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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Something 
Different

有創業 idea 但不知道該如何起手？創
業者如同尋寶家，相信別人所不相信，
完成別人所無法完成，無論在任何時
刻，都能揚起風帆向目標邁進，這條
旅程上，不同階段都會碰到不同的幫
手和貴人，在臺灣，從政府到民間處
處可見充滿熱情、資源充沛的創業應
援團，稍加探訪，就會發現有這麼多
助你圓夢的資源，在本次內容中，我
們初步列舉了 10 家位在臺北市，且
樂於協助創新創業的機構，以及 2 家
新創企業如何懷抱理想與利用創業資
源，一步步圓夢成長。





英霸聲學
Embrace Lab
大膽放手以創意將產業升級

喜愛視聽設備的人不少，但可能沒想到用這小如
巧克力棒的裝置，會讓你擁有世界上最迷你的家
庭音響。不僅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更是在全球
募資平臺 Kickstarter 上，擁有同類型產品第 18 名
的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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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企業價值不得不走的路！」於是創
立品牌 XROUND，並透過募資平臺
等方式，在國際獲得了不錯的迴響。

早期在隨身聽及家庭劇院，都可以
看到虛擬音場的設定；Peng 透過精
密的演算，將音效加強後釋放成彷
彿錄音室般的現場感。除了 XPUMP 
Premium 之外，他們也與清華大學及
專業製造商合作，推出擁有空氣力
學專利設計、三維聲學調音技術的
XROUND AERO 耳機等產品。「有
新的技術，就會有新的概念，擁有
這些之後，精準的分析及尋找正確
的目標族群，市場價值才會出現。」

家庭和個人的視聽娛樂技術，近
幾年來有著許多突破的發展；

然而，添購的東西越來越多，卻沒想
到這個小小一塊長方形盒子，能夠輕
易將普通的聲音，升級成家庭劇院
般的震撼力。「我們用演算的方式，
將聲音模擬成 3D 立體音場，增加娛
樂樂趣。使用方法非常簡單，隨插
即享受。」創辦英霸聲學的是兩位
國中同學 Peng 及 William，在進入社
會後的某次聚會時聊到創業的可能，
決定放手試試看。「雖然我們各自在
不同的領域就業，但對於視聽娛樂產
業有共同的願景。臺灣從過去到現在
都以代工為主，打造自有品牌，是提



Peng 說到在品牌化的過程中，除了
思緒要清晰之外，很重要的是因可
能的狀況，來調整自己的心態：「碰
壁及瓶頸是必然，不過除了勇於嘗
試之外，尋求協助及多方嘗試也是
必要的。」William 認為，就業與創
業的差異就是，在上班時做好份內
的工作即可，但創業是什麼都會發
生，各種狀況都要去處理的情況，
對他和公司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

除了研發產品之外，2018 年英霸聲
學參加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
競爭相當激烈的「第 17 屆新創事業
獎」，他們認為除了受到肯定外，

最大的幫助是在於參加座談等活動，
結識更多資源，對於品牌發展有非常
大的幫助。「像是我們的產品，也需
要包裝、設計，甚至外銷等環節，這
些不是我們所擅長，參與這些活動可
以獲得更多機會。」Peng 及 William
對即將接觸新創事業的人，建議在有
了更多經驗與機會的累積後，不妨
更大膽、更放手的去做，找到自己
的位置，並且持續保持信心及動力，
才能獲得升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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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xround.co/


漢穎科技
Han-Win Technology
創業永不嫌晚，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對於正處在職涯的巔峰階段，累積了不少經驗跟技能，卻覺得難以發
揮所長，考量生活等因素，以致有時迫於現狀而妥協。不過，仍有一
群勇於挑戰的前輩們，他們將能力帶往另外一個層面，並且替自己開
創出全新的視野與未來。



漢穎科技
Han-Win Technology
創業永不嫌晚，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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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具潛力的市場商機，經過不斷的討
論及試驗，決定創業。漢穎科技笑
稱自己已不是青年，但實則以豐富
的經驗，吸收年輕人的技術與長才，
以母雞帶小雞的團隊精神，讓他們得
以開發出在國際間引起關注的技術。

「鋰電池的使用不外乎安全，以及
壽命問題，因此我們的智能型 BMS
系統，能夠預先偵測到可能發生的
狀況，並且針對電池進行保護措施。
常見的如筆電、手機等會用到鋰電池
之外，我們更能夠對動力電池提出必
要的問題解決方案。」漢穎科技先前
參加「超級充電聯盟」，是集合許

電池的運用是生活中無法缺少
的，然而多數人可能沒察覺，

但漢穎科技的開創班底們，卻發現
了電池有許多問題是必須被解決的。
被 稱 為 BMS（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的技術，在這群勇於跨出舒
適圈的「資深」員工，升級成為他
們創業的核心。在創辦人兼總經理
William、副總經理 Danny 等人率領
下，研發出 INNO-SAFETY 技術，也
是漢穎科技獨步世界，並且多次獲獎
的創業關鍵因素。「我們很早發現
到鋰電池的運用，會成為世界主流，
然而根據過去實務的經驗，堅信有許
多地方等待加強。」他們認為這是一



多廠商及單位，對於都會電動機車
而發展出的概念。「我們積極參展，
以及將技術提報參加獎項，很幸運受
到評審青睞，獲得像是新創事業獎、
破殼而出企業獎，並因此得到許多商
業媒合機會。」漢穎科技團隊說道。
2018 年團隊參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舉辦的活動及第 17 屆新創事業獎，
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不同的
產業，以及從育成中心、加速器等
單位，獲得原本沒預期到的可能性，
對於創業不到三年的中小型企業而
言，有著實質上的幫助。

對於新創事業，漢穎科技直言，因
為擁有業界相關經驗，進而看到市
場機會，然而也因為如此，團隊們
更在意自己技術的被認同度。「有
競爭才有進步，但絕對不能自滿，
我們仍然積極在研發更多的可能。
同時間，關注國內外趨勢，大膽往
目標前進，並且參與適當的活動及
展出，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未來合
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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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es.google.com/site/hanwintw/our-company


★地圖尺寸比例與方位僅供參考



創業，是一條曲折而充滿驚奇的路
不同階段都會碰到不同的幫手和貴人
在臺灣，從政府到民間
處處可見充滿熱情、資源充沛的創業應援團
攤開地圖就會發現
這些創育能量是如此琳瑯滿目
稍加探訪，就會發現有這麼多助你圓夢的資源
這裡初步列舉了 10 家位在臺北市
且樂於協助創新創業的機構
我們更歡迎您到「新創圓夢網」
探索更多的創育幫手和精彩的創業故事

備註：WorkFace Taipei 無實際據點因此地圖上未顯示

政府給力 由政府主導經營的新創場域，常態性舉辦各類活動及講座，
將創業資源與輔導能量整合，打造一站式的服務據點。

育成孵化 以企業群聚的形式，如學校育成組織或產業生態圈等，提
供諮詢輔導、技術與研發支援等協助，讓在早期階段的創
意創業者，透過引導培育，提高成功機會。

加速推進 用短期密集的訓練，達成特定目標，例如市場落地、人脈
鏈結、創業投資等，多數產業都有各自不同的加速器，讓
創業人得到多元且有效的協助。

進駐共好 以共同工作空間為主，提供 SOHO 和創業團隊辦公空間，
透過多元彈性的營運方式，來達到人才與資源聚集，創造
各種可能性。

交流學習 著重在產業與創業人才培育，在各種不同的主題領域中，
幫助民眾或中小企業成員提升知能專業和交流合作，進而
培育未來創新創業人才。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行政院新創基地

CIT

Star Rocket 三創育成中心

Impact Hub Taipei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總會

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臺大創意創業中心

Sparklabs Taipei



也有安排法律、財務、智財、科技、
生技等領域之專家提供專業諮詢，
而針對外國人在臺灣創業或到國際
創業等特別主題，也提供協助。

為營造優質的創業環境，協助創業種
子期及創建期企業穩健發展，提高新
創事業成功機率，政府透過各式創業
輔導政策幫助新創企業，並彙整多項
政府計畫，讓準備創業及創業中的
有志團隊對政府提供的創業資源有
全盤了解，並能依自身的創業階段，

作為政府協助創業的代表，行政
院新創基地入駐前空軍總部

後，順勢整合各部會及民間單位的資
源，將新創圓夢網資訊實體化，打
造一站式服務窗口，提供創業資訊、
業師與家醫式預約諮詢等實體服務，
作為政府資源提供與民間創業社群
交流之實體據點。

新創基地常態性邀請企業經理人與
講師，分享傳授在各自領域的專業
技能與經驗，同時針對新創企業，

近年來政府積極開創及輔導新創產業，提供各式創業資源。經濟部深知
獨立創業的難處，因此結合國家資源及民間活力，以一站式的方式提供
創業人多元的服務及選擇。

行政院新創基地 
Taiwan Start-Up Hub
政府民間攜手提供最多創業資源

政府     給力



取得最適合需要的創業資源。

新創基地與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共同
坐落在臺北市仁愛路三段 99 號，攜
手為新創與社創提供資源與協助，透
過不定期的課程講座、諮詢等創業服
務，培育更多創業種子，鼓勵創業者
從社會問題中發掘商機，結合創意、
運用在地、政府及企業資源，配合
新創圓夢網一起將創業的夢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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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tartuphub
https://goo.gl/WSa6xA
https://www.facebook.com/startuphub.tw/


一同扎根社會創新創業發展基礎，
促進創新創業的發展。

在這個有著 50 年代風格的園址，卻
有不一樣的創新氛圍，社創中心遴
選出 25 間實體及虛擬方式進駐的社
會企業，主要聚焦食農、就業培訓、
環保生態、教育學習及健康照護等領
域，當中包含結合金流及物流的捐
贈平臺「iGoods 愛物資」，以及媒
合低收入戶與企業出資、協助低收
入家庭換裝 LED 燈具的「綠然能源」

原本是空軍總部的園區，現在搖
身一變，成為了連繫社會企業，

串接創新人才，以及具實驗性嘗試
的所在。從金華街時期的社企聚落，
移轉到仁愛路後升級成為社會創新
實驗中心，結合行政院新創基地，
協助社創與新創，搭建出一個讓有
志者可向社會各界對話之平臺，串
聯公眾參與創新發想，結合社會企
業的創新能量，創造屬於關心社會議
題之社群一個開放、互助及試驗之
環境，並配合中央及地方政策資源，

關心社會議題的你，想透過創業來改變社會、解決社會問題嗎？在實踐
創業夢想的最後一哩路，就讓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結合官方與民間的力
量，幫助你運用現有資源，完整你的夢想！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幫助大家描繪出夢的形狀

政府     給力



等優秀的社創團隊。另外也有慢飛
兒咖啡、柑仔店兩大區域，展售臺
灣特色農產品。

社創中心透過平臺串聯、軟體服務以
及實體空間，讓成功的創業家分享
自身經驗與資源，對新創提供必要
的協助，發揮出母雞帶小雞的功能，
期待以園區作為基地，跨越縣市將臺
灣在地產業，增加符合現代消費環境
及通路的創業模式，以達到「連結未
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的目的。

這樣的訴求，呼應著創辦初衷「社
會創新 Touching the Future」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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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cialinnovationlab.iiiedu.org.tw
https://goo.gl/8R5kaz


作為臺灣最高學府，在學術上有著高口碑的評價，而青年學子離開校園
後才是開始真正面對人生與職涯考驗。「臺大創創」以創業人才及創新
能量，打造出創業者專屬平臺，並協助青年所學致用，並且感受到高能
量的執行力。

臺大創意創業中心
Taidah Entreprenuership Center
口碑學院派的務實創業法則

育成     孵化



計畫，與國際公關集團、數位媒體、
新創平臺、整合行銷公司、知名網
路平臺，到創業者較不熟悉的會計、
法律，都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臺大
車庫 NTU Garage，擔任孵化器的角
色，協助創業團隊使用，將想法聚
焦、快速開發產品雛形。臺大創創挑
戰賽 NTU Challenge 是以 6 個月的
時間，運用教育、培育及競賽等方式
結合的新創活動，來優化創業點子及
增進商業模式的深度；而針對具雛形
的創業構想，臺大創創加速器 NTU 
Accelerator 更進一步透過客戶端的實
際需求與考驗，推出深度輔導、資
源介接等協助創業團隊。

創業是從無到有的艱辛過程，除
了熱血之外，更需要許多軟硬

件及專家的協助，才能建立出有效
的創造價值。臺大身為學術界指標
以外，校園內也蘊含了許多能量，
因此臺大創創以推廣創業家精神作
為核心，打造新創專屬的服務平臺，
不只舉辦創意創業活動、促進社群整
合，更希望建構出完整的創業生態。
許多畢業生經常苦惱於無法一展所
學，臺大創創提供了就職以外的選擇
─創業，提供（不限於）畢業生需要
的創業輔導資源，協助有效將技能
以創新的方式落實成具體的創業核
心。並且，更進一步透過驗證而成
為可以在實際上呈現的產品及內容。
豐富且多層面的問題挑戰，讓創業
者擁有多樣性的實踐力與影響力。

臺大創創中心 TEC 作為一級單位，
整合校內外資源，推動各種活動及

合作案例｜ Commuter College Bike
臺大校園的單車問題一直存在，因此團隊進而興起

設計製作簡單、好看、好騎的平價單車。產品瞄準平價
都市單車市場的缺口，以季為單位，融入時尚元素，發
表車款與配件。透過網路行銷，創造單車生活美學。並
開創網路下單，自行組裝或是車行取車的創新銷售模式，
透過直覺與有效率的購買體驗，如今銷售對象也從臺大
學生，擴大到校外市場。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tec.ntu.edu.tw
https://goo.gl/suQcZV
mailto:ntutec%40ntu.edu.tw?subject=
http://tec.ntu.edu.tw
https://goo.gl/suQcZV


火焰的能量，不只在開頭迸射出的絢爛，後續綿延不絕的熱力，往往才
會帶來更多幸福。南港生技育成中心深深明白，兼合發展與推廣，才能
讓創新的美好讓更多人受惠。

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NanKang Biotech Incubation Center
從零到百的全方位輔導園區

育成     孵化



座落於南港軟體園區 F 棟生技大
樓 17 樓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是配合政府加強發展生物科技產業
之政策，由「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基
金」設立，委託「財團法人生物技術
開發中心」營運管理。本中心以「生
物科技及醫藥相關產業」為重點發展
核心，培育擁有前瞻願景的創業者
與具發展潛力的生技醫療公司為主。
和著重於發展的一般學校型育成中
心的差異在於，南港育成中心強調的
是發展與創業的全育成概念，提供必
要協助，包括空間設施、技術資訊、
人力培養、法務金融等之前育成，同
時加強以商業為重之後育成服務。透
過整合產業、研究單位及政府資源，
本著互惠發展的合作夥伴理念，扶
植新創生技醫藥廠商加速成長茁壯。

合作案例｜基因體先驅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致力於研發生技製藥與基因體改造、與
細胞幹細胞培養的基因體先驅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著重研發癌症免疫
療法，將病患自身的「殺手 T 細胞」基
因體改造、培養、再輸回病患體內，使
之主動辨識並殲滅癌細胞之新型療法，
打破傳統以被動式強化病患自身免疫
系統之舊思維，尋求更高的治癒力。目
前對末期血癌的臨床試驗治癒率高達
90%，而所開發出的 CAR-T 免疫療法受
到麻省理工學院 MIT 科技報導好評。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www.nbic.org.tw
https://goo.gl/EvpMYi
https://goo.gl/EvpMYi


他們每半年招募 8~12 家新創公司，
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加速計畫，除了獲
得資金投資外，還能使用辦公空間及
參加課程培訓，每個新創團隊配置
全球 4~6位頂尖導師。如此高規格，
無非是期盼臺灣能有更多走向國際
市場的新創事業。

有感於行動科技的進步與普及，創
新服務在市場的接受度日漸攀升，
也為年輕人創造更多機會及挑戰，
而臺灣更是進入國際舞臺的絕佳測
試基地與跳板；若是以此為目標，
創業者更該在早期就要抓緊全球市

所謂術業有專攻，創自美國科技
重鎮矽谷，SparkLabs對於網路、

AI 科技、通訊、VR/AR 等範疇自然
有著專業的能力，更也以金融科技、
醫療保健作為主要目標領域。再者因
為創始合夥人團隊，皆曾經在知名新
創公司服務，因此深知從無到有的難
處，進而希望幫助有志於創業者。另
外一項特色，是 SparkLabs 不僅作為
創業加速器的角色，更期盼協助團隊
獲得後續投資，目前在海外已經協助
約八成的新創團隊達到此目標。

SparkLabs可說是創業版的選秀節目，

如果把團隊及講師背景列出來，會發現都是國際間赫赫有名的人物，
Sparklabs Taipei 是以源自矽谷的創投基金，旨在發掘及加速臺灣創業
人才，尤其是以國際作為舞臺的新創團隊。

Sparklabs Taipei
從矽谷帶來國際資源的加速器

加速     推進



場脈動且整合資源，而 SparkLabs 便
是為此孕育而生，替同樣的目的尋
求加速及更多可能性。

想挑戰國際，門檻自然更高了一些。
SparkLabs 提供具備市場條件（初步
已經成形並被接受）的新團團隊，
協助找到適合的契合機會，並建立
起商務模式。若是新創團隊的成品
能被國際單位收購或 IPO，是對新創
團隊來說非常好的際遇。但別誤會，
SparkLabs 不僅只是單純財務上投資
新創團隊，更正確地說是將國際級的
資源，例如國際合作夥伴所提供的

培訓課程，、國際間的合作或投資機
會帶入新創團隊。如果你對自己的創
意很有信心，或是有積極想進軍海
外市場的野心，那麼向 SparkLabs 提
出申請吧！一起讓你的創意在國際
上發光發熱！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www.sparklabstaipei.com
https://goo.gl/JuXzsv
mailto:info%40sparklabstaipei.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sparklabstaipei/
http://www.sparklabstaipei.com


空間，提供不同背景、專業和文化的
會員彼此連結、交換想法與合作的機
會，並給予適當的協助與媒合，進
而產生對全球永續發展的正面影響。
位在臺北市區的 Impact Hub Taipei，
不只提供共同工作空間，與小型活
動展演空間，作為多元策展與活動
的場所，藉此串聯成員，凝聚力量。
這也是為什麼，Impact Hub 取名為社
會影響力製造所的原因。

鑑 於 國 際 化 的 視 野，Impact Hub 
Taipei 代理了兩個國際講座品牌；

旨在成為「影響力」與「商業市
場」互相激盪的空間。並且，

Impact Hub 與 UNDP（聯合國發展計
畫署）合作，在各地推行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透過社群與
世界接軌，提供會員各種資源、靈
感、合作機會與擴大社會影響力。
到目前為止，Impact Hub 在全球已經
擁有超過 104 個實體據點，擁有超
過 16,000 多名會員，因為大家都相
信，世界不缺乏好想法，而是缺少實
踐理想的機會。因此 Impact Hub 在
全球各地創造如家一般舒適的工作

作為創業者勢必要能跟上國際的節奏，Impact Hub 串聯了許多在世界
各地的空間，扮演著創新實驗室、企業孵化器，以及社群中心等角色，
讓大夥在其所提供的空間中，彼此交流與發展可能的合作機會。

社會影響力製造所
Impact Hub Taipei
與夥伴們一起航向世界，實現夢想吧

進駐     共好



「Creative Mornings」創意早晨講座，
以及「FuckUp Nights」搞砸之夜。創
意早晨講座是在某個星期五的早晨，
由城市的 Creative Mornings 團隊邀請
當地社群，以該月全球共同的指定主
題有創意想法的人擔任講者，以 20
分鐘的時間演講，分享彼此的創意。
而搞砸之夜，則是以分享失敗經驗，
從中學習，來獲得達到成功之途的
必修課題。因為是晚上，也會有小
酌交流時間。

社會影響力製造所
Impact Hub Taipei
與夥伴們一起航向世界，實現夢想吧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taipei.impacthub.net
https://goo.gl/PyxUbN


進入數位時代後，想像更加無以邊際擴散，行動力更不該受時間、場域
的限制，渴望更自由的揮灑。全臺第一個結合 3C、科技商場及育成空
間的 Star Rocket 三創育成中心，抱持這樣的期待，默默地陪著創業者
實踐無限的想像力。

三創育成中心
Star Rocket
回歸人本的科技創新

進駐     共好



由三創育成基金會成立的 Star 
Rocket 三創育成中心，是由鴻

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4 年捐
助成立。「三創育成計畫（Star Rock-
et）」是以「創業家」為核心，致力
架構出一個具有創意、資金、國際
化、資源共享的空間平臺，讓創業
家們能更有效率地邁向成功之路。

中心提供更自由的運用時間、站立
辦公桌、開放廚房、淋浴間等設施，
並且結合 3C 商場，透過多元的軟性
措施，提供創業家更舒適自主的腦
力激盪空間。此外，多功能的展演
空間，創業者也能有更好的空間發
表成果或舉辦活動，打出知名度。

合作案例｜ Pepper 
機器人開發大賽工作坊

三創育成基金會曾經舉辦 Pepper 機器
人開發大賽工作坊，不只發起活動，
更舉辦分享課程，為參與隊伍提供更多
技巧，藉此強化團隊開發能力，激起
更多創意。比賽中特別邀請任職於沛
博科技、擅長 Pepper 肢體動作編排及
移動規劃的陳宏宇（Eric）講師，向參
賽隊伍分享 Pepper 機器人開發案例實
作，讓參賽團隊能夠更流暢地操作 Pep-
per。而此舉其中也深藏拋磚引玉帶動
新科技創意的期許。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www.starrocket.io
https://goo.gl/q2mUVZ


CIT 的混 Coworking Space，提供獨
立桌椅與玻璃隔間，並以單日計時、
月租、季租等，方便自由工作者及新
創團隊。透過共用設備，在降低創業
者承租辦公空間負擔的同時，也起了
聚集效應，讓所有創意在空間內自由
發酵，重新定義工作模式，衝撞出更
多元豐富的點子與成果。更酷的是，
在這裡，CIT 每一間會議室都是以科
幻電影《駭客任務》的角色和地點
來作命名，Plan b 團隊用意在於希望
像電影一樣，在這些空間中能運用
豐富的想像力，來成就自己的能力。

CIT 位於花博公園中山足球場舊址
西側，由 Plan b 團隊企劃營運，

為的是提供空間需求給每個想藉由創
意完成夢想的人們。CIT 由多個區域
組成，像是可供申請承租 12 至 73
坪不等的 Office Unit 辦公空間、與混
hun 合作提供的 Coworking Space 共
同工作空間、臺灣第一家全球加速器
MOX，以及邀請 Fablab Taipei 進駐
的 Makerspace 自造實驗室等等，再
加上饒富趣味的公共空間，讓每個穿
梭在 CIT 的進駐者，沐浴在快樂愉悅
的工作氛圍之下，彼此激發出更多創
意的機會。

交流、共享、聯繫、媒合，而且很有趣，在 CIT 的每個角落，隨時正在
發生著創造更多可能性的對話。在這裡不像在上班，更像是到資源寶
庫，因為即使是過客，也可以留下些什麼，讓創意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CIT
聚集激盪創意的活力場域

進駐     共好



在 CIT 還有個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為了促進入駐者之間的交流，特別在
共享空間中，設置專屬牆面張貼「伴
工卡」，開放大家、甚至是來訪者將
自己的需求、特長與聯絡方式刊登在
牆面，藉此尋求合作機會與資源交
換。此外，公共區域也能看到許多大
型看板，有的是老臺北街區，也有的
是捷運路線圖，這些看板地圖開放給
所有入駐者標籤、創作，不分產業、
不分行業，希望每個人都能分享他 /
她眼中的臺北模樣，誘發好奇心與
創意商機。

CIT 本身雖然以提供空間的概念為
主，不太主導辦理活動，但他們也樂
於引進不同的外部資源，讓入駐者在
社交與專業領域自由發想。在這裡
「辦公」，很像在玩樂，因此吸引了
國內外數十個團隊及個人，加入 CIT
用交朋友的方式來完成創業夢想。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www.cit.tw
https://goo.gl/Wnt1uU
mailto:cit%40theplanb.cc?subject=


要是創業前求助無門，找上青創總會，是最直接也是最快速能獲得答案
的選擇。作為創業者與政府間溝通橋樑，能將第一線的戰況與需求回報
給中央，讓身處戰場的創業者能夠得到更有效、有力的支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總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Young Entrepreneurs
豐厚的經驗提供專業創業服務

交流     學習



青創總會以社團法人超然立場的
優勢，彙整創業者事業經營所

面臨的相關政策面問題，扮演創業
者與政府間溝通橋樑，向有關政府
單位提出建言及解決方案，將政府
資源與民間企業相互結合，形成「政
府、社團（青創總會）、企業（會
員）」的三角定位，彼此互助支援。
作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組織，擁有
許多創業成功的前輩，產、官、學
界的專業人士擔任創業顧問，並結
合政府單位之創業相關計畫資源，
提供創業者各項諮詢與服務。

由於和創業者、中小企業主有廣泛且
深入的接觸，青創總會除了擔任民
間與政府的對話平臺角色以外，也
提供企業訓練輔導、創業楷模選拔、
兩岸經貿交流、國際事務參與、創業
刊物出版、各類活動辦理等服務。以
教育訓練課程來說，邀請業界專家、
創業人士等擔任課程業師，針對創業
路上會遇到的經營管理、商業法律、

財務會計、行銷業務等問題，推出許
許多多的創業課程講座，希望可提供
創業者進修的管道，進而解決創業
疑難雜症；而針對優秀的創業企業，
為表揚企業經營者致力開創事業、
造福人群、創造經濟繁榮的優異事
蹟，以作為有志創業人士良好的典
範，自 1978 年起開辦「創業楷模選
拔」，1992年更進一步向海外拓展，
讓遍布世界各地的華人創業家的成
就也能獲得表彰。此外，亦透過合
作交流會、例會講座、工廠觀摩、
創業楷模經驗分享等會員聯誼活動，
幫助協會會員拓展人脈與商機，獲
取專業及有效的資訊網絡，協助每
一位創業家邁向成功之路。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s://www.careernet.org.tw/
https://goo.gl/pc8XKw
https://www.facebook.com/cycdaES/
https://www.facebook.com/cycdaES/


創業過程中，「人」扮演著絕對重要的關鍵。著眼人的特質，並且去中
心化，期許發揮出人際關係的最大價值，WorkFace 將重心放在華人世
界，藉由聚會活動串連起企業家社群，協助更多創業者找到自己的位置。

WorkFace Taipei
放眼華人世界的創業社群

交流     學習



臺灣相較起許多國家，擁有不少
創意人才，近年來因為許多原

因，使得年輕人感受到，或許眼界
不能只放在臺灣市場。WorkFace 成
立在上海，卻在短時間內蔓延到超
過 30 個城市，吸引十多萬的成員加
入，足見兩岸創意交流的重要性。
WorkFace 在臺灣各地都有成員，無
非是針對當地產業及特色，規劃不
同主題的活動，促使有志於此的同
好們互動與交流。每週一次的聚會，
邀請業界領導人物進行演講，促使成
員們彼此接觸，在增加人脈的同時，
也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實力。

當創業成為顯學時，有感於許多人創
意十足，但卻無法將產品商業模組化
以及突破再升級；除了資金尋求的
困難，人脈的累積也往往是創業者
的困擾，因此 WorkFace 的成立，最
大的重心就是放在「人」身上，「所
有人向所有人學習、所有人服務所
有人、所有人支持所有人」的三所

有精神是 WorkFace 的中心思想，透
過「共享、去中心、萬物生長」的
核心價值，期許每個參加者（我們
稱為 Facer）都能夠相互激盪出想法
及方向，進而形成具體的創業模式，
並且感染幫助周邊的人，期以建立
一個共享豐盛的商業生態系統。

WorkFace 並沒有固定的據點，而是
以服務創業家的能量在城市流動，
每週四晚上的聚會，會公佈在官網、
官方臉書粉絲頁及微信帳號；活動之
後，認同者可以依自己的需要，在
不同主題的十數個群組內，找尋自
己有興趣的議題後，成為 Facer 的一
員。而與你同樣的 Facer 當中，有來
自不同產業的新創團隊及個人，彼
此交流訊息及經驗，與相關領域的人
建立橋樑，讓更多人看得到臺灣新創
的實力。若發展順遂，WorkFace 的
天使投資計畫或許會讓你搖身一變，
成為華人世界中的新創焦點！

新創 城市  原來如此

http://www.workface.tw/blog
mailto:workfacetaipei%40gmail.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wf.taipei/
http://www.workface.tw/blog
https://www.facebook.com/wf.taipei/


創業，總是讓人躍躍欲試，
並且投注無比的熱情。但別忘

了，借力使力才能讓創業加速成
功。關於您創業需要的資源，我們

不僅非常瞭解，更聚集了非常多熱心
的專家和業師，透過他們的經驗和傳承，
讓我們幫助您的創業夢想一起起飛！

LEARN TO FLY
風起了，讓創業之夢飛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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