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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賴荃賢（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副祕書長）

國際圓桌交流
發展永續育成

第 25 屆國際創業育成會議之我見

美
國 創 業 育 成 協 會（National Business 

Incubation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NBIA）自

1987 年迄今已舉辦了 25 屆國際育成年會，此會

議提供各國育成夥伴及經濟發展專家一個進行交

流及討論的平台，加強進駐企業的輔導能量，並

帶動區域性的經濟整合及發展。

2011 年 4 月，由中華創業育成協會組團、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何主任祕書晉滄擔任團長，率

領我國 6 家創新育成中心代表共 11 人參與此次

盛會，與各國代表進行交流。會後亦參訪了美國

當地市場進入中心（US Market Access Center）。

期盼透過實際的參訪交流，瞭解國際育成中心之

作為，以提升我國育成國際化之能力！

NBIA 全球最大之育成協會

NBIA 屬於民間非營利組織，1985 年由 Carlos 

Morales 所創辦。初期由美國 SBA（The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補助營運費用和提供資

訊等相關支援。此一支援曾因美國政府的緊縮財

政而中斷，後於 1988 年獲得俄亥俄大學的支援，

協會才得以維持正常運作並且獲得進一步的發

展。目前 NBIA 已是全球最大的育成協會，會員

遍佈全球 60 個國家、人數超過 1,900 位，其中

約有 25％的會員是來自美國以外之國家。

NBIA 的宗旨是，針對育成中心的管理發展

及協助新成立公司所需的方法，提供訓練，並扮

演情報交換中心的角色；最終目標則是促成大學

與企業間的技術移轉。目前在國際上註冊參與

NBIA 會員的育成中心約有 1,500 所，其中包括全

美以及部分其他國家（包含台灣）育成中心的設

立機構、發起人、經理，還有相關的政府官員、

創投公司、經營顧問以及與企業有關的教育界人

士。

課程類型 豐富多元

本屆年會的會議課程有 52 場，依類型可分

為 4 大類：（1）育成產業發展的政策面及環境

面主題研究，（2）關於育成中心的營運工具及

策略，（3）不同類型、產業、地區的育成產業

發展實例分享，（4）圓桌會議。主要探討內容

如下：

1. 育成產業的發展趨勢

育 成 中 心 如 何 邁 向 財 務 獨 立 維 持（Self-

Sustainability）？NBIA對於「獨立維持」的定義為：

育成中心能夠利用可靠且可預期的資金來源，負

擔育成中心裡所有的相關花費；穩定的財務來源

對於育成中心的長期生存而言是必要且相當重要

的。當育成中心自身的財務來源穩定，才能：（1）

協助新創公司成長，（2）改善提供的服務及流

程，（3）對所輔導的企業實行創新想法及作為。

在《Show Me the Money》的課程中提出了

實際個案分析，讓與會人員了解當育成機構面臨

諸如政治、經濟情況丕變或者早期育成投資型態

有所轉變時，要如何找到穩定財源，以便為進駐

廠商做更多服務、創造最大利益，以建立雙贏的

局面。

2. 學生創業的議題

參與本議題的與會者，就是否為學生打造創

業加速器（Accelerator）議題討論相當熱烈，依

照出席代表發言，目前多數學校所屬的育成中心

仍偏向激勵學生創業，提供實際創業的經驗、爭

取創業資金的機會等相關的輔導及加值內容。與

會者認為學生創業的特色有： 

（1）更需要無時間限制的設備及空間、更

低成本的辦公資源、基礎的辦公設施及服務。

（2）相當需要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營運

顧問的協助，但是學生通常沒有人脈也付不起最

低費率。（3）學生通常對於當前最新的科技軟

硬體的市場需求或發展，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可以將資訊回饋給學校的育成中心，以協助調整

育成中心的創造力及創新力。

顯然學生創業更需要育成中心提供較一般進

駐廠商更多且更強的輔導資源，也可以透過學生

的創造力及科技敏感度，提高育成中心創新的能

量。

3. 企業型育成中心的運作

「企業型育成中心」需受該國有關公司法及

相關法規（如稅法等）的約束，還有是否有能力

提供創業者所需的援助。

在美國，第 1 個企業型育成中心的例子是柯

達公司，但因為柯達母企業資源太豐富了，常久

以來把進駐廠商的員工也列在育成中心支付薪水

的名單上，以至於受扶植的創業者失去從事創新

或開拓事業的動機。●第 25 屆 NBIA 大會課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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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參與本議題討論的 NBIA 執

行長 David Monkman 本身就是 Panasonic 育成中心

的執行長，他曾參與許多企業育成的計畫，相當

支持企業來辦理育成中心，他認為企業可辦理與

母企業有關的產業群聚效應的育成中心，甚至可

孵化出不錯的廠商，再由母企業併購或買斷。

4. 育成與新興產業發展的結合

主講者 Carol Lauffer 把育成事業列為可以刺

激創新及科技成長的政策性工具，例如，育成中

心及潔淨科技公司（Cleantech Group）產學合作

的機會有：（1）提供新產業類型的育成發展機

會，（2）透過育成中心可以創造環保科技的產

業群聚效應，（3）育成中心具有將新興產業發

展趨勢商業化的機會與能量。

主講者亦倡導建立地區性的創新群聚，因地

區性的創新中心可以透過結合研發、創業、投資

以及基礎建設的力量，來支持以科技為基礎的經

濟發展。若與地區性的創新中心或當地的經濟發

展策略聯合起來，使用當地的資源，如此一來更

可協助強化當地的創育生態系統。

5. 如何衡量大環境經濟對育成的衝擊及影響

育成事業屬長期經營事業，然而各國政府皆

因政經因素影響，採用短期成效思維模式來衡量

其績效，因此支持育成中心的預算都是以年度來

編列的；所以育成中心的營運資金長久以來都需

要積極爭取，造成從業人員的不安定感，不利育

成中心的長久營運及發展，相對的對於所扶植的

創新事業輔導力道亦受到影響。

主講者 Joe Bird James W. Childs 認為，育成

中心朝向獨立維持的方針很難達成，因此，要得

到資金或者維持資金來源，一定要證明它對當地

經濟的影響或投資回報率，以說服當地政府或資

金提供者。

在《Show Me the Money》分場中，Joe Bird 

James W. Childs 指出育成中心要達成募資目標的

條件有：（1）目前市場對該育成中心的營運績

效驗證為何，是否有代表性成功個案；（2）地

區中各育成中心間是否有不平等的競爭條件（例

如創業者方面─智財權的保護或限制條件，育成

中心方面─是否容易被更新更多元化服務的同

業超越而遭淘汰）；（3）育成中心是否已設定

未來前景以及提早擬定財務策略及規劃，是否依

照策略及規劃達成目標，是否擁有優秀的管理團

隊；（4）育成中心是否瞭解所屬育成產業及市

場業務週期變化，以掌握市場脈動，並適時將資

訊回饋給所輔導的廠商，協助其維持市場競爭

力。

育成「商業加速器」 話題正夯

在國際育成機構間，近幾年相當熱門的話題

就是育成「商業加速器（或稱商業催化器）」

（Business Accelerator）的發展，也就是所謂的短

期育成計畫。

「商業加速器」一般是透過舉辦訓練營的方

式，邀集相關商業專家擔任教練或業師；此種訓

練營通常在 3 至 6 個月之間，期間雖短但卻為創

業者提供了一個密集且務實的環境，讓他們可以

開始事業。

當然這些加速器也可能提供部分創業資金給

新創事業，例如 15,000~100,000 美元不等的創業

資金，而新創事業通常亦會提供 5％左右的股權

回饋給育成中心。若新創事業經營有成，該股權

則可能透過收購、公開募股或流動資金等交易，

獲利了結而退場。

目前國際間眾多的商業加速器都把重點放在

行動應用程式、網路及軟體創業者的投資，因為

這些事業的投資可以從很低的成本開始，且獲利

期程較短；但許多育成從業人員認為，商業加速

器應該可以推展運用在其他產業上，不過仍以能

否獲利為前提。

此次會議仍有幾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例

如：（1）商業加速器將會如何影響及衝擊既有

育成產業的計畫？（2）目前各國所運用的商業

加速器計畫具體成效為何，是否有成功案例？

（3）依當前的實際經驗，多數建議把重點放在

行動應用程式、網路及軟體創業者的投資，這樣

是否會有資源過度集中而導致泡沫化的危機？

（4）目前的育成從業人員會將類似的加速器概

念，涵蓋到其所屬的育成計畫中嗎？

年度最佳育成中心藍道獎

NBIA 每年度皆會從其所屬的育成中心會員

遴選傑出育成單位，並頒發相關獎項以進行表揚

及經驗分享，獎項有：

1. 年度傑出育成從業人員獎（Outstanding 

Incubator Client Award）。

2. 年度傑出畢業育 成企業獎（Outstanding 

Incubator Graduate）。

3. 年度創新育成獎（Incubator Innovation Award）。

4. 年度最佳育成中心戴安娜獎（Dinah Adkins 

Incubator of the Year）。

5. NBIA 最高榮譽獎項—年度最佳育成中心

藍道獎。

獲得 2010 最佳育成中心藍道獎的單位，是

位於密蘇里州的 Arts Incubator of Kansas City，也

是商業加速器的計畫培育對象之一。該育成中心

創立於 2001 年，至今已經協助了近 170 位與藝

術相關的廠商或個人，建立起良好的經營管理模

式，目前有進駐廠商 40 家，畢業廠商則達 125

家。

該育成中心的主要特色在於協助與藝術創作

或相關的廠商成長與營運，提供商業研習課程、

● NBIA 年度最佳育成中心─藍道獎頒獎典禮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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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諮詢等服務；此外，也備有藝廊空間及藝術

創作所需的設備，讓進駐廠商能夠運用各種材料

進行創作。

Arts Incubator of Kansas City 要求所有的進駐

廠商皆需完成考夫曼基金會的新興投資快速追蹤

（FastTrac NewVenture）的訓練課程以及藝術商

業計畫（ArtBiz，一個為期 12 週並強調激發藝術

工作者潛能的專業開發計畫），才能順利畢業。

整體而言，該育成中心最成功且最值得我們

效法之處，在於致力社區參與，接觸超過百位的

藝術創作者，並幫助這些創作者專注提升成為創

業家！

參訪美國市場進入中心

「美國市場進入中心」成立至今已有 15 年，

屬於綜合型且資源整合度最高的育成中心之一，

也是聖荷西地區育成中心的先驅。該中心募集的

投資資金高達 15 億美元，至今已與超過 600 家

的企業合作，並締造了數以千計的工作機會。

該中心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世界各國的企業擴

展美國市場，尤其是矽谷地區的市場開拓，因此

與各國的貿易單位及育成中心皆保持良好關係與

互動，並真正提供簽約締盟國廠商前進美國最佳

的育成環境，以真正落實 NBIA 軟著陸的精神。

結語

跨國齊心合作 育成軟著陸
育

成事業國際化是政府所推動的主要工作項

目之一，尤其是在世界村的概念下，NBIA

所推動的 Soft Landing 更是國際間育成合作的最

佳典範。透過各地育成中心在地化、專業化的深

度輔導，可協助外來育成企業之進駐及提高育成

成功率；除了可吸引外商赴台投資，符合「投資

台灣」的概念，個人認為，更可在資金面、技術

面以及市場面給予整合，以創造台灣在國際間的

專業育成服務的品牌效應。

另外，各國從事育成工作的從業人員整體而

言都相當資深，因此在輔導廠商上累積了豐沛的

能量，甚至多數從業人員亦同時具有財務、法律

或相關產業的經驗，故可以對所進駐的企業提供

更深度且高附加價值的服務。

因此，如何使我國育成從業人員心無旁鶩專

注本業，提高專業化及多元化的服務素質，將是

提升育成環境重要的課題之一；一旦育成中心具

有質優且專業的經理人，培育企業的成功率將大

大提升。若能將世界各國經營育成的成功經驗與

作法，結合我國多年在育成培育工作上所累積的

專業知識，必可使我國育成發展環境更加精進！

根
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 NPD 指出，全球電玩

市場均維持 10% 左右的成長率，而 2009

年全球數位動漫產業產值已超過 2,000 億美元，

與動漫遊戲產業相關周邊也衍生 4,000 億美元以

上產值，動漫遊戲產業已成 21 世紀知識經濟核

心及各國競爭重要文化產業。日本 CEDEC 2009

年的報告中指出，全球電玩產值達到 5 兆日圓

（約 1.5 兆億元新台幣），己經不輸給電影與音

樂，正式列入全球 3 大娛樂事業之一。台灣宅經

濟發燒，遊戲產業業績屢創新高，但是要成為兆

元產業卻仍有一步之遙。其中所差的臨門一腳，

可能就是缺乏 「漫畫」與「動畫」所建立的「角

色魅力」。

角色魅力 宅經濟的行銷主體

宅經濟在本質上，就有如現實生活中的真人

偶像一樣，是在行銷各種「虛擬化的人物或角

色」。無論是漫畫、小說、動畫甚至遊戲等等，

均是以其中的人物或角色為主，編織成動人心弦

的故事，透過不同的傳播媒介（漫畫、動畫等），

讓消費者認同進而喜歡，並且願意消費這些角色

與故事的周邊商品。

以日本知名的漫畫「七龍珠」為例，主角孫

悟空與配角們的肖相及圖案，甚至是故事中的龍

珠圖形，都被印製在各種文具用品、玩具等周邊

商品之中，漫畫中的角色也被拿來做成各種不同

類型的遊戲，從單機格鬥遊戲到熱門的線上遊戲

均可以看到。近來好萊塢開啟的電玩漫畫改編風

數位內容商機 炒熱宅經濟
數位內容產業近年來為我國重點發展的重要策略性產業，政府除推出發展政策大力扶持外，亦祭出

多元方案鼓勵企業投入此產業，眾多新創團隊無不摩拳擦掌想要進入此市場。被稱為宅經濟的數位

內容產業中，根據不同的傳播媒介，大約可以分為四大部分：漫畫、動畫、小說與遊戲，其中以「遊

戲產業」的產值最高。

●以「七龍珠」漫畫所開發的線上遊戲，瞄準暑假學

生市場，於 2011 年 5 月在台開始封測。

■文／傅大煜（銘傳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專案經理）、李友智（育成中心輔導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