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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育成中心 創業築夢近在眼前
專題召集人／莊旻嬑

採訪／賴奕安、洪聖婷、余曉豔

●育成廠商談創業

●創業輔導超給力
夢想是什麼？夢想又該如何實現？迷惘又不知道該如何起步嗎？這
次專題小組要為各位介紹「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這個以輔
導學生或校友創業的單位，就座落在學生活動中心建築，默默的提供
資源給勇敢創業的人，或許大部分的同學仍對中心相當陌生，希望透
過下列的介紹，讓大家能進一步認識這個能實踐創業夢想的地方吧！

育成中心目前有29間廠商進駐，其中不乏上市櫃的公
司，透過中心的協助，讓創業者的資源增加許多，而風
險卻能降低不少。蕭瑞祥表示，有些公司獨立外遷之
後，育成中心仍會協助提案及產學合作，而廠商之間也
會在技術或觀念上互相支援與交流，目前也在努力構思
營造更輕鬆、愉悅的環境空間，增加創意與溝通交流的
氛圍。這麼優質的創業環境，先後協助了許多不同的企
業，以下便介紹幾間不同類型的公司吧！

原來有這麼多資源，
能幫我們創業呀!
趕快回家規劃一下
創業之路吧！ （設計對白）

（設計對白）

●育成十餘載 輔創近百家

◎耕藝科技有限公司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自民國87年成立至今，已超過10個
年頭，現任育成中心主任為資管系專任副教授蕭瑞祥表示，中心最核
心的目標就是以學校先進資訊、豐沛師資、實驗設備、空間與建教合
作經驗，提供新創中小企業培育人才的環境，並提供專業的知識幫助
創業的學生或校友。育成中心一直扮演著學術界與政府部門及企業界
之合作橋梁，透過委託研究與開發、技術諮詢與服務、推廣教育等活
動，不只累積豐富之產學合作經驗，14年來已成功地協助了近百家中
小型企業成立。
蕭瑞祥表示，育成中心除了資訊和綠能等相關特色外，目前正緊鑼
密鼓籌劃「育成絲路」計畫，除了國內的產學合作外，目標是實踐國
際行銷，以臺北、淡水、宜蘭及迪化街4個地方為據點，向外推廣至
上海、北京及沖繩等亞洲地區，藉由會議及參訪，將育成中心的合作
版圖推向亞洲，希望未來能加速企業的發展，根留臺灣，放眼國際，
激盪不一樣的火花。

●培育領域多元化

耕藝科技有限公司由4位7年級的機電所系友組成，主
要以獲取流行時尚資訊以及網路購物為主，並投入網路
平臺設立的工作，這是育成中心中少見的網路科技產業
的公司，驚訝的是，當初成立公司的原因竟是因為一雙
「羅馬涼鞋」？
創辦人邱湘傑透露，2年多前，他曾經在各個通路想
盡辦法想購入一雙羅馬涼鞋，但是卻被當時區別性低、
充斥大量無聊廣告的網路通路所苦，遲遲未能找到理想
中的那雙羅馬鞋，因此下定決心改變台灣的網路生態，
建立一個可以切中消費者所有喜好，兼顧美學及購物品
質的電子商務平臺，退伍後在機電系教授李宗翰的介紹
下，知道了育成中心，並開始接受育成中心的輔導及資
源，與其他3位伙伴投入事業，分別負責創意、財務、
資訊等工作，目前公司營運狀況已逐漸上軌道，預計年
底將推出線上互動商城平臺「StyleFunction」。

（攝影／梁琮閔）

◎資訊軟體：遠端資源服務計畫與資訊服務創新研發計畫等。
◎數位內容、多媒體傳播：軟體與多媒體技術開發、PuPu－大中華區最大C2C電子書城發展
計畫等。
◎教育、文化、藝術：視覺特效的創意行銷計畫、RUNROUND艾跑計畫等。
輔導以數位資訊文創為主軸之相關產業，發展數位文創育成資訊平台，
增加專業服務暨資源整合，提高育成中心的經營效率。

●品管創新兼顧 培育成果豐碩

五百戶科技有限公司由資工所校友張園
宗，自91年創立，該公司主要以軟體代工為
業，整合網路及硬體，近年來跨足手機程式
和雲端系統，張園宗表示，當年YouTube正
蔚為風行，因此參考他們的技術，又剛好研
究所指導教授施國琛是前育成中心主任，所

育成中心歷年培育近百家中小企業，其中新創企業超過一半，他們觀察到企業在擴大經營
規模時，常面臨海外拓展與市場行銷的難題，當中針對特定市場環境之瞭解程度不夠，常造
成企業的裹足不前。因此，近年來育成中心陸續接洽，並建立日本與中國地區數個育成中心
合作的機制。雙方共同擬定提案機制，導引參與者進行合作方式與條件洽談未來將努力運用
資源創造最佳優勢，進而達成本中心與育成企業雙贏的目標，茲以下表說明：

Call center產業與資料中心

日本宜野灣市育成中心

電子商務培育服務

上海交大育成中心

軟著陸服務

北京賽歐科技園孵化器

兩岸企業技術媒合

廈門臺灣科技企業育成中心

電子資訊培育服務

海西電子資訊產業育成基地〈泉州〉

資訊委外與人才培訓服務

福建服務外包學院〈福州〉

先進技術與創業投資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指導下，決定成立專業的風工程顧問公司，
傅仲麟說到：「雖然沒有到外面公司當過雇
員，無法比較和自行創業的不同，但擁有學
校的研究資源和管理顧問，對經營企業更有
瞭解，減少進入障礙。」

以創業的想法油然而生，育成中心給予
企業與學校媒合的機會，在資源、技術
應用上幫助良多，張園宗說：「我對於企
業管理的經營知識和相關創業法規都不瞭
解，但育成中心有這方面的顧問可供諮詢，
幫助非常大。」

新銳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在12月初登記公
司，是統計系校友吳秋燕、英文四翁子騏成
立，雖然是新公司，但對公司營運規劃了1
年、今年2月開始接手案子，目前已和5家廠
商有合作關係，主要執行形象建立、活動和
講座規劃等業務，翁子騏表示，在還沒有到

項偉杰

我想要創造一種全新的行銷模式，社群也
好、平臺也好，就是去改變人們的思維，進
而影響人們的消費習慣、價值觀，甚至改變
他們的生活，像是facebook、 groupon、 哇拍
賣， 都是一種嶄新的行銷模式，我的期望 就
是自己有一天也能創造出一個這樣的東西，

法文四

（一）商務管理－協助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登記、開辦通識培育課程、營運計畫構想書撰
寫、政府補助款申請、科技法令輔導。
（二）資訊提供－提供最新的市場及技術資訊、協助參加公會和策略聯盟、整合上下游產業
資源。
（三）培育空間－提供或代覓作業空間供專家使用、設立共用實驗室，提供試製環境。
（四）技術研發－提供技術、商務、市場行銷、法律和會計等各方面專業知識諮詢、以建教
合作或技術移轉方式協助引進新科技。
（五）行銷推廣－協助製作公司及產品宣傳簡介、定期舉辦商品發表展示會、利用多方面資
源宣傳及促進學校內部合作機會以擴展商機。
（六）資金協幕－協助融資貸款、協助撰寫投資計畫書與爭取各方補助。

資傳三

傳播方面的話，雖然我不想僅僅侷限於網路
的傳播方式，但是接下來確實可能會有一段
時間，網路會是主要主宰我們的傳播媒體，
誰知道呢？或許在二十年之後，世界上會有
另一種全新的東西來將它取而代之呢？

許家瑞

我夢想開一間音樂咖啡廳，在偏遠的地
方，像是我生長的地方，淡水三芝。我將提
供各種類型音樂，輕音樂、搖滾樂、bossa
nova、blues、jazz等等不同音樂團體交流的一
個地方，不侷限是音樂人，一般人也可以分

●培育六大力

育成中心接洽以前，很多合約簽訂、行號建
立等問題不太懂得怎麼去解決，但是育成中
心有合作的會計師事務所，育成中心詹健中
經理也會指導如何維護內部客戶關係等相關
專業，「未來還希望能夠透過育成中心，獲
得跟更多廠商媒合的機會。」

●大學夢了沒
日文三

（製表／賴奕安）

享自己的創作，不僅提供大家一個放鬆心情
的空間，也可以提高一般民眾的音樂涵養，
類似一種藝文中心，也會提供咖啡，但是不
提供餐點，因為吃東西無法欣賞音樂，不知
道人家要傳遞的是甚麼，精神無法集中。

劉沛瀅

我期望開一間個人特色餐廳，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親手設計的，包含裝潢、杯子、盤
子、蛋糕、咖啡樣式、擺設、麵包甚至到播
放的音樂都是我自己寫的，以英式復古搖滾
風格為主。很多人對於搖滾是害怕的，我認
為真正的搖滾，他的音樂是能鼓動人心的，
英式搖滾又稱為哥德式搖滾，屬於偏歐式

的，重鼓聲的搖滾，可又非常莊重優雅。
我希望在我的餐廳裡，客人可以感受到自
己是獨一無二，特別受到禮遇，在這家餐廳
找到歸屬感，就像英式搖滾一樣，有搖滾鼓
舞人心的特質，也有英式的優雅和氣質，獨
一無二、無法取代。

●用夢想 堆砌人生

「夢想是可以實踐的」，不要再讓自己的好點子像一場夢那樣虛無縹緲，只要提出好的企
畫，通過育成中心的審核，夢想就能有機會一步一步地推砌出來，希望透過這次的專題，能
幫大家揭開心中對育成中心的那層神秘面紗，並讓有心創業的人，能更有勇氣和力量實踐心
中的夢想。

高商議

輕鬆學英文 English is easy!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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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二、請填入適當英文，訂正答案之後，大聲讀三遍。
1.生氣時，不要教育兒女，以免言語傷人
To avoid _______ _______ , do not _______ children in
______
2.生氣，不要開車，以免製造危險
To _______ putting yourself or others in _______ do not
drive in _______
3.生氣時，不要談生意，以免判斷出錯
To _______ silly _______, do not _______ business in
_______
4. 生氣時，不要做任何決定，以免日後懊悔
To _______ doing something you might _______, do not
make any _______ in _______

一、重要字彙
1. 口頭傷人 verbal abuse (n.)
2. 處罰 punish (v.) punishment (n.)
3. 判斷 judge (v.) judgment (n.)
4. 生氣 angry (adj.) anger(n.)
5. 決定 decide (v.) decision (n.)
6. 果斷的 decisive
7. 壓力 stress
8. 使…變差 cloud (V.)
9. 悔恨 regret (V.) (N.)
10. 肝 liver
11. 脾 spleen

導讀 羅運治 歷史系教授
古往今來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能在這裡找到應
有的評價。對歷史人物、事件的思考讓我們
以後的發展有更加清晰的評價走向。無論先
人的對與錯，它都是我們參考借鑑和自我評
價的樣板。
《讀歷史巧做事》這本書，其內容的確是以
前人的智慧為主題，透過精短的歷史故事，
特定的歷史場景及特有的事務，予讀者深深
領受人生的哲理，而於一人、一事之中，見
其品格、見其智慧、見其境界。
全書共分十卷，每卷有其主題。主題之下
則有十三至十五篇簡短各自不同的故事敘
述，由此而引發讀者各自不同的領悟、啟
示。如第三卷其主題是：《謹慎使得萬年
船》，而其第一篇主題是：《解決問題要明
察秋毫》。此篇是以宋代王少石弟弟王安禮
擔任開封知府時斷過不少疑難案件為例。
在短短的內容中，予人深深的領悟感觸，
從而產生借鏡，而對處事的方法有所啟示。
很多的創意思維將因此產生。信不信由你，
不妨看看試試。

書名：讀歷史巧做事
作者：上官雲飛
出版社：波希米亞(旭昇代理)

文／盲生資源中心

天生我材必有用

◎新銳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育成絲路

提供對象

祺昌工程科技公司由土木所校友傅仲麟，
在2007年創立，是目前國內唯一能為工程界
提供建築結構風洞測驗、風工程相關問題資
訊。傅仲麟表示，在學的時候就有創業念
頭，畢業後透過育成中心的協助，以及土木
系教授兼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鄭啟明的技術

◎五百戶科技有限公司

◎培育家數：93家
◎取得專利數：60件
◎新創企業家數：49家
◎技術轉移：2件
◎促成之投(增)資金額：463,220,000元
◎協助企業上市(櫃)：1家
◎促成產學合作案：32件（18,820,594元）
◎取得政府資源及獎項：協助23家進駐廠商成功取得政府相關資源（16家廠商
獲得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補助、2家廠商獲得協
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補助、3家廠商獲得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金），累計金額達3千多萬元。

資源項目

◎祺昌工程科技公司

讀歷史巧做事

5.生氣時傷肝臟、傷心臟、傷脾臟
_______ harms the _______ , _______and _______
6.生氣時，壓力增加，而且使判斷變差，不要愛生氣！
______ increases _______ and _______ judgment . Stay
_______ from it.
三、答案
1.verbal abuse , punish , anger
2.avoid , danger , anger
3.avoid , judgments , negotiate , anger
4.avoid , regret , decisions , anger
5.Anger , liver , heart , spleen
6.Anger , stress , clouds , away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們都常常聽，但是卻
一直不肯相信這句話是真的，你知道有名的愛
因斯坦幼年時「厭惡讀書」；愛迪生在校成績
很壞，而由母親帶回親自教導；大文豪蘇格特
的成績是班上最後一名；拿破崙的成績是全班
最差勁的「第四十二名」；而前一陣子熱展的
名畫家畢卡索更是「繪畫天才，數學白痴」；
英國的邱吉爾曾經「兩度落榜」。
這些人都曾是學習障礙在學校時的成績不
好，後來因為擁有「睿智」師長的諒解、開
導、鼓勵和關愛，才漸漸展露天賦的才華。
獨身沒有朋友的牛頓，曾是不喜歡讀寫和舉
止怪異的小孩；寫民約論和形成法國大革命導
火線的思想家盧梭，曾是作惡多端的「不良少
年」；左撇子和寫字相反的達文西「對人有恐
懼感」；敏感而怪癖的梵谷具有「火焰般的個
性」甚至還把自己的耳朵割了。很明顯的，這
些傑出人物在孩童時期多少均有神經或生理失
常所致的困擾。
海倫凱勒在一歲半時生了一場重病，而使她
「喪失了視力、聽力和發聲」。六歲之前，一
直沒有人能管得了她，她總是用手抓東西吃，
一不合意便抓起身旁的東西丟，是個動不動哭
喊、怪叫，使盡力氣來格鬥的小暴君。後來莎
莉‧潘女士和海倫凱勒一起奮鬥，透過海倫跟
外界溝通的唯一管道—觸覺，使沈睡的黑暗心
靈甦醒過來，啟開了她的學習求知慾，學會了
指話法、點字、發聲和超常人的知識，並在
二十歲進入哈佛大學，創造了為社會福祉獻身
而一生奮鬥不懈的奇蹟。這是特殊教育史上，
透過觸覺促成高度認知學習的最典型案例。
洛克斐勒曾任美國副總統和數任的紐約州州
長，從小患有嚴重的閱讀困難。由於閱讀困
難使他在校成績不理想，日後政治演講需一再
背誦演說稿而深感為難。
他回憶八歲時，在教會晚禱中受命讀聖經段
落卻讀不出，感到悲痛和羞辱，深深體會到閱
讀障礙學童的痛苦—別人很容易做到、自己卻
很難做到的挫折感，以及自知不笨卻被認為笨
拙的委屈。
努力了六十年後，他表示終於可以克服這些
困難，且極力把可改善的信心和可發展潛能的
信息，傳達給更多孩童了解，引導他們走出生
命的幽谷。
經由父母或其他親友的協助，這些著名人士
很幸運地找到適當的學習方法，克服初期的困
難與失敗，彌補了先天或後天的障礙。
但是，很多有障礙的孩子，運氣就沒那麼
好，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一再受挫折，最後只
好放棄，而造成許多家庭和社會上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周遭也有許多的「名人候選
員」，我們每一個人的生理或神經都有優缺
點，學習管道上也都有長短或偏好，如何瞭解
我們身旁的這群朋友呢！就是打開你的心眼，
用心去觀察這將會帶給你更多的學習空間，進
而成為一個有愛無礙---真正的大人。
附註：希望有濃濃人情味的淡江人都能學習
接納個別差異、尊重人的多元性，社會性的融
合（人為無障礙），自然我們就會協助提供一
個硬體的無障礙，相信人心裡的無障礙比硬體
無障礙更為重要與優先，下回你搭電梯或許可
以讓輪椅生先使用唷！友善校園從你我開始。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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