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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論壇緣起
近十年來，創業議題在學術研究與實務界逐漸興起，各國積極推動創業活
動，並引發政府、產業界及學術界的關注。由於創業與一國之經濟發展與成長
息息相關，故對於創業活動與變化的調查研究有其必要性，但創業不像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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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成立企業一般，已有標準、具體的方式與數據衡量，專門針對剛創業以及
潛在新生創業者的調查研究顯得非常缺乏。
為 因 應 創 業 研 究 與 政 策 上 的 需 求 ， 1997 年 全 球 創 業 觀 察 （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以下簡稱 GEM）在 Babson College 及 London
Business School 多位教授的努力下催生，並很快獲得響應，於 1999 年開始正
式啟動調查，當年度共有 10 國參與，發展至 2012 年共有 68 個經濟體參與，
已成為目前國際上最具規模的大型創業調查計畫。GEM 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學
術研究上獲得學者之肯定外（已超過百篇國際期刊發表），更成為各國創業政
策之參考依據，以及國際間比較與對話的基礎。
GEM 長期以來致力於不斷修正與發展調查方法與內容的嚴謹性及代表性，
並成立董事會：GERA（Glob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ssociation）與研究
發展團隊。國際知名之 Financial Times、華盛頓郵報，均報導 GEM 之數據，
GEM 的調查結果亦受到學術與政策面的參考與引用。
近年來，GEM 致力將此套研究模式、架構與方法推廣至各國，結合眾多
優秀研究學者與產業界的力量，建構出更為詳盡的創業專業調查報告。在亞洲，
中國、新加坡、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均已加入，台灣過去缺乏國際標準
的調查方法及成果對話平台，而無法讓國際得知台灣的創業活動狀況，相對地，
也失去藉由此建構良好的創業模式與研究方法來獲得寶貴的創業資料。在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的支持下，台灣於 2010 年正式重新加入 GEM，至今（2012 年）
已邁入第三年。
三年來，已累積超過 6,000 筆成人人口調查
（Adult Population Survey, APS）
數據及 108 位國家專家訪查（National Expert Survey, NES）1。本論壇於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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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下旬舉辦，旨在邀請各界創業實務及學術專家進行 GEM 成果交流與
研討，以增進調查數據在實務與政策上的意涵。由於討論議題眾多，以下針對
論壇交流之重點彙整意見。
此外，在論壇舉辦之後，適逢政治大學邀請 GEM 創始成員之一，目前任
教於英國 Imperial College Business School 的 Erkko Autio 教授來訪（2012 年
11 月），他非常熱心地與 GEM Taiwan 團隊進行交流，並分享自己多年來發
表 GEM 的相關研究與近年來參與發展 GEDI 之心得與經驗，在此一併將其摘
錄分享如後。
1

詳細調查方法請參考謝如梅、劉常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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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題討論
溫肇東教授：
GEM 是一個跨國合作的努力，基於大家對創業精神與創業活動，在國家
經濟持續成長的重要性和認同，以及跨國間需要一個可以跨國比較的共同資料
庫的需求。跨國的調查或評比很多，但像 GEM 的計畫是各國都要調查 2,000
份以上，其實並不容易。
第一是問卷的題目要淺顯易懂，在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可以一體適用，十
多年來經過不斷地協調修正，已逐漸成熟。第二是調查的時間與方法也要統一，
因跨國間的整合與比較需要工作時間，所以 GEM 的計畫循環，從規劃、執行、
整合、發表，似乎一年四季都很忙。而調查執行方面，因城鄉、電話的普及率
等各國面臨的問題可能都不一樣，要找到最大公約數，很費功夫。最後這麼多
國的資料，大家政經發展迥異，放在一起如何比較，也是很大的學問。
從一個想法出發，發展到今天的局面，是一件社群共創的成果。除了總部
人員的努力，贊助單位的支持，各國執行團隊的投入也是功不可沒，這是一個
學術社群發展的好案例。有了這十多年來的成果，接下來就要看對各國政策有
什麼幫助。整體而言，GEM 的報告或資料是否能更上一層樓，在「世界經濟
論壇」（WEF）之類的領袖會議中發揮作用，或在學術期刊中被廣泛引用則
是大家拭目以待的。
台灣繼 2002 年之後重返此一社群，近年調查之結果值得大家仔細推敲。
數字間、字裡行間是否能看到國內研究不易看到的盲點？產生什麼新的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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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各國比較之後，也讓我們更清楚台灣在創業精神，以及創業活動方面，
於國際間所在的位置，及未來值得努力的方向。

一、台灣人喜歡創業卻害怕失敗？
由於創業本質上具有較高的風險與不確定，將導致較高的失敗率，故「害
怕失敗」即成為阻礙創業行動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GEM 2010 年全球年報之
調查資料中顯示，害怕失敗這項因素在三種不同經濟發展群組2中，並無顯著
2

GEM(2010)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分類，將各國依照經
濟發展狀況分為三類：要素驅動經濟體（factor-driven economies）、效率驅動經濟體
（efficiency-driven economies）、創新驅動經濟體（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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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換言之，害怕失敗是人的天性，但是在不同國家地區經濟體間，我們
也發現害怕失敗的認知比例上仍有些許差異之處。例如 2010 年調查數據顯示，
中國（32.0%）、美國（26.7%）與荷蘭（23.8%）之害怕失敗比例均低過平均
值（33.1%），但是台灣人對於害怕創業失敗的認知比例（43.8%）卻高過於
其他國家，是參加調查 59 個國家中倒數第五名。若將台日韓三個經濟體進行
比較，則台灣人對於害怕創業失敗的認知比例同樣也高過於日（32.6%）、韓
（32.5%），這是否代表在台灣進行創業的風險較高？或是在台灣創業失敗的
後果較為嚴重？
以 2012 年調查數據而言，台灣民眾回答害怕失敗會阻礙其創業之比例仍
然偏高（40.78%），但創業意圖（未來三年願意創業）之比例（26.85%）也
高於創新經濟體與亞洲之大部分國家（表 2）。此部分數據突顯出台灣民眾對
於創業的印象（媒體、社會地位等方面）良好，但對於創業之自我能力認知卻
偏低（機會、知識等方面）。再者，雖然有很高的創業意圖，但相對害怕失敗。
換言之，由 GEM 三年（2010-2012 年）數據之調查結果顯示出台灣民眾
對於創業又愛又怕的矛盾情節。根據這項特徵，論壇中的與談來賓提出以下討
論議題與建議。

表 1 創業態度之數據比較（%）
年度

2010 年

題目

2011 年

2012 年

答「是」的受訪者百分比

認知機會

29.6

38.9

認知知識能力

26.4

28.6

害怕失敗

43.8

42.4

媒體對於創業的關注

78.2

85.8

82.5

創業被視為很好的職涯選項

68.4

69.0

70.4

成功創業家有高度社會地位

57.5

62.7

62.8

資料來源：GEM APS（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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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創業意圖

創業意圖之數據比較（2012 年）（%）

台灣

中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日本

韓國

美國

以色列

26.85

21.71

15.71

15.71

5.36

14.6

16.54

14.5

資料來源：GEM APS（2012）

（一）接受「失敗」是創業學習的一部分
害怕失敗是人之常情，但台灣民眾或是創業者對於失敗的看法往往過於負
面，認為創業失敗不好，因此常阻礙了挑戰與創新的機會。論壇中，專家們建
議未來應該多教育創業者面對失敗、理解失敗是很正常的事情，並從失敗中找
出原因，才能提升成功的可能性。
「在台灣很有意思的情況是我們最常看到成功報導，但我們又最害怕
失敗。在 Google 搜尋：失敗與成功，中文字「成功」有 12 億個搜尋
結果，而「失敗」有 5 億個；對照之下，英文「success」+「succeed」
共 10.2 億個搜尋結果，而「failure」+「failed」共 10.9 億個結果 。
從中文「成敗關注比率」的 2.4 倍相較於英文的 0.93 倍，可見華人
世界很不願意談失敗，導致創業家很怕失敗，所以我們要教育失敗是
很正常的事情（詹益鑑合夥人）。」
「所有成功的案例都是從失敗累積而來，只是大家多看到成功那一面，
卻忽略失敗的過程（詹益鑑合夥人）。」
「舉例而言，工研院的人出外創業是破釜沈舟型的，出去就不能再回
TAO

來，所以比較不能面對失敗（張肇顯經理）。」
「我們發現成功的原因成千上百種，但是失敗的原因都很像，所以失
敗的原因我們可以歸納。我們不要只想要打全壘打，我們要提高上壘
率，只要成功推進一個，得分的機率就越高（張肇顯經理）。」
「媒體應該多報導創業失敗的案例，而非僅報導成功的光鮮亮麗，降
低失敗率才能真正鼓勵創業這件事情（詹益鑑合夥人）。」
「企業成功的時空背景不盡相同，但跌倒犯錯的原因都很類似，能盡
量少犯致命的錯誤，新創企業就有機會活的更久，可以用的資源也越
多，成功的機會就越高（張肇顯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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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過程中會有很多挫折，但挫折不等於失敗，矽谷創投較願意投
資有創業失敗經驗的人，只要他們能指出從失敗中學習到什麼；但在
台灣，一般創投傾向投資有創業成功經驗的人（詹益鑑合夥人）。」
台灣 2012 年 GEM 調查中，特別新增詢問受訪者認為「創業失敗的紀錄
對於個人整體生涯發展的影響程度如何？」，此題項回答「完全不受影響、
有利個人影響」之比率超過半數（52.3%），但同時也有四成民眾認為不利個
人以後的生涯發展，顯示台灣社會對於創業失敗的印象並未有一致性，但建
議未來在推廣創業時，應該要提醒創業者接受「失敗」是創業學習的一部分，
從中找到邁向成功之路。

表3

創業失敗對個人生涯之影響（%）

您認為在台灣，創業失敗的紀錄 1. 不利於個人以後的生涯發展

40.0

對於個人整體生涯發展的影響程 2. 有利於個人以後的生涯發展

31.5

度如何？

3. 不會影響個人以後的生涯發展

20.8

資料來源：GEM APS（2012）

（二）政策面：提供創業者實際試誤的機會（Field trial）
在追求降低失敗率之前，應該試圖面對失敗，找出失敗的原因，而非單
純害怕失敗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因此專家們建議政府可建立一個友善環境，
提供創業者實際試誤（Trial and error）的機會。在試誤的過程中，創業者可發
掘到自己的產品的問題、消費者的反應，甚至設立一個停損點，若嘗試不成
功則可快速退出市場。
TAO

「我們最近在幫政府做一個創業環境的建議，我們建議在台北市建立
一個 trial and error 的環境，讓創業家可以在台北市 trial and error。舉
例來說，就是說在台北市劃定一個區域，然後這個區域就是讓大家在
裡面做創業，讓他們去賣產品賣賣看，用用看（蘇拾忠秘書長）。」
「有另外一通路是通的，叫做試行，就是譬如畫定一個區域，這個區
域裡面讓大家做 field trial，在歐美做 的還不錯，就是這個區域讓創
業者去賣他們的產品，讓民眾可以去試看看。這件事情可以讓新創的
人在這個區域裡面知道可能會遇上什麼問題，現在對我們新創業者就
是擔心害怕失敗，沒有機會嘗試。例如：LED 路燈雖然剛開始做的

～ 114 ～

台灣全球創業觀察（GEM）成果交流論壇

時候很不成熟，但是在這一塊區域就讓你試做，持續發展第二代、第
三代…（張肇顯經理）。」
「新創業者很擔心一上市不成功，就賠不完了，所以有嘗試的機會是
很寶貴的，不過這個要看產業及產品的屬性（張肇顯經理）。」
「讓創業家有機會去 try，且 try 的沒有負擔，甚至知道自己不適合，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蘇拾忠秘書長）」
「其實 Trial and error 六個月不成就走了，成了就有人投資你，其實
讓創業家有機會可以提早知道自己不適合其實很重要，那這其實需要
三個月到半年，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提供這三個月到半年的一個環境讓
他覺得可以說我們可以來試試看（蘇拾忠秘書長）。」
「把試行的環境建立起來，然後找一個導師（mentor）的人，類似
appworks 的概念，但這個 mentor 要帶著錢來輔導，才能降低失敗的
可能性（蘇拾忠秘書長）。」
「試行這個概念很好，但是要思考這樣可以醞釀什麼出來？應該要有
驗證程序？要試什麼？怎麼挑選做試行的人？才能比較長遠發展（溫
肇東教授）」

二、創業精神與育成輔導
相對於前述之「害怕失敗」而言，台灣人認知創業機會之比例雖然不高，
但是正逐年升高，2010 年受到金融海嘯之影響故比例偏低（29.6%），2012
TAO

年則升至 38.55%，顯示民眾認知到創業機會增多。但認知到具備有創業知識
與能力之比例平均在 30%以下，相較於創新驅動經濟體而言是偏低，因此論
壇中專家提供以下建議與討論。
（一）教育面：國中小學開始培育「創業精神」
由 GEM 之國家專家訪查（National Expert Survey；NES）訪問 108 位專
家的數據可知，台灣在創業教育方面一直相當不足，尤其是在國中小學的推廣
較為欠缺。此部分並非是指要教導國中小學生學習創業或做生意賺錢，而是一
種創業精神，培養小孩子敢想、敢講、敢做、敢錯的能力，進一步學習表達自
己的想法、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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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代表 2002 年的時候分享，當時他們因為就業情況不好，所
以那時候他們的教育體系有覺醒，他們告訴學生畢業後不是要去找工
作而是要去創造工作。那這種東西他們覺得要從小做，所以他們小學
就有 innovation week，也不是做生意賺錢，就是教他們你的想法（idea）
要能夠表達，有什麼創新的想法，然後每年就有一次的類似創新競賽
讓小朋友上去表達他的想法，所以從小就孕育他們重視創業精神，是
那種氛圍（溫肇東教授）。」
「做一個新的事情就是創新，但在台灣我們從小比較缺乏的就是敢想、
敢講、敢做、敢錯這四個能力，現在中小學教育可能比以前有進步，
可是我們在表達溝通能力上還是很不足，這是對我們行銷很不利的，
台灣就是會做東西，可是這個做也不是敢做，而是看到機會去做的，
所以我覺得敢想、敢講、敢做、敢錯這四個能力應該是中小學就應該
培養的（詹益鑑合夥人）。」
「商業模式是後面再去教就可以的，但是 innovation 跟 creativity 其實
需要敢，那敢做就是要從小教的，我們害怕失敗就是因為我們不敢，
我們害怕犯錯（詹益鑑合夥人）」。
「所以教育這部分應該要由創業精神來推廣，包括創造、創意、創新
來教導下一代，這件事情不宜再拖延（溫肇東教授）。」

（二）政策面：育成與評審制度的修正
TAO

政府目前已有大量的創新育成中心以及相關的補助與輔導創業計畫，立意
良善也嘉惠不少新創事業，但若要更有效率地輔導創業團隊，專家們建議應仔
細思考與調整現行之評審制度，加入更多具有創業經驗的業師進行評審，並且
讓這些業師擔任天使投資人角色，結合政府的資源及自己的資源一起輔導，把
評審之新創事業當成是自己的子企業來培育，才能發揮培育及輔導之效果。
此外，不同產業屬性所需要之育成輔導差異甚大，過去已有竹科及工研院
在 ICT 產業方面之成功案例，近年來也有不少創投輔導數位與行動商務新創
團隊，但是在生物科技、農業、文創等不同產業也需要類似的創投進入，讓各
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育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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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 Trial and error 計畫，針對真正創業的團隊（非一般尚未
創業的團隊），應該讓帶著錢的導師（mentor）來做評審、挑選創業
團隊，那第一筆錢政府出了，第二筆錢 mentor 出，第三筆錢就是帶
著這個錢的人來跟他討論，希望在半年內你要達到創業。這樣創業成
功率提高了，開始創業的害怕程度降低，這樣創業的人變多了，而且
他成功率還變高（蘇拾忠秘書長）。」
「台灣育成中心都在學校運作，但大部分的主事者是沒有創業或產業
經驗的，我希望能推動讓專業、專職和專心的人能夠進去帶頭，所以
怎麼去讓有創業或產業經驗的人、退休的人也好，回到育成界，我們
育成中心散佈在一百六十多個大專院校，這個其實是應該做一些規範
跟整併的（詹益鑑合夥人）。」
「今天怎麼讓一個創業的團隊在取得 mentor 的資金之後，拿政府的
案子，這件事情讓他水到渠成，因為其實今天很多政府計畫案的評審，
我今天評了不代表我要進去做，評的人也不一定很清楚技術面到商品
化面，如果規範今天評的人如果有我按了同意這個鍵的時候，我就要
跳進去這件事情，是一個很重大的改變，也就是我從此扮演 mentor
我有義務帶著他，那我會讓這家的成功率和失敗率同時成功率上升，
失敗率下降，你營運風險也降低，你需要會計，法務或財務，我也可
以支援你，這件事情可以解決好多不一樣的瓶頸（張肇顯經理）。」
「我們的 co-founder 全部都創過業，而且有很強烈的 ownership 的概
念，掛著我們公司出去都要盡力輔導成功（詹益鑑合夥人）。」
TAO

「不同產業（生物科技、農業、文創等）應該要有不同的專業輔導計
畫，進入這個試行的 program，政府的補助在前面，但應該讓 mentor
一起投入輔導創業（蘇拾忠秘書長）。」
「提高流動性，才能讓投資者及創業者增加。我很認同產業差異性這
件事，應該要有不同的專業輔導（詹益鑑合夥人）。」
「舉例而言，像美國耶魯一些大學校，都是校園創業，清大交大都是
校園創業，校外企業，老師你不要創業，但讓學生創業，你把創意給
他，但你要輔導他，你可以繼續教書。應該要讓老師在校內指導創業，
或者是讓老師技術授權創業，變得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溫肇東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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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化
台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市場國際化一向都受到高度重視。市場國
際化是以國外客戶佔新創企業營業比重，做為評量創業活動國際化的依據。但
是 2010 GEM 調查數據顯示，台灣 TEA 中屬於高度國際化導向（超過 25%顧
客在國外）為 11.9%，而低度國際化導向（1%以上顧客在國外）所佔比例為
31.46%。整體而言，台灣早期創業活動中僅有 31.46%具有某種程度之國際化
表現。
2011、2012 年數據顯示台灣早期階段創業者之國際化導向逐漸提昇，雖
然高度國際化導向之比例並未有大大變化（提升至 15%），然而在低度國際
化導向的部分，則增加至 50%以上，亦即，台灣 TEA 創業者超過半數有邁向
國際市場的情況。
進一步分析國際數據，可發現美國、大陸等內需強的國家，國際化比率相
對偏低，但台灣之國際化仍落後於新加坡、韓國等國。尤其是新加坡之低度國
際化高達 98.7%，幾乎所有的新創事業均以出口為導向，高度國際化亦高達
43%，相當值得台灣借鏡。
近年來政府重視創業，也有許多政府部會提供創業輔導及國際接軌，例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舉辦 Startup Taiwan 的全球創業週（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每年 11 月中旬把台灣所有創業活動放到國際網站，讓全世界了解台
灣的創業精神與能量。然而，由於台灣內需市場較小，若能更積極推廣新創事
業邁向國際化，應對創業者開拓市場更有助益。
「新加坡過去是國外公司在亞洲的 hub，教育背景訓練或基礎架設都
TAO

是為他們設計的，所以國外設的 hub 都是在新加坡，因此他提供大量
白領階級的機會。因為新加坡的水準也夠高，國際企業他語言能力也
要求比較強，所以他們國際企業也願意付給較高的 ranking（NES 專
家訪談）。」

表 4 市場國際化之數據比較（%）
市場國際化程度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高度國際化導向（25%以上）

11.9

12.6

15

低度國際化導向（1%以上）

31.46

53.4

50

資料來源：GEM APS（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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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市場國際化之國際數據比較（%）
高度國際化（25%以上）

低度國際化（1%以上）

台灣 2010

11.9

31.5

台灣 2011

12.6

53.4

台灣 2012

15.0

50.0

韓國 2010

13.3

44.6

韓國 2012

23.2

55.3

新加坡 2012

43.0

98.7

美國 2010

12.2

80.8

美國 2012

12.5

75

大陸 2010

1.59

19.4

大陸 2012

2.1

20.4

德國 2010

13.8

64.6

創新驅動經濟體

15.5

56.9

14.04

42.2

9.95

27.7

（2010 年平均值）
效率驅動經濟體
（2010 年平均值）
要素驅動經濟體
（2010 年平均值）
資料來源：GEM APS（2010-2012）

TAO

（一）新創事業國際化程度偏低
根據 GEM 所調查訪問之國家專家訪查（NES）可知，專家多認為台灣受
限於外語能力及國際觀之不足，以致於新創事業國際化程度偏低，而許多受訪
之創業者亦反應他們缺乏邁向國際化的協助（例如：當地法規、連結資源、行
銷宣傳等）。
「地方政府對於城鄉基礎建設、整體規劃、以及文創活動的設計與執
行，在在顯示不具國際觀，導致在國內旅遊的經費往往比出國旅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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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但品質卻是相對的低，對於欲發展觀光產業的創業者而言，是
一項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痛。」
「內需市場太小，國際化程度仍須加強，以便創新事業的 target market
or customer 可以順利展開（NES 專家訪談）。」
「我們不夠國際化，就像是有一個規範就是說比如說我的產業以農產
品好了，現在目前有機的規範我們沒有跟國際去接軌，我們自制定
CAS organic，可是國外比如說，美國的、歐洲的那他們都是就是說
可以跟國際接軌，那目前台灣還沒有這樣的一個國際接軌的一個認證，
食品的認證，如果說有一個可以國際接軌的認證，可以有更大的一個
發展，對我們的農產品，尤其現在我們很推廣我們的農產品外銷嘛，
那必須要有一些政策來支持跟國際接軌的一個認證，這是一個劣勢
（NES 專家訪談）。」
（二）依不同產業別3強化國際化程度
由 GEM 2011 年與 2012 年的數據可知，第一產業之比例降至 0.7%，第二
產業的比例略升至 20%、第三產業中的高附加價值業（如知識密集之專業服
務）的創業數量則減少至 15.8%，但第三產業之個人服務業增至 63.6%。由整
體產業之分佈比例來看，各產業之比例並無太大變化，但目前台灣創業之產業
仍以附加價值偏低之個人服務業為居多。若要鼓勵或協助新創事業走向國際化，
未來可針對適合國際化之產業或人才進行輔導與協助。
「我們通常鼓勵團隊先顧好國內市場，團隊中大約有 10-20%有國際
化的潛力，看是做網路或行動，行動（app）的東西（例如遊戲或語
TAO

言學習）國際化的機率較高（詹益鑑合夥人）。」
「以經驗來說 35 歲~50 歲族群正值創業巔峰，台灣來說這個族群的
國際化程度較高，較可以掌握台灣優勢(軟硬實力) （NES 專家訪談）
。」
「政府應持續投入台灣新創企業產品之國際行銷資源，培養國際行銷
人才，補助新創企業優秀人才之錄用（NES 專家訪談）。」

3

GEM 將產業類別區分為：農漁牧礦原料採集產業（第一產業；Extractive）、製造
與建築產業（第二產業；Transforming）、商業服務產業（第三產業中提供較高附加
價值與知識密集的專業服務；Business Service）、個人服務產業（第三產業中較低附
加價值與勞動力密集的個人服務；Consumer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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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產業別

市場國際化之國際數據比較（%）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

商業專業服務

個人服務業

2010 年(TEA)

2.4%

18.8%

12.7%

66.1%

2011 年(TEA)

3.3%

16.7%

19.2%

60.9%

2012 年(TEA)

0.7%

20%

15.8%

63.6%

（三）政策面：創業者更需要的是舞台
對於新創事業而言，在剛起步的階段似乎是各種資源均相當缺乏，也試著
尋求政府協助。然而，創業者指出資金雖然重要，但透過政府給予的舞台及搭
建之國際化平台，所得到的幫助將會更大。
「在還沒有創殺價王之前，我做了四十幾個網站，都失敗，我是一直
到殺價王才知道政府有很多資源去用，其實中小企業處給我們資源最
多，雖然中小企業處給我們的錢不多，但是給我們很多機會及舞台去
宣傳（楊濟成創辦人）。」
「創業很辛苦，剛創業的人都想要找資金，但我認為團隊跟前輩指導
更重要，如果政府幫我們搭建平台，讓我們新創事業有機會曝光，是
很好的協助（楊濟成創辦人）。」
「曝光率，當然就是說我們就像觀光局他們就有一個宣傳一樣，能見
度要再更廣一點，然後國貿局讓大家知道說有這樣去做，可能有很多
TAO

很好的新創公司，他也不知道這裡有這樣的東西，那可以幫忙或協助
（NES 專家訪談）。」
「像我們就是 local 牌，那我們就在想政府有沒有幫我們做起來，可
以幫我們推出去，國際化。我們國家小、人口少，有沒有辦法幫忙我
們再包裝出去，因為像我這個產業，你真的去看，每一個國家都…我
希望能夠把我們反推出去（NES 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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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面：國際資訊透明化及經驗傳承
GEM 國家專家訪查（NES）之實務創業者表示，他們在真正將產品推廣
到國際上時，往往會面臨資訊不足的問題，一方面不知道要從何尋找政府資源
協助，另一方面也欠缺有相關經驗之前輩或業師協助。專家建議政府協助建置
完整的國際資訊知識庫，並協助媒合 有需求之創業者與業師或顧問，建議經
驗傳承平台。
「政府可以協助的有兩件事，一個是怎樣把他資訊透明在網路可查詢，
因為我會去查詢從哪裡找資源，這是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資料庫建置，
就諮詢的建置，像我去越南就遇到滿頭包，因為很多人對我商品有興
趣，要代理，我要走哪裡，我不知道，那我就說我們有這麼多外交單
位、駐外單位，只要跟創業有關的東西，我可不可以找到比對，你要
有資料可以做，那我一定要嘗試錯誤再來嗎？所以有困難的時候，我
說這些資料我們應該都有人可以提供，這樣東西有沒有辦法變得很簡
易的資料的、可以搜尋的，而且是公開可以搜尋…
（NES 專家訪談）
。」
「第二個就協助我們除了參展之外，有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做？因為參
展其實真的物力、財力要花很多，我花一個參展出去，沒有五十萬也
沒辦法，我要幾個人在那邊搬了一堆貨到那邊，可是這東西可能不是
我的戰場，所以我說這些資料如果可以提供，我起碼可以知道去年參
展的人是今年參加什麼，我可不可以問到這些人…我怎麼讓這些東西
可以資訊到，你沒有辦法做到我可以諮詢的到，我覺得與其找這些種
子教練回來做，不如我們自己帶種子，我們自己做…可不可以做企業
分享、企業內容，甚至做交流，盡可能讓他可以提供這些內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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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諮詢的東西（NES 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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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際經驗交流分享
以下摘錄 Erkko Autio 教授在台訪問與交流座談會中提到之重點與建議，
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

一、 GEM 及 GEDI 相輔相成
GEM 調查資料中包含許多創業相關的問題與資訊，其中最受到各國所注
目與引用的為「早期創業階段指標（TEA Index）」，TEA 指標可作為各國觀
察與瞭解其早期創業階段比率的狀況，此比率可表示出各國目前正在興起及醞
釀的創業者的狀況，指標程度越高，顯示一國處於正準備創業及正在創業中的
人口比率越高（謝如梅、劉常勇，2011）。然而，由於 TEA 指標無法單憑數
據進行解讀與排名，在政策意涵之解釋力上稍弱，因此有多位學者結合 GEM
的創業者個人（individual）層次數據及另外加入國家層次之機構（institutional）
數據，發展成為 GEDI 指標（陳意文、林建江，2012）。
Autio 教授指出 GEM 為長期多年持續穩定收集之跨國創業活動基礎資料，
能彌補現有國際指標中最缺乏之「個人」的數據，因此越來越多國際創業指標
納入 GEM 所調查之數據，將其作為資料分析之基礎。換言之，台灣若希望持
續能被納入國際創業指標排名，則需持續進行 GEM 之基礎調查，才有國際比
較之基準，建議我們不應缺席此國際社群。
再者，GEDI 為新發展之國際指標，其在政策意涵與建議方面的確是較
GEM 之 TEA 更有分析與解釋價值。各國可根據自己的定位跟其他國家（設定
比較基準）進行比較，從中找出自己目前之「領先指標」及「落後指標」。由
TAO

於政府資源有限，無法進行全面性資源浥注，Autio 教授指出各國應從 GEDI
之領先或落後指標中，找出自己的優勢及劣勢，設定資源分配之優先順序，從
中判斷出未來下一階段發展之方向。
“The main emphasis of policy should be on identifying system-level
bottlenecks and alleviating them. A corollary of the above is that we
may be able to improve system-level performance by smart
(re)allocation of policy resources. However, to do this successfully, one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multiple factors that make up the system (Professor Erkko Au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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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GEDI 所發展之十四項指標內涵及數據已趨穩定，未來也會持續發佈
年報與排名，因此值得政府與學術界持續關注。
“GEDI could provide an interesting platform for debating policy
priorities - and a given country’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Combined
with deeper analysis of country-specific factors, GEDI could help
policy-makers look beyond their own policy silos and start considering
priorities and trade-offs between alternative policy scenarios. This way,
GEDI could help pave the way towards a more systemic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Professor Erkko Autio).”

二、 對 GEM 未來研究之建議
Autio 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創業與國家制度、文化等層面息息相關，但
由於創業本身是個人之行為，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卻缺乏理論及實證數
據 上 的 探 討 。 他 與 同 儕 共 同 研 究 「 國 家 創 業 系 統 （ National Systems of
Entrepreneurship）」，以總體層次構面與個人層次構面，分析在創業態度
（attitude）、活動（activity）及抱負（aspiration）之間的動態互動關係。因此，
他 鼓 勵 未 來 GEM 相 關 研 究 應 朝 向 結 合 總 體 層 次 與 個 人 層 次 之 跨 層 次
（Multi-level）分析來發展。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NSI) literature has ignored the
individual,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ers have ignored the context.
Yet, we know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embedded action: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ntext matter. What is needed, therefore, is a
TAO

syst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The National
Systems of Entrepreneurship (NSE) approach seeks to address this gap
(Professor Erkko Autio).”
“GEDI draws on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data and
the NSE philosophy to compile a multi-item index for profiling N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index is made up of fourteen ‘pillars’, which
reflect ‘attitudes’, ‘activities’, and ‘aspirations’, respectively (Professor
Erkko Au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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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次論壇非常感謝參與 GEM 調查之所有專家學者，提供寶貴意見與各項
建議。目前台灣正處於全球競爭格局變遷的關鍵階段，過去依賴歐美市場，參
與全球產業分工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由經濟表現與早期創業活動
之 U 型關係，顯示高成長創新導向（high growth and innovation driven）的創
業活動將扮演驅動台灣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因此，如何促成大量
具有創新特色的創業活動，鼓勵具有高附加價值與高成長特質新創企業的設立，
以創新技術、產品、商業模式帶動新興產業發展，將是未來台灣經濟發展面對
的最大挑戰。

一、對創業政策之意涵
由前述論壇及國際交流之資訊可知，全球對於創業議題愈加重視，台灣一
向以豐沛創業精神著稱，而中小企業之活力亦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但
由於政府資源有限、資源分配不易，建議未來可參考 GEM 及 GEDI 所整理之
總體及個人創業優劣勢數據，發展出符合台灣特色之創業政策，再輔以學術研
究調查，以縱貫面之長期數據觀測資源投入與成果發展變化 。
現有 GEM 數據顯示，台灣人並不缺創業精神與意圖，但卻對於行動之投
入躊躇，主要原因來自於創業風險及不確定性較高，若政府能協助提供良好的
試誤（trial and error）平台及實驗場域，讓創業者有機會展示並測試自己的產
品之市場反應，讓創業者直接面對現實，從失敗中學習成長，而非單純停留在
害怕失敗之心理層面。

TAO

其次，專家們也提及，現有創業輔導資源及育成機制
（如各項補助或輔導）
，
大多並非為具有創業經驗或知識之專家評審擔任守門人，若能加入真正的天使
投資人擔任業師輔導及守門人之角色，應能實質提升輔導成效。
在國際化方面，台灣新創事業將產品銷售至國際之比例甚低，創業者反應
此部分的確是相當需要政府協助，不論是提供全球貿易相關資訊、輔導經驗傳
承，或是提供更多國際平台，都能對台灣創業者打開國際市場有所助益。台灣
在國際外交上一向較為困難，但在許多商品檢驗、標準制訂方面若能與國際接
軌，方能讓創業者順利將產品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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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創業教育之意涵
創業精神指的是一種敢冒險、創新、不斷面對挑戰的態度，因此提倡創業
教育之目的並非在於鼓勵人人皆進行創業，而是如何透過教育體制來提升此種
創業精神氛圍。目前大專或技職院校已開設許多創業學程或課程，政府（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或民間組織（如：青創總會）推廣之成人或在職之創業輔
導課程也成倍數增長，但如何從小培育創業精神或是讓創業精神成為台灣創新
活力之來源，仍有待後續努力與加強。
此外，近來各界相當關注之產業人才與學用落差之議題，並積極推動「企
業實習」制度，讓學生有機會到產業界及公司去學習專業與體會職場。本次論
壇之與談人建議若要讓學生瞭解及降低投身創業的不安，除了一般實習制度完
善的大企業外，可增加有志於創業之學生至「新創公司實習」的機會，藉由結
合政府、產業界、學校等多方的資源與認證、媒合，讓學生藉由多參與、多理
解，從做中學之實習過程，再看看自己是否適合創業，或可成為學生未來是否
走向創業之重要經驗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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