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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創業學學館 
招生簡章 

沒有天生創業家，從創意到「生意」，你需要的不只是夢想，還有方法，如

何找到你的創業舞台，建立獲利營運模式，一步一腳印才能讓您擺脫從零開始。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的「臺北市創業學學館」創業課程，嚴選那些「創

業你一定要知道的事」，降低創業風險，穩健踏出事業第一步，逐夢飛翔! 

一、 招生對象： 

(一)有意於臺北市創業之個人或於臺北市創業未滿 5 年之新創事業。 

(二)所稱之對象須符合本市創業適性評量標準之潛在創業族群或新創事業者。 

二、 招生名額：共開設 3 大創業班，每班招生 100 名學員。 

三、 課程費用：全程免費。 

四、 上課地點： 

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樓-2 樓會議廳(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12 號 2 樓) 

(近捷運文湖線港墘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5 分鐘，位於內湖高工後方) 

五、 報名服務窗口 

如需各項諮詢，歡迎電洽服務窗口或運用客服信箱聯繫。 

報名專線：(02)2366-0812 分機 456 鄭怡儒 

服務專線：(02)2366-0812 分機 456 鄭怡儒/457 羅晨心 

客服信箱：sherry_lo @nasme.org.tw 

六、 報名程序： 

(一) 請於各項課程報名截止日前，透過網路或傳真方式進行報名，並等候甄審

結果確認後，始通知後續上課事宜。 

1.網站報名:請至「臺北企業充電讚」網站(網址：www.tpehouse.org.tw)進行

報名，並前往指定網址完成創業適性評量測驗。  

2.傳真報名:傳真報名者敬請完整填寫本簡章之報名表，並完成創業適性評

量表，始完成報名程序 (傳真專線 02-2367-2615)，傳真後請致電

02-2366-0812 分機 456 再次確認。 

(二) 資料不齊者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限期補件，如逾期未補件將視同

放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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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者所提供及填寫之報名資料，皆應與申請者現況相符，如經查證不實，

主辦單位將有權婉拒申請者參與本課程。 

(四) 各項相關資料僅作為報名本課程之用，恕不退件。 

七、 錄訓公告與通知： 

每班將依錄訓結果公告於「臺北企業充電讚」網站，並由專人專函個別通知繳

交保證金$1,000 元及開課事宜。 

八、 甄審方式與錄訓原則： 

(一) 凡報名參訓者，均需完成報名程序，並經主辦單位審查同意後始得錄訓， 

恕不接受現場臨時參加或旁聽申請。 

(二) 鑑於學習資源有限，每家企業限報名 1 人，每位學員以報名 1 班次為限。 

(三) 將依據報名資料與課程允諾參與程度、參與課程與業務性質關聯性及學習

期望，經綜合評估後，每堂課程遴選正取名額 100 位，備取名額 20 位，備

取者將於開課日前依正取者報到狀況依序遞補。 

(四) 參訓者經錄訓後並回覆確認出席者，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任意更換參訓

者(限本人參與)，除不可歸責之因素外，開課後無故不到致浪費學習資源

者，主辦單位將有權婉拒該單位(人員)參與本課程。 

九、 注意事項 

(一) 為強化本課程學習成效，建議學員上課前請上網「臺北企業充電讚」線上

學習專區選修相關數位教材，建議先修課程如下： 

強化構面 課程名稱 強化構面 課程名稱 

人力資源 

新創事業人力資源管理與培訓 
數位行銷 

如何用社群媒體行銷 

扎根創業版圖 

不可不知的勞工重要法令 網路行銷工具與效益分析 

中小企業勞資爭議處理 財務管理 創業財務與稅務 

經營/風險管理 新創事業風險評估與財務規劃 營運計畫書 營運計畫書撰寫實務 

(二) 本課程全程無供餐，敬請自理，如需代訂服務，屆時可洽現場人員。 

(三) 本課程全程免費。惟學員於參訓期間參與課程時數總計須達 20 小時以上，

並配合課程期間討論、課後問卷及結訓心得繳交等，始發予結業證書。課

程參與時數需達 1/2，始退還每人保證金$1,000 元。本課程結業證書將可作

為臺北市青年創業貸款申貸資格證明文件使用，並協助轉介申請「臺北市

青年創業融資貸款」。 

(四) 錄訓學員如需請假，最晚敬請於開課 2 天前，事前以電話、電子郵件方式

通知請假，如缺席時數過多，將影響您領回保證金之權益。 

請假電話：(02)2366-0812 分機 456 鄭怡儒；請假信箱：kate_cheng@nasme.org.tw 

(五) 本課程如遇不可抗力事件如颱風、地震或豪雨等天災，將配合臺北市政府

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停班停課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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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創業學學館 
報名表 

01 

中文姓名 
 

02 

公司名稱(中文) 
 

03 

性別 
□女  □男 

04 

統一編號 
 

05 

負責人 
 

06 

通訊方式 

郵遞 

區號 
   聯絡電話：（   ）                   手機： 

      縣           鄉鎮          村          街 

         市               市區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07 

電子信箱 

 

(如無臺北企業充電讚之帳號者，將同意直接運用本信箱申請：□同意□不同意) 

08 

最高學歷 
□高中職 □專科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 

09 

職稱/年資 

職稱： 

任職年資已滿：      年 

10 

員工人數 

□5人以下□6-10人□11-50人□51-100

人□101-200 人□200 人以上 

11 

實收資本額 

□未滿 25 萬元□25-100 萬元□101-500 萬□501 萬

-1000 萬□1001 萬-8000 萬□8001 萬以上 

12 

產業別 

□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13 

參訓期望與

需求 

請於 100 字內簡要敘述 

14 

報名班別 
□5/27-5/29 餐飲菁英創業班   □8/13-8/15 網路開店創業班   □10/1-10/3 文化創意創業班 

15 

個人現況 

□待業，是否願意接受就業媒合：□願意 □不願意 

□已創業  □欲創業者，預計□半年創業□一年創業□三年創業□尚未有具體規劃 

16 

資金需求 

□無需求 □有需求：□未滿 50 萬元 □50 萬-100 萬 □101-200 萬 □201 萬-500 萬 

申貸意願：□不想申請  

我想申請：□青年創業貸款(200 萬零利率) □中小企業貸款(100-400 萬) □策略性及創新升級貸款(500 萬) 

17 

創業計畫書 
□已完成 □撰寫中 □不太會寫 

18 

是否需要創業輔導 
□需要 □不需要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若有不實，本人將接受無條件退訓絕無異議。另本人同意本資料表得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或其授權之

專案管理單位於執行本計畫範圍內進行資料建檔處理。為瞭解學員於課程結束後在工作上的應用程度以及本課程之實用性，本課程將於課程結束後隨機進行學習

效益調查，本人同意訓後將配合進行書面及電話訪談。  

                   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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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飲菁英創業班 

報名截止日期：5 月 14 日 

時間 5 月 27 日(二) 5 月 28 日(三) 5 月 29 日(四) 

09:30-10:00 始業式 

10:00-12:00 

(2 小時) 

餐飲市場現況與評估 

講師：李文騰/留鮮覺國際

聯合有限公司 

1.台灣餐飲市場發展現況

與趨勢 

2.創業願景與投資報酬率

分析 

3.餐飲創業資源盤點與評

估 

新手創業必備法律 

講師：簡榮宗/律師 

1.工商登記與稅務管理 

2.創業型態判斷?合夥/獨

資? 

3.創業法律面面觀 

輕鬆擺平餐飲經營 

講師：徐博文/哈堡堡輕食

早午餐有限公司 

1.品牌經營要點分析 

2.餐飲行銷操作實務 

3.餐飲業經營分享 

12:00-13:30 午休用餐時間/創業顧問交流時間 

13:30-16:00 

(2.5 小時) 

餐飲開業準備與管理 

講師：桂世平/中華民國企

業講師協會秘書長 

1.成本結構與獲利模式 

2.客層分析與商品設定規

劃 

3.商圈分析與店面評估 

4.個人品牌還是連鎖加

盟? 

餐飲熟客經營秘笈 

講師：林政忠/美食映像整

合行銷顧問公司餐飲學院

教授 

1.小商圈與社區經營法則 

2.如何創造店鋪認同感 

3.如何擬定熟客經營策略 

創業資金規劃與貸款技

巧 

講師：彭成義/國立空中大

學育成中心專任經理 

1.創業資金規劃與配置 

2.融資要領與注意事項 

3.銀行貸款與議價技巧 

16:00-16:10 中場休息時間 

16:10-18:40 

(2.5 小時) 

創業如何找到 A 咖員

工 

講師：張甲賢/賢雲管理顧

問公司 總經理 

1.創業徵才管道分析 

2.如何管理你的第一批員

工 

3 .打造創業績效團隊 

小本創業行銷手法運

用 

講師：林政忠/美食映像整

合行銷顧問公司餐飲學院

教授 

1.媒體特性與方式選擇 

2.餐飲行銷操作手法 

3.節日行銷手法應用 

創業貸款好簡單 

講師：彭成義/國立空中大

學育成中心專任經理 

【申辦窗口現場說明】 

1.認識政府創業貸款 

2.如何撰寫創業貸款計畫

書 

3.創業貸款流程與應備文

件 

18:40 結業式暨證書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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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開店創業班 

報名截止日期：7 月 30 日 

時間 8 月 13 日(三) 8 月 14 日(四) 8 月 15 日(五) 

09:30-10:00 始業式 

10:00-12:00 

(2 小時) 

網路開店市場現況與

評估 

講師：許景泰/達摩媒體執

行長 

1.市場分析與創業行業選

擇 

2.創業願景與資金募資 

3.網拍跨足網路開店經營

方式 

新手創業必備法律 

講師：簡榮宗/律師 

1.工商登記與稅務管理 

2.創業型態判斷?合夥/獨

資? 

3.創業法律面面觀 

網路開店照樣玩出大品

牌 

講師：王志仁/ Yahoo!奇摩

超級商城電子商務部副總 

1.網路開店通路介紹及特

色 

2.網拍 VS 網路開店差異 

3.如何打造虛擬商城品牌 

12:00-13:30 午休用餐時間/創業顧問交流時間 

13:30-16:00 

(2.5 小時) 

網路開業準備與管理 

講師：林逸筑/PChome 招

商副理 

1.成本結構與獲利模式 

2.客層分析與商品設定規

劃 

3.網路買賣與金物流管理 

小本創業行銷手法運

用 

講師：許景泰/達摩媒體執

行長 

1.如何找到適合的行銷方

式 

2.如何應用免費廣告 

3.網路行銷手法探討 

創業資金規劃與貸款技

巧 

講師：林志名/中小企業聯

合輔導中心 

1.創業資金規劃與配置 

2.融資要領與注意事項 

3.銀行貸款與議價技巧 

16:00-16:10 中場休息時間 

16:10-18:40 

(2.5 小時) 

創業如何找到 A 咖員

工 

講師：胡維欣/怡達國際

(股)公司總經理 

1.創業徵才管道分析與面

試技巧 

2.如何管理你的第一批員

工 

3.打造創業績效團隊 

網路 x 社群，數位行銷

實戰技巧 

講師：許景泰/達摩媒體執

行長 

1.數位行銷趨勢解析 

2.網路廣告工具介紹與應

用 

3.運用網路廣告創造商機 

創業貸款計畫書撰寫篇 

講師：林志名/中小企業聯

合輔導中心 

【申辦窗口現場說明】 

1.認識政府創業貸款 

2.如何撰寫創業貸款計畫

書 

3.創業貸款流程與應備文

件 

18:40 結業式暨證書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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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創意創業班 

報名截止日期：9 月 17 日 

時間 10 月 1 日(三) 10 月 2 日(四) 10 月 3 日(五) 

09:30-10:00 始業式 

10:00-12:00 

(2 小時) 

文創產業趨勢與分析 

講師：張光民/財團法人台

灣創意設計中心總顧問 

1.台灣文創產業現況 

2.士農工商都要文創上身 

3.如何讓文創變商機 

 

新手創業必備法律 

講師：林燕妮/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創業顧問 

1.工商登記與稅務管理 

2.創業型態判斷?合夥/獨

資? 

3.創業法律面面觀 

台灣插畫師原創圖像品

牌的經營之道 

講師：楊勝智/台灣插畫師協

會創會理事長/卡畢須獨立

創意有限公司創意總監 

1.用創意遊走在興趣，工作

與事業之間 

2. Cubbish的經營策略與創

意 

3.經驗分享 

12:00-13:30 午休用餐時間/創業顧問交流時間 

13:30-16:00 

(2.5 小時) 

如何突破創意以上創

業以下，實踐開店夢 

講師：游聲堯/ 

22designstudio 創辦人 

1.品牌與通路經營 

2.文創開店面面觀 

3.經驗分享 

文創行銷可以這樣玩

(上) 

講師：查理王/前學學文創

志業發展長/ 社群經營長

/ 行銷長 

1.文創如何做行銷? 

2.文創行銷要點 

3.如何讓行銷文創化 

創業資金規劃與貸款技

巧 

講師：李淑華/瑞和庭建設開

發(股)公司財務顧問 

1.創業資金規劃與配置 

2.融資要領與注意事項 

3.銀行貸款與議價技巧 

16:00-16:10 中場休息時間 

16:10-18:40 

(2.5 小時) 

創業如何找到 A 咖員

工 

講師：胡維欣/怡達國際

(股)公司總經理 

1.創業徵才管道分析與面

試技巧 

2.如何管理你的第一批員

工 

3.打造創業績效團隊 

文創行銷可以這樣玩

(下) 

講師：查理王/前學學文創

志業發展長/ 社群經營長

/ 行銷長 

1.文創如何做行銷? 

2.文創行銷要點 

3.如何讓行銷文創化 

創業貸款計畫書撰寫篇 

講師：李淑華/瑞和庭建設開

發(股)公司財務顧問 

【申辦窗口現場說明】 

1.認識政府創業貸款 

2.如何撰寫創業貸款計畫書 

3.創業貸款流程與應備文件 

18:40 結業式暨證書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