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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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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國立中正大學
飛霧文創工作室、捲毛鬍子工作室榮獲
「109年度教育部靑年署U-star原漾計畫
第二階段績優團隊」，各獲得60萬獎勵金!
連同第一階段已補助50萬元，各獲得110萬元，
兩隊總獲共計220萬元補助。

飛霧文創工作室

打造細緻的旅遊行程，帶領更
多人認識山林的美好，以及鄒
族部落的文化與智慧。

捲毛鬍子工作室

主要業務為以原住民風格設計
海報、視覺設計、企業品牌識
別等等，更應民宿、文化園區
、地方文化館的需求，繪製具
有原民特色的壁畫。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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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  石頭「這群人」總監、攝影師石頭
在新興媒體業蓬勃發展的時代，Youtuber成為許多年輕人的
夢想職業，此次的講座邀請到石頭，讓學生能夠聆聽創業者
的心路歷程，從中汲取創業知能、提升自身價値，以及面對
挫折時的心境轉換，面對艱難時如何突破困境。

109/10/07
【專題講座】
幕後總監大解密

109/10/08
【專題講座】
創新創意的長者服務理念

講師  |  大林慈濟失智症中心曹汶龍主任
講座內容包括介紹失智及知覺失調症、老化與退化之間的差異、分
享曾患失智症的病患經驗、講解失智的腦科學原因、介紹醫院針對
失智患者的保養班，強調失智症重要的問題在「照顧者」、友善社區
營造、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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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  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門口廣場
由創新創業基地所主辦的「2020 創新創業博覽會」於本校活動中
心門口熱鬧舉行！現場除了提供「創業基地」簡介，讓想創業的中
正學生了解加入創業基地的第一手資訊外，還有「創業基地」培育
之學生團隊成果展示及分享！

講師  |  陳淸港博士
邀請普萊德科技陳淸港董事長，講題為「品牌經營與企業永續發
展」，透過經營自有品牌之企業實例，談「創新」、「創業」、「企業
永續發展」，探討品牌國際化發展、創造品牌與企業價値。

109/10/23
【活動資訊】
創業博覽會

109/10/23
【專題講座】
品牌經營與企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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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  台灣櫻花公司資蔡月瑱協理
透過櫻花公司的案例，讓學生能了解「智能設計」與「智能生產」的
概念。專家認為，製造系統正在由原先的能量驅動型轉變為信息
驅動型，製造系統不但要具備柔性，而且還要表現出智能，否則
難以處理大量且複雜的訊息工作量。

地點  |  嘉義縣金蘭農會
感謝阿里山茶協會協助創新創業基地爭取擺攤的機會，在活動期
間，除了讓我們能推廣基地活動、販售小農商品之外，也能藉此
機會了解並增進與在地產業之鏈結。

109/11/10
【專題講座】
智能設計及智能生產

109/11/21-109/11/30
【活動資訊】
高山茶都．嘉義博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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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  勤業眾信鍾鳴遠會計師
邀請鍾鳴遠會計師分享會計師的生涯經驗，促進理論與實務之交
流，讓學生也能透過業師的分享，了解實務界所面臨的問題與解
決辦法。

講師  |  何宗武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全球經濟與策略研究所）
何教授的精彩演講，讓學生了解機器學習的時間序列預測，及掌握
關鍵問題與解決辦法。

109/11/24
【專題講座】
會計師經驗談

109/11/27
【專題講座】
會計師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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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活動競賽
一年一度創新創業競賽，旨在提供
全國各大學院校相互觀摩的機會、
鼓勵有志靑年投入創業風潮。為因
應創業國際化的潮流，今年度特別
開放國際生參賽，因此初審計畫書
及決賽，大會要求各團隊以英文方
式提案，讓各參賽隊伍除了能與來
自各方的好手學習與交流之外，更
能提升提案實力，邁向成為國際化
創業家的目標。

傳統交易
比賽以網路虛擬方式進行，使用寶碩財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之虛擬交易所使用帳號，由三名
學生組隊參加。每組隊伍給予網路帳戶(新台幣
1000萬元)之虛擬金額作為原始投資資金。

程式交易
比賽以網路虛擬方式進行，主辦方將提供一組
報價系統進行股市報價及決策分析，協助參賽
者擬定交易策略，另外，還會提供程式交易系
統供參賽者進行投資交易使用。

2020創新創業競賽
109/10/05 ‒ 109/12/07

2020第七屆全校性虛擬投資理財競賽
109/10/26 ‒ 10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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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生創業團隊
定期舉辦業師輔導會

10月業師輔導會，
活動參與總人數64人

活動時間：
109年10月14日，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活動地點：
 國立中正大學創新創業基地大會議室

11月業師輔導會，
活動參與總人數52人

活動時間：
109年11月18日，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活動地點：
 國立中正大學創新創業基地大會議室

創業創新基地透過管院EMBA執行長許嘉文教授，與其所教授之EMBA「創
業實踐與地方創生」課程之學生合作，邀請具有豐富業界經驗之EMBA學
生擔任基地的業師，與基地團隊分組媒合交流，指導基地輔導的學生團
隊。希望藉由雙方的交流碰撞出新的火花，在學生團隊獲得寶貴建議的
同時，EMBA的業師也能因此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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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資訊】醫療創新 ‒ 從概念到商業化

演講時間 |  1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12:10-13:40 
演講者  |  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賴志遠 ( James Lai ) 教授

邀請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賴志遠醫師分享醫療創新的議題，促進
學術與實務之鏈結，透過講師分享也讓本校學生更加了解醫療如何
從概念到商業化，採英文演講方式進行，更能讓師生們具備國際視
野、掌握關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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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捲毛鬍子工作室創業專欄
捲毛鬍子工作室成立於2020年嘉義，集結了一小群對於藝術抱有熱情、關注原住民文
化的年輕人，秉持著相同的理念和願景，在不同背景下和原民文化交疊而成，工作室
開始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原住民文化之美。在工作室成立前所使用的工作空間，是由
成員的舊家進行改造，在原本的正職與學業之外，使用零碎的時間接洽個人委託專案
與小型活動文宣設計。而在彼此有了創業的共識後，重新整頓工作空間，並有幸能爭
取109年度教育部靑年署U-start原漾計畫，為團隊創業前期打下基礎，也在計畫期程
中獲得進駐中正大學創新創業基地的機會，接受校內育成團隊的輔助及指教。

捲毛鬍子在進駐基地期間，跟著育成團隊一步一步的帶領，團隊穩健且有效率的學習
如何經營自己的工作室。如：工作室金流模式建立，學習成本計算，公司報表及預估
損益表製作，並將公司營運模式商業化，將現有的單獨接案模式推向多面向的商業合
作，且加強工作室產品銷售策略，拓展工作室輸出管道，建立團隊能見度及獨特不可
取代性。期間工作室也擴增自己的產品庫，提升製圖與視覺概念能力，並將工作項目
從原本高程度時間比例分配的單一圖像繪製，調整成同時期多圖像設計及多向輸出的
成熟營運模式。捲毛鬍子的成員多是阿里山鄒族特富野部落的離家學子，長年因為學
業和工作的關係，鮮少有機會能夠回到原鄉部落。但在這次的育成團隊有心的栽培輔
導下，除了確立工作室要使用原住民傳統元素作為主要設計重點，與部落重新培養親
密關係也成為了工作室的重大課題。因此在有了尊重傳統文化與部落耆老的想法，捲
毛鬍子團隊多次與部落合作，使用團員的設計專業，更新部落建築外貌與神話故事牆
重新用顏色與圖像詮釋不一樣的部落風貌，也在多次合作與溝通之後，成功與長老們
和部落發展機構簽訂合作意向書，希冀彼此能夠在文化保存與鄒族美學推廣上能夠有
更多的合作機會與共識；未來捲毛鬍子工作室也將更進一步的簽訂正式授權，建立利
益回饋機制。

這半年我們因為原漾計畫，工作室獲得了跳躍性的成長，
在設計核心與營運策略中也有更明確的方向，獲得「109年
度教育部靑年署U-start原漾計畫第二階段績優團隊」，取得
創業獎金60萬元的成績，除了讓工作室草創初期有了更穩
定的經濟基礎之外，我們也能更有自信的呈現捲毛鬍子對
於原住民美學設計的核心理念。工作室成員彼此鼓勵及努
力之外，也要感謝中正創新創業基地，在工作室初創時期
給了團隊重要的輔助與資源做後盾，讓捲毛鬍子團隊能夠
大膽的向前邁進，繼續發揚工作室核心價値，向每一位朋
友推廣原住民族文化美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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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創新
育成中心

FashionBlock Taipei台北時尙新創中心
松菸創作者工廠
t.Hub內科創新育成基地
臺北創新實驗室
Digi Space共創空間(A棟)
Audi創速中心
永樂時尙實驗基地(T FASHION)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西門紅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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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創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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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摘星靑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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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KY三27文靑基地

嘉義縣新創基地

南科AI-Robot自造基地
C-Hub 成大創意基地
贏地創新育成基地
南部科學園區創業工坊
南方創客基地

行政院新創基地南部辦公室
集盒(Kubic)
創客小棧
駁二共創基地

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
I/o studio屏東縣靑創聚落

TTMaker 臺東原創基地

宜蘭靑年交流中心
宜蘭園區靑創基地(蘭靑庭)

澎湖縣創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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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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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創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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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基輔導特色＆團隊申請辦法 
輔導特色

☆雙導師指導           ☆團隊競賽獎勵  
☆專業諮詢服務       ☆創業資源媒合

申請對象

本校學生及校友。
校內具有創業潛質及具有可商品化之技術、提案或專利之
個人或團隊。
 

申請流程

申請人備齊申請表、計畫書及輔導需求表，提出申請。
(申請表、計畫書範本需求表，可掃描QR Code，至創基官網
點選「各類資源→準備階段」，並下滑至「相關檔案下載」)
 
聯絡我們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大學宿舍EB1)
信箱:startup@ccu.edu.tw
校內分機:05-2720411#16906
專線電話:05-2729022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於上班時間至創新創業基地諮詢，我們設有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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