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
學生社團運作

洪健耀 Jeff  CEO  2017-12-16



專長
#品牌行銷 #營運策略 #商業模式
#服務設計 #媒體公關 #募資計畫

• 渼漾創意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
• 翔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暨前營運長
• 巷由心生文創工作室共同創辦人暨前執行長
• 旭日東仨咖啡工作坊共同創辦人暨前行銷長
• 雅爾生行銷整合規劃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 台南市文創園區特聘企劃
• 財團法人台灣生技原創力協會共同發起人
• H.I.T. for Asia 共同創辦人

經歷



創新設計

視覺美化
產品加值

主題企劃

營運規劃
服務設計

創意行銷

網路行銷
社群經營



現在的設計怎麼了?



0.5→10→0.5
N

Start up

Ideal 

Technology
Marketing



DESiGN

設計加值平台
設計設計價值，共創美好時代

市場精準定位 優化產品設計 品牌整合行銷 群眾募資操作



榮譽與專利
2017青年啟動創業台灣創業競賽 冠軍
IBDC全球自行車設計大賽 冠軍
IF國際設計獎 設計獎
成大精實創業競賽 冠軍
第四屆粵港澳台創新創業大賽 優勝獎
浙江青年創業創新大賽 優勝獎

雙重連動安全煞車系統 台灣發明型申請中 105132693
雙重連動安全煞車裝置 中國PCT發明型申請中 PCT/CN2016/101736

雙重連動安全煞車裝置 日本發明型申請中 2016-249176
雙重連動安全煞車裝置 中國發明型申請中 201610885376.4
油壓時差煞車裝置(二) 台灣發明型 TWI597203
油壓時差煞車裝置(二) 日本發明型申請中 2016-249175
油壓時差煞車裝置(二) 中國發明型申請中 201610626066.0

油壓時差煞車裝置(二) 中國PCT發明型申請中 PCT/CN2016/093010
鼻塞裝置之導管部分 台灣設計型申請中

橢圓規 台灣發明型申請中

Meet Taipei新創展 台南市代表團隊

成大86年校慶成果展 代表團隊

南科新加坡新創媒合展 代表團隊

浙江。台灣合作周 台灣代表團隊

創創點火器新創展示會 出席團隊

成大印尼育成媒合會 代表團隊

南台育成成果展 重點團隊

教育部106年Ustart計畫 成大代表團隊

經濟部106年SBIR計畫 獲選團隊

南港軟體園區 顧問

高雄軟體園區 顧問

南台科大育成中心 顧問

成功大學育成中心 顧問

台南文化創意園區 顧問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顧問

TAF空總創新基地 顧問



渼漾設計加值平台
Meyan取名源自英文Make & Young

致力於透過創新設計與創意行銷來帶動產業轉型

落實好的創新設計、從零到一整套的商業化過程

設計設計價值，共創美好時代！

渼漾，每一樣事物，美的不一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5zOgpoo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5zOgpoo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5zOgpooVo


















為什麼我的人就是帶不動?



阿學生活動

不就是自嗨……

你全家都自嗨啦
阿你有想到別人嗎，不!你只想到你自己!



共創價值94滿足價值鏈上每個利害關係人



What do you need ?













先審視自己能替別人創造甚麼價值



你喜歡共事夥伴的類型?

你自己是什麼樣工作類型的人?

你的底線是什麼?

希望在這裡得到什麼?

團隊共識建立



注意在地抗性，打中需求痛點



競合策略 (與其競爭不如合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rgKSsiByD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rgKSsiByDg


組織運作目的目標設定

• 核心宗旨

• 質化需求

• 量化指標



作內容搞流量不等於獲利

管理目標確定很重要 (WHY)



What

黃
金
圈
理
論

How

Why



締結 10%

內容 20%
(專業知識)

動機與需求 30%
(投其所好)

信賴關係 40%
(言、行、舉、止、穿著打扮)

合
作
金
三
角好關係 = 好管理



僕人領導，放下身段去服務所有幹部



觀點取替

談判中「只顧著說自己的話」是大忌

必須站在對方的立場，針對其需求展開攻擊

角色替換，設身處地以他人的觀點思考



溝通技巧曼陀羅法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feaRD_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feaRD_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feaRD_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feaRD_IA


管理就像望眼鏡，見樹也要見林





不要追求虛幻的名聲專注替成員創造價值



不是做多就厲害，專注成就價值



盤點資源從自己擁有的做起



別紙上談活動企劃，先找策略夥伴



要創新別追求極致差異化，試著重新定義



別追求極致差異化，試著重新定義

時
間
管
理

專
案
管
理

品
牌
時
期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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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期



專案管理

拖延不是病，而是一種態度



推延不是病是種心理障礙
學會放下，不追求極致完美，先求有再求好





先裝石頭在裝沙，優先順序搞清楚





時
間
管
理
的

四
個
象
限

重要

不重要

不緊急

緊急

急輕

重緩



目標設定，PM控管，死線回推目標導向



目標設定技巧- SMART理論

• Specific 目標明確

+Stretching 具挑戰性

Measurable 可量化標準

• Atainable 可達成

+Agreed 雙方都同意

• Relevant 相關性

+Realistic 實際

• Time-based 有時效性

工作表現的良好度

目標的困難度

Good

XX



避免無效率會議，務必排定議程



團隊內部資訊不對等，各做各的



避免多頭管理，越級打怪



『管理機制』
專案網狀管理結構
隸屬樹狀管理部門



執行長(洪)

機構
(涵浩,淳翔)

工程(冀) 公關

思涵

企劃(高)

靖雅

設計
(Cloudia,Calvin)

瑩嘉

行銷

怡婷

營運長(余)

組織架構





用人錯放位置，要下車快下車



別瞎忙，領導人留時間思考重於做到死



給領導人
的肺腑之言

曾經那個魯蛇的獨白



用體制經營，用感情維繫



發散也要收斂，專注才能成就價值



有一種瞎忙，叫做自我滿足式的忙碌。



八字還沒一撇，管住你的虛榮心和嘴



別迷戀燦爛繁星的光芒
而失去追求日出的美好



唯一要留著的標籤是你的名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5zOgpoo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5zOgpoo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5zOgpooVo










讓台灣的美好被看到

站上世界舞台發光發熱!!!

Vision



每一樣事物，美的不一樣

渼漾 ‧ Make You Young



大學生社群平台經營



https://www.facebook.com/flying.crazyer/photos/pcb.1872012046387233/187200770305433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flying.crazyer/photos/pcb.1872012046387233/187200770305433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flying.crazyer/photos/pcb.1876223119299459/1876221485966289/?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flying.crazyer/photos/pcb.1876223119299459/1876221485966289/?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flying.crazyer/photos/pcb.1783203625268076/1783201875268251/?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flying.crazyer/photos/pcb.1783203625268076/1783201875268251/?type=3&the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