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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創新總中心

「N+1跨領域Teamup
應用課程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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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介紹

課程1: 創業管理
TEAM 1

TEAM 2

A B

C D

課程3: 專利管理 E F

A C E

B D F

課程2: 程式語言

• 選修學群內課程的同學在其他課程中找尋合作的學
生，組成團隊，完成課程內的學期團隊報告。
例如:  1.創業管理的學生完成商模設計與市場驗證;

2.程式語言的學生完成程式設計的報告;
3.專利管理的學生完成專利分析與設計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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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姓名 老師所屬學院 老師所屬系所 參與課程
1 陳立祥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創新電腦化解剖學學習模式導論

2 陳培殷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拍出跨域資訊應用首部曲-python
3 陳培殷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IC數位設計

4 詹寶珠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導論

5 涂庭源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物微機電系統製成與應用

6 劉光晏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橋樑工程

7 朱宏杰 工學院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開放資料與智慧生活

8 邵揮洲 工學院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流體力學(一)
9 吳馬丁/張巍勳 工學院/管院 機械工程學系/國經所 創新創業基礎

10 周學雯 管院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休閒遊憩管理概論

11 周詩梵 管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 數學規劃

12 張佑宇 管院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 創業管理

13 葉婉如 社科院 法律學系 科技、社會與法律(一)
14 陳思廷 社科院 法律學系 著作權法案例解析

15 楊政達 社科院 心理學系 健身運動與認知神經科學

16 蕭富仁 社科院 心理學系 睡眠生理學

17 謝淑蘭 社科院 心理學系 腦波於認知與生活上的應用

18 朱芳慧 文學院 藝術研究所 跨文化劇場評論

19 高佑仁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文字學

20 高美華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美學、空間與關懷實務

21 林呈鳳 醫學院 物理治療學系 做中學之複合材質輔具開發及社會關懷的融合

學群課程 • 109年第二學期參與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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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選項
選項

選項

選項

只選擇課內(你選修)的同學一起做學期報告
不參與跨領域Teamup應用學群，跨課程組隊做報告
不加選「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2學分)

參與跨領域Teamup應用學群，跨課程組隊做報告
(建議參加3/13團隊媒合會，地點在中正堂)
不加選「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2學分)

參與跨領域Teamup應用學群，跨課程組隊做報告
加選(手動加選)「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2學分)

• 大學部開在不分系，課程碼為AN19600;
• 研究所開在國經所，課程碼為RA55300

跨域Teamup1群 跨域Teamup2群 跨域Teamup3群

選擇B或C選項的同學請加
入右邊任一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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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分享
•創業論壇

如何組
團隊(線
上影片)

團隊
媒合

(3/13中正
堂+3/20線

上)

新創教
練幫你
看計畫

新創基
礎概念
(線上
影片)

6/12
成果展

(Demo Day)

業界
導師
輔導

•創業家分享
•創業論壇

學期初 學期中 學期末

新創教
練幫你
看計劃

業界
導師
輔導

2學分「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的課程內容如下:

應用專題

課程介
紹(2/26
線上上
課)

歡迎同學加入webex聽聽, 連結
https://meetingsamer42.webex.com/meetingsamer42/j.php?MTID=m412262e6c208c4b9f661aaa7c40f4948



6跨域人才媒合與共識建立 業師諮詢_計畫健檢

新創基礎課程

DEMO DAY 成果發表專題內容

創業小聚_創業家分享

創業論壇_新創專家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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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中有創新idea 手中有優秀技術

卻不曉得如何讓它們發光發熱….

「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就是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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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學生新創領袖課程培訓計畫(專題是該
培訓之重點課程)

1. 培養領袖精神與領導力

2. 橋接新創公司及企業，獲取實習或專案機會

3. 提升創業、就業機會

What will You Gain

選修「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的好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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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ill You Gain

 參加新創計畫及競賽機會 (校內圓夢計畫、科技部與
教育部競賽計畫等)

 獲取計畫經費及競賽獎金

 獲得曝光率

 吸引企業關注

選修「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的好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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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家帶路

加速器鏈結
(快速駛新創成長)

RainMaking

產業人脈

Taiwan AI x Robotics Accelerator (TAIRA) 
Accelerating AI innovation by enabling corporate-startup collaboration

What will You Gain

選修「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的好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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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表達力及跨域合作力

1.口才: 問與答

2.問題發現與解答能力

3.Pitch台風與舞台魅力

4.與跨領域、跨學科系人
才合作

What will You Gain

選修「跨領域Teamup應用專題」的好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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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KU 成功大學新創加速中心
為你搭建一個創新創意的舞台

讓你看得更高更遠 助你實踐創意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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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巍勳
成大產學創新總中心新創加速中心主任
成大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Email: wschang@mail.ncku.edu.tw 

陳佳鈺
成大產學創新總中心新創加速中心副主任
Email: peggy888@mail.ncku.edu.tw 

NCKU
Startup Accelerator

更多有關新創的消息，請搜
尋成功大學新創加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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