率的提升，在無形中，也為飛天數位涵養出
積極向上、充滿熱忱活力的優質企業文化。「企
業就像一條船，老闆和員工都是這條船上的一
份子，但只靠船長一個人是不夠的，只有發揮
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精神，全員上下一心、團
結合作，才能順利挺過航行中的每一個風浪襲
擊。」

相信自己 堅持做對的事
朱雅勤相信，失敗並沒什麼大不了，重新站
起來就好，而成功的人，往往就是比失敗者多
走了一步而已，因此公司求新求變的腳步，絕
不能稍有停歇。為了因應資訊產業快速成長與
高度競爭愈來愈明顯的趨勢，維持公司健全體
質與經營成長，她在今年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提升中小企業財務自主能力計畫」的中小
企業免費財會診斷服務，透過榮譽會計師到場
協助，不僅讓她迅速建立對財務報表的基本觀
念，精準掌握公司的營運狀況，也為公司未來
的發展，奠定可長可久的根基。
由於飛天數位具備快速開發程式的專業能
力，過去也曾協助國際行銷公司架設雪碧飲料
的票選活動網站，短短12天內即完成開發，並
為網站創造超過20 0萬人次的高流量，卓越的
專業實力，也成為未來飛天數位進軍國際的雄
厚資本。
此外，朱雅勤在努力打拚事業之於，也不忘
抱持感恩心回饋社會。她印象最深刻經驗，就
是在創業初期，為醫院開發一個關於紀錄疾病
史的程式，除了可以讓病人作為參考依據外，也
能讓健康的民眾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提前預
防疾病的發生；因此，儘管這項專案既沒有利
潤可言，接案到完成的時間也相當急迫，但為了
讓更多民眾因此受惠，她也義無反顧、全力以
赴地完成，這就是朱雅勤創立飛天數位，全力
落實「為臺灣做出貢獻，就像前人為世界撒花
瓣帶來純潔的一面」的初衷理念與企業價值。

(文/游胤翎)

本會承辦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提升中小企業財務自主能力計畫」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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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老藥鋪-「衛元堂」，一個從祖父時代就創立的招牌，
以漢方「衛氣培元」為訴求，乃是中醫長壽的萬靈之方。

福漢奈米醫藥科技公司

傳承世代的幸福漢方
當時稚幼懵懂的陳漢綜心中雖然對藥鋪的命名
感到不解，當自己接手掌管公司，接觸中藥之後，
才深深體會到祖父的用心與期許。

陳漢綜在服兵役期間，主要負責空軍基地
的飛機維修與管理，也做好退伍後就要進入
華航上班的規劃，卻因某次自己負責維修的

古傳藥燉排骨 熬出接班之路

飛機沒能在規定時間到位，讓他開始對從事
航空相關工作產生困惑與不安，因此他進入
職場後，當過業務、也曾在電腦公司上班，甚
至嘗試用升學補習來逃 避就 業 及接班的問
題，卻始終無法找到一條自己可以依循的人
生軌道。直到某天與父親爆發激烈爭執後，
母親端出一碗祖傳的藥燉排骨湯，「把身體
養好，才有力氣走下去。」母親溫暖的鼓勵，
如同當頭棒喝般敲醒他，再加上常聽到在醫
院上班的姊姊如何不用藥物治療病人，在在
都提醒著他，「這一帖世代流傳的祖傳藥方，
絕對不能被淘汰，一定要永遠傳承下去。」

與一般同齡小孩不同，陳漢綜打從有記憶開始，
他跟姊姊的零食就不外乎是黑棗、紅棗、枸杞等中
藥材，同學下課後呼朋引伴、嬉戲玩耍，他則得跟
著父母挑選藥材，儘管藥鋪經營得有聲有色，卻從
沒讓陳漢綜對家族事業產生認同，相較姊姊考上
醫學系，他卻覺得當時資訊科技強勢興起，傳統產
業終究會被淘汰，加上「為何獨子就一定要接班」
的叛逆心態，因此選擇就讀機械工程，並不斷汲取
電腦相關知識技能，亟思掙脫中藥束縛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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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轉型 賦予老品牌新生命
下定承繼家業決心後，陳漢綜開始上 網蒐集資
料、騎著摩托車走遍全臺拜訪客戶，除了推廣自家產
品，也藉機了解各地消費習性的差異，卻在這段期間
深刻感受到，「中藥已經逐漸變成夕陽產業，身為傳
統中藥批發藥廠，究竟要如何才能永續經營下去?」

「智慧型針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機」申請SBIR
補助時，獲得許多專業人士協助，因此他立即向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尋求諮商，並轉
介到「提升中小企業財務自主能力計畫」，透過榮
譽會計師輔導，編列專利、研發費用等棘手財務問
題，都順利迎刃而解。「企業的成長不僅止於營業
額的提高，健全的財務制度，才是一家公司茁壯最
重要的關鍵。」

福漢是一家在1974年就取得GMP認證的藥廠(前
身為德利製藥廠)，隨著醫藥科技快速演進，陳漢綜
開始著手將老藥鋪結合現代科技製程，轉型發展奈
米化中藥，藉此提高人體吸收率，發揮更高醫療功
效，並將祖父的「衛元堂」納入更名後的「福漢奈米
醫藥科技公司」旗下品牌，發揮自己的機械專業，
研發新的附加商品，並給予福漢一個新的定義：「幸

真心用心 讓健康無所不在

『褔』的人生源自於『漢』方的養成」，讓漢方中藥
品牌貼近年輕人市場，滿足不同消費族群的多元化
需求。

產』，而顧客則是公司永續經營的無形資產，顧客
的口耳相傳，總是能為公司帶來意想不到的銷售機
會。」

翻轉創新 聚焦核心競爭力提升
「過去藥材批發只能透過經銷商販售，但我認為
應該由消費者來決定你的通路。」陳漢綜決心改弦
易轍，讓福漢衛元堂直接接觸消費者，在傳統經銷
商之外，也建立網路及電視購物等多元通路平臺，
並邀請許多資深藝人分享實際使用的功效與心得，
透過口碑行銷，成功打響市場知名度，銷售量也持
續攀升。
不料，營業額大幅成長後，公司財務上的管理盲
點卻開始一一浮現，不論是成本、預算、稅金等問
題，都讓對財務一竅不通的陳漢綜傷透腦筋，「我
開始覺得個人的能力已經跟不上公司成長的腳步，
這是很危險的警訊。」正當他四處奔波請益、一籌莫
展之際，突然回想起之前研發「龜鹿二仙膠錠劑」及

「心感動了，人自然就親了！」陳漢綜總是發揮
最極致的用心對待員工與顧客，全力塑造一個讓
員工成長、顧客感動的企業文化，「員工不只是資
產，在我眼裡員工是可以為公司創造價值的『不動

「福漢衛元堂的每件商品，都是對客戶的真實
承諾，只要售價實在、商品可以創造價值，就能感
動客戶的心。」陳漢綜的經營理念不僅帶動福漢衛
元堂持續創造亮眼的銷售佳績，更靠著優質產品
取得多國專利，在世界各地發明展屢獲殊榮，成為
福漢衛元堂在市場上屹立不搖、穩定成長的重要
關鍵。
接班10餘年來，陳漢綜最感謝的是父母親無怨
無悔的支持，即便一開始對他不願意接班相當不諒
解，對企業轉型也存有諸多質疑，但他們始終是陳
漢綜最堅強的支柱與最溫暖的後盾。未來，他將謹
記「不貪心，要實在」「實實在在，就不會被社會淘
汰」的諄諄祖訓，帶領公司跨越更多升級轉型的里
程碑，以領先全球的技術，開創臺灣中藥品牌的新
格局。
(文/謝穎婷)

青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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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熱鬧的大中交流道旁有間B&Q特力屋，是許多在地民眾逛街購
物的地方，搭著手扶梯上二樓商場，就會明顯感受到瀰漫在空氣
中淡淡而醇厚的咖啡香，這就是瑪莎廚房高雄店。

瑪莎廚房

享受挑戰 翻轉人生
瑪莎廚房前身為臺南誠品旁榕樹下的瑪莎咖
啡，自1998年創立迄今，始終堅持以顧客需求優
先，提供優雅舒適的休憩空間和美味餐飲。而瑪
莎廚房的誕生，則是一場沒有預期的美麗意外。

創業之路 艱辛卻甜蜜
瑪莎廚房創辦人陳春緣，出身專為代工生產
各式麵條與麵粉類食品的臺南製麵廠家族，儘
管麵廠當時已導入機器自動化生產，但製麵過
程繁複費時，因此在她的記憶裡，父母親總是在
清晨2點便摸黑起床開始製麵，一直忙碌到午後
2點，才能趕得上早市麵攤、中午麵館的供貨所
需。從小看著父母勞碌刻苦的身影，在無形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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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陳春緣對製麵產生一種莫明的疏離感，完
成學業後並沒有直接進入家中經營的事業，
反而積極向外發展，並在婚後與夫婿一起前
往中國大陸發展。
當時的大陸充滿了無限機會，但卻也陷阱
重重，一次不幸的坑騙，就讓他們瞬時失去一
切，最後只能黯然返臺。回到家鄉後，心中長
期壓抑的沉痛與無奈，突然從夫妻兩人的胸
口深處一湧而出，止不住潰堤的淚水，直到小
孩的哭聲驚醒他們後，才重新打起精神，尋找
東山再起的發展根基。正好當時有位友人在
販售從大陸進口的仿製手錶，為了餬口養家，
夫妻倆也開始跟著在臺南花園夜市擺攤。

但夜市擺攤的收入不穩定，除了必須經常變換
攤位地點，加上攤販也是看天吃飯的行業，只要一
下雨就會嚴重影響買氣與收入，「最令我們擔心
的其實是夜市環境較複雜，是孩子在教育上的一
大隱憂。」儘管當時業績利潤還算不錯，但他們仍
不斷思考著未來人生的發展方向。正所謂山不轉
路轉，由於夫妻倆過去認識不少貿易商好友，最後
在友人的提議引介下，開始轉戰販售進口咖啡。

善用資源 突破事業瓶頸
1998年陳春緣在鄰近臺南誠品書局旁的榕樹
下，承租一個1坪的小店，販售精緻咖啡飲品與西
式餐點，並提供外送的貼心服務，儘管當時的咖
啡一杯只賣60元~70元，但每個月都能創造近百萬
的好業績，無疑為夫妻兩人打了一劑強心針。
由於當地商圈聚集許多高階外商與企業主管，
加上陳春緣親切、熱情、健談的特質，也結交了不
少好友，直至某天一位B&Q特力屋主管告知賣場
即將要釋出店點，詢問她有無將瑪莎咖啡帶入商
場營運的意願，成為瑪莎咖啡變身瑪莎廚房的契
機。
2012年瑪莎廚房正式進駐B&Q特力屋，販售的
品項也從咖啡，延伸到異國料理、義大利麵、燉飯
等美食餐點，營運也愈趨穩定，年營業額連續3年
達到2000萬元以上，信心大振的夫妻兩人也開始
在2015年底籌劃新店點，創立西式火鍋店，並以
童話般的裝潢風格、有機食材的供應、小農市集
商品的販售，多元的料理風味與明亮舒適的消費
空間，提供顧客溫馨又放鬆的用餐體驗。不料，後
因投資人臨時縮手，資金無法完整到位，加上業
績與預期落差甚大，很快就讓瑪莎廚房面臨財務
週轉困難的窘境。

2016年11月在朋友的介紹下，陳春緣找上協
助全臺中小企業進行債權債務協商、銀行融資、
財務規劃與資金管理的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務
輔導專案，透過青創總會財務顧問現場訪視，進
行深入的訪談與了解實際營業狀況後，立即提供
瑪莎廚房銀行融資的規劃與協助，讓陳春緣順利
在2017年1月取得營運所需資金。

盡其在我 樂在其中
「人生的歷程是艱難的，所以要不斷學習和
歷練，才能累積更多經驗與智慧，克服每一個挑
戰與困難。」陳春緣回憶，因為自己是家中的獨
生女，每當她哭鬧不停時，父親總會隨手抓起揉
好的麵團，捏個歪七扭八的小人偶哄她，而她總
是開心地又捏又抓，恣意變換人偶的樣貌，然而
長大後才發現自己揉捏麵團的人偶，總是斷手斷
腳，才深深理解到，一個好的麵團，必須經過無
數次的推、壓、揉、摔、打，直到麵團變得Q彈、
堅韌，才能創造出緊密、紮實的口感，而不會軟
爛、黏糊。「人生就像麵團，放入許多酸、甜、苦、
辣後，不斷的壓揉，才能創造圓滿的人生。」
走過事業低潮的陳春緣，現在正帶著滿滿的
活力，重新整裝出發，期許瑪莎廚房不僅要滿足
顧客的味蕾，更要提升服務層次，擄獲更多消費
者的心，因此她除了經常跟廚師討論新菜色，不
定時調整菜單之外，也堅持餐點一定要當天新
鮮現做，絕不使用調理包、半成品的食材，更要
求食材不能加入防腐劑、漂白劑、雙氧水等化學
添加物，完美呈現食物天然、真實的美味，讓消
費者吃得安心、吃得健康。未來，陳春緣也將秉
持這份初心理念，在高雄深耕發展有機食品及小
農市集，並緊鑼密鼓籌劃新的麵食品牌，全力重
現過去父母用汗水所澆注的安心麵食新典範。
(文/游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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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寶寶」哭了!
論商標權的保護目的
大同公司本年度股東會進行董事改選，
爆發爭奪 戰，市場派以「大同小股 民」身
分，於2017年4月17日刊登半版廣告版面，
希望爭取更多散戶小股東支持。
署名「大同公司小股民」的人士，以「大
同寶寶哭了」為題刊登廣告，對於大同公司
的經營績效提出批評，表示讓大家失望，
「大同寶寶」是屬於大家的，卻成為他人的
獲利工具。

使用「大同寶寶」作為訴求並刊登
廣告，是否侵害商標權？
商標權的保護目的

商標權的保護目的，是用以區別、辨識商品
或服務的特定來源，以避免混淆誤認，維護消
費者與商標權人的權益，防止不公平競爭。換
句話說，商標權是用來防止仿冒、避免消費者
產生混淆，維護消費者跟廠商的權益。故商標
法規定：

對此，大同公司4月20日發出聲明，表示
「大同寶寶」的「商標權」屬於大同公司，
未經准許違法使用者，將依法究辦絕不寬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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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於同一
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
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 虞

「大同寶寶」哭了! 論商標權的保護目的

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條)。
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
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
之虞者，視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70條第1款)。
三、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
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
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視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70條第2款)。
簡言之，商標權的保護目的，係在排除他人於
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務類別，使用與該註冊商
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如果商標權人之商標是著
名商標，除他人不得使用與該著名商標相同或近
似之商標外(不限相同或近似之商品、服務類別)，
更可以排除他人以該著名商標作為公司、商號、
團體、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

在「非作為商標使用」的情形，屬於
商 標 的 合 理 使 用，不 構 成「侵 害 商
標權」
。
商標權的合理使用

承上所述，如「大同寶寶」確係於由大同公司申
請註冊取得商標權，則「大同寶寶」的商標權屬於
大同公司所有。
署名「大同公司小股民」的人士，使用「大同寶
寶」刊登廣告，觀其內容，係對於大同公司之經營
成果表示意見，似乎並不是作為商標使用，比較
接近訴求、意見表達。商標法亦有規定，於「非作
為商標使用」的情形，屬於商標的合理使用，不構
成「侵害商標權」。

非作為商標使用
商標法第36條規定，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
權之效力所拘束：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

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
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產地
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
標使用者。
「非作為商標使用」之情形，如汽車維修廠
常見將各汽車廠牌之商標標示於招牌上，一次
顯示出Volkswagen、Benz、BMW、Audi...等各
大國際汽車廠牌之商標，其使用車廠商標之目
的，係在說明維修廠可提供各種廠牌車輛之維
修服務，具備有維修各廠牌汽車之技術，係服
務內容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此即為「非作
為商標使用」之合理使用情形。
市場派小股東使用「大同寶寶」圖案刊登廣
告，其目的、訴求如果是基於股東身分，對大同
公司經營團隊之經營績效、成果表示意見，而不
會讓人誤會係代表大同公司、或係大同公司之
經銷商、代理商，如此較易被認定為使用「大同
寶寶」不是作為商標使用，而係意見之表達，於
「非作為商標使用」的情形，則不構成商標權
的侵害。

結論
良好的公司治理，係重視股東及利害關係人
的權益，公平對待各股東，鼓勵股東參與股東
會，給予股東適當、充分表達意見之方式及機
會。是以，股東權益的保障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重要概念，健全的公司治理，是良好營運績效
的基石。
商標權的保護目的，是在於保護消費者的權
益，避免混淆誤認，維護消費者跟商標權人的
權益，防止不公平競爭。如為使用商標的目的，
係單純的意見表達，則較易被認為係言論自由
的範疇，於「非作為商標使用」的情形，商標法
規定不構成商標權的侵害。
大同寶寶哭了，但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全部
股東的期望。
(以上為作者之見解，不代表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之意見)
(文/群豐法律事務所 謝伊婷主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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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職掌與作業實務
出納是一間公司不可或缺的核心職位，

高、擁有長期性、守密性，此外，要具備良好

會計可以委外記帳及報稅，但是公司內部

的溝通能力，足以應對公司上下員工、往來銀

的零用金及收付款作業等，就非得仰賴出

行等眾多窗口，最後，要有創意，並且了解經

納的細心與調度。作為一名優秀的出納人

營者的想法。以上如何成為出納的條件，是

員，該具備哪些特質，該熟悉哪些出納事

新世紀中應有的堅持，過去只做好份內工作

務的職掌，如何使公司擁有良好的金流管

即可的觀念已經改變，我們的觀點應放在明

控及熟悉各往來銀行的收支情形，都是非

天或明年，甚至更競爭的未來。

常重要的課題。

以時序來看出納工作職責

出納人員需具備的特質

50

出納的第一項工作，是如何協助公司把錢

因會計管帳不管錢、出納管錢不管帳的

如期、有效率的放進戶頭。故「收款」就成為

工作特性，出納人員經手的是全公司的金

出納的第一項重點工作。你是內銷或外銷?外

流，廉潔守本分的人格特質格外重要；細

銷相對簡單，有雙方合約、支付工具的事前

心、積極、專業，則是一名出納人員基本的

設計、客戶很少…但如果內外銷都有，或以

工作態度。要有數字觀念，對於金錢的餘

內銷為主，收款的複雜度就出現，多半掛帳、

絀要有強烈的敏銳度，凡事做好計畫、堅

形態千奇百怪，從對帳開始就開始有麻煩事

持現金管理的原則。出納人員的配合度要

等著你…

出納職掌與作業實務

了解出納工作，以工作的時序作基礎，是最好
的方法：1、收錢、收票；2、保管現金；3、存錢－
跑銀行；4、票據託收；5、銀行轉帳；6、匯款或提
示；7、戶頭管理；8、支票申請；9、開支票付款；
10、廠商領票作業；11、出納日報表；12、銀行調
節表－會計作業；13、零用金管理；14、辦理融資
手續；15、貸款之管理；16、資金流量之管控；17、
信用狀作業；18、出口押匯；以上18項工作內容

提款作業：現在很少公司會到銀行提現，
除非為了支付零用金等現金需求時才會發
生。提款作業因為動用到現金，因此出納應
對此建立一套可遵循的作業規則，以避免
出現管理缺失。小公司的提現作業由出納
提出「提款申請單」，經主管簽核後據此填
寫「取款憑條」，再由主管蓋好大小章後，
直接到銀行領現，作業完成時應由出納提出

也依公司不同而有所差異。由於出納工作細節繁
雜，以下僅就經常性工作項目-「跑銀行」詳細說
明。

「轉帳傳票」，作為銷案的憑證，如此就能
兼顧作業簡化與內控管理的目的。

跑銀行的基本工作介紹

如果是大公司流程則可以做一些改變，
例如早上由出納提出提款申請，經主管簽核
後轉入會計部門切立傳票，傳票經簽核後轉
回出納，出納再據此填寫「取款憑條」經核
章後向銀行提款，所提款項應銷案再經由
會計存查。公司採取那一方案應自行規劃，
但以力求簡化及安全為原則，理論上可以
高調，實戰上則要安全、快速及少成本。

跑銀行，只是一個出納與與銀行接觸的工作項
目而已，除了一般的大家熟知的現金存款、匯款、
轉帳作業之外，還包含下列事項：
支票存入(託收) 作業：1.如果存入的是「即期
支票」（即發票日為當天或以前），而且 是本 埠
(若以臺北為中心則指新竹以北之區域)，可以填
入「存款憑條」收入明細的「票據」欄中(本欄分
本行、聯行、他行三項)，存入方式請選「票據」，
並填入委託代收票據申請書數加總。2.如果存入
的是「期票」或「非本 埠」之 即期支票，一律寫
入「代收票據明細表」中，委託銀行進行票據交
換。行員檢查支票之要件無誤後，會在代收明細
表的金額欄中蓋章，有些銀行並給一張「代收票
據彙總單」，等支票到期時，銀行會將代收支票
款「打入存摺」，完成支票的託收作業。票據託
收時如果支票數量不多，就直接寫入活期存款存
摺後附的「代收票據明細表」即可，當明細表不
夠使用時，銀行會給您一本獨立的「票據代收存
摺」。如果公司的託收票據很多，一開始就應申
請一本「票據代收存摺」，以便分本使用，若公司1
個月的代收票據達到數千張時，則應使用媒體交
付銀行作業。

出納工作就是把錢管好
「出納」工作就是把錢管好，該進的準時
進來、該出的依制度及與廠商合議支付、現
金進出過程中要知道是否存在缺口，以及
是否因為收支而產生損益。另外，也要注意
如何做基本的資金運用及用錢的成本是否
過高...表示出納工作的職責相同，只在工作
分配及組織大小不同而已。
出納管理「現金」，而且只管短期現金，
因此，如何讓現金在企業運作中流動、調節
流動的速度快慢、如何流動…等，就成為出
納工作的核心。出納人員應對企業的現金
具備有一定的認知與了解，才能進一步做好
監控財務的正常運作。

(文/李進成 整理/吳怡珊)
青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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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力量X口碑行銷:
自己的行銷自己做
怎麼樣 才 能讓我的商品賣得更 好? 這 是

商品很便宜，沒賺什麼錢，同樣可能面臨賣不

所有賣家或行銷人每天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出去的風險，因為「好」是非常主觀的認定，應

但，商品賣的不好，原因可能沒有那麼單純。

該由花錢買單的消費者來決定，而不是賣方，

行銷成敗取決於
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賣方要做的就是，如何巧妙引導，讓消費者覺

許多人在做商品時時沒有流汗，賣的時候
就會流淚。什麼叫沒有流汗?對商業模式不

得這個商品「好」，願意掏錢，甚至主動推薦
給朋友，這個技巧就是行銷。

行銷很簡單也很難

了解、沒有挑出客群、不清楚消費者要什麼、

行 銷可以很簡單、快 速，只要在 網路上發

沒有做過市場調查、甚至對自己的商品也不

張美圖、在FB訴說自己商品/服務有多好、在

熟悉，根本未曾從事過相關行業，沒有相關

各種宣傳管道曝光、買廣告、拜託親朋好友分

人脈，只是關在自己的想像中，直覺認為自己

享、求神問卜下一個賺大錢的是你，看似投機

的商品應該會受歡迎，等著別人來捧場，一

的行徑，卻是許多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就像一

邊納悶F B廣告買了，行銷也做了，為什麼沒

個男生追求心儀的女生，在彼此還不甚熟悉

辦法轉成訂單?

的情況下，不斷的向她展示自己有多好，每天
噓寒問暖，期待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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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商品很 好啊?」是的，你的商

終究女生會喜歡上自己；但真正的高手，則是

品便宜，CP值也非常高，但是，為什麼消費

讓女生主動來喜歡自己。為什麼會有這麼大

者還是不捧場?企業主都必須認清的一個事

的差別，原因就在於有沒有了解最重要的一件

實，沒有一種商品是真正的「好」，就算你的

事-人性。

社群力量X口碑行銷：自己的行銷自己做

真正的行銷高手都深諳人性之道，因為他
們懂得站在消費者的角度思考，「我為什麼要
買這個東西?」「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或許是
對未知的焦慮、麻煩的解決、理想的投射、自
我的認同，沒有一定的模式，在鎖定一個明確
的定位後，根據這個信念來說故事。
故事一定 是 虛構的，但在 這個故事 裡，商
家的角色消失了，重點回到消費者身上，依循
「人-麻煩/需求/慾望-解決」的公式，後再透過
媒體、公關、公司形象、產品服務、產品功能、
代言人、包裝設計、通路、合作產商...等宣傳廣
道，強力Push品牌的信念和個性，有著相同信
念和特質的消費者，自然會被吸引過來。此時
此刻，消費者購買你的產品會產生愉悅，因為
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現在是「我買故我在」
的個性化時代。

什麼叫做品牌 如何做好行銷
過去，行銷等於買廣告，只要掌握低價、通
路和主流媒體，就是第一流的品牌；但網路強
勢崛起後，社群成為主流，玩的是「品牌、內
容、情感」。品牌就像一個人，他是某一群人的
意見領袖，有個性、有原則、有感情，未來的品
牌必定只為一個細分領域的人 服務，他購買
你的商品是因為認同這個品牌，所以管道不是
最重要的元素，傳播的內容能夠吸引消費者才
是最重要的，內容承載著情感，這時代精神水
準趕不上物質水準，物質豐滿、精神匱乏，只
能藉由購買產生自我認同感，每一次的消費行
為，都是在幫消費者建立更完整的自我。
認清品牌是什麼之後，就接下來就要建立
正確的行銷觀念與流程：

1.透過你的獨特定位。
2.會產生與你的理念相符的人。
3.針對這個人延伸出他的心理偏好、偏誤、
刻板印象…
4.找到符合上述的意見領袖。
5.與意見領袖共同創作出他們喜好的內容。
6.根據這個內容延伸出廣告與公關呈現的方
式。
7.開始小規模測試。
8.根據市場反饋修正與檢討。
9.選擇適當的媒體(通路)、購買方式。
10.開始全面上市行銷。
行銷人或公司受限於預算、時間和精力，
往往從第9點開始，忽略了前面的過程，中了
商品大賣，不中下次就不賣，行銷方式就像
賭博一樣，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消費者真正的
想法與需求，所以只好這樣做，也只能這樣
做，長久下來，品牌價值就這樣一點一滴流
失掉了。

行銷人難為 把自己變成品牌
「不是技術衝擊了你，而是傳統思想、保
守思想、昨天的觀念衝擊了你，不是電子商務
衝擊了傳統商業，而是你對未來的不把握衝
擊了你的商業。」這是全球最大電子商務網
站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在演講中對老闆
們說的話，也是很多行銷人的心聲。「我有
我的專業，但是老闆、客戶和同事偏偏不這
樣想，他們還是舊思維，我該怎麼辦?」一句
話：請把自己當成品牌來經營，公司不是你永
久的棲身之所，這年頭，每個人都應該是自
己的行銷人，把自己的品牌經營好，創造自己
的價值，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文/邱子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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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關懷委員會
創業導師研習營

在別人的需要裡
看見自己的責任

為了協助創業者與需要的創業資源接軌，深化創業
輔導領域的專業與價值，青創會於2015年成立「創
業關懷委員會」，廣獲各縣市青創會大力支持與響
應，共同籌組「創業導師」團隊，提供在地服務與關
懷陪伴，積極落實創業經驗傳承，提升青年創業知
能，協助更多青年實踐創業夢想。

連結各地創業需求
輔導能量全面升級
過去政府為了服務創業青年，提供創業青
年完整的創業前、中、後輔導，於八零年代由
前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結合青創會地方
分級組織建置創業青年輔導網，20餘年來服
務超過數萬名創業青年，成績斐然，深受創
業青年肯定。2013年因政府組織再造，青輔
會創業輔導業務移轉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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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小企業處原設有中小企業榮譽指導
員制度，因此創業青年輔導網機制未受相對
重視，並自2014年起不再編列經費維持創業
青年輔導網業務。然而，這段期間各地區創
業青年經常向青創總會和地方分會或過去的
輔導網召集人反映，希望青創會能夠持續提
供在地創業關懷諮詢服務。
創業初期最需要的是外界給予的關懷與
協助，而青 創會身為臺 灣以輔 導創業 為 宗
旨，成立最久、規模最大的社團法人，各縣市
會員也多是創業有成且在地人脈豐沛的企
業主，因此若能結合青創會組織資源體系，
重組創業關懷諮詢服務網絡，提供初創業者
各項關懷與協助，不僅能協助政府推動各項
創業輔導工作，且能真正發揮青創會「大家
幫助大家開創事業」的創會宗旨，對於創業
朋友亦為一項福音，實為三贏之工作。

有鑑於此，經青創總會黃其斌榮譽副總會長
極力爭取，並獲第22屆孫達汶總會長的肯定支
持後，決心將創業關懷諮詢服務列為青創會最
重要的會務發展核心工作之一，並迅速啟動「創
業輔導網」研商會議，經過多次討論達成共識
後，決定將原「創業輔導網」名稱定調為「創業
關懷服務網」，由青創總會成立「創業關懷委員
會」並全力協助各分級 組織逐步擴編組織，形
成一個綿密的創業關懷服務網絡，強調秉持「以
服務學習成長、用關懷減少失敗」的志工服務精
神，全力以赴關心需要幫助的在地創業青年，藉
此同步提升個人、企業和青創會形象。
此外，為了讓青創會員在服務創業青年時能夠
備感榮譽，同時符合創業關懷陪伴服務的意義，
因此將原「輔導員」定名為「創業導師」，而創業
導師所扮演的角色則是提供關懷、諮詢、轉介服
務、政策宣導和建議反應，不進行實質輔導。由
於過去輔導網隸屬政府單位，由主管單位指揮調
度，因此，並非所有成員均為青創會員，在服務
的過程中，往往有很多想法及作法無法形成共
識，甚至產生負面影響，而「創業關懷服務網」
則規定全體創業導師，都必須由各縣市分會推
薦優秀且具服務熱忱的青創會員，並接受培訓
後方能擔任。
定案後，2015年7月份理監事會正式通過創業
關懷委員會組織簡則，並由黃其斌擔任主任委
員，2016年開始由北、中、南三區各推選一個分
級組織，最後選出桃園縣、彰化縣和高雄市等3
個縣市作為試辦單位，視推廣成效再逐年擴編。

歡喜做甘願受
是良師也是夥伴
秉持著「如果我是創業者，我希望創業導師
幫我做什麼?」的同理心，創業關懷委員會成立
後，致力從初創業者的角色出發，積極提供在
地創業諮詢服務與關懷陪伴，建構在地創業協
力基地，整合強化青創組織體系，連結產、官、
學、研等專業資源，精進創業諮詢服務與輔導
措施，提升創業技能，讓許多最無助、最需要
幫助的初創業者，取得完整輔導資源、營運資
金及投資媒合管道，協助創業朋友順利開創事
業。
2016年在桃園市、彰化縣、高雄市及屏東縣
等縣市青創會創業導師的共同努力推動下，已
充分顯現出創業關懷委員會成立的效益與價
值，因此決定自今年起持續擴大辦理，並於5月
11日舉辦「創業導師教育研習營」，邀集臺北
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臺中市、苗栗縣、
雲林縣、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等13個縣市青創會，78位創業導
師共襄 盛舉，未 來各縣市創業導師將積極 結
合青創總會承辦之各項政府專案計畫免費資
源，透過「轉介輔導」的服務主軸，由青創總會
委請創業顧問、律師、會計師等進行專業輔導
或協助導引至適合個案的創業課程，並適時針
對個案給予及時關懷及後續追蹤服務，相信在
全體創業導師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的無私奉獻
下，必能讓諮詢者迅速與最合適的創業資源對
接，讓更多青年的創業路走得更穩、更遠。

(文/黃其斌 . 李銘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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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國際事務
人才培訓營

飛向國際 築夢全球

青年現在所屬的時代是擁有豐富資訊的網路時代，身
處全球化競爭以及世界急遽變動的臺灣青年，該如何
培養自己的國際觀，才能擁有躍上國際舞臺的實力?

走出舒適圈 探索自我價值
長期以來，臺灣政府對於青年培育總是不遺
餘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亦隨著全球巨大的發
展與變化，積極以求新求變的作為，推動各項
青年培育計畫，並透過青年資源的彙整，與時
俱進地調整執行的作法，藉此因應世界的快速
變動，協助青年提升自身的軟實力；近年，為培
育國際事務及新南向國家國際事務青年人才，
提升國內青年參與國際事務與深耕永續發展
的能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今年4月22日開
始，陸續在全國北、中、南分區辦理5場次「青
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營」及1場次「青年新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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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營」活動，並邀請過去
參與本項活動的青年現身說法，分享人生中最
美好、最難忘的國際體驗。
在去年，江軍完成一系列的培訓後，對於國
際事務有了更深層的體悟，「面對地球資源枯
竭、環境破壞、氣候變遷，人類必須找尋出路，
而能源可能就是一個答案。」在柏林，青年們拜
訪德國的能源智庫Heinrich-Böll-Stiftung，從
中認識了德國的能源分配與使用機制、以及再
生能源的推廣...等，更重要的是，青年看到德國
人務實的個性，以及他們展現的決斷力；江軍
學到了一課，那就是德國人的決心：「If not us,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 (捨我其誰?
又，此時不為，更待何時? )」
同年度的吳昭賢，則是在研習營中積極與講
師互動，並於出國研習時把握機會與各國際組

織人員以及創新社會企業家進行對談，汲取他
們寶貴的經驗，並充分發揮在培訓過程獲得的
養分，勇敢投入500 Rookies創業團隊，為臺灣
創業環境盡一份心力，邁向精采的人生!(50 0
Rookies是由矽谷知名的種子基金暨創業加速
器-500 Startups所啟動的亞洲第一支以學生為
投資人的機構，主導投資有潛力的校園創業項
目。)

思維碰撞 看見全新的自己
「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營」今年延續以往
持續培育青年國際行動，透過永續發展整體概
念，說明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協助
青年建立完整的永續發展概念。而今年培訓的
另一個亮點，則是以新南向國家發展為議題主
軸規劃的「青年新南向國家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營」，當天除了邀請專家講述新南向國家目前
發展現況以及未來發展契機之外，也邀請專家
學者與青年進行雙向交流對談，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則是為了協助泰北偏鄉學童，發起「蒲公
英傳愛咖啡」義賣籌措頭期款，並在購入汽車
後背負70萬元車貸的林語珊同學；儘管背負沉
重貸款，但她並沒有尋求企業大額贊助，因為
她希望透過分享，讓更多人知道泰北華校的故
事。林語珊不僅在泰北熱心協助學童，更前往印
度擔任國際志工，目前也在緬甸籌劃新的服務
計畫，精采感人的分享，讓青年對新南向國家
以及國際志工，有了一番全新的見解與詮釋。
在為期兩天一夜的營隊中，特別跳脫傳統的
上課方式，結合互動講座、分組討論、實務模擬
及成果發表等多元學習模式，針對永續發展中
的氣候行動及綠色消費兩大議題進行熱烈討

論，青年不僅熱情參與、全力投入，紛紛表達
自己的意見與想法，更在與其他青年的交流
互動以及講師的論述分享中，拓展視野、增長
知識，進而重新審視自身對於問題切入的角
度，察覺自己對於議題關注的動力及使命，啟
發出全新的思維與作為。

創新再出發 零距離看世界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每年都會因應時代潮流
趨勢，針對青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進行
調整，並在完成一系列培訓活動後，持續關注
青年的發展；例如，在2015年參與國際事務人
才培訓的黃子維前往英國研習時，觀察到許
多青年選擇投入對社會有影響力的工作，「這
對同年紀的臺灣青年們是很棒的參考，雖然
並非每一位青年都會朝向社會企業發展，但
我希望未來能夠將社會企業的思維，帶進社
會 各 個領域，讓 社會更有溫 度。」因此他在
完成國際事務人才培訓後，即前往汶萊擔任
交換學生，並在這段期間獨自探訪當地的社
會企業，回國後也積極參與「文化銀行」的環
保天燈專案，尋找文化與環保兩者間的平衡
點。
今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將從參與「青年國
際事務人才培訓營」的學員中遴選出45位青
年，組團前往德國、瑞士及荷蘭、比利時，進
行為期20天的研習活動；特別的是，今年首次
辦理的「青年新南向國家事務人才培訓營」，
也將從中遴選12位青年，前往泰國及菲律賓
研習，深入了解當地的永續發展議題，期許更
多青年用心融入國際社會，建立全方位的視
野，在全球散播臺灣青年的熱情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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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青年社區參與
行動計畫-培力工作坊

青年相見歡
備齊社區行動工具

由青 創總會 承辦 的 青 年 社區參 與行動計
畫，於5月完成計畫審查階段，從92件提案計
畫中選出45件進行補助，獲補助的團隊在實際
進入社區之前，將共同參與一次培力工作坊。
今年度課程內容包括青年行動內涵說明、社會
創新與社會設計、團隊溝通與團體動力、社區
資源盤點與募集等相關課程，也邀請長期在
社區耕耘的團隊分享經驗，並特別加入F B社
群行銷攻略、手機拍攝取景等課程，讓青年團
隊在執行過程中，能善用網路平臺及電子產品
紀錄並發布精采畫面，全面提升社區工作的知
與行。
工作坊於6月3日及4日假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舉辦，第一天課程由青年署羅清水署長揭開
序幕，署長除了鼓勵年青人要勇於活化及引領
社區的翻轉與連結外，也期許青年實踐團隊
協力、跨領域合作，捲動居民參與、創造在地
價值。每年工作坊也會邀請在社區努力的夥伴
分享他們的執行經驗。由暨南大學學生組成
的「籃城好生活工作室」團隊，自2013年在南
投縣埔里鎮努力連結在地農民推行無毒米耕
作，運用年輕人的專長成立榖笠合作社，藉由
認榖、插秧體驗、米食文化推展等活動，讓更
58

多人關心土地及農民議題；由臺灣大學師生所
組成的「臺灣藍鵲茶」團隊，為了護育坪林成
為具有棲地保存的生態村而努力，同時也注重
山村生活及茶學地，不遺餘力地在坪林推廣環
境友善的茶園耕種，在護育水庫汲水區的環境
品質之間找到平衡。這些理念精神及執行過
程，不僅讓在場所有學員為之動容，更讓他們
透過青年團隊的分享，看到行動計畫美好的價
值與意義。
每年的行動計畫工作坊，都會依照上一次的
學員回饋與時俱進修改課程方向，例如今年
的FB行銷與數位取景實作，以及前年的媒體
下標術與行動影音剪輯課程，務實的課程每每
讓學員讚不絕口，今年更首次將延續性與新提
案的團隊依性質分開上課，因材施教給予學員
最適性的學習，獲得廣大迴響。
兩天課程雖然碰上超大豪雨，多處交通中
斷，甚至造成離島航班取消，但學員依舊不畏
風雨抵達會場，並在會後給予課程高度肯定。
工作坊結束後，青年團隊緊接著就要進入社區
執行計畫，期待青年將熱情化為參與、將理論
化為實踐，持續為社區注入活水！
(文/林延駿)

本專案由青創會承辦

106年青年社區參與
行動計畫-宣導說明會

行動起點萌芽
參與持續壯大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計畫已步入第12年，並由青創總會從2009年起
承辦至今，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近年來積極推
廣多元化的補助方案與地方產業再造，本計畫
正是籌措青年返鄉、人才在地發展的元祖計畫
之一。
計畫初期在全臺開跑宣導說明會，從計畫開
始徵件起在北中南三地舉辦，吸引超過30 0位
對社區行動有興趣的青年學子共襄盛舉，為計
畫注入新的生力軍。說明會分別於3月27日在國
立臺北市立大學；3月31日下午在高雄實踐家菁
英高雄共創基地、晚上移師富在地人文情懷的
三餘書店；4月5日在宜蘭佛光大學；4月6日在臺
北鬧區的Cha ngee中山活動空間；4月7日下午
在臺中科技大學，晚上則在臺中藝術據點的想
想人文咖啡辦理。
在計畫宣導說明會的過程中，除了青創總會
同仁在說明會現場，宣傳社區行動的理念與計
畫，提供現場青年更多元的選擇，並清楚說明
計畫的提案內容與期程之外，每場次也會邀請
一組歷年的績優團隊到場分享。北部場的「大
溪神將青年文化工作隊」分享了團隊每年梯次

交接，持續發揚大溪神將文化的傳承與使命；
南部場下午「AU BA青年服務隊」從關懷部落
長者與青少年開始，讓部落年輕人擁有一個實
踐夢想的機會；晚上「建國前進」講述青年團
隊為老舊眷村復興的苦與樂，並逐步實現青
年自主壯大的過程；宜蘭場「頭城跳起來」為
凋零的頭城老街注入藝術與在地文化結合的
新氣息；中部場下午「籃城好生活工作室」則
是學生由暨南大學的課堂契機，進而在南投籃
城社區打造農村青年生活圈，提供窗口給想要
返鄉投入農村的青年；晚上的「大林慢遊旅行
團」亦是透過學校課程集結一群深受在地吸
引的南華大學生，以大林萬國戲院為核心逐步
擴大帶動社區形成在地旅遊生活圈。每個團
隊都用他們這些年精采的故事，向期待投入社
區計畫的夥伴們，發出最動人的邀請函。
過去信義房屋長年經營「社區一家全民社
造行動計畫」，同樣致力發掘為在地努力的青
年夥伴。今年的社區行動也首度與信義房屋合
作，除了既有的計畫補助之外，更額外提供一
筆最高15萬元的獎勵金給優勝團隊，成為挹
注本計畫團隊持續推廣理念及夢想的最大動
力。
(文/林延駿)
本專案由青創會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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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綜合發展
基金貸款宣導說明會

原夢計畫 貸你圓夢

原住民族委員會10 6年度共計辦理7場次「原
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宣導說明會」，全臺共
計600位族人共襄盛舉，首場由金門縣起跑，結合
「Ayoi阿優依原住民族文創館」設置，由夷將·拔
路兒主任委員揭開序幕。
現今隨著海、空交通網絡的普及，金門已成為
臺灣對廣東、福建的重要樞紐窗口，而臺灣原住
民族的優質產品，舉凡各項文創商品、農特產品、
工藝藝術品等，雖廣為臺灣本島民眾熟知，但離
島以及廣大國內外觀光客，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的
文化、物產等較為陌生，因此希望透過文創館將
原住民的產業推向國際。
有鑒於設籍金門的原住民族人口已突破千人
大關，第1場分區宣導說明會，也特別邀請金門地
區的原住民企業家、創業家以及關心原住民金融
政策的族人參加。辦理宣導說明會的目的，主要
是讓族人朋友了解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業務，會中也安排事業有成的原住民企業主到場
分享經營理念，並舉辦金融理財講座，讓族人了
解如何建立正確理財習慣，在創業或經營事業財
務困難時，才能順利取得營運或週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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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壓軸場北區場次，
則特別邀請重返歌壇的排灣族歌手阿爆，分享從
護士到歌手、主持到創業以及如何透過原住民
金融輔導員協助，順利取得資金的各種經歷與心
得，希冀藉由她的分享，顛覆金融機構對族人財
務及信用的刻板印象，為族人建立友善的融資環
境。
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積極推動原住民族金
融政策，希望成為族人開創事業有利的後 盾，
並有效協助族人經營事業，因應實際需求，修訂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處理要點」，
提供族人有利融資條件，包括調降利率、放寬擔
保門檻、提高貸款金額及開放原住民青年申請創
業啟動金等。同步拓增原住民族融資服務管道，
推動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由顧問與業師
陪伴輔導族人開展及創新原住民族產業。
全臺宣導說明會雖已結束，金融輔導服務永
不打烊，歡迎原住民族人透過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508-188」洽詢，將由派駐全臺的35名原
住民金融輔導員負責接聽，協助執行各項金融諮
詢及申貸輔導業務。
(文/張雅智)

本專案由青創會承辦

北楷會企業參訪
暨端午聯誼晚宴

創意十足 活力滿分

北區創業楷模聯誼會今年第二場活動於5
月25日熱鬧登場，除了安排參訪聚紡及興采實
業兩家國內環保機能性紡織標竿企業，也精
心規劃一場別出心裁的端午聯誼晚宴，不僅
讓楷模們獲得多元跨領域的學習機會，充分
感受我國紡織產業升級的強大活力與未來的
無限可能之外，也在輕鬆悠閒的氛圍中，享受
一個愉悅、自在的歡樂夜晚。
聚紡為第33屆創業楷模蔡秋雄所經營的
企業，公司長年專注於防水透濕等相關紡織
科技的創新研發，不僅成功躋身全球最大透
濕防水布料加工廠，其防水透濕技術更已超
越Gore-Tex產品；此外，聚紡在吸濕快乾、防
風、防潑水、抗U V、抗菌、耐磨等功能性布
料加工技術的開發上，亦取得相當亮眼的成
績。2010年9月，聚紡正式掛牌上櫃交易，成為
臺灣首家上櫃的機能性布料加工廠商，近年
更以自創品牌「GFun」，跨足成衣領域，並於
2013年打造國內第一座以機能性紡織品為主
題的觀光工廠- GFu n機能紡織生活館，全方
位的產業深耕布局，讓聚紡站上臺灣機能性
紡織產業的領先地位。

由第39屆創業楷模陳國欽在1989年創立的興采
實業，以功能性布料的研發及生產為營運主力，更
在陳國欽的創意巧思下，率先將咖啡渣回收再利
用，研發出獨步全球的機能性紡織「S.Café®環保
科技咖啡紗」，創新實力享譽國際。此外，興采實業
長年堅持科技創新、環境保護的理念，積極運用廢
棄物回收，發展出對環境友善的原料與產品，落實
減少汙染及能源消耗的環保精神，並成功將咖啡渣
與廢棄寶特瓶融而為一，精製成各種吸濕排汗的
機能布料與時尚服飾，再次展現讓全球驚豔的超
強實力，也為臺灣紡織業創造出更大的商機與價
值。
當天晚上北楷會也新莊頤品飯店舉行了一場獨
具匠心、別開生面的春酒聯誼晚宴，由第37屆蕭漢
平以及第38屆黃士軍兩位默契十足的楷模，聯手
擔任晚會主持人，會中特別規劃的「楷模猜猜看」
節目橋段，進行方式為觀看照片搶答，猜出照片中
相關人物的名字，由於每個題目都事先經過兩位主
持人精心設計，答案的主角都在現場，透過熱絡的
搶答互動，不僅快速打彼此之間的陌生感，更讓大
家對楷模夥伴有更深層的認識，完美實現楷模聯
誼會凝聚楷模向心力、交流感情的宗旨目標。
(文/李銘鈞)

青創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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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專欄

順天養生 累積健康存款

前些日子的梅雨季節，讓許多人出現各種感冒及過敏症狀，當然有更多人在這種天氣下，依然可以安然
度過而不趕流行，許多人歸諸於「體質」，精準講法應該是抵抗力及免疫能力。

中午去常光顧的有機店用餐，還是用餐時間
卻意外發現已經沒有餐點了，愈來愈多人選擇
健康的飲食方式，理由是為了追求健康的目的，
食安新聞仍有所聞，經過媒體大幅報導後立刻
面臨生存危機，也突顯出國人對於健康飲食的
意識已高漲。
有一位政治人物經常講一句話：「人生的本
子早就寫好了，只是不能先偷看。」人是不是早
有一個本子，我倒認為人都有一本「健康存摺」
也許比較能理解。宗教大師說，你可以不相信
佛教，但是你不能不相信因果。健康，一定有因
果。
為什麼五、六十歲是人生的大關卡，因為這
個年齡階段有可能是事業的巔峰，他們正是承
擔人生中最大責任的階段，如果沒有留意自身
的健康，身體就很容易就出狀況而不自知，造
成疾病來得突然，特別是心腦血管疾病所引發
的猝死。
關於人 類的壽命，幾千年前中國就有文 獻
記載，《尚書》中提到，「一曰壽，百二十歲也。」
《黃帝內經》中提出，人的壽命應為100歲，「上
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都說明
人類的壽命應該是100歲至120歲間。而目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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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推算人類的自然壽命，不管從生長期測算
或細胞分裂次數測算，人類的自然壽命應為100
至150歲。可見中西醫都認為人類的天然壽命
約為120歲，根據內政部最新公告，國人平均壽
命達80.2歲，其中男性77.01歲、女性83.62歲。
現代人為什麼比古代人老得快，歸納出幾個
原因，包括：不順 天養生、不了解體質吃錯食
物、攝取過量鹽與糖、熬夜、營養過剩、下半身
缺乏鍛鍊、錯誤減肥及動物性蛋白質不足等，
其中特別是現代人不「順天養生」的情況愈來
愈嚴重；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過著與天道相
違背的生活，讓 身體提早 老化而無 法壽 終正
寢，這是為什麼國人十大死因幾乎都是重大疾
病而自然死亡比例降低。
最近一份研究提到，50歲到59歲提早退休
族群，比同年齡未退休族群，一年多看一到兩
次病，且多花費近6000元健保費用，有人解釋
提早退休族群，可能有較多心思重視健康而常
跑醫院，但也有人解讀是，退休後容易因不用
工作而忽略正常作息，導致健康也較易出現問
題，因此建議退休者應積極規劃生活，保持正
常作息及規律運動。無論何時想退休，從日常
生活中累積健康的存款，才可以抵抗老化的提
早來臨。
（文/哈佛健康事業董事長 王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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