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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GEM 計畫執行共包含以下工作項目： 

1. GEM 台灣創業資料調查工作分為成人人口調查（APS）及國

家專家訪查（NES）兩項（詳細執行方式說明如後），調查結

果數據與分析討論將呈現於本期末報告中。 

2. GEM 計畫於 2010 年開始執行，至今為第三年，除進行前述資

料調查外，本執行團隊致力將前兩年調查數據結果進行分析

與推廣，2012 年度共完成以下事項：(1)學術發表；(2) 成果

發表座談會；(3) 跨國交流；(4) 分析國際創業指標 

一、APS調查摘要 

APS以台灣地區（包含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為調查範圍，

主要包括臺灣省 18個縣市、台北市及高雄市共 20個縣市室內電話住

宅用戶為調查範圍，以居住於調查區域範圍內 18~64歲之民眾為調查

對象。於民國 101 年 6 月 4 日至 7 月 6 日執行調查，合計成功訪問

2,009 份民眾樣本，在信心水準為 95%的情況下，抽樣誤差在

±2.19%間。 

2012 年 台 灣 之 早 期 階 段 創 業 活 動 （ 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簡稱 TEA ）為 8 %，顯示每百位成人人口

中，約有 7.54 位正在從事及投入早期創業活動行為。目前台灣現有

18-64 歲成人人口約有 1,600 萬人，可估算得知約有 120.64 萬人正在

從事早期階段創業活動。進一步細分TEA，有3 %處於正在籌備階段、

4%屬於已經創立新事業（未滿三年半者）。此外，現有企業（創立超

過三年半者）之比例為 10%。 

 台灣民眾認知到具有創業機會與創業能力之比例為39 %及26%，

但害怕創業失敗的比例卻高達 38%。整體社會對於創業的認可中，以

媒體對於創業的關注最高（83%），但將創業視為很好的職涯選項

（70%）及成功創業家有高度之社會地位（63%）兩項，則有待提升。

在未來三年中想要創業的民眾比例達 25%，此數據顯示在台灣尚未參

與創業活動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均期待能夠投入於創業活動。 

 



（一）創業活動 

1.  2012年之研究結果 

 2012 年 台 灣 之 早 期 階 段 創 業 活 動 （ 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簡稱 TEA ）為 8%，顯示每百位成人

人口中，約有 7.54 位正在從事及投入早期創業活動行為。目前

台灣現有 18-64 歲成人人口約有 1,600 萬人，可估算得知約有

120.64萬人正在從事早期階段創業活動。 

 進一步細分創業階段，TEA 中有 3%處於正在籌備階段（NE）、

4%屬於已經創立新事業未滿三年半者（BE）。 

 現有企業（創立超過三年半者）之比例為 10 %。 

 台灣男性成年人投入在 TEA 活動的比例為 9.05%，女性則為

6.04%。TEA性別比率分別為男（60%）：女（40%）。 

2.  2010/2011/2012 年之數據比較 

 在 TEA 數據方面，台灣 2012 年（8%）雖較 2011 年（7.9%）、

2010年（8.4%）略低，仍高於馬來西亞（7%）、日本（4%）、韓

國（7%），但低於新加入調查之泰國（19%）與中國大陸（13%）。 

 在 TEA之創業階段方面，新生創業者（NE）與新創事業者（BE）

之差距有明顯的變化，BE之比例高於 NE（與 2010年相反），顯

示 2011 年台灣之早期階段創業者中，從籌備階段邁入新創階段

的數量增多。 

 在 TEA 創業動機方面，2012 年機會導向動機者之比例為 43%，

生存需求導向動機者之比例為 18%，台灣早期階段創業動機多數

屬於機會發現（而非沒有更好的工作），此數據顯示台灣創業體

質之提升。 

 

  



（二）創業態度 

 台灣民眾認知到具有創業機會與創業能力之比例為 39%及 26%，

但害怕創業失敗的比例卻高達 38%。 

 整體社會對於創業的認可中，以媒體對於創業的關注最高（83%），

但將創業視為很好的職涯選項（70%）及成功創業家有高度之社

會地位（63%）兩項，則有待提升。 

 在未來三年中想要創業的民眾比例達 25%，此數據顯示有超過四

分之一的台灣民眾均期待能夠投入於創業活動。 

 

（三）創業成就期待 

 21%預期未來將可創造 5-19個新工作機會， 26.6%的創業家指出

他們的新創企業未來將可創造超過 20個以上的新工作機會。 

 TEA中，高度國際化導向（超過 25%顧客在國外）之比例為 15%，

而低度國際化導向（1%以上顧客在國外）為 50%。 

 TEA中，低強度創新比例為 54.6%，高強度創新比例為 19.1%。 

 

二、 NES調查結果摘要 

NES 調查透過訪問熟悉與瞭解國家整體創業環境之專家的經驗

與觀點，探索與分析國家總體層次的創業狀況（優勢、劣勢及建議）。

NES專家分為九大領域（財務支持、政府政策、政府計畫、教育與訓

練、研究發展移轉、商業與專業基礎設施取得、內部市場開放性、實

體基礎設施取得、文化與社會規範），2012年共訪談 36位專家。 

經過受訪專家同意後進行問卷調查與面對面訪談（平均時間約 1

至 1.5個小時），第一部份分為 18個子題：財務、政府政策、政府計

畫、教育與訓練、研究發展移轉、商業與專業基礎設施取得、市場開

放性、實體基礎設施取得、文化與社會規範、創業機會、創業能力與

知識、創業家社會印象、智慧財產權、女性創業支持、高成長企業的

重視、對創新的關注。每個子題之下有 5-7 題問項，以李克特量表 

(Likert-type scale)的方式，採五點尺度方式衡量（1為完全不同意，5

為完全同意）。 



（一）專家問卷結果（2012年） 

1. 最高分的四個領域為：實體基礎設施取得（4.11分）、創業家社會

印象（4.03分）、女性創業支持（3.62分）、智慧財產權（3.58分）。 

2. 最低分的四個領域為（低於 3 分）：創業知識與能力（2.37 分）、

教育與訓練（2.38 分）、商業與專業基礎設施取得（2.58 分）、研

究發展移轉（2.62分）。 

 

（二）專家訪談結果（2012年） 

1. 促進創業活動的主要優勢領域則為「創業知識與能力」、「文化與

社會規範」、「經濟氣候」。 

2. 限制台灣創業活動的主要領域為「政府政策」、「財務支持」、「工

作力特徵」。 

3. 建議未來應積極朝向「政府政策」、「教育與訓練」、「政府計畫」

等領域加強。 

（三）NES結果比較 

相較於前兩年，2012 年受訪之專家平均年齡較低且包含多位來

自於新興之資訊服務業創業者，經過前述分析比較後可發現，今年度

之專家填答各題項的平均數明顯偏低，總體的平均分數均下降，在第

一部份全部 104 個題項中，僅有 10 題超過 4 分（1-5 分），高達 44

題低於 3分，顯示專家評定創業環境仍有待加強。 

另一方面，在第一部份的 18 個子題排名中，大部分均於前兩年

的排名與順序一致，平均最高分之領域為實體基礎設施取得有利於創

業，此外台灣社會對創業家印象極好亦有助於創業，再者，專家認為

台灣對女性創業支持頗佳。在表現不佳的領域中，今年度專家評分則

由創業知識與能力為最低，雖然過去大專院校與政府、民間各機構積

極推廣創業知能，已大幅降低民眾進入創業的門檻，但專家認為目前

的創業者相對較缺乏創立與管理高成長企業的知能，以及組織創業所

需資源的能力不足，顯示台灣的創業者若想建立高成長或永續的企業，



仍需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另外，教育與訓練、商業與專業基礎設施

取得則連續三年被評為亟需加強之領域。 

三、 政策意涵與建議 

（一）台灣人喜歡創業卻害怕失敗？ 

由於創業本質上具有較高的風險與不確定，將導致較高的失敗率，

故「害怕失敗」即成為阻礙創業行動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GEM 2010

年全球年報之調查資料中顯示，害怕失敗這項因素在三種不同經濟發

展群組1中，並無顯著的差異。換言之，害怕失敗是人的天性，但是

在不同國家地區經濟體間，我們也發現害怕失敗的認知比例上仍有些

許差異之處。例如 2010年調查數據顯示，中國（32.0%）、美國（26.7%）

與荷蘭（23.8%）之害怕失敗比例均低過平均值（33.1%），但是台

灣人對於害怕創業失敗的認知比例（43.8%）卻高過於其他國家，是

參加調查59個國家中倒數第五名。若將台日韓三個經濟體進行比較，

則台灣人對於害怕創業失敗的認知比例同樣也高過於日（32.6%）、

韓（32.5%），這是否代表在台灣進行創業的風險較高？或是在台灣

創業失敗的後果較為嚴重？ 

以 2012 年調查數據而言，台灣民眾回答害怕失敗會阻礙其創業

之比例仍然偏高（38%），但創業意圖（未來三年願意創業）之比例

（25%）也高於創新經濟體與亞洲之大部分國家（表 2）。此部分數

據突顯出台灣民眾對於創業的印象（媒體、社會地位等方面）良好，

但對於創業之自我能力認知卻偏低（機會、知識等方面）。再者，雖

然有很高的創業意圖，但相對害怕失敗。換言之，由三年（2010-2012

年）數據之調查結果顯示出台灣民眾對於創業又愛又怕的矛盾情節。  

1. 接受「失敗」是創業學習的一部分 

害怕失敗是人之常情，但台灣民眾或是創業者對於失敗的看法往

往過於負面，認為創業失敗不好，因此常阻礙了挑戰與創新的機會。

                                                 

1
 GEM(2010)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分類，將各國依照經濟發展狀況

分為三類：效率驅動經濟體（efficiency-driven economies）、要素驅動經濟體（ factor-driven 

economies）、創新驅動經濟體（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專家們建議未來應該多教育創業者面對失敗、理解失敗是很正常的事

情，並從中找出原因，才能提升成功的可能性。 

台灣 2012 年 GEM 調查中，特別新增詢問受訪者認為「創業失

敗的紀錄對於個人整體生涯發展的影響程度如何？」，此題項回答「完

全不受影響、有利個人影響」之比率超過半數（52.3%），但同時也

有四成民眾認為不利個人以後的生涯發展，顯示台灣社會對於創業失

敗的印象並未有一致性，但建議未來在推廣創業時，應該要提醒創業

者接受「失敗」是創業學習的一部分，從中找到邁向成功之路。 

2. 政策面：提供創業者實際試誤的機會（Field try） 

在追求降低失敗率之前，應該試圖面對失敗，找出失敗的原因，

而非單純害怕失敗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因此專家們建議政府可建立一

個友善環境，提供創業者實際試誤（Try & Error）的機會。在試誤的

過程中，創業者可發掘到自己的產品的問題、消費者的反應，甚至設

立一個停損點，若嘗試不成功則可快速退出市場。 

（二）培養創業精神與育成輔導 

相對於前述之「害怕失敗」而言，台灣人認知創業機會之比例雖

然不高，但是正逐年升高，2010 年受到金融海嘯之影響故比例偏低

（29.6%），2012年則升至 39%，顯示民眾認知到創業機會增多。但

認知到具備有創業知識與能力之比例平均在 30%以下，相較於創新驅

動經濟體而言是偏低，因此專家提供以下建議。 

1. 教育面：國中小學開始培育「創業精神」 

由 GEM之國家專家訪查（National Expert Survey）訪問 36位專

家的數據可知，台灣在創業教育方面一直相當不足，尤其是在國中小

學的推廣較為欠缺。此部分並非是指要教導國中小學生學習創業或做

生意賺錢，而是一種創業精神，培養小孩子敢想、敢講、敢做、敢錯

的能力，進一步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通。 

2. 政策面：育成與評審制度的修正 

政府目前已有大量的創新育成中心以及相關的補助與輔導創業

計畫，立意良善也嘉惠不少新創事業，但若要更有效率地輔導創業團

隊，專家們建議應仔細思考與調整現行之評審制度，加入更多具有創



業經驗的業師進行評審，並且讓這些業師擔任天使投資人角色，結合

政府的資源及自己的資源一起輔導，把評審之新創事業當成是自己的

子企業來培育，才能發揮培育及輔導之效果。 

此外，不同產業屬性所需要之育成輔導差異甚大，過去已有竹科

及工研院在 ICT產業方面之成功案例，近年來也有不少創投輔導數位

與行動商務新創團隊，但是在生物科技、農業、文創等不同產業也需

要類似的創投進入，讓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育成來源。 

（三）國際化 

近年來政府重視創業，也有許多部會提供創業及國際接軌，例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舉辦 Startup Taiwan 的全球創業週（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每年 11月中旬把台灣所有創業活動放到一

個國際網站網站，讓全世界了解台灣的創業精神與能量。然而在推廣

新創事業國際化方面，仍有許多努力的方向。 

2010 GEM 調查數據顯示，台灣 TEA中屬於高度國際化導向（超

過 25%顧客在國外）為 11.9%，而低度國際化導向（1%以上顧客在

國外）所佔比例為 31.46%。整體而言，台灣早期創業活動中僅有

31.46%具有某種程度之國際化表現。2011、2012 年數據顯示台灣早

期階段創業者之國際化導向逐漸提昇，雖然高度國際化導向之比例並

未有大大變化（提升至 15%），然而在低度國際化導向的部分，則增

加至 50%以上，亦即，台灣 TEA 創業者超過半數有邁向國際市場的

情況。進一步分析國際數據，可發現美國、大陸等內需強的國家，國

際化比率相對偏低，但台灣之國際化仍落後於新加坡、韓國等國。尤

其是新加坡之低度國際化高達 98.7%，幾乎所有的新創事業均以出口

為導向，高度國際化亦高達 43%，相當值得台灣借鏡。 

1. 新創事業國際化程度偏低 

根據 GEM 所調查訪問之國家專家訪查（NES）可知，專家多認

為台灣受限於外語能力及國際觀之不足，以致於新創事業國際化程度

偏低，而許多受訪之創業者亦反應他們缺乏邁向國際化的協助（例如：

當地法規、連結資源、行銷宣傳等）。 

2. 依不同產業別強化國際化程度  



由 GEM 2011 年與 2012 年的數據可知，第一產業之比例降至

0.7%，第二產業的比例略升至 20%、第三產業中的高附加價值業（如

知識密集之專業服務）的創業數量則減少至 15.8%，但第三產業之個

人服務業增至 63.6%。由整體產業之分佈比例來看，各產業之比例並

無太大變化，但目前台灣創業之產業仍以附加價值偏低之個人服務業

為居多。若要鼓勵或協助新創事業走向國際化，未來可針對適合國際

化之產業或人才進行輔導與協助。 

3. 政策面：創業者更需要的是舞台 

對於新創事業而言，在剛起步的階段似乎是各種資源均相當缺乏，

也試著尋求政府協助。然而，創業者指出資金雖然重要，但透過政府

給予的舞台及搭建之國際化平台，所得到的幫助將會更大。 

4. 政策面：國際資訊透明化及經驗傳承 

GEM 國家專家訪查（NES）之實務創業者表示，他們在真正將

產品推廣到國際上時，往往會面臨資訊不足的問題，一方面不知道要

從何尋找政府資源協助，另一方面也欠缺有相關經驗之前輩或業師協

助。專家建議政府協助建置完整的國際資訊知識庫，並協助媒和有需

求之創業者與業師或顧問，建議經驗傳承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