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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埔里研究會紀錄 

時間：2014年 04月 01日(二) 19:00-21:30 

地點：阿朴咖啡社福中心(埔里鎮北平街 187號) 

主題：台中好伴經驗分享 

主辦單位：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主持人：張力亞 副執行長(暨南大學人社中心) 

主講人：邱嘉緣小姐（「好伴共同工作空間」共同創辦人） 

紀錄：黃毓珊 (暨大經濟系大三)  

                                                                                  

一、 前言 

張力亞副執行長 (暨大人社中心) 

前幾周的討論，大家對於共同工作空間有很多的想法和想像。在這次討論

會，我們邀請到台中「好伴共同工作空間」來做分享。「好伴」是由台大

兩位畢業同學：邱嘉緣和張珮綺共同創辦。今天將由邱嘉緣小姐跟我們分

享「好伴」的過程，及其經營理念。 

 

二、 主題分享 

邱嘉緣小姐 (好伴共同創辦人) 

台中「好伴」經驗分享   

我跟珮綺第一次合作是因課程的機緣。經過課堂所教授的觀念及理論，加

上練習與實作，種下了現今「好伴」開創的種子。 

「好伴」的緣起是因為我們看見了社會上的青年就業等問題，包括失業以

及低薪，促使「好伴」欲結合社會與企業。這些種種問題因素使現代年輕

人對自己的工作感到無力與無意義，使現實與理想差距不斷地拉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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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畢業後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城市，台中，開始建構想像中的共同工作空

間。「好伴」主打社會創新的概念，想要對社會現有的問題做出一些改變。

眼看著自己家鄉的舊城區不斷地人才外流，導致文化失傳，「好伴」決定

運用所學，在這個城市裡產生一點擾動。 

「好伴」為亞洲第一個社會創新的共同工作空間，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讓工作友善社會!」為目標。「好伴」名稱構想，也是期待進入這個空間的

工作者可以成為彼此的好夥伴。 

 

共同工作空間的優點及需求者分別為： 

•優點 

1. 個別獨立工作者可以共同分擔大都會地區的高租金 

2. 跨領域的交流 

3. 跨地區、國籍的交流 

•需求者 

1. 小型新創公司 

2. 自由工作者 

3. 創業家 

4. 社會實踐家 

5. 創意點子人 

 

作為社會創新創業實作基地的好伴，我們將自己的角色定位成「紅娘」，

期望在這空間裡有多元的人才、單位及議題，同時透過在地與外界資源等

的連結，媒合並搭起一個對話與互動平台，來此空間的人能找到自己的定

位與所需資源。其具體操作面向包含「自我實踐」、「社會創新」及「在地

關懷」等三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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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實現 

這一主軸回應先前提的青年就業問題，除共同工作外，亦舉辦「好伴日」

活動，在活動及工作過程中能認識新朋友並在素人舞台上一展長才。 

近期的座伴計畫是專為大專生所設計。座伴計畫中強調點子培力、專案培

力以及創業培力，以「好伴日」為主要計畫內容，針對創業家的需求，提

供硬體設施、專業人才諮詢甚至是製造讓新創品牌有展示和曝光的機會。 

 

2.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以「老問題，新方法」為主要概念，利用舉辦社會創新講座來帶

動民眾對社會議題的認知。例如：「好伴」舉辦了「廚房裡的食物旅行」，

利用食物來達到對農產品與食物的連結。 

 

3. 在地關懷 

以在地關懷的各式活動友善鄰里和社會。透過小旅行，帶動鄰近區域的消

費，同時也創造青年培力的機會。 

 

以上的種種計畫在大學時期開始萌芽。從 2012年開始，我們的想法透過

校園裡的課程逐漸建構。從理論到實作分析，課程上都有很扎實的訓練。

由於不希望這些理論就停在理論，我們開始著手計畫。2013年間，不停地

企劃撰寫，嘗試將計畫實踐，同時積極地尋找創業的投資金主，也前往日

本參訪，都是為了增加自己創業基礎的厚度。不僅僅是在台灣創業，「好

伴」也與香港的共同工作空間作連結，提供實習制度，並於 2013 年參與

了亞洲 CW會議以及兩岸四地 CW會議。「好伴」在 2013 年 11 月正式開幕，

取得 Coworking VISA 聯盟的 FlyingV投資，短短的一個月內就達到了三

成的進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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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的類型，依業種、空間延伸可畫出多元

開放、議題、特定產業、商務等四種面向。以向量的方式來分析共同工作

空間，「好伴」比較偏屬於議題以及多元開放類型。 

 

共同工作空間的運用和收入關係 

 

共同工作空間的盈虧與經營時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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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歸類出共同工作空間的經營要素： 

1. 獨特性：為何人家要來？ 

2. 經理人素質：紅娘 v.s.員工 

3. 空間規模：>50 坪 

4. 空間獨立性：工作、活動.... 

5. 多元性：跨界混齡 

6. 前期熱點曝光 

除了上面的經營要素外，共同工作空間的經營很重要的要素還包括區位的

劃分，不論是廚房、休息區或是住宿，格局的不同，對於空間上會有畫龍

點睛的效果。 

 

「好伴」的商業模式 

「好伴」目前的商業模式以場地租借為主，次則共同工作空間的分享，接

著是收費活動，最後，軟體資源。在「好伴」開幕四個月以來，大多是為

場地的租借為主要收入來源，共同工作空間工作者的進駐在七成左右，往

後也希望能夠有更多元的業務。 

 

社會企業的發展性 

在經營「好伴」以來，發現社會企業有發展性，因社會企業在資源取得上

通常較有自主性，也能夠有較多機會做跨領域的創新嘗試，充足的展現自

我實現。另外，社會企業在合作上也能夠從政府以及非營利組織取得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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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以
自主營運活
絡空間氣
氛，也較以
個人工作者
為主要機營
方向。 

自主 

營運 

加入社會創
新以及在地
關懷，看見
社會上的議
題去做行動
的關心。 

社會創新
啟發 

社會創新，
以台中舊城
好生活為前
進的目標。 

社會創新
創業 

「好伴」共同工作空間經營三階段： 

1. 自主營運，活絡工作間氣氛 

• 舉辦各式講座、活動、工作坊 

• 空間宣傳 

• 日常氣氛營造 

 

2. 社會創新啟發 

• 座伴計畫 

• 老問題，新方法講座 

• 社會創新工作坊 

• 社會創新案例資料庫 

• 中區小旅行、文史工作 

 

3. 社會創新創業─舊城好生活 

• 熟成的資源網絡 

• 育成資源其被：資金、專業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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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討論 

江大樹教授（暨大人社中心） 

看到「好伴」的成果，非常令人敬佩。「好伴」從在校園裡的知識吸收、

企劃的提案，一直到現在他們用兩年的時間，有這樣的成果真的是令人佩

服。在目前的社會，資源不是最困難的，重要的是毅力，在創業初期堅持

住自己的信念，解決種種困難。有兩個問題想請教： 

1. 在人口比較少的地方，好像比較難建立起這樣的空間制度，如何再向埔

里這種鄉村型的地方聚集大家，又要用甚麼樣的元素？ 

2. 「好伴」過去因為看見青年就業的問題，對於學校與社會的連結有沒有

甚麼樣的建議？ 

 

邱嘉緣小姐 

我們認為跨界溝通是很重要的一環。「好伴」的創立就是社會學背景和財

經背景的夥伴共同合作，跨界溝通可以創造個性的互補以及概念的創新。

我們從現在的社會看到身邊很多年輕人不敢面對就業市場，一心想要用在

校園的時間延緩面對社會的時間，但是其實面對社會，只要懂得如何抓住

資源，找出關鍵貴人，就可以慢慢的在社會上開出一條路。 

社區型的共同工作空間與都市型的共同工作空間又有一些的不同處，社區

型的較注重在居民上，而使用的目的也不同。埔里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有很強的草根性，居民也都很友好，很適合發展社區型的共同工作空間。 

在校園裡，校方可以多與社會組織以及企業連結。例如：台南長榮大學。 

台南長榮大學也開始發展共同工作空間，但是他們設定了某些原則，促使

學生間接面對社會，如下： 

1. 共同工作空間設置校外 

2. 空間規劃分明 

3. 參與學生要有足夠的熱誠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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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不可過多，避免再次建構出一個溫室 

5. 引進新創團隊 

6. 結合學術研究 

年青人所希望的就是要有一定的自主權，能看見發展性及未來性。 

 

武繼筠同學（暨大餐旅系） 

目前正忙於製作畢業專題，在這期間做了很多有關埔里的產業研究，進而

發現，雖然埔里有很多空間，但是仍然卻乏一些元素。 

 

朱柏勳總幹事（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 

兩年前看到邱嘉緣是看他在台上做簡報，而兩年後看見成果非常的優秀。

「好伴」因為看見社會體制的缺失，然後再用自己的所學去做改變。對於

現今社會來觀察，可察覺年輕人對未來的恐慌，而在校園裡面，建議暨大

的課程應該多加入一些關於社會參與的課程，否則，許多學子都是畢業後

才進入社會。目前也帶著一批學生，參與書包客的計畫，讓學生進入埔里，

對埔里有更多的認識。暨大也可以與「好伴」合作(例如：旅遊 app)。 

建議「好伴」在未來可以整理出對於創業的歷程，讓這些經驗能夠對想創

業或是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有幫助。朱總幹事表示：創業就是找到一個模

式是有價值和意義，沒有人做，就去做，期待年輕人對於未來可以免於恐

懼創業。 

 

林秉正同學（暨大餐旅系） 

想請教「好伴」對於工作夥伴的加入是如何做篩選？ 

 

邱嘉緣小姐  

1. 來過這個空間透過聊天，了解彼此理念，再篩選是否合適這個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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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基本上選擇是互相的。也有做短期的機制，一段時間後覺得不適

合再離開也可以。 

2. 願意溝通及改變是非常重要的。兩位創辦人在經營上也常常有不同的意

見，或是兩個人的習慣各自不同，透過時間的磨合和彼此願意改變，才

能夠讓團隊更好。 

 

張縈妮同學（暨大餐旅系） 

「好伴」成立至今的經營模式真的可行嗎？對於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偏向的

投資者較多，投資的金主真的那麼好找嗎？ 

 

邱嘉緣小姐 

機會是自己創造的，同時也是靠運氣。「好伴」的投資者雖然是自己來項

「好伴」招手，儘管如此，在這之前，「好伴」的兩位創辦人要不停地去

參與講座或是會議，參與夠多的講座才能認識夠多的人，傳達自己的理念，

進而讓更多人知道。 

 

曹育愷同學（暨大中文系） 

在「好伴」所做的經驗分享裡，不斷提到讓工作友善社會，但是要如何具

體地以文化及關懷友善社會？  

 

邱嘉緣小姐  

讓工作友善社會，就是只要能夠發掘社會上的問題並嘗試改變，把它變得

更好；在自己的工作上，以自己能力去改變，這就是一種用工作來友善社

會的態度。關於如何進入在地文化？答案就是與人接觸，與人接觸才會去

真正的去了解這個地方的文化，「好伴」也都有在進行一些與在地文化做

連結的活動。不可否認的，人文科學常常是一個很關鍵的元素，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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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有一個很深厚的文化做基底才能夠做得更深更廣。目前「好伴」以

中區的資源為主要提升的動能，未來也希望有設計人才的進駐。 

 

張縈妮同學 

在這種時機下，創業是一條辛苦的路程，放下一些社會對年輕人的期待，

「好伴」在開始之前，如何與家人溝通？ 

 

邱嘉緣小姐  

讓自己在努力的時候就讓父母看見整個過程，雖然另一個夥伴珮綺到很晚

才夠訴他的父母，他放棄銀行的高薪工作，來成就自己的理想，雖然收入

不如原本應該會有的銀行高薪，但是後來父母透過朋友的口耳相傳，得知

「好伴」經營的有聲有色，父母也能夠理解。 

 

武繼筠同學 

「好伴」較著重於年輕人的問題，但是以舊城好生活的概念，「好伴」是

否有與鄰居連結？ 

 

邱嘉緣小姐 

「好伴」目前都有持續在做與在地鄰居的連結。例如：紅豆生南國的活動。 

 

林宇傑同學(暨大經濟系) 

1. 如何看出經理人的特質？ 

2. 與合作人如何做溝通？ 

邱嘉緣小姐  

經理人的特質都具有他獨特的號召力，甚麼樣特質的人就會吸引甚麼樣特

質的夥伴進到共同工作空間裡。與合作人之間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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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溝通過程中有好的結果也有壞的結果。 

 

陳文學副執行長 (暨大人社中心) 

1. 進到共同工作空間的工作者是否需要負擔甚麼樣的義務？ 

2. 好伴是如何收費？ 

3. 與國外的數據來分析，在經營上有沒有做調整？ 

 

邱嘉緣小姐  

1. 「好伴」與每一位工作者簽約，但是在義務上並沒有特定的限制或是制

約，大部分的默契都來自於互動後所建立起的。 

2. 月租：3500/月(廚房、wifi、親友來此空間有優惠) 

      250/天。音響與茶水等都另外計費。 

3. 在經營上價格無法作太大的調整，一方面是因為空間不夠大，無法下太

多的工作者，再者，由於可全的背景大多會創業這，無法收取太高的費

用，當然，在價格訂定上也無法與市場價格相差太遠。 

 

陳巨凱先生 (順騎自然) 

1. 以月計算，「好伴」的經營成本為多少？ 

2. 工作時間是如何去分配？ 

 

邱嘉緣小姐  

1. 目前成本還不高，一個月大約是在五萬元，目前也積極的在開發其他收

入來源，擴展其他業務(例如：小旅行)，利用另一個金雞母來覆蓋「好

伴」其他的支出。 

2. 工作時間的分配，一人一天8個小時輪班制，於交班時討論一天的近況。

休家為禮拜天與國定假日，加上年有 30 天的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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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茗瑋先生（茴香菜鋪子） 

小旅行的業務內容以及參與的客戶是怎麼來的？ 

 

邱嘉緣小姐  

小旅行視為共同工作空間的主要收入來源，在內容上面有回饋方案的設計，

行銷上也很信運的「好伴」有著名人士來帶小旅行，在重要的還是確定客

群的定調，這決定了一些內容和收費的高低。 

 

張力亞副執行長 

透過「好伴」的分享，更了解共同工作空間的營運有很多不同的形態。「好

伴」由兩位有共同目標的夥伴一起投入，先從非營利的概念在漸漸轉向營

利概念的經營，這種跳脫一般創業者的思維，可以讓我們從新思考創業的

模式和進行。 

 

四、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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