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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s provide more and more jobs, even
more than those large, traditional Fortune
500 companies since 1970s’.

一、中文摘要
在各以開發國家中，傳統『管理型』
經濟體係逐漸轉移到現代『創業型』知識
經濟體系，不但創新事業所創造出之就業
機會領先傳統大企業所提供之工作機會
越來越多，創新事業創造出之經濟總值亦
逐步超越傳統大企業。隨著新創企業所創
造出之新經濟來臨，伴隨而來的現象證明
創業課程之重要程度以讓傳統商學院不
得輕視的地步，而將其列為商管教育中重
要的一環。此外，目前世界各地風起雲湧
之創業競賽，無論是大學或民間機構主
辦，規模皆逐漸變大，參賽隊伍由某區域
性大學擴展到該國所有大學，進而全球化
跨國進行。參賽隊伍數量增多的趨勢，帶
起大學生參加創業競賽之風潮。各知名大
學逐漸重視創業研究，在創業課程之數
量、種類重要性也日趨增加。針對以上所
述的重要現象，本研究主要蒐集國內外相
關之文獻，及全球各大學創業課程的開設
情形及創業競賽的舉辦情形，更進一步探
討創業課程的發展及創業課程對學生實
質的幫助，且並與創業競賽相互搭配達到
作中學的效果評估，對創新學習效果作較
進一步的分析，以及背後的意義及影響之
探討，希望藉由本研究對未來的創業課程
規劃及設計提出建議，使得課程更能貼近
創業者實際的需要。

The second is that there is more and more
entrepreneurial competitions held by
universities or big famous companies. And
the number of teams participating games
grow rapidly and the region expand from
within a college to a global one. Finally ,we
find that entrepreneurial courses have
become more important and are treated as a
major core business curriculum .This study
tries to collect the related papers and
information about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other regions .We try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ourses and entrepreneurial competitions,
and evaluate how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ffects students and then try to
provide some advices to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
Keywor ds: entrepreneurial course、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二、緣由與目的
創業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已深受重
視，且頗具規模，從 1970 年代開始至今
已有 30 年的歷史。有些學校甚至以專注
創業領域的研究和教學，做為學校的策略
重心及競爭優勢。

關鍵詞：創業課程、創業競賽、創業教育
Abstr act
We have noted several facts in global
economy. The first is that there is more and
more new ventures created and these new

在美國管理學會 2002 年開始出版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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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討論管理「學習與教育」的學報，Ackoff
所提出的一段話，算是對管理學界的反
省，「管理教育應該從創造一個公司開
始，選擇一項產品，讓學生來設計籌劃這
個公司，他們就會學到很多的生產、行銷
及財務，比他們直接去看教科書可學到更
多，而且可以轉換到另一個產品，因為他
們已學到如何去組成一個公司，公司是怎
麼一回事，而不是每一個獨立的管理功
能」。

課程分類
創業精神

內

容

為創業之基本課程、創業過程、 141
生涯觀念、創業理論、冒險精神、
創業加精神等。

創業計畫書 創業計畫書之寫作，包括整體營
運計畫、創新點、創業里程碑、
創業行銷、財務、法律等各構面
全盤思考。
機會認定

傳統的管理教育，尤其是大學部，因
其學生沒有經驗，所學的理論多是抽象的
原理原則，較難體會理解實際組織的情
境，形成見林不見樹的情形。有鑑於此，
創業競賽的產生提供了學生一個得以將
其創意推向市場，及一個情境模擬的環
境，使得學生能更深切體驗何謂創業，而
對所謂的管理也能有更全面的認知。本研
究蒐集國內外的創業課程及各大創業競
賽，希望藉由課程的規劃及上課教學方式
的差異對課程的學習成效作一探討，以供
未來在創業課程規劃的參考。

全部

42

機會辨識、機會掌握、機會尋找、 24
技術及市場分析

技術商品化 高科技創業、技術商品化之議題。 30
創業行銷

行銷策略、第一位顧客、策略聯
盟、上市策略。

創業財務

資本募集、資本結構、創投資金、 104
公開上市等。

創業法律

智慧財產權、專利、營業秘密、
技術保護策略。

62

18

創業執行面 生產管理、組織管理、風險管理、 21
團隊管理。
創業策略

三、結果與討論

科技策略、創新策略、全球化等
公司層級策略。

19

特定產業創 生物科技、房地產、家族企業等。 22
業議題

在整個研究案中，我們除對現有
共十二校的創業課程，全美 MBA 創業課
程排名前十名的學校，依序為 Babson 大
學、史丹佛大學、賓州大學、哈佛大學、
南加州大學、MIT、德州大學、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哥倫比亞大學、加州柏克萊
大學及紐約大學、華盛頓大學的創業課程
作一介紹外，我們研究之主軸亦一直圍繞
在創業課程及創業競賽對創業家之影響。

在探討國外相關文獻後，我們反觀國
內創業教育現況，而試圖針對國內發展之
現況提出可行的建議及作法。

在這次的研究案中，我們藉由相關文
獻的探討，及國外創業課程之經驗引進，
我們歸納出在教育課程的設計中，必須再
加以考量之觀點以及必須克服之障礙，及
國內外之創業競賽，並針對國內創業競賽
加以探討，以評估創業競賽對於創業教育
的成效上之影響。

國內目前發展方面，國內大學院校有
開設創業相關的課程之學校有「台灣大
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
通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
「台北大學」、「中山大學」、「輔仁大
學」等等學校，有些是開設給大學部之學
生選修，有些則只開給研究生選修。

在課程設計方面，依現有之創業課程
分類，大致可分成下表所分類之十一類：

課程目的是使學生了解創業計畫書
之重點，如分析創業商機、撰寫創業計畫

特定議題實 Workshop、研討會、新創公司實
作課程
習、創業競賽
全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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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04

書、籌募資金、管理成長與經營團隊管
理，並激勵同學在未來事業發展上能進一
步發揮創新與創業精神。而這些課程都以
創業計畫書為中心，分堂講授各重點命
題，並採取文獻探討、個案分析、創業家
演講、創業計畫書之撰寫等方式混合教
學，使學生能夠學習到創業之知識。而國
內的創業教育發展不過幾年，尚在起步階
段，因此課程大多如基本的創業計畫書之
教寫，與美國大學 2~30 年前創業課程有
所類似，因此了解國內創業教育之現況確
實有所必要。

3. 環境面：研究發現，環境涉入的程
度越高的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也
比較高。因此就夠廣泛的創業學習
環境，如參與創業競賽、創業社
團、BP 實作、公司實習等，是有
必要且對學習有幫助的。

四、建議
從以上研究結論來看，分成創業課程
及創業競賽兩個方面提出幾點建議，希望
能加速國內創業教育的發展，將創業精神
導入大學院校，並期望未來學生畢業後能
將創業精神帶入到企業界，以活躍整體國
家經濟發展，為新經濟注入一股活水！

除了創業課程之外，國內近三年也有
兩個大型的創業競賽，研華科技舉辦的
TIC100 科技創新創業競賽，以及工業銀行
舉辦的創業大賽。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四個
學校中，有三個學校的學生都有參與創業
競賽，且每年都有不錯的成績，如政大科
管所已連續三年奪得 TIC100 創業競賽冠
軍，中山大學學生也有不錯的成績，今年
政大科管所學生首次參與工業銀行之創
業大賽，也獲得良好的成績（翔醫科技與
思庫科技），足見在創業教育上，創業競
賽的參與也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之現況
確實有所必要。

l

創業課層方面
1.目標訂定

創業教育的發展，首先應訂定明確的
教育目標。老師們要教的是在創業過程中
需要注意的關鍵議題，並藉由前人的個案
與創業家的經驗，使學生未來創業時能減
少失敗的風險。創業教育的核心在於創業
精神，Peter Drucker（1985）詮釋「創業
精神」是一種活動，一種生活方式，而非
一種人格特質，創業者透過創新的手段，
將創業精神當成實務來力行。因此能夠讓
學生學習到創業精神，使之成為一種生活
方式，將來在企業服務時，能夠有所助
益；進一步能教導未來有志創業的學生，
使之學習到創業所需之知識與能力，降低
未來創業時的失敗機率，這兩者應該是創
業教育所應有的目標及發展方向。

在教學因素對創業知識與能力學習
成效之影響方面，經由對國內四所大學創
業課程的問卷調查後發現以下結論：
1. 個人面：個人面分為學習動機與創
業傾向。研究發現，學習動機越
強，學習成效越好，而創業傾向越
強，學習成效也越好，因此個人面
的因素是影響創業學習的一大因
素。

2.建議作法
在教學面來看，由本研究結論發現，建
議從個人面、課程面、環境面來考慮。
在個人面，應注重的是創業精神的教導
與傳承；在課程面，建議以創業計畫書
為中心，再衍生出較專業之課程；在環
境面，要注重學習環境與風氣的建構，
如參與創業競賽、創業社群及創業校友

2. 課程面：各校課程設計都以創業計
畫書為中心式的教學，教學方法有
個案、文獻探討、創業家演講、BP
實作。研究結果發現，在課程面相
同的情形下，個人面與環境面對創
業學習成效是有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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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業師的學習制度，以及與其他
相關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由學校面來
看，建構相關的資源以支持創業課程的
導入。
l

7. 台灣工業銀行(民 90)，「第三屆創業
大賽專刊」，www.wewin.com.tw
8. 彼得﹒杜拉克（1995），《創新與創
業精神》，蕭富峰、李田樹譯。台北：
麥田出版。

創業競賽方面

9. 研華文教基金會(民 90)，「TIC100 科
技創新執行計畫」，www.tic100.org.tw

而在創業競賽的探討中，我們
能得到以下之結論：

10. 涂藝鐘(民 86)，「經營洞視與團隊練
達性對組織創導團隊績效的影響」，國
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

1. 透過創業競賽的學習，確實可以學習
到創業的知識與能力。
2. 透過創業課程的要求與輔助參加創
業競賽，對於創業知識與能力的學習
成效最佳。

11. 許士軍（1993），《創業行為、創業
研究與創業教育》。台北管理教育研討
會論文。

3. 學習型導向創業競賽整體學習之成
效較務實型導向創業競賽佳。

12. 溫肇東(民 88)，「從 MIT50K 到
TIC100— 成功的科技創業催生者」

4. 創業參與動機對於知識學習、能力提
升與整體學習成效有明顯正相關。

13. 溫肇東(民 90)，「創業精神的學習平
台— 創業競賽與創業課程」

5. 團隊運作情形對於知識學習、能力提
升與整體學習成效有明顯正相關。

14. 劉文龍（2001），（創業管理課程設
計之初探性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企業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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