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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2016 年 7 月號的「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中，涵蓋以下幾

個重點： 

(1) 巨量資料動態觀測：本月追蹤 2016 年 7 月國內外股權型與回饋

型群眾募資資料，包括：累計至 2016年 7月 Kickstarter、FlyingV、

群募貝果與創夢市集等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之募資績效， 

AngelList 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平台創業、投資趨勢等。 

 根據 Kickstarter 募資資料統計，7 月份提案數超過 1,712 件，

募資金額則超過 600 萬美元，此數據之提案件數較 2016 年上

半年平均值低，募資金額卻較 2016 上半年均值為高。單月最

多提案數的業別為科技類、飲食類、影音類，最吸金之業別

則為設計、科技與遊戲類，但此三類之募資成功機率僅為二

到三成。 

 國內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部分，截至 2016 年 7 底月 FlyingV

群眾募資平台已累計 1,734 件提案，其中 802 個案件為成功募

資專案，整體成功率 46.25%，募資總額超過 3.3 億新台幣。7

月份新增募資案件為41件，新增募資金額超過500萬新台幣，

最吸金之業別為公共類、藝術類等。公共類成功率超過 50%，

設計類成功率 46.18%，科技應用類約 27%。群募貝果 7 月份

募資表現則為 2016 年以來最佳，新增提案以科技、影視、出

版與設計為主，成功募資金額約為 288 萬新台幣。創夢市集

出色的募資業別與群募貝果相似，截至 7 月份為止，累計提

案 34 件，共計成功募得 460 萬新台幣。 

 截至 2016年 7月為止，AngelList募資總額超過$3.55億美元。

募資的新創企業則以資訊科技、消費端與企業端服務模式最

多，而醫療照護與清潔技術最受投資人青睞。同時，2016 年

7 月份，醫療照護與清潔技術投資人數各約增加 200 人。2016

年第 2 季企業估值分佈較 2016 年第 1 季分散，截至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新創企業估值平均為 420 萬美元，最多企業估值

落在 500 至 600 萬美元間。 

(2) 股權投資趨勢觀測：本月在天使投資的觀測，主要分析中國 2016

年上半年天使機構投資概況，投資金額雖較 2015 年下半年成長，

但仍低於去年同期。在創投動態趨勢觀測，本月共分析全球、美

國、歐盟與中國 2016 年上半年的投資、退場與募資情況，發現

2016 年上半年全球創投投資件數與金額均較去年同期下滑，尤其

對亞洲投資動能明顯變弱。最後，安排全球新增獨角獸的觀測分

析，由於受到資本寒冬效應的影響，2016 年上半年新增獨角獸僅

為 19 家，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52.5％。綜合而言，全球 2016 年上

半年早期股權投資市場雖慢慢回溫，但投資人轉趨謹慎保留，投

資力道仍不及去年同期。 

(3) 重要議題評析：6 月底金管會對外說明針對網路借貸平台(P2P)方

案確定不立專法，並初步規劃開放銀行跟 P2P 業者合作辦理 P2P

業務，銀行也可自行設立 P2P。台灣在地 FinTech 理財平台-新聯

在線創辦人兼執行董事總經理的陳育澍，就此議題，剖析 P2P 業

者、銀行與主管機關的三角習題，點出三方無法好好合作都是卡

在「信任」問題。 

(4) 消息報導：分別就 2016 年 7 月份全球創新創業、群眾募資、股

權投資、重要產經政策等議題，整理或摘譯重要的消息與專欄內

容。另外，彙整相關活動與創業資源資訊報導，提供給新創企業

與中小企業。 

「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月報」是一有系統蒐集與分析全球早期

資金流向與創新創業趨勢的報告，提供創業者或中小企業選擇新事業

/新產品構想或募資規劃的參考，也協助早期投資人即時綜覽全球投

資的動向，作為選擇投資方向的參考，敬請不吝給我們批評與指教。 

台灣經濟研究院 計畫團隊 

2016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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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之巨量資料觀測 

（一）Kickstarter 

1.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單月提案 4,500 件提案，創造超過 6,000 萬美元募資績效 

自 Kickstarter 2009 年 4 月 28 日成立至 2016 年 7 月止，共有

109,845 個成功募資專案，相較於 2016 年 6 月的 108,133 個成功募資

專案數，增加 1,712 個成功募資專案。總募資金額突破 25.2 億美元,

成功募資總額突破 22 億美元，單月創造超過 6,000 萬美元募資績效。

2016 年 7 月累計贊助人數達 1,130 萬人，較 2016 年的 1,079 萬人增

加 51 萬名贊助者。整體而言，Kickstarter 平台 7 月份募資提案數低

於 2016 年上半年平均，但是，無論是就贊助人次或是贊助金額觀察，

皆較 2016 年各月份為高。單月最多提案業別為科技類，其次為飲食

類，再其次為影音類。最吸金之業別則為遊戲、科技及設計類。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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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業別提案概況 

 科技類 7 月份提案件數最多，飲食類提案件數成長最快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為止，Kickstarter 平台以電影與影視類最多，

已累計超過 5.7 萬個提案，佔整體提案案件數的 18.35%。音樂類提案

案件數則達 4.7 萬件，佔整體提案數的 15.28%。出版第三，提案數達

有 3.2 萬件，佔整體提案數的 10.57%。募資金額最高的遊戲類則有

2.5 萬件提案，佔整體案件數的 8.3%。 

2016年7月份，Kickstarter提案件數超過300件的類別包含遊戲、

影視、科技、音樂、設計、出版、飲食、時尚。其中，以科技類提案

件數最高達 577 件，其次則為飲食類，較 6 月份增加 557 件，同時，

飲食類也是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提案數成長最快的類別。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2  累計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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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3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3.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業別募資概況 

 遊戲、設計、科技 7 月份募資金額佔 Kickstarter 整體募資金額

的 75% 

若依專案類型分，以遊戲類成功募資金額最高，2016 年 7 月，

成功募資金額突破 4.7 億美元，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1.49%。設計

類則募得 4.24億美元，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19.39%。科技類於 2016

年 7 月總成功募資金額則為 4.07 億美元，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18.63%，為 2016 年以來最高。影視類居第四，達 2.9 億美元，音樂

類則為第五，成功募得 1.6 億美元，其餘業別成功募資金額皆未達 1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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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4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

統計 

若就 7 月份單月募資金額觀之，遊戲類、科技類與設計商品類為

單月吸金前三強，此三項類別佔 2016 年 7 月份整體成功募資金額便

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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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5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若就平均成功募資金額觀之，以科技類最高，平均成功募資金額

為 8.84 萬美元，設計類次之，成功募資專案平均可募得 5.92 萬美元，

遊戲類第三，平均募資金額為 5.59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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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6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平均成功

募資金額統計 

4.累計至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業別募資成功率 

 舞蹈與戲劇類成功率超過 60%，遊戲、設計類與科技類成功率約

30% 

在各業別成功機率部份，以小額募資之業別成功募資機會較高，

其中，舞蹈類與戲劇類成功機率更是超過六成。手工藝類則例外，其

平均募資金額低，成功機率卻僅為 23.66%。募資金額前三高之游戲

類、設計類與科技類成功率分為別 33.24%、33.45%與 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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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7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各類專案成功率 

5.2016 年 7 月份 Kickstarter 平台募資 Top5 

Kickstarter 平台於 2016 年 7 月份募資結束的專案中，最吸金募

資專案主要集中在設計類與科技類專案。由 Kickstarter 平台募資金額

Top5 專案觀之，可發現設計感強、便利性高之商品特別受到贊助者

青睞。在科技應用部份，Bagel 智慧型捲尺解放了人們對度量衡的想

像，除了傳統度量方式，尚可使用滾動與遠程操作進行度量。只需

99元美金便能將手機變身筆電的The Superbook專案宣告手機正式成

為筆電的替代品，未來筆記型電腦面臨的競爭將會越來越大。 

(1) Product Design－The Everyday Backpack, Tote, and Sling (Peak 

Design 背包、托特包、斜肩包) 

2011 年 3 月 Peak Design 團隊首先針對攝影愛好者設計便利性極

佳的快拆式相機夾包包－Capture，自此成為攝影愛好者愛好的攝影

包品牌。之後每一年度，Peak Design 皆會利用 Kickstarter 進行新產

品發表，2011 年以來已在 Kickstarter 平台推出 6 項提案，所有提案皆

為成功募資，多年來累積的人氣驚人，甚至在台灣的電商平台都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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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到 Peak Design 的產品。2016 年 7 月 13 日，Peak Design 團隊更是

將包包設計由相機包延伸到一般生活日用包，推出後背包、托特包、

斜肩包等三種包款，募資開賣 15 天，已成功募集近 182 萬美元，贊

助人數已達 7,703 人，達標率 363%。Peak Design 團隊一上架就能獲

得廣大成功的原因在於已累積一定規模的愛好者、特價策略吸引消費

者購買(約為 76 折)、兼具品質、設計感與多功用途具備便利性等。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2) Gadgets－Bagel: The World's Smartest Tape Measure (Bagel 智慧

型捲尺) 

隨著網路商業的發展，現在除了設計師、工匠師傅、服裝設計師

外，許多人在進行網路購物時都需要量尺來協助其選訂適合自己的商

品，例如，消費者購買服飾時需要捲尺來測量胸圍、腰圍等，購買家

中家具或收納箱時需要測量家中擺置家具或收納箱的長度、寛度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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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多時候單一功能捲尺的測量工具未必能夠滿足消費者所有的需

求，往往存在操作不易帶來的誤差。來自韓國的年輕團隊 Bagel Labs

則是將傳統捲尺與物聯網結合，於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上發表了新一

代的智慧型捲尺「Bagel」，克服了傳統測量上所遇到的問題，透過

Bagel 智慧捲尺，任何物體都可以輕鬆測量。Bagel 智慧捲尺內建三

種測量模式：(1)線性測量模式－使用方式就像傳統的捲尺一樣，可

以輕鬆測量物體表面長度與周長，可支援測量長度約 304.8 公分；(2)

滾輪測量模式－透過滾輪來測量物體，只要滾輪滾過就可以記錄測量

值，最長可支援到約 1005.84 公分；(3)遠程操作模式－在此模式中可

以利用超音波進行距離的測量，最長可支援到 487.68 公分。此外，

Bagel 智慧捲允許透過語音與藍芽搭配手機 app 的結合紀錄資訊，進

行不同測量單位的轉換，增進工作效率。Bagel 的創新量測方法徹底

的突破了許多傳統捲尺量測上的限制，以及運用物聯網的技術之下，

將提高便利性，加上，官方宣稱在室溫條件下三種模式的誤差值在

0.5％以內，也降低了人為操作帶來的測量誤差。此專案共募得超過

113 萬美元，9,480 人贊助，達標率 3,791%。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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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ideo Games－System Shock(網路奇兵重製版電動遊戲) 

網路奇兵是於 1994 推出的第一人稱角色扮演遊戲，該系列作品

原先由 Irrational Games 開發，直到 2015 年底確定由 Night Dive 

Studios 取得系列作開發權。2016 年團隊正式在 Kickstarter 平台推出

以網路奇兵為基礎，採用 Unity 引擎進行完全重製的作品「網路奇兵 

重製版」。Nightdive Studios 曾於 Kickstarter 贊助了 42 個專案，並擁

有超過 600 個 Facebook 朋友，此專案共募得 135 萬美元，21,625 人

贊助，達標率 150%。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4) Hardware－The Superbook: Turn your smartphone into a laptop 

for $99 (99 美元，將手機變筆電) 

隨著手機功能日益強大，對於筆記型電腦的替代性也日益增高。

Kickstarter在 7月份上架的The Superbook: Turn your smartphone into a 

laptop，便是能夠將 Android 智慧型手機擴展成一個全功能筆記型電

腦的募資案，預購價更是下殺到 99 美元。提案者為 Andromium Inc，

曾於 Kickstarter 提案 2 次，第 1 次失敗，本次募資則成功，截至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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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為止，專案上架 8 天的時間，此專案已募得超過 100 萬美元，

6,711 人贊助，達標率 2,123%。 

 

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5) Sound－FireFlies - Truly Wire-Free Earbuds - Music Without 

Limits! (無線耳機) 

本專案所提供的耳機 FireFlies 為一高品質的無線耳機，提案者宣

稱其能夠在 7 月份出貨，並且在 Kickstarter 平台預購享有 52 折的優

惠折扣。此專案 12 小時便達成募資目標，截至 7 月 29 日止，共募得

近 77 萬美元，8,084 人贊助，達標率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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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ickstarter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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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lyingV 

1.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新增募資提案 41 件，募資金額超過 500 萬新台幣 

截至 2016 年 7 底月為止，FlyingV 群眾募資平台已累計 1,734 件

提案，其中 802 個案件為成功募資專案，整體成功率 46.25%，募資

總額超過 3.3 億新台幣。 

在 2016 年 7 月份單月募資績效部份，FlyingV 平台 7 月份新增募

資案件為 41 件，其中，以公共類與設計類最多。募資金額則超過 500

萬新台幣，公共類與藝術類單月募資金額超過 100 萬等。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8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2.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業別提案概況 

 新增提案以設計類最為大宗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為止，FlyingV 平台以公共類的提案最多，共

計 417 個提案，佔整體提案的 24.05%。設計商品類提案案件數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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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9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達 288 件，佔整體提案的 16.61%。藝術類第三，計 178 件（10.27%），

科技應用類亦有 173 件（9.98%）提案。 

2016 年 7 月，FlyingV 平台以設計類的提案最多，計 11 件提案，

佔 7 月份提案的 27.5%。其次為公共類，8 件提案，佔 7 月份整體提

案的 20%。藝術類提案則有 5 件，佔 7 月份整體提案數的 12.5%。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0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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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業別募資概況 

 公共與藝術類募資金額超過 100 萬 

在成功募資金額部份，最吸金之募資業別前三強，亦正為 FlyingV

平台提案數最多之前三項業別，分別是已突破億元新台幣的公共類，

截至 2016 年 7 月份為止，已募得超過 1 億元新台幣，佔平台整體成

功募資金額的 30.31%。設計類居次，目前已有超過 7,797 萬新台幣的

水準，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3.52%。科技類第三，共計募得超過

新台幣 2,763 萬，成功募資金額卻儘佔整體平台的 8.34%。2016 年 7

月份僅科技類與藝術類成功募資金額佔比較 6 月份提高。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1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若就 7 月份單月募資金額觀之，僅公共與藝術類超過 100 萬，科

技約募得 85.8 萬，設計類則約募得 41.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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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2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若就平均成功募資金額觀之，則以運動類最高，平均成功募資金

額為 83.8 萬元，主要是由 2013 年的 Zombie Run 殭屍路跑、Attack on 

Flour 等兩項募資超過 600 萬的專案所帶動。科技應用類次之，成功

募資專案平均可募得 60 萬元。設計商品類第三，平均募資金額為 58.6

萬元。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3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平均成功募資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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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業別募資成功率 

在各業別成功機率部份，音樂類成功募資機會最高，成功率達

70%以上。公共類提案最多，成功率亦有超過 50%的水準。至於商業

價值較高的設計類成功率則為 46.18%，科技類則約 26.59%。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4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各類專案成功率 

 

5. 2016 年 7 月份 FlyingV 平台募資 Top5 

2016年7月份FlyingV平台最吸金募資專案Top 5主要是在遊戲、

公共與科技等類別。綜觀 7 月份 FlyingV 平台最吸金專案 Top 5，就

有 2 件來自大學生的規劃及設計，其中，來自交大學生設計的海霸桌

遊，更是募得超過百萬新台幣。海稻米的願望：收割機募資計劃則是

由東華大學大三、大四與阿美族的舒米如妮共同策劃的提案，募得

65 萬台幣。遊戲類除了海霸專案外，尚有主打人獸戀、同性主題的

家有大貓，募資規模亦達 30 萬以上。科技類的 i-Ctrl 艾控專案則是

透過物聯網發展單一遙控器，解決人們使用家電便要四處尋找遙控器

的煩惱。另外，無毒、有機食品一直是台灣群眾募資平台相當受贊助

者關注的項目，無毒農已建立起行銷客群與通路，此次募資則是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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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透過群眾募資的方式，將贊助者的愛心無毒水果送予育幼院孩

童。 

(1) 遊戲－【玩桌遊學程式】全台第一款為兒童量身打造的程式教育

桌遊：海霸 

近年來熱門產業包含 App、雲端資料庫、大數據、金融科技等

皆需以程式設計做為其開發的基礎，促使各國重視國民程式設計能

力的培養。英國則規定幼兒自五歲起需循序漸進學習電腦科學與程

式設計。美國總統歐巴馬更提出未來 3 年將投入 40 億美元資金到

全美國學校推動程式教育。愛沙尼亞於 2012 年將程式教育納入中

小學課綱，是全球最早將程式教育正式納入中小學課綱的國家，此

後西班牙、法國、奧地利、保加利亞、捷克、丹麥、匈牙利、愛爾

蘭、立陶宛、馬爾他、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芬蘭、比利時等

陸續跟進。順應世界潮流，台灣已將程式設計納入 2018 年要實施

的 12 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並且產官學界以及民間團體紛紛透過

網路資源、兒童程式夏令營、民間課程等活動積極推動兒童程式教

育。由交大大二至大四學生組成的程式老爹 Papacode 團隊改編了

MIT 給孩童的程式教材打造適合台灣兒童的程式教育桌遊—海霸 

(King of Pirates)也因運而生。藉由擬人化角色，讓兒童迅速學會基

本邏輯概念，鞏固程式編寫概念的基石。從遊戲中，活躍思考，與

人互動，動腦學習三大核心思維: 順序性（Sequential）、集合判斷

(And/Or)、迴圈(Loop)。遊戲過程中，玩家會在模擬的 「編譯區」，

使用卡牌組裝指令順序，當回合一旦確認執行，即無法更改。藉由

桌遊的規則體驗，學習程式錯誤、程式解碼、除錯等相關基本編碼

概念。此外，專案透過 1,600 元「買一套，送一套」的回饋方案設

計，讓贊助人贊助偏鄉兒童學習程式。此專案共計募得 117 萬新台

幣，728 人贊助，達標率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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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2) 科技－【i-Ctrl 】家電遠端遙控 

物聯網時代來臨，其中一項發展便是智慧家電，放眼國內外群眾

募資科技類小工具專案，不乏以物聯網科技取代傳統遙控器的專案，

7 月份於 FlyingV 平台成功募資的「i-Ctrl 艾控」即為其中一個個案。

i-Ctrl 為一家電遠端遙控器，用戶只要透過 3G、4G 或 Wifi 與手機連

線並下載使用 APP，即可利用網路遠端操控 i-Crtl，藉由 i-Ctrl 即能

發出紅外線訊號來控制家中的電視、冷氣、選台器、機上盒、風扇、

燈具等紅外線家電。簡單來說，使用 i-Ctrl 之後，手機即能取代家中

所有遙控器的功能，降低使用者花費尋找遙控器的時間成本。本專案

由艾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案，其為一個專業於開發設計和生產消費

性電子產品、家用電器產品、通訊產品及微電腦控制產品的國際性開

發行銷公司。自 1993 年進入萬能遙控器市場，自行研發設計製造多

功能之萬能遙控器。艾法科技曾於 FlyingV 平台提案兩次，第一次失

敗，第二次的 i-Ctrl 則成功募資，除募資商品不同外，艾法科技在第

二次提案也降低其募資目標，設定為 5 萬，與第一次提案獲得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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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相去不遠。i-Ctrl 專案共吸引 75 萬人贊助，共計募得超過 75 萬

新台幣，達標率 1,516%。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3) 公共－等家寶寶的安心水果 無毒農社會企業計劃 

等家寶寶的安心水果是由無毒農發起的群眾募資專案，專案源於

無毒農團隊來自會員訂購予聖方濟育幼院的訂單，經詢後發現育幼院

所需之物資清單中，其中一項物資需求是水果，因此在 FlyingV 發起

等家寶寶的安心水果群眾募資專案。在回饋方案的設計中，除了單純

捐贈外，還包含選擇購買水果箱，由無毒農增加箱裝水果的 25%配送

予育幼院外，還包含直接扣除贊助者 50%水果箱進行捐贈等多項方案

供贊助者進行選擇。無毒農自 2015 年底開始，嘗試開始建立一個能

友善環境、友善農友和友善消費的平台，提供「無毒、友善、安心」

的水果給大家，希望透過更多改變與執行，解決農業產銷端的問題，

減少農產品至消費者手中之間層層剝削。團隊裡的所有水果都來自台

灣在地小農，由他們決定收購價，確保辛苦的小農有合理收入，因此，

無毒農平台上所有作物都是產地直送，購買者會認識每一樣水果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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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者，並有無毒農的安全把關，達到友善消費、友善農友、友善環境，

三方友善的產業循環。無毒農於 2016 年 2 月份已在 FlyingV 平台成

功募得超過 37 萬元，等家寶寶的安心水果募資目標則設定在前次募

資金額的 1.5 倍(56 萬元)，截至 7 月 26 日為止，獲得 280 人贊助，

成功募得超過 87 萬元，達標率 148%。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4) 公共－海稻米的願望：收割機募資計劃 

海稻米的願望：收割機募資計劃是由東華大學大三、大四與阿美

族的舒米如妮共同策劃的提案，主要是為東海岸石梯坪 12 公頃的水

梯田採購收割機募資。石梯坪因灌溉水源偏遠，維護不易，加上人口

外流，因此，已經長達 20 年未進行耕作，土地逐漸荒廢與陸化。2009

至 2010 年透過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補助的劣地復育計劃，靠著人力

重新挖掘水渠、架設分水渠道、砍除雜草，慢慢整地、復耕，水梯田

濕地生態漸漸成，並且稻米也邁入收割階段，惟水梯田稻米收割成本

高，大型收割機無法駛入，只能使用人力搭配小型收割機進行採收，

是故有 70%的募款金額用於採購小型農業機械。回饋方案除了海稻米

外還包含了輪繖草杯墊、輪繖草桌蓆、浪草燈等原住民工藝等。此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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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 FlyingV 平台共募得約 65 萬新台幣，453 人贊助，達標率為

130%。 

 

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5) 遊戲－《家有大貓》台灣自製獸人戀愛遊戲 

家有大貓是台灣第一款自製的獸人與男同性向戀愛冒險遊戲，遊

戲內容融合了人獸、男同志與台灣本土文化等多重元素，玩家將扮演

男主角，與三隻雄性大貓獸人展開一場愛情冒險故事。根據提案團隊

的研究，大部份獸文化創作產品中，消費者男性遠高於女性，而男性

消費者中有高達八成是男同志，女性消費者則約一半是女同志。在營

運模式部份，家有大貓乃以周邊商品及角色故事賣點來募資，而不是

販賣遊戲本身，遊戲本身採免費下載。本專案募資目標僅設定在 5,000

元，在發表計畫、公佈主題曲「舉頭三尺天氣晴」後，不到一週的時

間就在募資平台突破 30 萬募資水準，目前已募得超過 50 萬新台幣，

525 人贊助，達標率 1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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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yingV 網站。 

 

  



 

29 

（三）群募貝果 

1. 2016 年 7 月群募貝果整體募資績效－ 

 7 月份新增提案與成功募資金額皆創下 2016 年以來單月新高 

群募貝果為遊戲橘子之子企業，目前平台所提供之群眾募資專案

類別為藝術、出版、音樂、影視、設計、科技、遊戲動漫、驚喜、公

益與運動休閒等十類。在募資績效部份，自 2014 年 9 月 23 日至 2016

年 7 月為止，群募貝果已累積 112 個專案，成功募集超過 1,100 萬元。 

在 2016 年 7 月單月募資表現部份，2016 年 7 月份群募貝果新增 12

件提案，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288 萬新台幣，雙雙創下 2016 年以來單

月新高。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3  2016 年 7 月群募貝果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2.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群募貝果平台各業別提案概況 

自 2014 年 9 月 23 日至 2016 年 7 月為止，群募貝果平台以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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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提案最多，共計 30 件，佔整體平台的 26.79%。次者為設計類，共

計 25 件提案，佔整體平台提案數的 22.32%。科技類專案居第三共 16

件提案，佔整體的 14.29%。在 2016 年 7 月份新增提案部份，分別是

科技類 4 件、影視 3 件、公益與設計各 2 件與出版類 1 件。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台經院整理。 

圖 1-1-14  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3.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群募貝果平台各業別募資概況 

 公益、出版類佔整體募資金額的六成以上 

若就專案類型觀之，群募貝果平台公益類提案數最多，成功募資

金額亦最高，至 2016 年 7 月為止，累計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408 萬元，

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36.85%。出版類募資金額居次，共計成功募

得 272 萬元，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4.63%。影視類成功募資金額

亦有突破 137 萬元，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12.4%。至於，科技類，

雖然募資案件數居次，然而，成功率偏低，成功募資金額約為 12 萬

元。若就平均成功募資金額觀之，則以出版類最高，平均成功募資金

額約為 39 萬元，本月出版類取代影視與公益類，平均募資金額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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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要是包包流浪記創造超過 150 萬新台幣所推動。影視類平均募

資金額次之，成功募資專案平均可募得近 34.3 萬元，公益類第三，

平均募資金額為 29.1 萬元。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5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6  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專案平均成功募資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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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群募貝果平台各業別募資成功率 

 提案數較多的公益類與出版類成功機率近五成 

在各業別募資成功率部份，截至 2016 年 7 月份為止，群募貝果

平台共有 112 件專案，其中，46 件成功，成功率 41%。運動休閒、

藝術與驚喜類基數較低，成功率較高，提案數最多的公益類成功率為

46.67%，設計類成功率則為 28%，提案數第三的科技類，成功率僅

12.5%。募資金額較高的出版類成功率為 53.85%，影視類則為

66.67%。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7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群募貝果平台各類型專案成功率 

 

5. 2016 年 7 月份群募貝果平台亮眼提案 

(1)出版－包包流浪記 

曾在兩年內拿下德國紅點、日本插畫協會等十個國際大獎的台灣

原創繪本「包包流浪記」，為群募貝果平台 2016 年來至目前為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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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募資案，不但創下 7 天內 800 人支持，募款金額破百萬，預購

書量更是超過三千本。包包流浪記的提案人與作者，是曾在 2014 

TEDxTaipei 年會，以一場「跟沒有借東西」的八分鐘演說，創下 235

萬點閱人次，感動無數人的火星爺爺。繪者則是來自亞洲大學的新銳

插畫家劉經瑋，繪本所講述一個包包跟主人分開，在沒有同伴的旅程

中，他如何經歷挫折與轉換，最終找到自己存在價值。透過繪本向讀

者傳達：你不會因為擁有誰就完整，也不會失去誰就不完整，你本來

就是完整的。截至 7 月 28 日為止，此專案已募得超過 150 萬新台幣，

此專案提案者粉絲團按讚次數超過 1.4 萬次，1,056 人贊助，達標率

176%。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 

 (2)公益－中央山脈最深處的科學教育 

提案人為於國語日報教授創意科學的田園老師，2009 年八八風

災過後，田園老師隨著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到嘉義阿里山區，探望飽

受風災肆虐的來吉部落及小學，開啟了他教授部落孩子科學課程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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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這堂科學課從最初 3 所小學，到今年邁入第 7 年，他到偏鄉的腳

步未曾停下來，至今已走訪 177 所偏鄉小學，為 9891 個偏鄉孩子及

老師上過 12 個科學單元的課程。田園老師並非第一次於群眾募資平

台提案，早在 2014 年與 2015 年田園老師便曾於 FlyingV 平台進行募

資，2014 年成功募得超過 20 萬元，2015 年則是募資失敗，2016 年

選擇轉換平台至群募貝果，共募得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是 2014 年的

2.5 倍，183 人贊助，贊助人數則為 2014 年的 1.56 倍，達標率 156%。 

 

資料來源：群募貝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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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夢市集 

1. 2016 年 7 月創夢市集整體募資績效－ 

 7 月份新增提案與成功募資金額皆創下 2016 年以來單月新高 

創夢市集是由五大遊戲公司（樂陞、華義、遊戲橘子、昱泉、網

銀）共同出資成立，旗下經營股權與回饋型兩項群眾募資平台。其中，

創夢市集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部份最早提案始於 2015 年 2 月，其所

提供之群眾募資專案類別為工藝設計、社會文化、創作出版、創意生

活、跨界創新、電影/電視/音樂、數位內容與藝術等八類。在募資績

效部份，自 2015 年 2 月 5 日至 2016 年 7 月為止，創夢市集已累積

34 個專案，成功募集超過 460 萬元。 

 

資料來源：創夢市集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18  2016 年 7 月創夢市集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2.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創夢市集平台各業別提案概況 

自 2015 年 2 月 5 日至 2016 年 7 月為止，創夢市集平台以創作出

版類提案最多，共計 8 件，佔整體平台的 23.53%。次者為創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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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共計 7 件提案，佔整體平台提案數的 20.59%。工藝設計類專案

居第三共 4 件提案，佔整體的 11.76%。 

 

  資料來源：創夢市集、台經院整理。 

圖 1-1-19  創夢市集平台各類專案提案數 

 

3.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創夢市集平台各業別募資概況 

 創作出版、社會文化類佔整體募資金額 50% 

若就專案類型觀之，創夢市集平台創作出版類提案數最多，成功

募資金額亦最高，至 2016 年 7 月為止，累計成功募資金額超過 113

萬元，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5.74%。社會文化類募資金額居次，

共計成功募得 107 萬元，佔整體成功募資金額的 24.36%。工藝設計

與跨界創新類成功募資金額相去不遠，皆突破 85 萬水準，佔整體成

功募資金額的 19.3%至 19.4%。至於數位內容則尚無成功案件。若就

平均成功募資金額觀之，則以社會文化類的 35.7 萬最高。工藝設計

與跨界創新則約 28 萬、藝術類 18 萬、創作出版 16 萬，其餘業別則

未達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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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創夢市集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20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創夢市集平台各類專案募資金額統計 

 

資料來源：創夢市集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21  創夢市集平台各類專案平均成功募資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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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創夢市集平台各業別募資成功率 

 創作出版與社會文化類募資突破百萬，成功率亦達 75%以上 

在各業別募資成功率部份，截至 2016 年 7 月份為止，創夢市集

平台共有 34 件專案，其中，21 件成功，成功率 61.76%。各類別專案

類基數較低，故整體成功率偏高。提案數最多的創作出版類，提案 8

件，成功 7 件，成功率為 87.5%。創意生活類提案 7 件，成功僅有 2

件，成功率則為 28.6%。社會文化類募資水平與與創作出版類相近，

募資金額皆超過百萬，提案 4 件，成功 3 件，成功率為 75%。 

 

資料來源：創夢市集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1-22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創夢市集平台各類型專案成功率 

（張嘉玲/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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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之巨量資料觀測 

（一）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募資概況 

1.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新創企業登錄家數中大幅增加 25 萬家 

截至 2016 年 7 月份為止，AngelList 上現有 1,245,896 家公司註

冊，較 2016 年 6 月份的 986,509 家大幅增加超過 25 萬家新創企業登

錄。其中約有超過 25 萬家公司提出融資需求（Claimed Companies），

較 6 月份多出 10,085 家，融資需求家數成長 4%。人力招聘部份，7

月份共計約2萬家企業於AngelList平台進行徵才，較6月份多出1,158

家。截至 2016 年 7 月線上促成的募資（Online Investment）的企業家

數已到達 965 家，融資總額已超過 3.55 億美元，較 6 月份的 3.35 億

美元多出 2,000 萬美元。在投資者部份，活躍領投人已超過 200 名。 

 

資料來源：ＡngelList 網站、台經院整理。 

圖 1-2-1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整體募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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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融資輪次分佈 

 A 輪企業最多，7 月份共計 2,200 家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以 A 輪企業最多，共計 2,200 家。種

子融資公司則達有 1,467 家，B 輪融資公司 1,117 家，C 輪融資 576

家。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2  2016 年 7 月份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融資輪次分佈 

3. 2015 年 5 月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業別分佈 

 Media 與 Finance 成長最快 

若由產業別觀之，截至 2016 年 7 月為止，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

業以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最多，共計 137,146 家，較 2016 年 6 月

增加了 3,417 家。其次為 Consumers 為 93,794 家，與 2016 年 6 月份

數據相較，增加 2,153 家。第三則為 Enterprises 共計 58,532 家，增加

1,516家。本月新創家數前十大業別家數成長率較2016年上半年為大，

成長率介於 6%至 13%間，其中，又以 Media 與 Finance 成長最為快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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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3  截至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家數業別分佈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4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新增新創企業家數業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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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投資人偏好業別分佈 

 健康照護（Health Care）、清潔技術（Clean Technology）最受投

資人青睞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投資人投資業別部份則以健康照護與清潔

技術最受投資人青睞，投資人數分別為 12,736 人與 11,968 人。同時，

也是 2016 年 7 月份，投資者人數增加最多的業別。除了健康照護與

清潔技術投資人數突破萬人水準外，其餘投資人數前十強之業別皆為

千人投資規模。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5 累計至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各業別投資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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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6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各業別新增投資者數 

5. 截至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新創企業估值分佈 

 平均為 420 萬美元，最多企業估值落在 500 至 600 萬美元間 

截至 2016 年 7 月，AngelList 平台所登錄廠商資料，5,284 家廠

商列有估值資訊，較 6 月份的 5,167 家多出 117 家。其中，平均估值

為 420 萬美元，高於 550 萬美元之新創企業佔全體新創的 25%，最多

企業之估值集中在 500 至 600 萬美元。7 月份則以估值在 100 至 200

萬美元與 500至 600萬美元估值之新創家數增加最多。若觀察 2015Q2

至 2016Q2 估值分佈，可發現 2016 年新創企業估值相較於 2015 年為

高。此外，2016Q1 與 2016Q2 的平均估值雖皆為 500 萬，然而，2016Q2

之企業估值分佈較 2016Q1 分散，顯示新創企業估值高低兩極的現象

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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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7  截至 2016 年 7 月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估值分佈 

 

 

資料來源：AngelList、台經院整理。 

圖 1-2-8  2015Q2-2016Q2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估值分佈 

 



 

45 

5.2016 年 7 月份 AngelList 平台新創企業介紹 

 男性消費品新創 Dollar Shave Club 成為 AngelList 平台新興獨角

獸 

Dollar Shave Club 公司創辦於 2012 年，一開始 Dollar Shave Club

公司為其男性客戶提供按月寄送刮鬍刀的服務。五年來 Dollar Shave

已擁有 200萬忠誠的追隨者並已搶攻美國 13.3%的刮鬍刀市場。Dollar 

Shave Club 公司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是因為他們真的十分重視他們的

品牌，而品牌是電子商務成敗的關鍵內容之一。隨著 Dollar Shave Club

公司的知名度提高，該公司推出一些其它產品，譬如濕紙巾和護髮產

品等。今年 7 月份，聯合利華(Unilever)以 10 億美元收購 Dollar Shave 

Club，使 Dollar Shave Club 成為 AngelList 平台新興獨角獸。2012 年

Dollar Shave Club 募集種子輪資金 100 萬美元，由美國知名風投

Kleiner Perkins 與 Andreessen Horowitz 領投，隨後，陸續於 AngelList

平台完成 A 輪至 D 輪融資，共計募得約 1.45 億美元，最終由聯合利

華收購。 

 

資料來源：AngelList 網站。 

（張嘉玲/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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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股權投資趨勢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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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使投資趨勢觀測 

（一）中國 2016H1 天使投資趨勢觀測 

中國知名風險投資與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的專業研究機構清科研

究中心，於 2016 年 7 月初公布 2016 年上半年中國天使投資機構的各

項指標的表現，以下為彙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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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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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創投趨勢動態觀測 

（一）2016H1 全球創投動態趨勢觀測 

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KPMG與全球財務投資數據分析機構CB 

Insights 合作，每季透過進行全球 VC 投資調查，定期公布全球、美

國、歐盟與亞洲新創企業獲得初級股權投資的概況。以下為根據 2016

年 7 月初公布第二季全球創投報告，彙整 2016H1 全球新創企業獲投

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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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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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H1 美國創投動態趨勢觀測 

PitchBook 為德勤旗下專業的私募股權基金投資分析公司，致力

於蒐集與調查美國、歐盟等地區 PE 與 VC 產業的投資、退場與募資

概況，並每季定期公布報告。以下根據 2016 年 7 月初公布第二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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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創投報告，整理 2016H1 美國創投資產業的投資、退場與募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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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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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H1 歐盟創投動態趨勢觀測 

PitchBook 為德勤旗下專業的私募股權基金投資分析公司，致力

於蒐集與調查美國、歐盟等地區 PE 與 VC 產業的投資、退場與募資

概況，並每季定期公布報告。以下根據 2016 年 7 月初公布第二季歐

盟創投報告，整理 2016H1 歐盟創投資產業的投資、退場與募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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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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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6H1 中國創投動態趨勢觀測 

中國知名風險投資與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的專業研究機構清科研

究中心，於 2016 年 7 月初公布 2016 年上半年中國創投機構的各項指

標的表現，以下為彙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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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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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新增獨角獸動態觀測 

本團隊利用 CB Insights 的獨角獸資料庫，追蹤 2011-2016H1 的

新增獨角獸家數、所屬國別，並進一步介紹 2016 年上半年新增的 19

家獨角獸企業的產品與服務、估值與主要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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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英/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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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議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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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2P 業者與銀行、主管機關的三角習題 

自 2016 年 6 月 29 日金管會對外說明針對網路借貸平台(P2P)方

案確定不立專法，並初步規劃開放銀行跟 P2P 業者合作辦理 P2P 業

務，銀行也可自行設立 P2P 之新聞以來，有些朋友問我相關意見，其

實大多分為以下幾種 : 

1. 銀行願意跟 P2P 業者合作嗎? 

2. 這樣被銀行吞掉不就等於消滅網路金融的發展了? 

3. 很不錯啊，由銀行做 P2P 的靠山! 

4. 如果開放銀行能自己做 P2P，那你們不就沒市場了? 

5. 如果跟銀行合作，那利潤分配會不會有問題? 

6. 現在銀行數目這麼多，P2P 業者不就水到渠成了? 

台灣在地 FinTech 理財平台總經理 ─ 陳育澍分享如下 : 

我想銀行會願意跟 P2P 業者合作的，就像目前「新聯在線」從

2015 年開始陸續已有幾家銀行金控找過我們，就算彼此都有進一步

的意願但最終還是礙於現行「法規尚未明朗」所以還是處於「曖昧階

段」。 

在台灣約有 70 家銀行平均每 3.7 平方公里就有一家分行，只要

稍微好的客戶銀行同業競價，競爭的結果造成利潤越來越低存戶利息

越來越少；再加上科技公司來攪局，例 : Apple Pay…等第三方支付又

要來劃分掉他們的手續費收入。銀行前幾年才真正加快腳步於「數位

金融服務」與產品開發，由於國內景氣不佳、出口連 17 負成長、英

國脫歐後的連串經濟變化等，都加深市場以及信用風險的變化及不確

定性，導致銀行放款更為嚴謹。 

 尋找「創新」放貸審核模式 

所以銀行急需另一種「創新」的放貸審核模式，把之前會漏掉好

蘋果的「洞」補起來，或是可以用另一種眼光、用更省的成本、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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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發現到更多蘋果以開闢民間借貸市場，宣稱擁有大數據為基礎能

運算個人信用程度的 P2P 借貸平台(又分消費性大數據基礎或社群信

用基礎…等等)這會是他們非常感興趣的。 

其二銀行會感興趣的是對於中小企業具有靈活審核能力的網路

平台或能取得中小企業後台營運數據的廠商，其背後通常都有「專業

融資機構」背景所結合的科技公司配合，他們具備銀行業沒有的「特

殊審核角度」，能更精準靈活地找到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但綜觀上

述無論哪種新興 FinTech 產業及其可能會帶來的商機，這些金融正規

軍最終還是又愛又怕，除了懷疑平台業者的審核能力以外，也怕「選

錯郎」賠了夫人又折兵。 

 披了狼皮的羊看似強大，其實自主決定權少 

銀行其實是披了「狼皮的羊」看似強大，但其實能自主決定的事

情真的很少，因為受金管會監管凡事都要報備同意後才能執行，主管

機關雖一路保護銀行業者；但在民意最大的生態中倘若發生消費糾紛，

往往也以拍拍肩膀要銀行吞下悶虧了事，他們維持著「恐怖平衡」又

氣又愛，如果金管會開放 P2P 產業的方式是跟銀行合作，也並非不失

為一種較兩全的做法，只是「狼」與「羊」的相會，要如何找到一個

舒服的相處模式以及利益分享是我個人覺得有趣的事。 

 與銀行合作等於消滅了 P2P 網路金融的發展? 

我個人認為 : 新聯在線在柬埔寨當地已與實體銀行結盟，以數

據運算為基礎共同開發當地個人信貸市場、房貸市場以及社群借貸…

等等。銀行最終會知道，他們自己來做 P2P 是非常不切實際的，除了

要面對新的市場挑戰外，最終必須要用全新的思維創造新的營運架構；

再來還要討好投資者，消費者買不買單都是非常耗費精神的，這些「創

新」也並非銀行業者的本性吃力不討好會學的四不像。 

實際銀行現有的架構下不可能同時存在兩套「內稽」與「內控」

標準，左手說不能借款給你但右手說可以，如果遇到借款人不還款、

銀行若要負責擔保賠付的情況下就會像現在某銀行已經推出的「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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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裡面會員所討論的一樣(請自行搜尋)，不賠付的話市場上又會罵

聲連連，甚至連本業的名聲都連帶搞臭。 

所以真正的 P2P 就是要投資人自行承擔風險，這應該是主管機

關要強調的，也會是 P2P 業者施展風險控管能力的競技場了，銀行

不用自己營運只要看對業者投資，並給予所需資源順勢發展，千萬不

要教導業者下指導棋，因為，你有看過羊教狼打獵的嗎？ 

 銀行能成為 P2P 業者的靠山?! 

銀行會跟 P2P 業者合作，充其量只是要他們背後的數據還有運算

方式，或是未來該業者「長大」後的資本利得，再來就是跟隨主管機

關的腳步把在未來可能的敵人先綁在一起，主管機關之前提 Bank3.0

的時候就叫銀行業者加速金融從業人員的數位化提醒轉型，現在把

P2P 業者帶給你算是幫銀行一個忙吧!! 

銀行如果自己做 P2P，那這個市場會更好玩的，就像老師一起下

來打群架一樣，但 P2P 業者的靈活度絕對大於銀行，消費者也會因為

這樣競爭的關係下得利，但不會維持太久，因為銀行的成本相對較高，

最後還是會退出 P2P 市場，把精神用來開發市場找利差比較重要，不

需要跟業者一般見識，最後搞不過你就把你買下來。 

 您必須先知道 P2P 業者的利潤來源有哪些?! 

P2P 平台最主要的利潤其實不是日常營運的利得，而是 : 

1. 巨量數據 

2. 資金交易 

3. 會員數量 

4. 管理的資產量 

5. 分析運算能力 

這些能力代表著通路以及未來新產品的可能性，新市場的探索力

以及改變資金移轉方式的能量，連帶提升資本市場的價值等等，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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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這些才是所有銀行跟科技業者想破頭都想要能分到一杯羹

的目標，這也說明為什麼許多銀行的介入都是以金控、創投的方式接

近 P2P 業者，而非從業務上面的合作開始。 

 信任才是關鍵 

但其實銀行業者不知道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可惜，除了雙方可以因

為合作成長更快之外，等到 P2P 業者長大後在未來的溝通與結合下會

更困難，但若說到業務上的合作，金融背後牽扯的審核機制太多，科

技業者執行這類金融行為的時候是銀行無法切入及調查 (Due 

Diligence)的，對於這種跳脫金融法規及現有查核機制的交易模式，

目前最困難的還是在對業者的「信任問題」。 

 對口太多無人作主 

銀行要跟 P2P 業者合作，其中牽扯的部門很多，舉凡財富管理、

風險控制、消費金融、IT 部門、法律遵循…等等，當共同面對 P2P

業者的時候，這些部門就無法提出有效的建議，因為能稽核的資訊太

薄弱，資訊的取得也不是在共同信任的「第三方」架構下。銀行決策

的過程非常繁瑣牽扯的部門太多，內部很難能有一個人出面協調解決

各個部門的疑慮，決策者因長年於金管會既定的模式下已經框架住了，

多半過於守舊的態度都會拖慢合作的「進度」與「深度」，再者，銀

行內沒有人敢承擔「風險責任」，所以目前還是嘴上談兵比較多，雖

然許多家銀行成立的數位金融部，表面上要金融創新但礙於長官的觀

念以及主管機關不明確的態度之下「金融數位創新」還處於「新瓶裝

老酒」的狀況，讓原本擁有理想抱負的數位人才難以施展進而造就更

多專業人才的流失。 

 溝通 ─ 期望讓產業變更好 

以上是我對於目前 P2P 在台灣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經驗，希望各位

前輩先進給予意見指導。 

（陳育澍/新聯在線創辦人兼執行董事總經理，本文獲得作者授權刊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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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消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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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創業 

(一)一般性 

1. 2016 年(至 7 月)最酷的 10 家新創企業 

 News-1-1-24 

類別 創新創業-新創企業 

標題 2016 年(至 7 月)最酷的 10 家新創企業 

日期 2016.07.12 

內容 IT 產業次不斷成長的怪獸，每年 CRN 選列多種技術領域，包

括雲計算、網路安全、存儲、網絡分析、大數據和物聯網等最酷的

創業公司。以下是今年上半年 CRN 所盤點出的最酷初創公司。 

公司名稱 CEO 概述 

Apstra Mansour 

Karam 
Apstra 將推出网络操作系统 AOS。過去 SDN

需要控制器和交換機來解決問題，Apstra 則提

供自動化轉換與配置，並相容於不同設備廠

所生產的設備，以實現網路自動化與可視化。 

CognitiveScale Akshay 

Sabhikhi 
由前 IBM 團隊創辦，CognitiveScale 的分析解

決方案專注於特定的垂直行業，提供自主學

習與認知計算之軟體，包含電腦學習演算

法，可以自行重組，不斷提高訊息與資料產

生品質。藉由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分析，

協助企業高階管理人員洞悉消費行為與趨

勢。 

Cazena Prat Moghe Cazena 是一個大數據處理平臺，可讓企業更

容易處理他們的資料；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只

需要 3 次點擊就可以完成設置以啟動 Cazena

資料處理工作。 

Datrium Brian Biles 2016 年 1 月 Datrium 發佈 DVX，其為伺服器

驅動存儲系統，可簡化存儲管理以增加儲存

資料速度。該公司的設備在成本上僅為主流

方案 3PAR 的三分之一，虛擬機器回應時間降

低一半，而存儲管理工作的時耗也削減了25%

到 30% 

Elastifile Amir 

Aharoni 
Elastifile 為 2014 年創立之以色列存儲軟體新

創企業公司，主要開發專門運行於快閃記憶

體存儲裝置之企業軟體，提供文檔、物件以

及存儲等協定，能將低虛擬化資料中心、私

有雲整體支出與整體運營成本。2016 年募得

1500 萬美元資金。 

Mesosphere Florian 

Leibert 
由Twitter和Airbnb的前工程師所創建的新創

企業 Mesosphere，其為一家資料中心作業系

統廠商，主要開發商品為容器調度系統

Marathon 和持續整合與持續部署平臺

Velocity。 

Phantom Oliver 

Friedrichs 
RSA 大會中 Innovation Sandbox 比賽的冠軍，

Phantom 提供了一款安全調度和自動化解決

方案，以解決網路安全問題日漸資增加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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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員不足的情形。2015 年 9 月 A 輪融資金

額達 650 萬美元。 

ThoughtSpot Ajeet Singh 成立於 2012 年，專注於企業軟體製作，使用

對象為一般員工而非工程師；透過軟體的使

用可達成，基於搜索模式的分析作業，以協

助軟體公司使用進行決策。2014 年 10 月，在

據分析與可視化上增加 200 項以上公 能。C

輪募資獲得 5000 萬美元。 

Veriflow James Brear Veriflow 為網路安全開發公司，致力於研發數

位網路驗證，防止信用卡資訊外洩，並能預

測網路上可能發生的事件；4 月募得 290 萬美

元。 

WigWag 

 

Ed Hemphill 2014 年成立，致力於開發內置多功能的低價

智慧感測器監測平臺設備，可連結多樣智慧

家庭設備，完成家庭自動化。例如透過光驅

動開關、以移動設備控制。獲種子輪資金 317.5

萬美元，由 CSV 創投挹注；目前致力於產品

開發與營銷團隊建置。 
 

來源 CRN (徐慶柏摘譯整理) 

網址 http://goo.gl/0VhHpt 

http://goo.gl/JD7Qls 

http://goo.gl/BapoSW 

https://goo.gl/fwULK3 

http://goo.gl/QEJck0 

http://goo.gl/wkqwrJ 

http://goo.gl/ZcQKbb 

 

2. Innovate UK 對 3D 列印未來的看法 

編號 News-1-1-25 

類別 創新創業-3D 列印 

標題 Innovate UK 對 3D 列印未來的看法 

日期 2016.07.08 

內容 英國的創新機構正在執行一個達 450 萬英鎊的補助計畫，以進

行，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或稱 3D 列印）之研

發。Innovate UK 之高價值計製造技術開發計畫領導人 Robin Wilson

指出較有可能獲得補助的 3D 列印項目、各部門可預見的最大的收

益以及未來 3D 列印企業與個人的發展機會。 

Wilson 認為英國 3D 列印產業產值將在 2020 年以前以每年遞

增 10 億英鎊的速度成長。自 2012 年以來 Innovate UK 已投入 850

萬英鎊在 3D 列印產業投資，此外亦投入近 1500 萬英鎊橫跨 18 項

計畫以進行 3D 列印產業科技研發與應用。近期具體成效為

PRECIOUS 計畫，其利用 3D 列印進行珠寶設計商品製作；另外，

LIGHT 計畫以挑戰地表最快速為目的，而設計 Bloodhound SSC(賽

車)，目前時速約達 763 英里(1,287 公里)，希望在 2018 年能夠刷新

http://goo.gl/JD7Qls
http://goo.gl/BapoSW
https://goo.gl/fwULK3
http://goo.gl/QEJck0
http://goo.gl/wkqwrJ


 

84 

紀錄，讓載具最高時速可以突破時速 1000 英里（時速約 1,609 公

里）；賽車元件的輕量化即運用 3D 列印製成。 

 

每小時 1000 英里之 Bloodhound SSC 

在 3D 列印技術開發與產業應用時，材料的認證、採用流程以

及添加物的採用標準，被視為高價值製造中重要的環節；但隨著工

業化下，主題式應用更加廣泛下，成本與時間將是發展與新技術採

用的主因。多數廠商希望一鍵按下，不久後即可獲得精美成品。但

事實往往不然；3D 列印成品列印後，需要精細加工以一一除多餘

粉末或材料，此外有時候也需要進一步熱處理或靜壓等程序。這些

都是手動過程。後期成品整理成本可能占整體的 50%；這些過程將

有很多改善的空間。未來希望新技術發展或開發能以此不分的處理

作為目標。透過新添加物或材料改進，以實現量產的可能。 

英國經濟目前以受金融服務為主，相關產業產值占 GDP 的近

80％；生產與製造部門的活動佔 GDP 的 14.6％。目前 3D 列印對經

濟貢獻仍小，但未來將有機會大大增加。例如: 3D 列印產業下之專

業服務、商品或製程設計、軟體運算、諮詢、培訓等；在最初的這

幾年裡，這些領域工作者將有機會實現收入。關於產業的變化，可

見的是當前將有一個產品的製程將由 3D 列印取代－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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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 UK 對 3D 列印影響的預測 

來源 3D Printing Industry (徐慶柏摘譯整理) 

網址 http://goo.gl/V871JO 

https://goo.gl/CNB1Dv 

http://goo.gl/ZtdPA4 

http://goo.gl/lDeZwu 

http://goo.gl/z0P00S 

 

3. 大數據是新時代的黑金嗎 

編號 News-1-1-26 

類別 創新創業-大數據 

標題 大數據應用於數位醫療是新時代的黑金嗎 

日期 2016.07.16 

內容 大數據是新的石油(黑金) - 什麼樣的油? 

時至今日，沒有人會懷疑經營策略上數據的價值。依據哈佛商

業評論報告，對 70％的企業來說大數據分析是至關重要的；另

IDC(美國國際數據資訊公司)估計，2019 年大數據分析將達 1870 億

美元的市場，與數位醫療產業同樣被認定為一個快速成長的產業，

並有望成為 430 億美元的市場。新的數據來源，如可穿戴設備和物

聯網（IoT）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Gartner 預測至 2020 年將有

210 億項物聯網設備上線。 

大多數公司大幅炒作大數據，主要是因為缺乏克服數據挑戰的

能力，但終將面臨企業現實。舉例來說，大數據應用於醫療保健領

域將面臨的挑戰有：(1)數據管理：當數據資料量多且多元下，資料

的管理可能涉及到組織調整；例如數據變更與管理等更多技術人員

的需求。(2)協作互通性：由於醫療分析為個資，如何針對醫療分析

結過進行共用與加值值得努力。(3)數據安全和隱私：數據與隱私權

http://goo.gl/V871JO
https://goo.gl/CNB1Dv
http://goo.gl/ZtdPA4
http://goo.gl/lDeZwu
http://goo.gl/z0P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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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與資料取得和管理環環相扣，隨著科技進步與數據價值提升，

將會有更多人覬覦資料所帶來的利益，而使得資案問題備受挑戰。

最後，(4)數位人才：當前數據的科學力和擁有新技術的專業 IT 人

才是仍是稀缺的，未來如何補強是一大考驗。 

實際上，數位醫療保健企業就像行駛在多車道的高速公路上，

依據業務需求、風險和成本以選擇自己的車道，以下是發展路徑中

必須注意的核心價值： 

基於醫護下的加值：對醫療高層來說，最關心的是一個負責任

的護理模式。儘管無論是支付方式或是醫療健保資料之分析與加

值，都不能省略或忽視醫護行為的品質。 

工作流程的整合：醫療保健主要關注的是改善健康狀況，同時

控制在一定的醫療成本和醫療技術水平中，提供數據以進行分析。

但在數據取得方面必須與醫療行為與程序相結合，並將數據顯示於

儀表板上以供醫療人員判讀。 

預測分析、物聯網和先進技術的結合：未來高價值的使用案例

將結合多領域的技術，例如：利用物聯網技術蒐集數據，建立數據

資料庫以先進運算或新醫療技術呈現醫療照護行為。然而，這些技

術尚處於早期階段，只有一小部分的企業正在推出試點方案，預期

未來 10 年後才有可能成為主流。    

來源 ICO (徐慶柏摘譯整理) 

網址 http://goo.gl/4jgbNH 

https://goo.gl/acVpCW 

  

http://goo.gl/4jgbNH
https://goo.gl/acVp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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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熱門領域 

1. 為什麼 Twitter 投資 Magic Pony 

編號 News-1-2-35 

類別 創新創業-機器學習 

標題 為什麼微博投資魔術小馬 

日期 2016.06.20 

內容 MagicPony 由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研究生創立，主要業務

是通過大規模神經網路處理視覺資訊，特別的地方在於，通過部分

無監督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的方式，基於過去的試

作來自行產生圖像。換句話說，處理過大量碎片化的視頻片段之

後，應用演算法以自動生成圖像或視頻來進行補充(增強圖元或視

頻圖像的解析度)。 

Twitter 宣佈收購 Magic Pony Technology(業界估計交一金額達 

1.5 億美元但未受證實)，交易後包括聯合創始人在內的 Magic 

Pony Technology 團隊將併入 Twitter 辦公。Magic Pony 的聯合創

始人 Rob Bishop 指出線上影片內容企業嚴重依賴於視訊壓縮，

Magic Pony 能使圖片品質能夠透過使用機器的深度學習而得到有

效的提高，近期將可使用於高清的影片中。過去 Twitter 已經投資

了多家機器學習技術公司，如 2014 年的 Madbits、2015 年收購

Whetlab 公司，Magic Pony Technology 是 Twitter 收購的第三家機

器學習新創公司。 

Twitter 在強化機器學習技術方面又邁出了重要一步，Magic 

Pony 可以增強用戶在智慧手機上拍攝照片或視頻內容，也可以説

明虛擬實境或增強現實應用程式開發圖片。值得注意的是，Magic 

Pony 的技術已經不僅僅局限在影像處理領域了，這符合 Twitter 的

業務發展要求。 

過去 Twitter 面臨的問題，就是在多數智慧型手機上無法製作

出高品質的媒體內容。而 Magic Pony 可補強這部分的劣勢，以直

接應用到 Twitter 的視訊產品上；而更吸引人遐想的是對 VR 的布

局。目前在 VR 產業中，已進行布局的知名大型公司不勝枚舉，例

如：Google、Facebook、蘋果、Sony、HTC、三星、華為、騰訊等，

都已著手開發 VR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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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Pony 影像增強技術 

來源 MIT Technology Review、Techcrunch (徐慶柏整理) 

網址 https://goo.gl/lILP7f 

http://goo.gl/46EhX4 

http://goo.gl/wkKaAc 

https://goo.gl/5NCHOF 

 

2. 智慧城市與智慧公民 

編號 News-1-2-36 

類別 創新創業-智慧城市 

標題 智慧城市與智慧市民 

日期 2016.07.19 

內容 智慧城市的建設不僅是國家層級的事，也是每個城市公民的事

情。因為城市的主人就是每一個城市的公民，服務者和被服務者是

要互動的。因此，公民個人既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社會負責。城

市公民如何參與智慧城市的建設?有兩個要點，一是以智慧城市的

理念設計生活，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以及處事的理念和方法。 

二是按照創建學習型城市、學習型社會，加強市民學習。有了智慧

的政府服務、智慧的安全監管、智慧的市場運作，加上具智慧的公

民。隨著全球人口的比例愈發遷入城市，政府和科技公司都在尋求

非傳統的方式，改善城市生活。 

有鑑於多數人很快就會看到城市的智慧提升，當這發展情境來

臨，我們是否想過如何保證公民是否具備適應和反應能力。以下這

幾點是值得深思之處。 

1.數據無處不在： 

http://goo.gl/wkK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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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技術進步，透過有效率的收集海量數據，智慧城市如何管

理數據將越發重要。由於感測晶片的進步，始可測量與可數據化的

項目變多了；例如：天氣變化數據、廁所沖洗次數、用水量等。在

大多數情況下，數據被用於改善城市，因而有更好的數據意味著更

好的生活的理念。智慧城市及其相關技術，如傳感器和網絡服務的

需求，這將打開一個新市場。 

2.數據的陰暗面： 

智慧城市需要的數據，由技術人員、專家和工程師設計並建置

獲取的方法；這樣的數據收集代表對隱私權將是前所未有的侵犯。

例如：新加坡計劃放置感應晶片在所有登記的車輛中；該目的在於

為了收費的便利性；但不難看到透過感應晶片將可輕易進行大規模

監控。 

部分專家認為因私權的風險被誇大，如同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等社群軟體上共用訊息一般；有些訊息應該是可共用

的。但此論點亦有一些盲點，加入社群軟體與資訊共用可以選擇，

不開心可以退出，沒有人被強迫；但在智慧城市中，退出的辦法就

是遷徙，離開該城市，並沒有提供大眾選擇的機會。 

3.人性元素： 

一個智慧城市需具備兩個元素，一為立基於城市的資料與數

據，另一個則是運用 IT 設備的市民，並貢獻其行為與思考方面的

資據。智慧城市有權利要求蒐集來自市民的數據，而市民有權力決

定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蒐集數據。 

智慧城市需搭配智慧市民 

 

來源 observer、The Economic Times (徐慶柏 整理) 

網址 http://goo.gl/4wdNww 

http://goo.gl/B0Jq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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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人機應用的 4 個案例 

編號 News-1-2-37 

類別 創新創業-無人機 

標題 無人機應用的 4 個案例 

日期 2016.06.27、2016.07.19、2016.07.20 

內容 戰爭是無人機發展的初衷，為的是純粹的軍事用途。第一次世

界大戰英國研發第一款無人機為的是乘載炸彈；第二次世界大戰德

軍開始大量應用無人機進行轟炸；二戰後無人機主要用為戰地偵察

和情搜。關於技術發展重點，早期無人機航空技術解決的是飛行的

問題，而 20 世紀以來則是為了更加的飛行性能、以及可靠性。具

體來說則是在智能化(自主飛控技術、急劇攀升的電腦處理能力)、

資料連結網高速寬頻化 (實現無人機與互聯網結合、無人機編組、

空地設備連結)、輕量化的材料和感測器(減輕無人機平臺重量、提

高精確度)、以及提升續航能力(電池續航能力、新能源技術以獲得

更長的飛行時間)。 

時至今日體積小、價格低、機動性高的無人機逐漸進入大規模

應用。以下將說明近期無人機在影像資料蒐集、探測、農業運用、

新操控模式等方面的應用與突破。 

1.捕捉兒童難民規模 

國際紅十字會（ICRC）利用無人機拍攝下伊拉克境內的兒童

難民營，約有 150 萬兒童流離失所；這個數字相當是全世界每 10

個難民就有 1 個是伊拉克兒童難民。此外，無人機所拍攝的影片顯

示有 8500 人在 Fallujah(伊拉克安巴爾省城市，位於伊斯蘭教什葉

派聖城 Najaf 附近) ISIS 與歐美聯軍的戰鬥中逃離。 

除上述監控行為外，英國脫歐公投除造成政治、經濟衝擊，也

可能引發偷渡客大量湧入英國，連接英、法兩國決定動用無人機和

500 台攝影機，在海峽隧道加強監控偷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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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雷探測 

依據聯合國調查光 2013 年，全球每天便有 9 人死於地雷爆炸，

每年有數千人死於埋於地下的地雷。現居荷蘭的阿富汗 Hassani 兄

弟組成之研究團隊 MKD 想要改變這種現狀，他們研發了這一種掃

雷無人機，稱這項技術也許能在不到 10 年時間內清除掉地球上所

有的地雷(清除地雷速度約加快 20 倍)。 

MKD 無人機有六個旋翼以及三個不同的附件。第一個附件是

用於繪製雷區地圖，第二個附件為金屬探測器，用於探測地雷並以

GPS 標示位置。第三個附件為機械臂，在得知地雷位置後，無人機

會飛回操作人員身邊，以將金屬探測器更換為機械臂，將小型炸藥

放在地雷位置上方，在退回到安全範圍後引爆地雷。此外這款無人

機以 3D 列印零件組裝，每架造價估約 1000 歐元（約台幣 3.58 萬

元），目前 MKD 團隊正在 Kickstarter 進行募資以進行最後測試。 

MKD 研發團隊之掃雷無人機於 kickstarter 上進行募資 

3.運用無人機精準噴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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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 Agri Drone 由日本的佐賀大學聯合 OPTiM 公司共同研

發。該款無人機下方加上鏡頭和感應器，這些感應器可偵測害蟲在

哪裡出沒；一旦發現蟲害，就會飛到害蟲出沒位置，瞄準蟲患處精

準噴灑農藥。目前已可成功分辨超過 50 種害蟲。無人機除了支援

在日常滅蟲工作，也支援夜晚工作(配合害蟲出沒習性)，大幅減少

農藥使用。 

 

4.腦力驅動無人機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已經開發出一種系統，可以讓使用者控制多

架無人飛機。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艾拉答富爾頓工程學院(Ira A. 

Fulton Schools of Engineering)的助理教授 Panagiotis Artemiadis指出

使用現有的腦電圖（EEG）技術，可以讓大腦直接向軟體發出指令，

指揮無人機；透過在頭皮處收集人腦產生的微弱生物電流檢測大腦

中特定部分的活動，之後便可以指揮大腦如何上下移動電腦螢幕上

的圓圈，讓無人機向左轉或者向右轉。 

Artemiadis 表示：“從戴在頭部外的儀器就可以看到腦部活

動。我們的目標是解讀腦部活動，以控制多樣的機器人。”另外研

究團隊擁有一套動作捕捉系統，可以知道無人機的位置，當操作者

欲改變無人機的距離時，無人機就會做出相應的調整；這項技術可

以在短期內允許行動受限的人(殘疾人士)控制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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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Telegraph、Theverge、DronesPlayer、INVERSE、cnet、thetimes (徐

慶柏 整理摘譯) 

網址 http://goo.gl/9eJnEi 

http://goo.gl/YG2Egp 

http://goo.gl/Lnm6cz 

https://goo.gl/bW5M0h 

https://goo.gl/LHCGrr 

http://goo.gl/F5aTQP 

https://goo.gl/HQnxVo 

https://goo.gl/pbBPR4 

http://goo.gl/WymQhu 

 

4. 行動 AR 與 Pokémon GO 狂熱 

編號 News-1-2-38 

類別 創新創業-VR/AR 

標題 行動 AR 與 Pokémon GO 狂熱 

日期 2016.07.06、11、20、21、22、25、26、27 

內容 7 月 6 日軟體開發公司 Niantic 發布了一款結合手機、地圖、定

位技術與擴增實境(AR)的一款新遊戲，Pokémon GO。「Pokémon」

有許多不同名稱，如神奇寶貝、口袋怪獸、口袋妖怪，抑或是近期

官方正式定名的「精靈寶可夢」。 

Pokémon 原是日本老牌遊戲公司任天堂在 1996 年於 Gameboy

上推出的一款遊戲，玩家扮演遊戲角色，在遊戲世界中捕捉各式各

樣的神奇寶貝。之後隨著掌上型主機的演進，神奇寶貝也不間斷地

推出各種版本，截至今年 7 月已公布 746 種不同的神奇寶貝。而玩

家除了捕捉這些虛擬怪獸，以及解決遊戲中主線與支線劇情之外，

藉由訓練神奇寶貝，並與朋友對戰亦帶來不同的遊戲樂趣。加上遊

戲周邊與動畫效應，各版神奇寶貝推出後，均帶來不小的轟動。 

Niantic 所推出的 Pokémon GO，同樣是讓玩家們捕捉並培養神

奇寶貝的遊戲，但場景則是從虛擬世界移到真實環境，結合 Google 

http://goo.gl/9eJnEi
http://goo.gl/Lnm6cz
https://goo.gl/LHCGrr
http://goo.gl/F5aTQP
https://goo.gl/pbBP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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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與智慧型手機，讓玩家走出戶外，體驗實際捕捉神奇寶貝的感

受。然而，其實在今年 4 月的愚人節，Google 即曾開放使用者可在

Google Map 上找到總數 150 隻的神奇寶貝，而當時的程式開發者

即是 Pokémon GO 項目的主要負責人 John Hanke。 

Pokémon GO 推出之後打破了不少紀錄，行動程式分析業者

Sensor Tower 指出，Pokémon GO 於全球 32 個國家的行動程式市集

上架，在每個市場 App Store 的下載及營收排行榜上都名列第一，

且包含 Google Play 與 App Store 在內的全球安裝次數已超過 7,500

萬。在 7,500 萬次的下載與安裝次數中，有 5,000 萬次來自 Google 

Play，並以 19 天的時間達到 5,000 萬次的下載刷新了 Google Play

的紀錄。 

由於玩家的「熱情」支持，Pokémon GO 推出後發生不少新聞，

例如在 7 月 10 日美國密蘇里州奧法隆市(O'Fallon)的警方表示，歹

徒利用 Pokémon GO 誘騙被害者到特定地點後，持槍搶劫，已有 11

名被害人。Pokémon GO 倚賴 Google Map 的定位功能，並以此進行

區域鎖定，限制遊玩地區。南韓目前尚未開放玩家捕捉神奇寶貝，

但唯有南韓東岸近鄰北緯 38 度線的束草市未被限制，因而吸引全

國玩家集結該市，為束草帶來龐大的旅遊商機。該市亦配合這股熱

潮，推出許多遊戲宣傳與免費 WiFi 的服務。市長亦如同代言人一

般，拍攝並放送正在玩 Pokémon GO 的廣告。 

Pokémon GO 的效益不僅影響眾多玩家，也讓任天堂的股價在

兩周內翻倍，遊戲推出當天任天堂股價為 14,935 日圓，但到 7 月

19 日為止已提高到 31,770 日圓，同時任天堂市值達到 4.5 兆日圓，

超越 Sony 的 4.1 兆。 

Pokémon GO 的狂熱來的快，去得也快。根據 Survey Monkey

的統計，Pokémon GO 的下載次數在 7 月 7 日衝上近 600 萬次，但

到了 7 月 20 日，次數卻驟減至 150 萬次。另一方面，這款手遊的

使用量則在 7 月 14 日達到最高峰，當日實際遊玩用戶超過 2,500

萬。然而，每日活躍用戶(Daily Active Users)日漸減少，7 月 20 日

約有 2,200 至 2,250 萬戶每天遊玩。Survey Monkey 認為，Pokémon 

GO 在美國上架一周，熱門程度就已觸頂。然而，Pokémon GO 目

前仍在逐步開放當中，7 月 20 與 25 日，Pokémon GO 分別在日本

與香港上線，任天堂亦考慮未來與中國企業合作進軍中國市場。隨

著區域開放，Pokémon GO 的熱潮預期將繼續延燒。 

另外，受惠於 Pokémon GO 熱潮，任天堂股價大漲。然而，任

天堂於 7 月 22 日發佈財務聲明，指出任天堂實際上只擁有其子公

司 The Pokémon Company 32%的股權，因此從 Pokémon 所獲得的

利潤對任天堂整體來說並不會太顯著。再者，Pokémon GO 是由美

國公司 Niantic 所開發銷售，The Pokémon Company 獲得的僅是

Pokémon 的授權費用，並非遊戲的所有權(含 In-app purchase)。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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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授權費的收入，再加上持股比例的分配，任天堂預期的營收未受

到太大的影響，亦不調整財報的預測。顯然，這項聲明敲醒了不少

投資人，發布之後，7 月 26 日任天堂股價回跌到 23,590，市值下

滑超過 25%。 

透過智慧型手機，用戶體驗到在實景中捕捉神奇寶貝的樂趣，

也因此 Pokémon GO 被貼上行動 AR 的標籤。但嚴格說來，Pokémon 

GO 其實並非一款真正應用 AR 技術的遊戲，因為其缺乏了 AR 領

域中人工智慧(AI)的成分。 

根據AI驅動的圖像識別技術公司Cortica的聯合創始人兼CEO 

Igal Raichelgauz 對 AR 的看法：真正的 AR 需要電腦視覺與對現實

環境的動態映射。其中的兩個關鍵詞是「電腦視覺」與「動態映射」，

而 Pokémon GO 卻同時缺乏這兩者。 

遊戲中的怪獸們僅依賴 Google Map 的定位技術，將角色貼在

前景相機所取得的實際影像中，並未進行實景中的物件辨識，亦未

讓虛擬角色與現實物件進行互動。就行動 AR 技術的角度，Pokémon 

GO 尚不及具人臉辨識功能的其他軟體，如 SNOW、Face Swap Live

等。換言之，玩家開著手機地圖定位，就算關閉相機功能，亦可在

戶外捕捉神奇寶貝。真正的 AR 技術關鍵是 AI 驅動的圖像識別技

術，但 Pokémon GO 卻還相去甚遠。 

真正讓 Pokémon GO 如此熱門的原因，或許只是單純因為它是

「Pokémon」。 

來源 TechCrunch、36 氪、Inside、iThome、engadget、TechNews、投資

界 (范秉航綜合整理) 

網址 http://goo.gl/wZwBHY 

https://goo.gl/vQ4xyg 

http://goo.gl/jzstw4 

http://goo.gl/FqGDCw 

http://goo.gl/jzFmAh 

http://goo.gl/L5e1mj 

http://goo.gl/mMVxVh 

http://goo.gl/JvyIlE 

https://goo.gl/R6kuyH 

https://goo.gl/SEilGg 

http://goo.gl/5Q2vXC 

http://goo.gl/lR2E9W 

http://goo.gl/SzJ94p 

http://goo.gl/4xbzVD 

http://goo.gl/VdANfZ 

 

http://goo.gl/wZwBHY
https://goo.gl/vQ4xyg
http://goo.gl/jzstw4
http://goo.gl/FqGDCw
http://goo.gl/jzFmAh
http://goo.gl/L5e1mj
http://goo.gl/mMVxVh
http://goo.gl/JvyIlE
https://goo.gl/R6kuyH
https://goo.gl/SEilGg
http://goo.gl/5Q2vXC
http://goo.gl/lR2E9W
http://goo.gl/SzJ94p
http://goo.gl/4xbzVD
http://goo.gl/VdAN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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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R/AR 募資高成長，眾家科技巨擘加入收購行列 

編號 News-1-2-39 

類別 創新創業-VR/AR 

標題 VR/AR 募資高成長，眾家科技巨擘加入收購行列 

日期 2016.07.05、07、12、13 

內容 隨著今年 3 月下旬 Oculus Rift 的正式銷售，VR/AR 領域成為

投資標的中的主流項目，站在早期投資的風口。投資者對 VR/AR

技術的興趣有增無減，目前已有超過 25 家創投與公司，如 HTC、

紅杉資本、500 Startups 等，共同組成 Virtual Reality Venture Capital 

Alliance (VR 創業投資聯盟)，尋找下一個投資標的。 

CB Insights 在 7 月份公布了 2016 年第 2 季 VR/AR 領域投資數

據，首先在年趨勢的觀察上，2016 上半年投資金額達到 13 億美元，

而件數則有 76 筆。雖然僅過了半年，但目前的投資金額已較 2015

年全年總投資金額(7.03 億美元)成長 85%。而按目前的趨勢來看，

預期 2016 全年投資件數則有機會成長 11%。 

投資金額的大幅成長主要還是歸功於今年 2 月份 Magic Leap

的交易案，高達 7.93 億美元的 C 輪募資，而這間神祕的 AR 公司

目前已獲得 14 億美元的投資。 

7月份Magic Leap也有不少的消息， 該公司CEO Rony Abovitz

表示，將與迪士尼(Disney)合作，於舊金山建立實驗室，在推出相

關技術產品之前，先邀請開發者從事專案工作，如迪士尼旗下推出

星際大戰(Star Wars)系列的盧卡斯影業(Lucasfilm)。 

而由知名媒體 Fortune 在 7 月 11 至 13 日於美國亞斯本(Aspen)

所舉辦的 Brainstorm Tech 大會，Rony 表示目前 Magic Leap 已進入

頭戴式裝置的試生產階段，強調 Magic Leap 的光場技術模仿了大

腦的視覺機制，創造出來虛擬物件與現實世界無異，且還能與現實

物件無縫交互。雖然現在只有簽了保密協議的內部員工、戰略合作

夥伴等看過實際產品，但預期將很快推出，惟至今仍未公布時間表。 

除了 Magic Leap，2016 年第一季還有許多大型交易案，如 VR

系統開發商MindMaze (1億美元)；行動AR軟體開發公司Blippar (D

輪 5,400 萬美元)；VR 頭戴顯示器製造商暴風魔鏡 (B 輪 3,400 萬美

元)。 



 

97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而在季趨勢的觀察上，2016 第二季 VR/AR 投資降溫，交易件

數由第一季的 44 筆降至 32 筆，減少幅度 27%，並為連續兩季的下

滑。雖說如此，第二季 2.05 億美元的投資金額與 2015 各季相比仍

屬表現亮眼。第二季的幾件重大交易為 Meta (B 輪 5,000 萬美元)； 

OTOY (D 輪 3,700 萬美元)；The Virtual Reality Company (A 輪 2,300

萬美元)。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自 2015 至今，VR/AR 領域投資金額與件數呈現高成長，許多

科技巨擘亦紛紛投入該領域，如 Google 領投的 Magic Leap，Twitter

近期也表示已成立一組專門開發 VR/AR 技術的團隊。 

除了投資外，VR/AR 領域的併購消息亦不斷傳出，而其中最

著名的即是 2014 年 Facebook 以 20 億美元收購 Oculus。根據 CB 

Insights 的資料，觀察 2013 年至今的重大收購案件，不難發現在

VR/AR 領域中，收購者來自不同領域的現象相當明顯，包含如社

群媒體、軟體設計、消費端攝影機、行動應用程式、電腦公司、晶

片製造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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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pple 的態度與動向最為引人關注，目前其收購的 AR 新

創公司 Metaio 與 Flyby Media，似乎隱含其欲將圖像辨識技術應用

於未來 iphone 的介面上。而在 Pokémon GO 取得空前的狂熱，看到

眾多用戶拿著 iphone 追逐虛擬的神奇寶貝後，Apple 的 CEO Tim 

Cook 也加入表示，AR 潛藏巨大的商機，更是有利於 Apple 的用戶。

因此未來將繼續各項技術的投資，尤其 AR 領域將是 Apple 的長期

研發方向。 

其他收購者如行動 AR 軟體開發公司 Blippar 在 2014 年收購視

覺化搜索軟體開發公司 Layar；2015 年 GoPro 收購法國 VR 軟體公

司 Kolor；電腦巨擘 HP 收購行動 AR 遊戲公司 Mind Pirate。除了企

業收購外，微軟則是從 Osterhout Design Group 買下與 AR 技術相關

的專利。 

 
資料來源：CB Insights 

來源 CB Insights、TechCrunch、36 氪 (范秉航摘譯整理) 

網址 https://goo.gl/erY65R 

https://goo.gl/NcCOE6 

https://goo.gl/vaDUTG 

http://goo.gl/13zBcU 

 

  

https://goo.gl/erY65R
https://goo.gl/NcCOE6
https://goo.gl/vaDUTG
http://goo.gl/13zB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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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R 浪潮下的反思，互動體驗難以跨過的坎兒 

編號 News-1-2-40 

類別 創新創業- VR/AR 

標題 VR 浪潮下的反思，互動體驗難以跨過的坎兒 

日期 2016.07.05、29、30 

內容 VR/AR 議題非常火熱，也吸引了大量的資金投入。然而當

VR/AR 市場不斷擴張的同時，眾人不免已開始擔心「泡沫化」的

危機。 

針對 VR 領域，中國知名財經媒體人吳曉波認為現階段 VR 軟

體、硬體與內容均不成熟，99%的 VR 企業會消失。TechCrunch 的

專欄作家 Jon Evans 也指出：VR「最終」將會是一個很大的產業，

但未來有多遠？數年或數十年？根據其走訪各地 VR 會展的見聞，

Jon 認為就技術而言 VR 恐怕仍停留在相當早期的階段。比起真正

的產品吸引力，絕大多數的 VR 產品引起的僅是大眾的「好奇心」。

突破的關鍵在於與人的互動，現階段互動模式多仰賴於外部控制手

把，但此對 VR 重視的沉浸感卻是一種阻礙。然而，其他互動模式

仍處於開發階段。 

在語音互動上，雖然目前已經有了如 Siri 或 Amazon Echo 類

似的語音管家，但實際使用上，這些功能的使用頻率可能還不夠

高。主要是由於語音辨識只能在安靜的環境下使用，而噪音問題將

大幅降低語音辨識的難度，阻礙語音互動過程。另外，語音互動基

本上都需要設置喚醒詞，亦無法完成像滑鼠點擊一樣的連續操作，

回饋週期過長。 

其次是最被看好的手勢互動模式。手勢互動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光學跟蹤，第二種是資訊手套。就使用者學習成本的角度，

手勢互動最接近一般生活，亦可實現許多需要精確性的動作，如點

擊、抓取、觸碰、滑動等。然而手勢互動最大的問題在於辨識，需

要非常高端的光學追蹤技術，設備配置要求較高，目前 Leap Motion

仍致力於手勢互動的開發。折衷的方案是使用手套，但手套同樣降

低了使用者體驗。 

第三是眼球互動模式。透過對眼球的追蹤，判斷與比對特徵，

從而將眼球的轉動化為控制功能，如利用聚焦在鎖定一個房間模

型，系統即能自動展現出房間大小、構成材料、住戶資料等相關的

資訊。另外，通過眼球追蹤技術，VR HMD 可讓 VR 畫面主動適配

人眼，降低暈眩感，亦能有效節省硬體效能。雖然此技術並不困難，

亦已有諸多大廠投入，如 Google，但如何鑑別眼球是無意識或有意

識運動並非易事。另外，VR 使用者進行文字輸入也將是一件痛苦

的事。 

最後是腦波互動，如同變魔術一般地利用腦波操作物件，此亦

被譽為人機互動的終極目標。然而，腦電波目前只屬理論上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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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距離真正落實還有著非常遙遠的距離。由於人腦訊號複雜，目

前識別仍有限制，僅能完成較簡單的動作，如市面上的腦波控制產

品，雖然看起來如同以念力控制玩具車的運動，但實質上是辨識使

用者的專注程度，轉化為電子訊號，控制物體。 

除了互動模式之外，高端 VR 的另一問題是那條「辮子(數據傳

輸線)」。辮子的功能在於充分借助 PC 或家用遊戲機的計算功能，

保持與其即時通訊。然而傳輸線的問題不僅難看，更是影響玩家體

驗。許多體驗活動中，甚至需要專人協助，避免體驗者絆到傳輸線。 

然而要解決此一難題恐非易事，VR需要大量數據傳輸，以HTC 

Vive 為例，傳輸線每秒需要傳輸 15 到 20Gb 的資料。要真正實現

如此規模的資料無線傳輸，目前的技術依然很難實現。 

基於此，HP、微星與華碩開發了過渡型的產品，背包型 PC，

讓傳輸線縮短。但這解決方案卻也衍生了其他問題，重量太重與電

量不足。背包型 PC 重量約 4~5 公斤，續航時間約 1~1.5 小時，這

些硬體瓶頸非短期能夠解決。對 VR 的核心支持者，遊戲玩家來說，

這項硬體問題恐怕將讓他們望之卻步。 

來源 新芽、動點科技、TechCrunch (范秉航綜合整理) 

網址 http://goo.gl/pkOprU 

http://goo.gl/fP4T7J 

http://goo.gl/4Ann4L 

https://goo.gl/l4OdTx 

 

7. 百度投資 ZestFinance，大數據徵信崛起 

編號 News-1-2-41 

類別 創新創業-FinTech 

標題 百度投資 ZestFinance，大數據徵信崛起 

日期 2016.07.20、22 

內容 金融科技的崛起，中國經歷了一場網路金融的野蠻生長時期。

而當野蠻生長過後，隨之而來的是如野草般叢生的金融問題，而其

中最為人所知的即是近年接連爆發的 P2P 網貸案件。當中國政府祭

出一連串的金融規範後，有關當局加強監管力度，逐漸讓此問題叢

生的網路金融市場回歸正軌。而在眾多問題中，金融議題終究需要

回歸其根本，「信用」。目前中國市場並沒有像美國 FICO 評分的集

中化的信用認證系統，因此風險控管成為各家金融機構重要的工作

項目。而亦有許多「非」金融機構切入這個領域，提出不同的解決

方案，民間徵信成為眾家關注範疇，尤其是科技業者。 

7 月 18 日中國網路搜尋引擎龍頭百度(baidu)宣布，將投資美國

金融科技新創公司 ZestFinance。藉由 ZestFinance 所研發的機器學

http://goo.gl/pkOprU
http://goo.gl/fP4T7J
http://goo.gl/4Ann4L
https://goo.gl/l4Od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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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與大數據技術，結合百度所擁有的使用者數據資料。預期能透過

資料分析後，提供更加精準的信用評分，以做為核貸的重要依據。 

對百度來說，這並非第一次投資於金融科技公司。早在 2013

年，百度即對金融領域開始布局，2015 年百度與中信銀行合作成立

了一家線上銀行，百信銀行。為此，百度專門成立了一個金融服務

部門管理這項新業務。目前受到中國金融監管趨嚴的影響，仍未獲

批准設立。去年底，德國安聯保險集團(Allianz)宣布將聯合百度與

高瓴資本(Hillhouse Capital)合資設立線上保險公司，並於今年 6 月

正式成立百安保險。另外，今年 6 月份百度領投美國電子支付公司

Circle，總投資金額達 6,000 萬美元。 

百度在金融領域的布局意圖明顯，但面對阿里巴巴與騰訊兩大

巨頭的競爭，百度至今未能獲得足夠的市場份額。對阿里巴巴與騰

訊來說，可將公司的信用、貸款與資產管理產品進行整合，並搭配

支付端的大數據分析，介接後能用於相應的信用以及貸款服務。反

觀百度的金融服務，目前尚未有任何經營性業務與獲利。 

在魏則西事件與近期監管單位調查的陰影下，此次投資是百度

對金融科技領域的再次嘗試。然而，對 ZestFinance 而言，卻並非

首次獲得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ZestFinance 迄今為止已由全球投資

人手中募得 2.72 億美元，而除了百度的投資之外，去年 6 月，

ZestFinance 亦獲京東集團 1.5 億美元投資，雙方宣佈成立名為

JD-ZestFinanceGaia 的合資公司。希望能把 ZestFinance 的信用模

型，應用於京東金融的消費金融體系，增強其風控能力。 

2009年成立的 ZestFinance，其創辦人 Douglas Merrill 是Google

前工程副總裁，主要業務方向是透過利用大數據分析進行信用評

分，協助金融單位更加精確地評估潛在借款人的信用狀況，以最後

決定貸款的金額、時間以及相關條件，用以降低風險。 

ZestFinance 在美國服務超過 10 萬名用戶使用者，主要分為兩

類，首先是基於 Fair Isaac 公司所開發的 FICO 信用評分系統，其評

分接近或低於 500 分而無法經由傳統金融管道貸到資金的低分群。

ZestFinance 推出 Basix 的服務，鑑別這類不符合銀行借貸條件者，

具備還款能力。其次是因信用評分不高而借貸成本高的族群，利用

大數據徵信降低貸款成本。ZestFinance 在假設每位客戶均能按時還

款的條件下，針對需求的貸款類型建立了不同的分析模型，通過大

數據分析驗證這些用戶的真正信用狀況，以利降低貸款成本。 

ZestFinance 從信貸審批評分模型開始，之後不斷細化其評估模

型支援新興信用風險業務，2013 年推出了催收評分；2014 年推出

了市場行銷評分；2014 年推出了汽車貸款和法律催收等等。目前已

經開發出 8 種信用評估模型，用於不同信用風險評估服務。 

各模型核心的 ZestFinance 信用評分模式與傳統評分方式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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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庭，過去金融徵信僅使用 10 至 15 項簡單數據進行判定，

ZestFinance 則是利用每位用戶數萬筆的數據資料，建立超過 7 萬個

可以判斷信貸行為的指標，並能在數秒鐘內評估貸款人的還款能

力。據 ZestFinance 的說法，與傳統信貸相比，ZestFinance 的處理

效率提高近 90%。在風險控制方面，ZestFinance 的信用模型在風險

鑑別上的精確度提高了 40%。 

Merrill 表示，中國僅有約 20%的國民擁有信用卡，且無集中化

的徵信機構，市場發展空間大。而百度所擁有的用戶資訊，可結合

ZestFinance 的技術判斷用戶的信用水準。 

來源 DT 財經、TechNews、新浪財經、新金融 (范秉航綜合整理) 

網址 https://goo.gl/rnWAVa 

http://goo.gl/pZ9P7F 

http://goo.gl/wSHhKs 

http://goo.gl/BSLFcJ 

 

8. 比特幣獎勵減半，區塊鏈的創新應用潛力與疑慮均在 

編號 News-1-2-42 

類別 創新創業-FinTech 

標題 比特幣獎勵減半，區塊鏈的創新應用潛力與疑慮均在 

日期 2016.07.08、11、14、29、30、31 

內容 根據中本聰的設計，為了鼓勵外界開發用以儲存及處理比特幣

交易的區塊，系統提供了挖掘區塊的獎勵，即比特幣。透過區塊挖

掘的難度調整，使得約每 10 分鐘產生一個新的區塊，並且以約每 4

年為一周期區塊獎勵減半。從 2009 年創世區塊誕生之後，第一個

周期開始，每挖出一個區塊，作為工作量證明，即可獲得 50 個比

特幣的獎勵。2012 年 12 月比特幣經歷第一次減半，即一區塊獲得

25 個比特幣，當時比特幣的價格從零上漲到最高 30 美元。 

而在今年，世界標準時間 7 月 9 日晚上 6 點，比特幣獎勵再度

正式減半，每挖掘出的區塊獎勵從 25 個比特幣變成 12.5 個。估計

到 2021 年時會再度減半至 6.25 個。這也是比特幣系統中避免貨幣

發行太多或太快，用來抑制通貨膨脹的機制。按照中本聰的規畫，

逐步減半後，以 2140 年為期限，最終比特幣系統總計將發行趨近

2,100 萬個比特幣，並從此之後不在發行。 

在市場機制下，隨著採礦難度增加，獎勵減少，比特幣的價值

應該就會升高，不過在減半之後比特幣的匯率並沒有太大的波動。

根據 coinbase 的比特幣匯率資料，7 月 9 日前後比特幣價格維持在

650 美元上下，甚至略微下滑。 

對採礦者來說，獎勵減半無疑是一個打擊。2013 年底，全球開

https://goo.gl/rnWAVa
http://goo.gl/pZ9P7F
http://goo.gl/wSHhKs
http://goo.gl/BSLF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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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比特幣區塊的運算資源只有前 500 大超級電腦總和的 256 倍。隨

著開採競爭趨烈，比特幣網路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超級電腦的發

展。根據去年底 Bitcoinwatch 的估計，比特幣運算資源為全球前 500

大超級電腦總和的 1.1 萬倍，而 Bitcoinist 在今年 2 月則表示，比特

幣網路所需的運算能力已是 500 大超級電腦總和的 4.3 萬倍。預計

將有一部分效率較低的挖礦工具，以及礦工將被淘汰出局。 

雖說比特幣量減半對採礦者帶來衝擊，但其背後的區塊鏈技術

在其創新應用的層面，仍潛藏非常多的可能。台大金融科技暨區塊

鏈研究室的召集人廖世偉教授即指出，區塊鏈的應用遠不只於金融

業。基於其 Privacy 創新、Scalability 創新、Security 與 Cryptography

創新、Flexibility 創新，以及最重要的共識演算法創新，區塊鏈技

術可應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 

首先是智慧合約，根據區塊鏈可程式設計的特點，人們可以將

合約變成代碼的形式放到區塊鏈上，並在約定的條件下自動執行。

而其關鍵在於，智慧合約確立的權利和義務是由一台電腦或者網路

來執行的。傳統合約的執行必須基於雙方或者多方的信任之上，但

是智慧合約則拋開參與方信任的前提，僅依靠代碼強制執行即可。

如果當交易雙方中有任何一方沒有按照協議的合約條款來執行，則

不會觸發合約自動執行，從而使得遵循協議的另一方的權益得到應

有的保護。由於智慧合約解決了參與方彼此信任的難題，因此在金

融領域、法律領域都有很大的發展優勢。 

其次是金融，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所帶來的第一個影響在於金融

基礎設施，之後再擴及到一般的金融業務。金融基礎設施包括支付

系統、中央證券存款、證券結算等機制。利用區塊鏈技術，所有參

與人員的任何資料的更新都會被同步至整個區塊鏈上，降低金融活

動中產生的成本。而在一般金融業務上，跨境匯款的區塊鏈技術應

用，可使交易雙方不再依賴第三方平台或政府機構；證券交易的區

塊鏈技術應用可節省交易時間、降低交易風險，繼而提高金融行業

的效率；股權群募的區塊鏈技術應用將使股權型群募平台實現去中

心化信任，投資者的報酬也能得到保障。 

第三是物聯網，目前物聯網問題，主要是成本過高、缺乏信任、

沒有實際應用價值。而在去中心化的物聯網中，區塊鏈記錄了每一

個參與者的每一筆交易，這個過程不需要任何信任的產生，同時保

證了隱私和安全。 

第四是共享經濟，其本質是點對點地分享產品或服務使用權的

經濟模式，如 Airbnb 與 Uber。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存在一些限制，

如高盛曾指出 Airbnb 等 P2P 住宿平台服務將可能因使用者對人身

安全以及財產損失的擔憂而受到限制。而在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上，

可引入安全且無法篡改的數位化資產與信用管理系統，改善現有的

信任問題，提升共享經濟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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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房地產，購入房屋的各項手續、證明文件相當繁瑣。但

若房地產所有權資訊都能保存於區塊鏈之中，購房者將更容易確認

賣方對房屋的所有權，大幅降低人力成本與房產詐欺的發生可能。 

最後是存在性證明，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可將個人的資訊證明

建立在區塊鏈中，如結婚、出生證明等。在區塊鏈無法被竄改的前

提下，身分將獲得保障。 

在區塊鏈的這個「信任機器(Trust Machine)」前，各領域的創

新應用均帶來效率提升、成本降低等效果。然而，在 The DAO 事

件之後，似乎為區塊鏈的未來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The DAO (the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是一個利

用公共區塊鏈 Ethereum (以太坊)技術，打造智慧契約平台的網路組

織。今年 6 月 17 日時駭客利用 DAO 平台智慧合約的漏洞，利用假

的 DAO 子專案進行盜領，共盜走約 370 萬個以太幣(Ether)。所幸

The DAO 為了提高投資人撤出資金的難度，未開放投資人直接提領

資金，駭客盜走的以太幣並沒有真正被取走。 

正當眾人關注 The DAO 將如何解決此事，Ethereum 共同創辦

人 Vitalik Buterin 表示，The DAO 遭竊事件不會影響 Ethereum 組織

的運作。事件發生後，已先啟動緊急軟分叉來降低對原有以太坊區

塊鏈的影響。之後，持有 The DAO 以太幣的所有投資人，投票決

議採取硬分叉(Hard Fork)作法，從遭竊前一刻的區塊，重新分出另

一條獨立的分支區塊鏈，讓 The DAO 的區塊鏈回復到被盜前的狀

態，遭竊以太幣的該段區塊鏈失效作廢。並在 7 月 20 日正式執行

硬分叉，並開放投資人提領以太幣，至目前為止投資者已領走過半

資金。 

雖說 The DAO 盜領事件的表面影響程度不深，但其後續的處

理反而帶來更大的震撼，「這是第一個以變更區塊鏈沒收貨幣的案

例」。也因此，整起事件帶來兩大衝擊，首先，智慧合約具有漏洞。

其次，The DAO 的後續作法從根本上否定了「區塊鏈不可逆」的理

念。 

當區塊鏈可逆，我們是否還該信任這台「信任機器」？ 

來源 36 氪、iThome、投資界、新金融 (范秉航綜合整理) 

網址 http://goo.gl/YutH7b 

http://goo.gl/bwSRhx 

http://goo.gl/1BjGN9 

http://goo.gl/Cxdc6l 

http://goo.gl/vGSjA1 

http://goo.gl/GNkCZD 

 

http://goo.gl/YutH7b
http://goo.gl/bwSRhx
http://goo.gl/1BjGN9
http://goo.gl/Cxdc6l
http://goo.gl/vGSjA1
http://goo.gl/GNkC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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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群眾募資 

1. 2016 年中國 P2P 網貸行業半年報 

編號 News-2-2-17 

類別 群眾募資 

標題 2016 年中國 P2P 網貸行業半年報：370 家正常運營 9 家獲風投 

日期 2016.07.01 

內容 網貸之家聯合盈燦諮詢發佈《2016 年全中國群眾募資行業半年

報》，半年報內容，以下整理 2016 年上半年全中國群眾募資行業總

體情況及未來趨勢展望，供各位參考： 

全中國群眾募資平臺發展狀況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國共有正常運營群眾募資平臺 370

家，與 2015 年底中國正常運營群眾募資平臺數量 283 家相比，漲

幅達 30.74%，是 2014 年全年正常運營平臺數量的 2.6 倍。 

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2016 年上半年，中國群眾募資行業共成功籌資 79.41 億元，已

達到 2015 年全年成功籌資額的近七成，是 2014 年全年中國群眾募

資行業成功籌資金額的近 3.7 倍。據可測資料統計，2014 年群眾募

資行業成功融資 21.58 億元，而在 2013 年及之前中國群眾募資行業

僅成功籌資 3.35 億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國群眾募資行業

歷史累計成功籌資金額超 21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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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平臺數量及類型分佈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中國共有正常運營群眾募資平臺達 370

家，與 2015 年底正常運營的平臺數相比增加了 87 家，其中上半年

新增平臺 163 家，但有 72 家群眾募資平臺倒閉（平臺網站無法打

開時間超過 30 天）或群眾募資版塊下架，4 家群眾募資平臺轉型。

倒閉的原因多為平臺規模小，資源上無法與巨頭平臺競爭，且又未

及時調整細分方向，加上政策趨嚴，導致經營難以為繼；平臺群眾

募資版塊下架主要是 P2P 網貸平臺下架其群眾募資板塊或群眾募

資平臺下架其房產類群眾募資板塊，大多與政策相關。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在各類型正常運營的群眾募資平臺中，

非公開股權融資平臺最多，達 144 家；其次為獎勵群眾募資平臺，

達 138 家；混合群眾募資平臺為 76 家；公益群眾募資平臺仍然為

小眾類型，僅有 12 家。 

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群眾募資項目數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中國群眾募資行業共新增專案 34153

個，其中，獎勵群眾募資專案最多，為 25913 個，占總項目數

75.87%；其次是公益群眾募資，占比為 14.6%，達 4986 個；非公

3.35

21.58

114.24

79.41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3年及之前 2014年 2015年 2016年上半年

億元

2013年及之前 2014年 2015年 2016年上半年

138
144

12

7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奖励众筹 非公开股权融资 公益众筹 混合众筹

家



 

107 

開股權融資專案數最少，占到總專案數的 9.53%，為 3254 個。 

群眾募資成功籌資金額 

2016 年上半年，全中國群眾募資行業共成功籌資 79.41 億元，

其中，獎勵群眾募資籌資最多，為 41.32 億元，占籌資額的 52.03%；

其次是非公開股權融資，占比為 45.38%，為 36.04 億元；公益群眾

募資籌資金額最少，僅為 2.05 億元，占全中國總量的 2.58%。 

      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群眾募資預期籌資金額及實際完成率 

2016 年上半年，全中國群眾募資行業共預期籌資 321.69 億元，

其中，非公開股權融資預期籌資額最多，為 187.75 億元，占總預期

籌資額的 58.36%；其次是獎勵群眾募資預期籌資，占比為 38.71%，

達 124.54 億元；公益群眾募資預期籌資金額最少，僅為 9.4 億元，

占全中國總預期的 2.92%。 

與三種群眾募資類型成功籌資金額對比，獎勵群眾募資項目平

均完成率最高，達 33.18%；公益類群眾募資項目以平均完成率達

21.81%排在第二；非公開股權融資項目平均完成率最低，僅為

19.2%。究其原因，獎勵群眾募資由於門檻較低，項目種類較為豐

富，能夠吸引了大量普通投資人參與其中。公益型群眾募資因其不

求物質回報、操作方便快捷的特徵，吸引愛心人士參與其中，並且

公益群眾募資專案中存在大量的長期捐贈項目，並不存在未達到預

期籌資標準。而非公開股權融資類項目對投資人設有一定門檻，部

分平臺對跟投人有年收入、職業或職位的高需求，且起投門檻較

高，除此之外，非公開股權融資類專案時間跨度較長，在政策方面

仍還沒有十分明朗，對投資人來說有一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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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群眾募資投資人次 

2016 年上半年，全中國群眾募資行業投資人次達 5442.65 萬人

次。其中，公益群眾募資投資人次最多，為 3297.01 萬人次，占總

人次的 60.58%；其次為獎勵群眾募資，占比為 39.35%，達 2141.57

萬人次；非公開股權融資投資人次最少，為 4.07 萬人次，占全中國

總量的 0.07%，這與法律上對股東人數的限制以及投資門檻高有關。 

群眾募資平臺專案領域細分 

我國的獎勵型群眾募資平臺可以分為兩大方向，一邊是涉獵多

個領域的綜合類群眾募資平臺，如京東群眾募資和淘寶群眾募資

等；另一邊是不斷湧現出專注藝術、農業、影視、娛樂、二手汽車、

房地產等細分領域的專業垂直群眾募資平臺。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中國獎勵群眾募資平

臺總計 138 家，其中綜合類方向最多，共有 72 家，占獎勵型群眾

募資平臺總數的 52.17%；其次是二手車類，出現 20 家，占比為

14.49%；項目細分為影視音類位列第三，共有 17 家，占總數的

12.32%；項目細分為房產類排名第四，有 15 家，占總數的 10.87%；

農業類以 10 家排名第五；遊戲、體育、酒類和藝術品類最少，各

僅有 1 家，分別占獎勵型平臺總數量的 0.72%。 

2016 年上半年獎勵眾籌平臺項目細分分佈 

項目細分 數量 占比 

綜合類 72 52.17% 

二手汽車 20 14.49% 

影視音 17 12.32% 

房產 15 10.87% 

農業 10 7.25% 

藝術品 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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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1 0.72% 

體育 1 0.72% 

酒類 1 0.72% 

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全中國各省份正常運營平臺數量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中國群眾募資平臺分佈在 26 個省市，

多位於經濟較為發達的沿海地區。北京和廣東作為群眾募資行業的

開拓地，平臺聚集效應較為明顯，也是目前全中國正常運營平臺數

量最多的地方。據不完全統計，廣東以 94 家平臺數反超北京位居

榜首；北京以 92 家位居其次；上海地區排名第三，浙江排名第四，

分別為 52 家和 27 家。山東排名第五，有 23 家。北京、廣東、上

海、浙江和山東 5 個地區正常運營群眾募資平臺數為全中國前五，

占全中國總正常運營平臺數的 77.84%。 

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2016 年上半年群眾募資平臺獲融資情況 

2016 年上半年共有 9 家群眾募資平臺獲得風投，分別是聚募、

群眾募資客、興發米、維 C 理財、匯夢公社、影大人、輕鬆籌、京

北群眾募資和開始群眾募資，其中開始群眾募資陸續完成2次融資。 

2016 年上半年眾籌平臺獲融資情況 

平臺 融資時間 輪次 投資方 融資金額 

開 始

眾籌 

2 月 
A+輪 

經緯創投和元璟資本 
未公佈 

聚募 2 月 A 輪 

鼎聚投資、達蓬資本創

始人雨皮和挖財董事

長兼 CEO 李治國 

千萬級 

眾 籌

客 
3 月 A 輪 

小牛資本領投，多名個

人股東跟投 
數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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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發

米 
4 月 

天 使

輪 
知名投資人 300 萬元 

維 C

理財 
5 月 

Pre-A

輪 

戈壁創投領投，如山創

投和豐厚資本跟投 
千萬級 

匯 夢

公社 
5 月 

Pre-A

輪 

乾通資本領投，專業投

資人跟投 
1500 萬元 

影 大

人 
5 月 

天 使

輪 
創夢創投 200 萬元 

輕 鬆

籌 
6 月 B+輪 

騰訊、IDG、德同資本、

以及同道資本 

近2000萬美

元 

京 北

眾籌 
6 月 A 輪 

拉卡拉互聯網金融集

團 
3000 萬元 

開 始

眾籌 
6 月 B 輪 

昆侖萬維，元璟資本、

經緯中國、引爆點資

本、盈動資本等四家老

股東增持，道森資本、

青驄資本參與跟投 

1 億元 

資料來源：盈燦諮詢 

上半年十大熱點項目 

縱觀 2016 年上半年創意群眾募資項目，各具特色，仍以京東、

淘寶、蘇寧這三大巨頭的創意群眾募資專案居多，智慧硬體類專案

仍然是廣大網友喜愛和支援的項目，新穎的創新設計產品也得到廣

大網友的支援，成為新寵。無人機、電動車等高科技類產品仍是目

前熱門專案，廣受投資人的喜愛和支持。非公開股權融資專案也得

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支援。從項目來看，未來場景化、智慧化和

創新化是群眾募資行業的發展趨勢。 

未來群募行業趨勢展望 

2016 年上半年，群募行業仍處於高速發展中，在平臺數量、投

資人次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提升。從整個群募行業看，二手車、農

業和餐飲等細分領域群募開始崛起並迅速發展，但同時部分房產群

募業務因政策原因開始下架。監管思路逐漸明朗，政府在鼓勵和支

持群募行業發展的同時，也將非公開股權融資列為重點整治對象，

發佈了《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方案》，正式採取行動規範

互金行業。在此背景下，展望下群募行業未來發展趨勢。 

1.監管延續上半年趨嚴的態勢，群募進入整合規範期 

隨著全國掀起為期一年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活動，群募行業

也進入整合規範期。互金專項整治方案將非公開股權融資列為整治

物件，並為其設定若干紅線，如“股權群募平臺不得發佈虛假標

的，不得自籌、不得明股實債或變相亂集資”等等。下半年互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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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整治活動仍會繼續，或有不少平臺會在監管整治下進行整改或退

場，整個行業會趨於規範化。 

2.風投加速進入 

隨著群募行業高速發展，風投機構也開始看好這個行業並紛紛

加速進入。就 2016 年上半年群募平臺獲融資情況來看，有 9 家平

臺獲得融資，投資方中不乏騰訊、拉卡拉等知名風投。其中開始群

募連續完成兩輪融資。隨著群募模式和商業模式的不斷創新，會吸

引更多的資本進入。 

3.群募行業進入精細化 

隨著京東、淘寶、蘇寧、360、小米等巨頭進場，中小平臺很

難與擁有雄厚資源和資金的巨頭們進行抗衡，打出自身特色成為平

臺能夠佔據行業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越來越多的平臺趨向於“小

而精”，項目不多，成功率高，或專注於某一領域，如二手車、農

業、餐飲和影視等群募細分領域也日漸火熱。細分化和精品化將成

為群募的發展趨勢。 

今年無疑是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合規年”或“監管年”。隨著《慈

善法》出臺，未來公益群募平臺對於項目可能會分為兩類——救助

群募與慈善群募，救助群募由於沒有法律約束，決定和代價更多的

應該由捐助人判斷，而慈善群募有明確的《慈善法》約束，平臺需

按法律規定操作，專案出現虛假的可能性則遠遠會小於救助群募。 

另一方面，在政府的鼓勵和監管趨嚴的雙重背景下，群募作為

新型的投融資模式，尤其是非公開股權融資，隨著京東東家、百度

百眾、螞蟻達客、360 淘金、蘇寧私募股權等巨頭逐漸入場，會逐

漸帶動行業向規範化、健康化和大眾化的道路發展。 

來源 網貸之家(周佳寧 整理摘譯) 

網址 http://bit.ly/29ZNECr 

 

  

http://bit.ly/29ZNE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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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gelList、Crowdcube 等國外平臺怎麼玩股權型群眾募資 

編號 News-2-2-18 

類別 群眾募資 

標題 AngelList、Crowdcube 等國外平臺怎麼玩股權型群眾募資 

日期 2016.07.13 

內容 短期內風靡全球的股權型群眾募資，其融資規模雖小於金融市
場，但發展仍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的機制設計，以及該國監管的法
規開放程度而定。 

籌資模式的“獲利方法”基金投資（Fund），是國外眾多股權
型群眾募資平台常用的投資方式，即投資者將資金投到平台自身的

創投基金中，由專業的團隊分散投資，主要投資具有經驗的天使投
資人或是有 VC 領投的項目。該模式跟國內的私募股權投資運作模
式有些類似，但投資標的大不相同，以初創企業為主，因此，收益
更高、風險也更高。 

除基金投資模式外，國外早先成立的代表性的股權型群眾募資

平台 AngelList、Crowdcube、CircleUp 等各有自己的“獲利模式”，
以下簡介 AngelList 及 CrowdCube。 

AngelList 平臺—“領投+跟投” 

運作模式：第一步，提出申請的企業在平台上傳專案檔案檔。

第二步，AngelList 根據初創企業上傳的檔案品質、企業在 AngelList

上的活躍度以及其他用戶對該公司的回應程度進行排名。第三步，
AngelList 聯合頂級風投人員對初創企業進行審查、評估後擇優向平
台的合格投資者推薦。合格投資者分為個人投資者、信託投資者和
基金投資者。第四步， AngelList 最具特點的是聯合投資
（Syndicate），採用“領投+跟投”模式，領頭人發起投資，其他認
證的投資人對其進行跟投，跟投人承諾投資金額，並支付給領投人
一定的費用，若投資的專案超過向跟投人籌集的資金，則領頭人將
支付超出的金額。第五步，項目投資成功後，AngelList 會獲得 5%

的投資收益，領投人可以獲得 15%左右的投資收益，其餘由跟投人
按投資比例分配。 

商業模式：並不是直接收取費用，而是待項目成功後收取投資
收益的 5%。 

AngelList 的項目篩選、“領投+跟投”模式設計有助於降低投
資風險；其採取的盈利模式為“放長線、釣大魚”的方式，利潤空
間較大。 

Crowdcube 平臺—門檻低、All-or-nothing 

運作模式：第一步，提出申請的企業在平台上傳專案檔案檔，

設定目標金額與出讓股權份額。第二步，投資者可以選取自己感興

趣的項目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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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cube 平台並不對專案進行審核，但投資者在投資前需要
通過風險問卷測試，以便充分瞭解風險。第三步，Crowdcube 平臺
採用 All-or-nothing 模式，當籌資目標達到時，平臺將用 7 天的時
間對項目進行反洗錢審查以及準備法律文書等，在此期間，投資者
可以撤回意向投資，7 天一過，投資者便可將資金繳給發起人；若
項目超募，由於涉及出讓股權份額的增加，需經過發起人與投資者
同意才可以進行；若未達到籌資金額，則專案失敗，投資者無需向
發起人打入資金。 

商業模式：Crowdcube 平臺對於成功籌資的項目收取籌資金額
5%的費用。 

Crowdcube 平臺 10 美元起投，門檻低，且採用 All-or-nothing

模式，避免了資金退還環節，減少了籌資成本。 

除了扮演平台的角色外，Crowdcube 本身也在自家平台向支持
者發動募資，目前亦已募集超過 1,208 英磅。 

來源 眾籌家、艾富財金(周佳寧 整理摘譯) 

網址 http://goo.gl/anrqaq 

http://goo.gl/QV0g5 

 

3. 為何股權群募對小型企業相當重要 

編號 News-2-2-19 

類別 群眾募資 

標題 為何股權群募對小型企業相當重要 

日期 2016.07.22 

內容 儘管由金融機構取得資金的傳統渠道正在縮減放貸金額，美國

的小企業主有融資需求時，第一個想到的仍是銀行。而在矽谷獨角

獸公司屢獲高額投資的當下，容易給外界一種投資資金相當充沛的

印象。近年創投公司挹注新創企業的資金亦呈現戲劇性成長，但一

般企業主還是很難獲得創投青睞。 

好消息是近期一連串的法規及監管方式變革，已為小企業開放

3 種新的透過股權群募取得融資的管道。自 2016 年 5 月 16 日起實

施新的 JOBS 法案第三章後，擁有一群忠實客戶的小企業，透過出

售股權，即可以經由股權群募平台取得每年多達 1 百萬美元的資

金，一切交易均在網路平台進行，不僅符合法規，平台亦可由出售

的股權中收取手續費。此籌資管道對於一般企業如餐飲業、酒吧、

零售商等歷史悠久且具一定客戶群的公司特別具吸引力，其平均可

募得約 70 萬美元資金。 

2015 年 9 月通過 JOBS 法案第四章修正案(Reg A)上

路後，對於正在成長的公司，能藉由公開發行小額股票以

http://goo.gl/anrqaq
http://goo.gl/QV0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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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得高達 5 千萬美元的資金。企業亦可藉此”先試水溫”，

即公開表示有募資的打算。 

來源 Yahoo Finace(周佳寧 整理摘譯) 

網址 http://goo.gl/0gqkRw 

 

4. 美國 JOBS 法案第三章實施成效 

編號 News-2-2-20 

類別 群眾募資 

標題 美國 JOBS 法案第三章實施成效 

日期 2016.07.20 

內容 2016 年 5 月 16 日，美國 JOBS 法案第三章正式生效，這意味

著散戶投資股權型群眾募資合法化。因此，JOBS 法案第三章也被

稱為股權型群眾募資條例 (簡稱 Reg CF)。 

Reg CF 對參與股權群眾募資的公司提出了一系列要求：1.每年

籌資總額不能超過 100 萬美元；2.必須依託一個網上中介平台；3.

必須是一個美國實體公司；4.必須披露一些特定財務信息，如籌資

計劃額，以及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5.遵循特定的現行報告標準；

6.可以從認證投資者和非認證投資者兩方融資。同時，Reg CF 認可

之募資平台需受美國證監會（SEC）和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

監管。 

Reg CF 的重要性在於其打破了 VC 獨霸天下的傳統格局，在籌

資民主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步伐。一般民眾也能參與到公司成

立初期的股權投資並獲得收益回報的可能，儘管股權型群眾募資還

不能代替天使投資和 VC 的位置，但至少一般民眾現在也能夠和這

些機構一起投資。雖然各界對 Reg CF 的評價並不一致，但在未來

無限潛在商機的帶動下，美國股權型群眾募資龍頭 AngelList 平台

亦 推 出 非 認 證 投 資 人 也 能 進 行 投 資 的 Republic 平 台

(https://republic.co/)。截至目前為止，Republic 平台已有 4 項項目，

尚未有任何項目達成目標。 

在 Reg CF 整體募資績效部份，自 5 月 16 日起至 7 月 20 日

為止，約莫 2 個月的時間，已有 50 家公司登記進行融資，並已有

440 萬美元的投資金額挹注。當中，不乏達到百萬上限的募資個案。

「The Native 豪華旅館擴建計劃」則為 Reg CF 下其中一個成功案

例，其在重債權的 NextSeed 平台進行募資，截至 7 月 20 日止，已

擁有 227 人贊助，並且募得超過 39 萬美元。Ｔhe Native 是一個位

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中心的豪華旅館，發起人將使用所募得的資

金將資本世紀中葉的倉庫轉換成 4000 平方英尺咖啡廳、酒吧和休

息室空間，5000 平方英尺的客房。在贊助的回饋方案設計部份，

http://goo.gl/0gqkRw
https://republi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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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ve 與投資人拿出每個月毛利的 5%予投資人，投資人再依

投資比例進行分派，直到投資人收回投資金額的 2 倍水準為止。 

來源 crowdfund insider(張嘉玲 整理摘譯) 

網址 http://bit.ly/2ak5npZ http://bit.ly/2ak4DRH http://bit.ly/29ZN5IC 

 

5. Kickstarter 最新佈局：進軍亞洲、結盟 Amazon  

編號 News-2-2-21 

類別 群眾募資 

標題 Kickstarter 最新佈局：進軍亞洲、結盟 Amazon 

日期 2016.07.31 

內容 根據美國賓州大學的教授 Ethan Mollick 在 2016 年 7 月 11 日

發表的「Containing Multitudes: The Many Impacts of Kickstarter 

Funding」研究論文中指出，Kickstarter 平台已創造 30 萬個工作機

會與 8,800 家公司，並估計贊助者所贊助的每 1 美元，提案人都

可以擁有 2.46 美元的收入。 

在 Kickstarter 成功募資的案件，不乏潛力新創，包含：被 

Facebook 收購的 VR 設備公司 Oculus、智慧型手錶  Pebble、

Kazoo 雜誌等。若依 Mollick 教授的估計以及 Kickstarter 平台 7 月

份的統計，Kickstarter 累計成功募資金額已達 22 億美元，也就是說

Kickstarter 已創造了 54 億美元的經濟影響。 

在策略佈局部份，Kickstarter 目前已登陸 18 個市場，當中包

括有美國、英國、澳洲及部份歐洲國家。今年 7 月 Kickstarter 更是

宣佈近期將正式進軍亞洲市場，而亞洲贊助者多的香港及新加坡則

成為 Kickstarter 的首選。Kickstarter 進軍香港與新加坡對當地提案

者來說的好處是降低於 Kickstarter 平台募資的成本，以往提案人前

往 Kickstarter 提案必須要透過外國的代理，又或者要於擁有 

Kickstarter 的地方建立一間公司，亦即是要於當地有法律證明存

在、有銀行戶口及代表人等。在募資貨幣的設定上提案人亦需使用

外國貨幣，提案人可能承擔匯損風險。整體而言，Kickstarter 進軍

香港與新加坡降低了當地新創企業的集資的門檻，對當地創新創業

者而言無疑是大一福音。然而，Kickstarter 可說是當今最成功的群

眾募資平台，當地平台業者是否能夠經得起強大競爭的考驗，值得

進一步觀察。除了進軍亞洲外，Kickstarter 已經和 Amazon 合作，

目前已有超過 300 多款產品在 Amazon 銷售，當中包含了電子產

品、書籍、玩具、影視產品與家庭用品…等。與 Amazon 聯盟除了

http://bit.ly/2ak5npZ
http://bit.ly/2ak4DRH
http://bit.ly/29ZN5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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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 Kickstarter 新創接觸到 Amaozn 超過 4,000 萬的消費者外，更

進一步解決了新創企業電商通路的問題。 

 

來源 36Kr、科技報橘(張嘉玲 整理摘譯) 

網址 http://goo.gl/997Lom https://goo.gl/ILO4wa  

 

 

  

http://goo.gl/997Lom
https://goo.gl/ILO4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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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權投資 

(一)整體性投資 

1. KPMG 與 CB Insights 公布 2016Q2 全球創投報告 

編號 News-3-1-40 

類別 股權投資-汽車科技 

標題 KPMG 與 CB Insights 公布 2016Q2 全球創投報告 

日期 2016.07.19 

內容 KPMG和CB Insights共同發佈了 2016年第二季全球VC風險

投資報告。本文彙整重點如下： 

1. 總投資：2015 年在風險投資交易的數量和金額上達巔峰，相

比之下，2016 年則冷靜了不少。交易件數接連四季下降，

2016Q2 投資件數下降至 1,886 件，其中北美洲地區下降最為

明顯。至於投資金額在連續兩季下降後，2016Q2 投資金額達

274 億美元，較第一季度有小幅度上升 3％，交易總金額上升

而交易數量下降的原因主要在於一些行業巨頭，如照片分享

應用 Snapchat、滴滴出行以及 Uber 獲投規模巨大。在北美，

光是 Uber 和 Snapchat 就募得逾 45 億美元的投資，而北美總

募集金額才為 171 億美元，二家巨頭投資就占 26％。 

2. 地區投資：北美交易數達到 1,117 件，投資金額為 171 億美元；

歐洲完成 385 件交易，金額達到 28 億美元，英國脫歐對歐洲

風投的全盤影響還有待觀察；而亞洲則完成 343 件交易，總

資金達到 74 億美元。 

3. 投資階段：種子/天使輪投資占比上升 4 個百分點至 35％，而

A 輪占比萎縮。 

4. 早期階段交易規模仍保持高位，但後期階段的交易規模在二

季下降後反彈回升，但依舊處於低位。 

5. 新增 VC 支持的獨角獸家數：2016Q2 新增 7 家 VC 支持的獨

角獸企業，較上季 5 家多，但遠低於 2015Q3 的 25 家。 

6. 投資產業別：網路與行動及通訊的投資件數依舊維持在三分

之二的水準。 

7. 關注的科技領域投資趨勢： 

– 人工智慧備受矚目，VC 投資金額從 2011 年的 2.82 億美

元躍升至 2015 年的 24 億美元，包括 Google、GE、Intel、

三星在內公司創投都在此領域十分活躍，預計明年也將

持續保持成長的趨勢。 

– 數位醫療投資放緩，與前一季相比，數位醫療的交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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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交易金額雙雙下滑，其中交易件數下降 24％至 104

件，交易總額下降 3%。不過因 2015 年為各項數據創高

點的一年，2016 年出現微幅下降，並不令人過於驚訝。 

– 資安技術投資回升，第二季投資件數成長 6.25％至 68

件，投資金額則是小幅成長 5.46％至 8.11 億美元，仍較

Q3’15 與 Q4’15 的投資水準低。 

KPMG 負責人 Brian Hughes 表示，由於現在全球 VC 交易活

動的發展十分緩慢，對於全球的創業者和 VC 機構來說，持續半

年多的資本寒冬所帶來的影響似乎仍然在持續。 

CB Insights 聯合創始人兼 CEO Anand Sanwal 稱未來數個季

度的交易活躍度都難以提升，但是部分交易能將投資總額保持在

一個較高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大手筆交易可以掩蓋市場

疲軟的現狀，使之看起來較為健康。很多在 2015 年進行首次公開

募股(IPO)的備受矚目的科技企業目前的交易股價仍然低於其發行

價，這使得未上市企業的估值承受了不少的壓力。再加上市場對

中國和歐洲經濟問題的擔憂，這些不利因素都會持續帶給 VC 機

構不少壓力，使得全球投資活動受阻。 

來源 KPMG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wKNNKU 

 

  

https://goo.gl/wKNN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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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itchBook 公布 2016Q2 美國創投產業報告 

編號 News-3-1-41 

類別 股權投資-美國創投 

標題 PitchBook 公布 2016Q2 美國創投產業報告 

日期 2016.07.19 

內容 根據德勤旗下 Pitchbook 公布美國創投產業報告，本文彙整重

點如下： 

1. 投資件數與金額：2016 年第二季美國創投投資件數仍持續減

少，但少數獨角獸持續獲得鉅額投資，使得投資金額仍達到

223 億美元，較前一季成長 27％，較去年同期成長 11％。其

中，2016Q2 美國 VC 投資獨角獸的金額占比由 24％上升至 65

％，顯示投資人趨於保守 

2. 投資階段：Q2’16 天使/種子期 VC 投資件數下滑，但投資金

額在連三季下滑後首次反彈，突破 20 億美元，超過 100 萬美

元的交易量比例不斷增長，天使融資和種子輪投資占 45%，

顯示天使投資人手上資金仍豐沛，但慎選目標的投資。另外，

因受當下經濟環境影響較大的要數那些深陷僵局、進退兩難

的新創企業。VC 將後期投資當成自己的安全牌，對早期種子

輪階段的公司要求將更嚴格。現在有一種說法，即 VC 將種

子輪視為 A 輪投資，因此，現在處於種子輪階段的新創企業，

將面臨更加嚴格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和期望原本都是 A 輪募

資企業所適用的。因此，A 輪投資件數萎縮。 

3. 投資產業：相對於 2015 年 VC 投資水準，2016 年上半年各領

域投資件數都不及 2015 年的件數一半，至於投資金額方面也

僅有軟體與能源超過一半。2016H1 美國創投金額更集中於軟

體，占比增加 11 個百分點至 52％。 

4. 募資情況：2016H1 美國 VC 基金募集支數與金額明顯較年下

半年回升，LP 樂觀看待後市。 

5. 退場情況：美國 VC 退場情況持續低迷，Q2’16 的退場件數

降至 Q2’10 以來最低點，僅有 153 件，退場金額則較上一季

大幅成長 69％來到 152 億美元。 

Pitchbook 高級分析師 Garrett James Black 表示“並不是投資

人愚蠢，明知道泡沫還往裡衝，而是資本過多，值得投資的機會

較少。同時，風險資本家以及非傳統 VC 也清楚地知道，在全球

經濟發展放緩的形勢下，他們需要在做決定前要更加謹慎。” 

來源 PitchBook News & Analysis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uFi1b3 

 

https://goo.gl/uFi1b3


 

120 

3. PitchBook 公布 2016Q2 歐盟創投產業報告 

編號 News-3-1-42 

類別 股權投資-歐盟創投 

標題 PitchBook 公布 2016Q2 歐盟創投產業報告 

日期 2016.07.20 

內容 根據德勤旗下 Pitchbook 公布歐盟創投產業報告，彙整重點如

下： 

1. 投資件數與金額：2016H1 歐盟 VC 投資件數與金額雙雙下

滑，共有 1,279 件獲得 54 億歐元的投資，僅為 2015 年的 35

％與 37％，活躍度大減。 

2. 投資階段：2015 年起三個階段投資件數均下滑，2016H1 天使

/種子輪投資件數占比為 47％，較 2015 年 52％減少 5 個百分

點，投資朝向早期與後期階段。 

3. 投資產業：2016H1 歐盟投資集中在軟體、製藥與生技、健康

照護、消費品與娛樂與商業服務，無論是投資件數或金額占

比都超過七成。 

4. 投資地區：2016H1 以英國/愛爾蘭投資件數占比 34％最高，

但較 2015 年的 39，下降 5 個百分點，北歐與西歐上升。 

5. 募資情況：2011 年起歐盟 VC 基金募集支數一路下降，但 2014

年起因多個中大規模基金完成募資，提升募資規模，也使得

2015 年與 2016H1 募資金額表現亮麗。 

6. 退場情況：歐盟 VC 退場在 2014 年與 2015 年爆發，2016H1

退場件數降至 2009 年水準，退場金額則為 2015 年的 59％。 

來源 PitchBook News & Analysis（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HbUJqW 

 

  

https://goo.gl/HbUJ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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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創企業大陸:歐盟獲投最多的科技新創企業  

編號 News-3-1-43 

類別 股權投資-歐盟新創企業 

標題 新創企業大陸:歐盟獲投最多的科技新創企業 

日期 2016.07.21 

內容 歐洲是傑出新創企業的家鄉與創新中心，如柏林、斯德哥爾

摩與倫敦。然而，科技新創公司也正在跨歐洲各地崛起，說明歐

洲是技術與創新的溫床。 

例如：愛爾蘭 (Future Finance), 西班牙 (Cabify) 與丹麥

(Trustpilot)等，至少有一家科技新創企業募得 1 億美元以上的資

金。作為歐洲最知名的且備受矚目的新創企業是捷克的資訊安全

企業 AVAST 軟體，已募集 1 億美元的投資，目前估值上看 10 億

美元。此外，支付公司 Adyen 在荷蘭已經募得$2.66 億美元，擁有

的 23 億美元的估值。 

歐洲科技獨角獸企業約有以下 34家，包括：如Spotify, Delivery 

Hero, BlaBlaCar, FarFetch, Adyen 與 AVAST Software。 

 

 
 

 

歐盟獲投最多的獨角獸企業（2014-2016 YTD (7/29/2016)） 

公司名稱 總部所在地 

Spotify Sweden 

Delivery Hero Germany 

BlaBlaCar France 

FarFetch United Kingdom 

Ozon.ru Russian Federation 

Adyen Netherlands 

Skyscanner Sc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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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Finance Ireland 

Cabify Spain 

Trustpilot Denmark 

Avast Software Czech Republic 

NEXThink Switzerland 

Vinted Lithuania 

TTTech Computertechnik Austria 

CCP Games Iceland 

M-Files Finland 

poLight Norway 

Carmudi Luxembourg 

DocPlanner Poland 

UniPlaces Portugal 

Itineris Belgium 

ShopFully Group Italy 

invest.com Cyprus 

Lingvist Estonia 

Iyzico Turkey 

ADASWorks Hungary 

CloudPayments Latvia 

Busfor Ukraine 

Pollfish Greece 

Gjirafa Albania 

NETOPIA Systems Romania 

Oddsium Malta 

Content Insights Serbia 

SaferPass Slovakia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oOsHdF 

 

  

https://goo.gl/oOsH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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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熱門領域 

1. 產業物聯網新創企業可望創年度投資交易件數新高 

編號 News-3-2-38 

類別 股權投資-產業物聯網 

標題 產業物聯網新創企業可望創年度投資交易件數新高 

日期 2016.07.13 

內容 產業物聯網（Industrial IoT）在整體物聯網領域獲投比重逐漸

增加，吸引諸多科技公司創投的目光，如：GE Ventures, Intel Capital, 

Cisco Investments 與 Qualcomm Ventures。 

產業物聯網中新創企業正在進入以下物聯網相關領域：網絡

基礎設施、感測器製造，以及開發大數據軟體 saas 服務，使機器

數據變得有意義。 

年度投資趨勢 

依目前投資交易的速度，預計 2016 年的交易件數將較 2015

年成長 30%，至於 2016 年將是產業物聯網募資表現強勁的一年， 

連續二年募資金額超過 12 億美元，與 2015 年募資水準差不多。 

2016 年第一季最大募資案為 IoT 軟體與服務公司 Greenwave 

Systems ($45M/C 輪)、商用無人機開發公司 Airware ($30M/C 輪)

與連結暖通空調控制系統與智能照明系統的公司 Enlighted ($25M 

/ D 輪)。 

  

季投資趨勢 

Q2’16 投資交易的件數與金額均較前一季下滑，投資件數為

40 件，雖是第三高，但與 Q1’16 的峰值 54 件相比，減少 26%。

投資金額則由前一季得 3.28 億美元下降 9％至 3.25 億美元（圖中

數字有誤）。 

Q2’16 著名投資案件為主打智慧家庭的物聯網創業公司 Ayla 

https://www.cbinsights.com/company/greenwave-reality
https://www.cbinsights.com/company/greenwave-reality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irware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enlighted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yla-networks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7/IIoT-Yearly-Q2-16_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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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39M/C 輪 ) 、 3D 列 印 的 新 創 企 業  Desktop   

Metal ($34M/C 輪)與 IoT 分析公司 Maana ($26M/B 輪)。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July 13, 2016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noSCW9 

 

2. 汽車科技年度投資可望創新高 

編號 News-3-2-39 

類別 股權投資-汽車科技 

標題 汽車科技年度投資可望創新高 

日期 2016.07.14 

內容 2015 年是汽車科技新創企業投資交易件數創紀錄的一年，在

這一年裡，汽車科技初創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形成一個良好

的汽車生態圈。在 2016 年投資興趣持續被激發，主要因一些口袋

很深的企業進場尋找投資目標，如 GM 在 3 月收購自動駕駛科技

新創企業 Cruise，Verizon 在 6 月購買連結車公司 Telogis 。 

CB Insights 定義汽車科技企業為使用軟體改善汽車安全、便

利與效率的公司，特別是致力於輔助駕駛/自動駕駛軟體（Assisted 

Driving/Autonomous Software）、駕駛安全工具（Driver Safety 

Tools）、連結車輛/駕駛資訊料 Connected Vehicle/Driving Data）、車

隊載資通訊系統(Fleet Telematics）、V2V 通訊（Vehicle-to-Vehicle 

Communication）、汽車網路資安（Auto Cybersecurity）。 

2016 迄今，汽車科技領域已經有 36 件投資交易案件，投資金

額為 4.5 億美元。不同去年，2016 年汽車科技一開始就熱絡開市，

上半年獲投的金額僅略低於 2015 年全年的 4.78 億美元。按此投資

速度，預計今年將雙雙刷新投資件數與金額的紀錄。特別是金額

部分若能維持上半年的投資動能，預計將以 8.47 億美元跨越 2013

年 6.63 億美元的紀錄（Mobileye 獲投 4 億美元的鉅額投資）。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yla-networks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desktop-metal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maana
https://goo.gl/noSCW9
https://www.cbinsights.com/company/mobileye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7/IIoT-Quarterly.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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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新創企業已經引起投資人與產業觀察家的目光，這

並不讓人驚訝，目前最大的交易案為 Zoox 在 6 月獲得 DFJ 與 Lux 

Capital 投資的 2 億美元。另外，2016 年迄今已有超過一打以上的

早期階段的自動駕駛的新創企業獲得投資，有五家為之前介紹過

的 nuTonomy、Nauto、 Drive.ai、comma.ai、AdasWorks 與本週的

英國 FiveAI 。 

汽車科技其他領域也同樣備受矚目，Nexar 與 Pearl 汽車在 6

月獲投，都是利用智慧手機提供更先端的駕車安全與之工具。

Nexar 正在建置人工智慧基礎的行車記錄器 app，而 Pearl 則是裝

設倒車攝影機。提供 V2V 與 V2X 無線網狀網路的 Veniam 在 7 月

也獲得 2,200 萬美元 B 輪的投資。 

展望 2016 年，世界經濟依舊複雜多變、復甦艱難，油價將繼

續維持較低水平，中美兩國消費需求有所回升，全球汽車產銷量

將延續"微成長"態勢，新能源汽車市場將實現快速成長。在新一代

資通訊技術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無人駕駛汽車和車載系

統技術將廣受關注。為滿足汽車科技發展和汽車智能程度提升的

需要，智能交通系統技術也會得以同步提高，其應用將愈來愈廣

泛，人、車、路之間將建立更加和諧緊密的聯繫。因此，越來越

多的投資者開始關注新銳的汽車科技公司的發展。 

截止到目前，2016 年汽車科技公司在融資的道路上可謂開啟

了開掛模式。總而言之，隨着自動駕駛的飛速發展，這些默默無

聞的小公司前景無限光明。未來如何發展，我們拭目以待。 

 
 

 

 

 

 

 

https://www.cbinsights.com/company/five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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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6TwX3h 

 

3. 為何科技巨頭在形塑無人駕駛的未來仍有奮力一搏的機會 

編號 News-3-2-40 

類別 股權投資-汽車科技 

標題 為何科技巨頭在形塑無人駕駛的未來仍有奮力一搏的機會 

日期 2016.07.13 

內容 在面對叫車服務、電動化和自動化等新技術快速發展趨勢

下，一些評論人士已經給傳統的汽車行業判了死刑，CB Insights

反駁這樣的觀點，告訴你為什麼 Volvo 和通用這樣的傳統汽車巨

頭仍有奮力一搏的機會。 

在傳統汽車巨頭中，豐田原先表明了拒絶開發自動駕駛汽車

的立場。即便是 Google 的自動駕駛原型車已經開上加州街頭，特

斯拉的自動駕駛功能已經被提供給消費者，作為世界最大的汽車

製造商豐田汽車，在賽車迷 Akio Toyoda 的領導下，依然堅定地認

為汽車注定是要由人來駕駛的。 

在 2014 年底，豐田汽車一位高階主管甚至斷言「人類」才是

「最終感測的融合者」，能夠做出比任何無人駕駛汽車更好的判

斷。然而僅僅一年之後，該公司卻改變了初衷。2015 年年底，豐

田宣佈將投入至少 10 億美元，在矽谷建立無人駕駛和機器人研發

中心，此為在 2020 之前在高速公路上自動駕駛計畫的一部分。 

長久以來汽車行業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被寡頭壟斷的領域，行

業從在需要大量資本支出與滿足一系列神秘莫測的規則之高門檻

和高壁壘。然而近年來蘋果、Uber、Google 和特斯拉等高科技公

司紛紛開始涉足自動駕駛領域，隨之而來的威脅讓豐田等傳統行

https://goo.gl/6TwX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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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巨頭也不得不加以重視。 

確實，VC 和技術專家們一齊唱衰傳統汽車製造業的聲浪一浪

高過一浪，他們預言傳統巨頭們必將死於矽谷重量級高科技公司

之手。這些評論人士認為，在自動駕駛汽車的時代，福特和通用

等傳統企業將無法在快速創新周期、軟體專長以及非傳統思維等

方面與新進的攪局者競爭。 

 無人駕駛不是 Google 的專屬 

自動駕駛汽車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以 Google 為代表的高科技公

司緊密聯繫在一起。但是，CB Insights 以其 Trends 工具（該工具

可以綜合數以百萬計的海量媒體文章，量化科技發展趨勢）的分

析結果顯示 Google 與自動駕駛之間的關聯性已經不再那麼緊密。 

圖中橙綫為媒體在報導無人駕駛時提到谷歌的趨勢，藍綫為

媒體上提到無人駕駛的趨勢： 

（1）2015 年 4 月，媒體上關於無人駕駛的報導大多數都提到了

Google。  

（2）2016 年 4 月，媒體上關於無人駕駛的報導中，Google 所占

比例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讓我們來看看 GM 在自動駕駛領域發展，研究發現這家公司

近期的動作所帶來的影響事實上已經超過了蘋果公司（蘋果公司

在自動駕駛汽車領域的進展尚未公之於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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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藍綫為媒體上蘋果與無人駕駛被提及的趨勢，綠綫為通用與無人駕駛被提及的

趨勢） 

Google 在 AI 領域的專長仍然會保證其領先於其他競爭者實

現全自動駕駛汽車商業化計畫，或者 Uber 公司所掌握的大量出行

數據會讓它能夠在調度自動駕駛車隊的線路上領先一步。即便如

此，傳統汽車製造巨頭們仍掌握着數十億的現金和足夠的研發力

量，保有競爭的懸念。 

盡管傳統企業可能不具備軟體方面的專長或者像科技公司擁

有先端技術優勢的特徵，但它們在汽車製造、管理複雜供應商網

絡等領域有着數 10 年的經驗，並且在全球擁有數以百萬計的忠實

顧客。憑藉著這樣的優勢，這些汽車巨頭正在快速將各部門協調

到位，做好準備，迎接未來的自動駕駛。 

傳統車廠不甘當汽車行業的“富士康” 

汽車巨頭已經開始承認行業所面臨的威脅（或者說機會），這

似乎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挑戰，但是類似的反面教材也很多，印刷

媒體和智能手機製造等領域的傳統企業就是因為無法看清形勢，

在已然四面楚歌的競爭環境下，依然死守自己的基本業務模式不

放而失去了機會。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主要的汽車界高層已經表達改

變現有業務模式、適應新的形勢以求生存的意願。 

引人注目的是，GM 已經在高層的緊急直接干預下，開始角逐

自動駕駛出租車車隊領域。在今年 1 月的 1 篇專欄文章中，GM 公

司的 CEO Mary Barra 誓言迎合電動化、叫車應用軟體以及自動化

等領域中的技術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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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從一個歷經百年，以個體機械控制的燃油車輛為

基礎的行業，朝向實現相互連結、電子控制、多能源的新型車輛

行業轉變。”Barra 這樣寫到。 

 盡管 Barra 樂觀地將即將到來的變革形容為一個重塑行業

的“機會”，業界的其他高層們卻承認，隨着個體汽車所有權被逐

漸侵蝕，傳統企業面臨着淪為商品 OEM 製造商的危險。 

為此，BMW 研發部門的董事會成員 Klaus Froehlich 今年三月

向路透社表示，該公司需要快速改善其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方

面的能力，以避免淪為高科技巨頭部署自動駕駛軟件的貼牌産品

製造商。在未來五年內，BMW 將大規模雇用軟體開發工程師，其

數量將占到其研發人員的一半。 

“對於我而言，核心競爭力就是擁有最智能的汽車。”Froehlich

說，“我們的任務是留住我們的業務模型，避免向互聯網公司繳

械。否則，我們將最終淪為給蘋果代工的富士康，只是為人家提

供金屬外殼而已。”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即使是業界旗幟最鮮明的抵抗力量—

豐田汽車，其態度也發生了 180 度的轉變，該公司也已開始全速

發展其自動駕駛技術。 

 “我相信豐田加入到自動駕駛領域是有意義的。並且我們也

擁有所需要的資源。”豐田汽車公司的 CEO Akio Toyoda 這樣表達

了自己的意見。 

當然，像豐田這樣的巨頭，加入這場戰場雖然有點晚，但卻

有着充分的餘地可以加以彌補。像 Google 這樣的先行者可望在幾

年內將全自動駕駛汽車商業化，但是想要完全將汽車製造商排斥

在競爭之外也為時尚早。 

以組織內投資和外部資本運作的方式進行佈局 

當然，對於傳統企業來說，喊着順應技術潮流是一碼事，完

全實施又是另一碼事。誠然，在“企業創新舞台”上，公司高層們

熱衷於大搞表面文章，與創業公司的創辦人們召開所謂的“創新”

會議，那些尖刻的諷刺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汽車界的巨頭們也確實在實打實地投錢，用於填補在自

動化等方面的差距。全世界的汽車製造商都忙於一方面在內部研

發上大舉投資，另一方面在新興的技術公司進行資本佈局。 

最近幾年，汽車製造商已經在企業內部建立起正規的技術力

量。除了上面提到的 BMW 軟體招募計劃，通用也宣佈了為一個

新的軟體開發中心，將雇用 700 名工程師的計劃，而豐田也宣佈

對其先進的豐田研究院投資至少 1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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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 Volvo 這樣的汽車製造商也已經在自動駕駛領域不聲

不響地進行了多年的研究。Volvo 本身可能就是這一領域除高科技

巨頭們之外的又一領跑者，該公司是第一家同時宣佈為其自動駕

駛車輛承擔法律責任並且承諾在 2020年前開始部署全自動駕駛汽

車的汽車製造商。 

 

由於不僅僅滿足於對內部的研發部門投資，通用這樣的廠商

在利用創業公司的生態系統方面也頗為積極，今年三月該公司以

超過 10 億美元的代價併購了自動駕駛技術領域的創業公司

Cruise。通過旗下的 GMVentures（參見上圖），該公司已對創業公

司進行了超過 7 次的投資，在此基礎上，通用又在叫車應用軟體

領域進行了兩次重大投資，今年一月高調對 Lyft 投資 5 億美元並

在該月晚些時候買下 Sidecar 的資産，這對於通用建立自己的自動

駕駛車隊有着重要的意義。 

除了投資於自動駕駛領域的公司，通用和其他汽車巨頭還對

動力鏈、下一代製造技術和材料技術大舉投資。今年三月，賓士

宣佈其將對生産鋰離子電池的 新工廠投資 5.43 億美元，鋰離子電

池是現代電動汽車的核心，也是其最為昂貴的組件。通用在此領

域也非常活躍，對鋰離子電池公司 Sakti3 公司投資了 320 萬美

元，用於生産相比於之前技術具有更高能量密度並且成本更低的

固態電池。 

地圖和交通數據被看作是自動駕駛方程式上的重要組成部

分，也是汽車製造商們所關注的重點。在不到兩年前，保時捷將

5,500 萬美金下注於 Inrix 公司，這是一家以四百萬車輛上的 GPS



 

131 

實時數據為基礎，創建交通流量跟蹤、遠距資訊處理及地圖産品

的公司。 

正如前面提到的，最引人注目的創業公司併購項目來自於通

用。該公司不僅通過其 GM Ventures 部門進行了一系列對創業公司

的投資，其在1月份對Lyft公司頗受關注的投資引發了豐田對Uber

和大衆對 Gett 的同類型投資。這些投資舉動也凸顯了汽車製造商

為了分散其研發風險的多重策略上的另一方向-合作。 

 最有力的武器：合作與併購 

儘管有了這些重大投資，評論人士也許依然會斷言這些投資

並無助於汽車巨頭趕上高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領域所積累的專業

知識，或是叫車服務領域創業公司已經建立的大型網絡。 

從某種程度上講，汽車行業已經預設了這一點，許多主要廠

商的做法無非是與高科技公司合作以彌補其在這些領域的不足。

通用與Lyft的合作僅是一 例；從豐田-Uber到BMW-Mobileye-Intel

的綁定以及微軟開始提供汽車技術服務都说明這兩大領域都在積

極互動尋求機會。 

 

正如 Venrock 的 David Pakman 在其看衰汽車業的觀點中所提

到的那樣，現代汽車製造商對於外包和整合由一系列獨立供應商

所提供的零件心安理得。從硬體的角度來看，在不遠的未來，汽

車技術將大同小異，從特斯拉到 Volvo，都將採用來自 Delphi 和

Mobileye（當然還有 Nvidia 和 Intel）這些公司的自動駕駛硬件。 

當然，這些跨行業合作尚存在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像豐田

這樣的企業在過去就曾為了分享技術而主動向 Google 示好。即便

是在位於山景城的巨頭與菲亞特-克萊斯勒的研發合作關係中，也

存在着試駕中所産生的數據到底該歸哪一方所有的問題。 

正如前面提到的，汽車公司的投懷送抱會讓 Google 這樣的高

科技巨頭感覺太過良好，對創業公司的收購則是一種更好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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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在這方面，通用顯然是非常激進的，剛剛在 1 月完成了對

Sidecar 的資産併購，很快又在 2016 年 3 月發起了對自動駕駛領域

創業公司 Cruise Automation 的 10 億美元併購。 

Cruise 的天使投資人 Tikhon Bernstam 指出，自動駕駛技術領

域的其他創業公司也會成為汽車製造商的類似目標（當然，這也

會給前幾輪的投資人帶來獲利退出的機會）。 

 “併購 Cruise，從而變身為一家偏軟體的公司能讓通用的市值

增加 2%嗎？我認為一定能，而整個汽車行業轉型成為軟體公司背

後的成本又有多少呢？”——Tikhon Bernstam 

從 a16z 所支持的 comma.ai 到諸如 nuTonomy、Drive.ai、

ADASWorks 和 Nauto 這樣的競爭對手，致力於解決自動駕駛難題

的初創公司着實不少。汽車製造巨頭們的收購對象還不止這些，

他們從來就不缺少享有豐厚投資的合作伙伴和可供選擇的併購對

象。2015 年，投資人對汽車技術公司豪擲 4.09 億美元，這一數字

比上一年度增長了 154%。 

業內公司的合作也不罕見，由奧迪、BMW 以及戴姆勒公司組

成的聯合體對 HERE，諾基亞的高畫質地圖技術，進行了 30 億美

元的聯合投資。 

“併購一個像 HERE 一樣的全球性平台，將形成一個事實上的

標準，給汽車行業一個獨特的機會，將其統一在相同的標準和進

程下，而這將催生實現互聯和自動化行動的生態系統。”CNBC 引

用了市場調研公司 IHS 對此事的這樣一條分析。 

確實如此，在這三家主要投資者的支持下，HERE 目前正在推

行汽車到雲端（car-to-cloud）的開放標準，目標是創造一種用於

採集和處理由自動駕駛車輛所産生的海量數據的通用語言。 

總而言之，汽車廠商正通過內部研發撥款、尋求合作以及併

購自動駕駛和互聯技術公司等方式，來發起一場化解出局風險的

運動。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北京新浪網徐志進摘譯編輯） 

網址 https://goo.gl/jiQpi5 

http://goo.gl/FwPcO2 

 

  

https://goo.gl/jiQpi5
http://goo.gl/FwP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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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選經濟鉅額投資浮現但交易件數落後 

編號 News-3-2-41 

類別 股權投資-隨選（On-Demand）經濟 

標題 隨選經濟鉅額投資浮現但交易件數落後 

日期 2016.07.14 

內容 最近一季，隨選經濟的投資呈現巨幅變化，叫車應用軟體的

巨頭 Uber 宣布獲得沙烏地阿拉伯主權基金 35 億美元的投資，同

時， 滴滴出行也從蘋果手中或 10 億美元 F 輪的投資。Didi 與

AirBnB 則是獲得債務融資（Uber 也在 2016 年 7 月取得 10 億美元

以上的債務融資。Lyft 聘請 M＆A 專業見長的投資銀行 Qatalyst 

Partners，引發未來潛在收購的猜測。 

Q2’16 圍繞在頂級企業令人振奮的消息中，整體行業的交易件

數較前一季稍微下降，在 Q3’15 到達 90 件投資峰值後，連續三季

的投資件數都低於 70 件。 

CB Insights 定義隨選經濟類別包括：透過行動裝置應用訂購

申請，並可即時取得線下服務。 

季投資趨勢 

隨選經濟的投資件數由 Q1’16 的 66 件下降至 Q2’16 的 55 件，

但連續七季投資件數保持在 50 件以上。投資金額則是為 Q1’16 的

3.5x 以上，到達 66 億美元，主要是因 Uber 獲得私募股權基金投

資 35 億美元，滴滴出行從蘋果手上獲得 B 輪 10 億美元，如果沒

有這二件投資，投資金額也成長 23%。 

投資件數與金額的峰值雙雙發生在 Q3’15，共有 90 件獲得 83

億美元的投資。Uber 與 Didi 在該季雙雙得到二輪超過 10 億美元

的投資；另外，中國餐點外送巨頭餓了嗎獲得 F 輪 6.3 億美元投

資， Ucar Group 獲得 B 輪的 5.50 億美元投資。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irbnb
https://www.cbinsights.com/company/lyft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car-group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7/on-demand-quarterly-2q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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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 Didi, and AirBnB vs. 其他 

Uber, Didi Chuxing 與 AirBnB 前三大獲投企業，在很多季獲

投的加總金額高於其他隨選經濟的新創企業獲投金額高。特別在

Q3’15 與 Q2’16，是該季成長大爆發的原因。 

 
  

年投資趨勢 

依照目前投資的速度與規模的話，預計 2016 年投資件數將為 237

件，投資金額為 158 億美元，雙雙較 2015 年下降 20%。 

 
  

投資階段 

由於產業成熟，因此，投資件階段占比逐漸朝向後期階段。

種子/天使輪的件數占比，由 2012 年的 55%下降至 2012 的 39%，

到 2016 迄今比重只剩 33%。同時，C 輪的投資件數占比則由 2015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didi-kuaidi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irbnb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7/on-demand-top-3-vs-others.png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7/on-demand-annual-2q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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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7%上升至 2016 年中（7/12）的 13%。後期階段 (D 輪與 E+

輪) 投資件數占比在 2015 年到達最高。 

至於”其他”類別包括公司少數股權投資輪，投資件數占比在

2016 年迄今來到 16% 的新高，如滴滴出行, Instacart, Uber, Gett, 

與 AirBnB 都在今年獲得公司少數股權投資。 

 
  

Uber 與 Didi 是隨選經濟獲投的公司 

不意外, Uber 位居隨選經濟獲投金額的第一名，目前披露的獲

投金額為 127 億美元，尤其在 2016 年 6 月獲得 35 億美元投資，

接著在 7 月又從 Barclays, Citigroup, Goldman Sachs 與 Morgan 

Stanley 獲得 11.5 億美元的融資。Uber 有多元不同的企業股東，包

括：豐田與中國人壽保險。 

排名第二為滴滴出行，迄今獲得 84B 億美元的投資，與 Uber

一樣都在 2016 年上半年獲得超過 10 億美元的投資，包括在 5 月

從蘋果手上獲得 10 億美元的投資，在 6 月又從 Poly Group 手上得

到 4 億美元的公司少數股權投資。Uber 的估值已經超過滴滴出行

的 2 倍以上。 

獲投最多的 VC 支持之隨選經濟公司 

公司 投資金額 特定投資人 

Uber  $12,659 Baidu, NEA, Google Ventures,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Menlo Ventures, Lowercase 

Capital 

Didi 

Chuxing  

$8,447 Apple, Alibaba, Tencent, Sina Weibo, China Life 

Insurance 

AirBnB  $3,395 Sequoia Capital, Andreessen Horowitz,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Greylock Partners 

Ele.me  $2,335 Sequoia Capital China, Tencent, Alibaba 

Lyft  $1,863 Floodgate, K9 Ventures, Andreessen Horowitz, 

Tencent, Alibaba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instacart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gettaxi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irbnb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ber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didi-kuaidi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didi-kuaidi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irbnb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eleme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lyft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7/on-demand-deal-share-by-stage-2q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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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 

Hero  

$1,330 Kite Ventures, Rocket Internet, Holtzbrinck Ventures, 

Team Europe Ventures 

Olacabs $1,310 Accel Partners, Sequoia Capital India, Softbank 

Ucar 

Group  

$1,244 Legend Capital, China Auto Rental 

Grab  $690 Didi Chuxing, Vertex Venture Holdings, GGV Capital 

Gett $513 Access Industries, Volkswagon, inVenture Partners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July 13, 2016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qWLwm2 

 

5. 法律科技市場地圖：50 家新創企業顛覆法律服務產業 

編號 News-3-2-42 

類別 股權投資-法律科技 

標題 法律科技市場地圖：50 家新創企業顛覆律師產業 

日期 2016.07.13 

內容 法律科技產業尚處於萌芽期，在過去幾年已默默建構數個新

興的次領域。自 2011 年起，法律科技公司已募得 7.39 億美元，當

律師產業仍依賴手動與紙張文件流程時，給法律科技新創企業不

少的改善解決機會。 

CB Insights 定義法律科技為所有提供律師產業服務與產品的

科技公司，包括：提供給個人律師、大型企業法律事務所和其他

律師產業中關鍵利害關係人。 

CB 將 50 法律科技新創企業區分為：電子資料鑑識與蒐證

（electronic discovery）、法律實務管理（law practice management）

與線上法律服務(online legal services)、智慧財產（IP）/商標軟體

服務、人工智慧法律科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gal Tech）。 

 
 

 線上法律服務（Online Legal Services）：這類的新創企業包括

提供對消費者與企業系列的線上法律服務。這是法律科技地

圖中最大的一類，Avvo 在2015年7月從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 獲得 E 輪 7,150 萬美元的投資。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delivery-hero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delivery-hero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ani-technologies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car-group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ucar-group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grabtaxi
http://www.cbinsights.com/company/gettaxi
https://goo.gl/qWL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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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料鑑識與蒐證（E-discovery）：這類的服務是提供搜尋

與取得相關資料應用在民事或刑事訴訟案件的過程。新創企

業在這類服務主要建立數位工具強化這個過程。這類最著名

的新創企業是 kCura，在 2015年 2月從 Iconiq Capital獲得 1.25

億美元的投資。 

 

 法律實務管理軟體（Practice Management Software）：這類公

司主要提供法案、時間、合約管理工具給法律服務公司。Clio

從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與Point Nine獲得 2500萬美元的

投資。 

 

 智慧財產 /商標軟體服務（ Intellectual Property/Trademark 

Software Services）:這類公司涵蓋如 Innovation Asset Group 開

發軟體簡化智慧財產發明揭露過程的公司，目前已獲得 390

萬的投資。 

 人工智慧法律科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gal Tech）：這類的

企業主要應用人工智慧彙整法律文件，如 LegalSifter 在 2016

年 3 月從 Birchmere Labs 與 Multiple Angelswhich 手中獲得種

子輪 160 萬的投資。 

 訴訟融資（Litigation Finance）： 這類新創企業以 LexShares 與 

Mighty 為代表，其允許原告接受前期融資（作為原告醫療費

用），以換取案件結束後潛在和解金的一部分。LexShares 在

2014 年獲得種子輪，但未揭露金額。 Mighty 獲得 525 萬美

元的 A 輪投資，有 IA Ventures 與 Tribeca Venture Partners 在

2015 年 9 月領投。 

 律師搜尋（Lawyer Search）：新創企業 Lexoo 協助消費者搜尋

與尋獲適合的律師，Lexoo 迄今已募得 170 萬美元的投資。 

 法律研究（Legal Research）：這類服務涵蓋各種服務法律服務

產業的線上研究公司。Ravel Law 在 2014 年 2 月獲得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Work-Bench 與 Xfund 投資的 A 輪 810 萬

美元。 

 公證工具（Notarization Tools）：這是法律科技地圖中較小的

一群，如 Notarize 提供消費者數位公證服務，在 2016 年 6 月

獲得來自 Polaris Partners, Founders Fund 與 Ludlow Ventures A

輪 850 萬美元的投資。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July 13, 2016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GfzUh9 

 

  

https://goo.gl/GfzU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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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展翅高飛:旅遊科技新創企業投資交易熱絡 

編號 News-3-2-43 

類別 股權投資-旅遊科技 

標題 展翅高飛:旅遊科技新創企業投資交易熱絡 

日期 2016.07.06 

內容 2016 年上半年旅遊科技新創企業獲得 15 億美元，共有 141 件

交易案。愈來愈多的投資交易案件發展在美國以外的地區，約占

67％。 

CB Insights 將旅遊科技範疇包括：提供旅遊服務與產品的相

關科技公司，包括：訂位/訂房服務、搜尋與規劃平台、隨選客製

化旅遊、推薦景點等，但不含叫車服務。 

投資交易件數與金額 

Q2’16 旅遊科技領域的投資件數為 73 件，較前一季成長 7.35

％，為史上單季投資件數第三高。投資金額為 5.87 億美元，較前

一季大幅衰退 35％。 

Q2’16 投資件數為 73 件，在最近 4 季中有 3 季投資件數超

過 70 件以上。其中獲投金額最大的是中國航班管家（Huoli）的

1.44 億美元 C 輪投資，以及印度 Oyo Rooms 1 億美元的 D 輪投資。

不過，除了這兩件鉅額投資專案之外，2016 年第二季幾乎沒有投

資案件投資金額超過 4,000 萬美元，也使得第二季的投資金額較前

一季下降 35%。 

 
投資件數占比的國家排名 

過去五年，投資件數占比的國家排名發生了變化。2011 年美

國旅遊科技新創企業的獲投件數幾乎占總投資次數的一半。不

過，自此以後，此占比開始持續下降，截至 2016 年 7 月 5 日，比

例下降至僅 33%。美國獲投件數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亞洲（尤其是

印度和中國）的投資活動十分活躍。此外，英國、德國等歐洲國

家的獲投件數占比均有上升，截至 2016 年 7 月 5 日，英國和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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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獲投件數的占比總和為 15%。 

 
融資額最多的十家創業公司 

截至 2016 年 7 月 5 日，Airbnb 的投資總額位居榜首，比其他

九家公司的投資總和（32 億美元）還要多。行動機票預訂公司航

班管家是新上榜的旅遊科技創業公司。此外，該份名單中還包括

中國途家及南美洲 OTA Decolar 等獨角獸。 

Q1’11 – Q2’16 獲投最多的旅遊科技公司 

 
排名 公司名稱 總部所屬

國別 

揭露的獲投金

額（＄M） 

1 AirBnB 美國 $3.4B 

2 LY.com（同程旅遊） 中國 $1.2B 

3 TuJia Onl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途家） 

中國 $464M 

4 Decolar 巴西 $342M 

5 Ibibo Group 印度 $273M 

6 Quintess 美國 $247M 

7 Oyo Rooms 印度 $226M 

8 Skyscanner 英國 $192M 

9 Huoli （航班管家） 中國 $144M 

10 HotelUrbano 巴西 $130M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gz2lXi 

 

  

https://goo.gl/gz2l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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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過度投資？資安新創企業上半年獲投下滑 

編號 News-3-2-44 

類別 股權投資-資安產業 

標題 過度投資？資安新創企業上半年獲投下滑 

日期 2016.07.19 

內容 隨著企業和政府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網路攻擊和駭客問題，網

路資訊安全領域受到投資者的關注。去年 9 家民間非獨角獸資安

新創企業中有五家市值達到 10 億美元。但是由於投資者擔心網路

資訊安全領域過度投資，因此，2016 年交易活動和投資額都呈現

下降趨勢。 

已經發展得較好的市場，例如企業資料和網路安全仍然是熱

門，2016 年 6 月網路監控企業 LogicMonitor 獲得 1.30 億美元成長

股權投資。其他領域，如智慧預測威脅和智慧手機安全對投資者

來說也具有吸引力，6 月時 Cylance（智慧預測網路威脅的企業）

獲得 1 億美元 D 輪投資，也成為 2016 年誕生的第一個網路資訊安

全的獨角獸企業。 

年度投資趨勢 

目前為止，2016 年網路資訊安全領域鉅額投資交易包括

Cylance（1 億美元 D 輪投資）， Mobi Magic（1 億美元 B 輪投資），

LogicMonitor（1.3 億美元成長型股權投資）。 

2015 年網路安全領域有件 1 億美元及以上的鉅額投資: 包

括：CrowdStrike（1 億美元 C 輪投資），Illumio（1 億美元 C 輪投

資），CloudFlare（1.1 億美元 D 輪投資）和 Tanium（1.175 億美元

G 輪投資）。去年網路資訊安全領域最大的投資交易為 Tenable 

Network Security 發起的 2.5 億美元 B 輪募資，這是一家為企業提

供持續網路監控的企業，客戶包括美國國防部。 

 
季投資趨勢 

網路資訊安全領域投資額高峰出現在 2015 年第三季和第四

季，光是第四季就獲得 13 億美元投資。2016 年第二季網路資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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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企業共獲得 8.02 億美元投資，至於投資件數為 83 件，和前一季

的 81 相差不多。雖然 2016 年前兩個季投資件數和投資額，和 2015

年高峰相比仍有所差距，但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有所成長。2016

年上半年網路資訊安全企業共獲得 15 億美元投資，高於去年同期

的 14 億美元。過去 7 季中有 6 季投資件數超過 80 件。 

 
各階段交易件數占比 

2012 年到 2016 年網路資訊安全領域各階段的投資件數占比

變化並不大，以種子和天使輪階段的件數最多。2016 年種子和天

使輪階段交易件數占 31%，低於之前的 34%到 37%占比。 

 
獲得投資最多的企業 

2012-2016 年 7 月 12 日為止，網路資訊安全公司獲投前十大

企業，其金額全數在 1 億美元以上，前 5 大的獲投金額更是破 2

億美元以上。名單請見下表：  

獲得投資最多的資安企業（2012 – 2016 YTD (7/12/2016)） 

排名 公司名稱 揭露獲投金額（＄M） 

1 Tenable Network Security $302 

2 Tanium $295 

3 Lookout $281 

4 OpenPeak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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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kta $229 

6 Bit9 + Carbon Black $191 

7 CloudFlare $182 

8 Mobi Magic $180 

9 Cylance $177 

10 CrowdStrike $156 

 

最活躍的 VC 投資機構（2012 – 2016 YTD (7/12/2016)） 

排名 機構名稱 

1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2 Accel Partners 

2 Intel Capital 

4 Andreessen Horowitz 

5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5 Sequoia Capital 

7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7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8 Trident Capital 

 

最活躍的早期階段投資機構（2012 – 2016 YTD (7/12/2016)） 

排名 公司名稱 

1 Andreessen Horowitz 

2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2 Accel Partners 

4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4 Google Ventures 

6 CIT Gap Funds 

6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7 .406 Ventures 

7 Data Collective 

8 YL Ventures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VS0MCu 

 

  

https://goo.gl/VS0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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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險科技 2016 年上半年投資金額突破 10 億美元 

編號 News-3-2-45 

類別 股權投資-保險科技 

標題 保險科技 2016 年上半年投資金額突破 10 億美元 

日期 2016.07.5、07.11 

內容 季投資趨勢 

保險科技的投資件數在 Q1’16 創下單季新高，共有 52 件，但

在 Q2’16 投資件數下滑至 30 件，下降幅度高達 41％。上半年投資

件數為 83 件，若依此速度預計 2016 年全年保險科技獲投件數為

164 件，將比 2015 年全年的 115 件成長超過 42％。 

至於投資金額更是由 Q1’16 的 6.57 億美元萎縮 69％至 Q2’16

的 3.89 億美元。在 2016 年上半年，保險科技新創企業合計獲得的

金額為 10.46 億美元。 

 

投資階段-種子期階段的投資件數幾乎占 H1’1 的一半 

保險科技在 H1’1 投資件數的階段分佈，其中有 47%為種子/

天使輪階段，其次為 A 輪的 15％ ，包括：Insurance Zebra, Shift 

Technology, Embroker 與 League；中期(B-C 輪)階段的投資件數合

計占 16% 。有趣的是 2016 年上半年有 9% 的投資交易為公司少

數股權投資輪，包括：Allianz 投資產品保險的新創企業

Simplesurance、 Intact Financial 投資以開車里程數計算保費的

Metro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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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地區：美國持續掌控保險科技大部分的投資活動 

2016 年上半年全球保險科技投資活動，63%的獲投件數由美

國新創企業取得。德國、印度與英國約占 5%+ 左右，法國為 3%、

加拿大 4％。在美國境內，紐約與加州在 2016 年上半年獲投的件

數相同，為其他州的 3 倍。 

 

 
 

2016 年上半年獲投的保險科技企業與投資夥伴一覽表 

新創企業 描述 特定投資人 金額 日期 

Oscar Health 應用高科技的

醫療保險載體 

Fidelity Investments, 

Founders Fund,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Goldman Sachs, Google 

Capital, Horizons 

Ventures, Wellington 

Management, Khosla 

Ventures 

$400M Feb-1

6 

Clover Health 資料驅動的醫

療保險新創企

業 

Greenoaks Capital 

Management, First 

Round Capital, Wildcat 

Venture Partners, 

Sequoia Capital, Soical 

Capital, AME Cloud 

Ventures 

$160M May-1

6 

Bright Health 資料驅動的醫

療保險新創企

業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Flare Capital 

Partners,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80M Apr-1

6 

Justworks 薪資、福利與承

諾服務 

Bain Capital Ventures, 

Index Ventures, Redpoint 

Ventures, Thrive Capital 

$33M Mar-1

6 

Huize 

Insurance 
中國線上保險

機構 

Beijing Wanrong Times 

Capital, Shenzhen 

CDF-Capital Co. 

$31M Mar-1

6 

Namely HR, 福利、薪

資軟體與仲介 

Sequoia Capital, 

Greenspring Associates, 

Matrix Partners, True 

Ventures 

$30M Feb-1

6 

Trov 隨選個人項目 Oak HC/FT, Suncorp, $25.5M Ap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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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app Guidewire Software 6 

Gusto 線上薪資、醫療

福利保險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25M Mar-1

6 

LEAGUE 受僱員工醫療

服務與福利的

行動平台 

OMERS Ventures, BDC 

Venture Capital, 

Manulife Financial 

Power Financial, Real 

Ventures, RBC 

$25M Jun-16 

Maxwell 

Health 
受僱員工福利

的運作系統 

GIC Strategic Ventures, 

Sun Life Financial, 

Cendana Capital 

$22M Mar-1

6 

Xish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折扣保險的線

上網站 

Fosun Kinzon Capital, 

Undisclosed investors 

$20M Mar-1

6 

Goji 自動比價平台

網站 

Coffin Capital & 

Ventures, Thayer Street 

Partners 

$18.9M Jun-16 

Insurance 

Zebra 
車輛保險的比

價搜尋引擎 

Ballast Point Ventures, 

Daher Capital, 

Floodgate, Silverton 

Partners 

$17M Jan-16 

Friendsurance 線上 P2P 保險

網站 

Horizons Ventures, 

German Startups Group 

$15M Mar-1

6 

PolicyGenius 線上保險政策

比較 

Revolution Ventures, 

MassMutual Ventures, 

Transamerica Ventures, 

AXA Strategic Ventures, 

Karlin Ventures, Susa 

Ventures 

$15M Jan-16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To7YqR 

https://goo.gl/OQphbI 

 

  

https://goo.gl/To7YqR
https://goo.gl/OQph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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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數位醫療新創企業的投資交易蹣跚 

編號 News-3-2-46 

類別 股權投資-數位醫療 

標題 數位醫療新創企業的投資交易蹣跚 

日期 2016.07.17、07.13 

內容 數位醫療投資近年來持續保持成長走勢，至少有四年投資交

易件數直線上升，2015 年接近快 1,000 件（996 件），投資金額超

過 55 億美元。 

次代表 2015 年投資件數較 2012 年成長超過 100% ，而投資

金額則成長超過 220%。2016 年上半年數位醫療獲投金額仍保持高

位，超過 35 億美元，多筆金額超過 1 億美元以上的钜額投資案發

生在 Oscar Health, Flatiron Health, Spring Rain Software 所致。然而

交易件數卻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到 2016 年上半年為止僅 476 件

（Q2’16 的投資件數更是由 Q1’16 的 272 件下降至 199 件。）預

計 2016 年全年的投資件數將低於 2015 年。 

年度投資 

 
 季投資趨勢 

Q2’16 數位醫療的投資明顯下降，Q2’16 是自 Q4’14 後投資件

數首次低於 200 件以下(199 件)，較 Q1’16 的 272 件減少 27%。最

近 10 季中有 8 季投資金額超過 10 億美元以上。  

 

 

https://cbi-blog.s3.amazonaws.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6/07/Digital-health-yearly-q2-2016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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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階段 

以投資階段來看，2016 上半年早期階段投資件數占比約佔有

3/4，而後期階段 (D 輪與 D 輪之後)的投資件數占比呈現萎縮。各

階段的投資件數占比呈現相對穩定分佈。 

 
 

地區分佈 

Q2’16 的獲投地區的件數占比，美國以外的地區有 54 件獲

投 ， 特 別 是 在 印 度 (PurpleHealth, DocsApp) 與 中 國

(iCarbonX, Anhao)。在美國地區的數位醫療獲投件數最多的是加

州，共有 47 件，依序為紐約的 15 件、紐約、密蘇裡、佛羅里達

排名第四，各有 7 件交易案。 

 
主要投資人 

隨著越來越多的投資人關注數位醫療，這一方向已成為時下

熱門的領域。2015 年，至少有 1350 名投資人投資數位醫療。截止

2016 年 6 月，有約 800 名投資人在該領域進行投資，預計今年數

位醫療領域的被專案數將超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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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醫療領域最活躍的投資機構 

回顧 2014 年至今的投資人排行榜，可以發現 Rock Health 投

資的數位醫療領域公司超過 20 家，居於榜首。第二名是 Khosla 

Ventures，這家投資機構投資的專案包括 Misfit，Ginger.io 和

Oscar。排名第三的是 Qualcomm Ventures。 

1.Rock Health 

Rock Health 成立於 2010 年，總部位於美國舊金山，公司專

注的投資領域為數位醫療。Rock Health 的投資階段為早期，公司

曾投資 Welkin Health,Sano,Augmedix 等項目。 

2.Khosla Ventures 

Khosla Ventures 成立於 2004 年，總部位於美國加州，是一家

專注於資訊科技領域的投資公司。Khosla Ventures 的投資階段包括

早期及後期，除了風險投資外，其業務領域還包括私募、債務融

資及公司上市後的股權融資。在數位醫療領域，公司曾投資

Lumiata, Impossible Foods, Atomwise 等項目。 

3.Qualcomm Venture 

Qualcomm Venture 成立於 2000 年，總部位於美國聖地牙哥，

該機構進行早期及後期投資，投資金額為 50 萬美元—1000 萬美

元。專注領域包括 AR/VR/3D，人工智慧，大健康，物聯網，半導

體，大資料等，被投專案覆蓋北美、以色列、中國、歐洲、巴西、

韓國。在數位醫療領域，公司曾投資拓實醫療、Welltok、Portea 

Medical、薄荷網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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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醫療領域最受歡迎的創業加速器排行榜 

在最受歡迎的創業加速器排行榜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 Y 

Combinator, DreamIt Ventures 和 BluePrint Health。 

1.Y Combinator 

Y Combinator 成立於 2005 年 4 月，總部位於美國加州山景城，

是一個創業公司加速器，其為眾多的創業公司提供資金和商業諮

詢等方面的服務。Y Combinator 只關注於最早期的創業團隊，通

常僅向創業者提供 2 萬美元或以下的“種子資金”，並在創業團

隊的起步階段介入並提供相應的幫助。Y Combinator 會定期舉行 

Funding Application 的活動，接受創業團隊提交的專案資料，如果

專案通過評審，Y Combinator 會提供一種“$5000 + $5000n”模式

的投資（其中 n 指的是願意參與此項目投資的 Y Combinator 合

夥人的人數）。2012 年，《福布斯》將 YC 評選為最有價值的加速

器，在數位醫療領域，Y Combinator 投資的知名項目包括 Ginkgo 

Bioworks，Lully，20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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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reamIt Ventures 

Dreamit Ventures 成立於 2007 年，總部位於美國賓州，是一家

全球性的創業加速器和風險投資機構，主要關注行動互聯網、軟

體等領域的早期、成長期及成熟期投資。投資項目包括：

NarritiveDX、BioBots、DocWay。 

3.BluePrint Health 

BluePrint Health 成立於 2011 年，是一家專注于進行醫療健康

領域的投資機構，投資的項目包括 MedPilot，BindHealth，iMedicare

等。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c9OKdK 

https://goo.gl/pJX4Zu 

  

https://goo.gl/c9OKdK
https://goo.gl/pJX4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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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工智慧的競逐賽: Google, Twitter, Intel, Apple 相互競逐 AI 新

創企業 

編號 News-3-2-47 

類別 股權投資-人工智慧 

標題 人工智慧的競逐賽: Google, Twitter, Intel, Apple 相互競逐 AI 新創

企業 

日期 2016.06.29 

內容 在最近五年超過 30 家從事先進 AI 技術的私人公司被該領域

科技巨頭收購，這些科技巨頭包括：Google, IBM, Yahoo, Intel，與

最近的 Apple 與 Salesforce。2016 年迄今已經有 5 件收購案。 

Google 是 AI 領域中全球最突出的主角，M＆A 了 9 家相關新

創企業。在 2013 Google 收購了多倫多大學的電腦科學系衍生的深

度學習與、圖像識別與自然網絡新創企業 DNNresearch，此項收購

協助 Google 在圖像識別的技術升級。在 2014 年 Google 又以 6 億

美元收購英國公司 DeepMind Technologies。Twitter 收購 4 家企業，

排名第二，最新收購的是圖像處理的新創企業 Magic Pony。

Salesforce 最近一年才加入收購 AI 的競賽，收購 Tempo AI，Khosla 

Ventures支持的MetaMind 與開放資源的機器學習的PredictionIO。 

 
 

從 2011 年起主要 AI 收購者一覽表 

公司 說明 收購者 

Cleversense 餐廳推薦 app Google 

DNNresearch 利用深度學習與自然網絡來進行影像搜尋 Google 

Indisys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Intel 

IQ Engines 影像辨識軟體 Yahoo 

LookFlow 影像辨識與分類的 API Yahoo 

SkyPhrase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 Yahoo 

Gravity 個人化廣告 AOL 

DeepMind 發展自我學習演算法 Google 

Convertro 行銷智能 AOL 

Cogenea AI 基礎的虛擬助理 IBM 

Madbits 深度學習的虛擬智能平台辨識影像內容 Twitter 

Emu AI 基礎的即時訊息 Google 



 

152 

Jetpac 整合社交網路平台的圖片，分析地點提供旅

遊指南 

Google 

Dark Blue 

Labs 
深度學習技術以瞭解自然語言 Google 

DeepMind 

Vision 

Factory 
利用深度學習辨識目標文件與文字 Google 

DeepMind 

Timeful 智慧排程 app Google 

Explorys 健康醫療數據的分析與預測 IBM 

Granata 

Decision 

Systems 

市場行銷管理的規範性分析 Google 

AlchemyAPI 具有自然語言能力的雲端平台，包括：關鍵

字萃取與分類 

IBM 

Sociocast 預測分析 AOL 

TellApart 電子商務與零售的預測性精準廣告分析 Twitter 

Whetlab 機器學習技術 Twitter 

Tempo AI 智慧日曆 Salesforce 

Perceptio 發展先進 AI 的手機 Apple 

Vocal IQ 語音處理，以提高人機互動 Apple 

Saffron 認知運算平台 Intel 

Emotient 情緒檢測技術以改善對客戶情緒的瞭解 Apple 

PredictionIO 開放來源的機器學習伺服器 Salesforce 

MetaMind AI 基礎的個人化與客製化支援解決方案 Salesforce 

Itseez 電腦視覺與模式辨識 Intel 

Magic Pony 機器學習與處理技術 Twitter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kRtm2e 

 

11. 全球教育科技新創企業獲投件數與金額上升 

編號 News-3-2-48 

類別 股權投資-教育科技 

標題 全球教育科技新創企業獲投件數與金額上升 

日期 2016.07.26 

內容 教育科技企業在 2015 年獲投的件數與金額來到峰值，超過

500 件將近 33 億美元的投資交易。投資的熱度在 2016 年略微放

緩，若保持上半年的投資速度，預計 2016 年全球教育科技的獲投

件數將少於 450 件，還低於 2014 年水準。 

然而，就季投資而言，近二季的投資件數與金額持續攀升， 

Q2’16 的投資件數由 109 件小幅增加至 112 件，投資金額則由前季

的 4.35 億美元成長 30%至 5.64 億美元。 

年度投資概況 

截至 2016 年 7 月 5 日，教育科技新創企業已經有 222 件投資

交易活動，金額為 9.99 億美元。教育科技的投資件數與金額從 2012

年起連續成長，到 2015 年到達峰值，但 2016 年投資放緩，預計

https://goo.gl/kRtm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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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低於 2014 年水準。 

 
季投資概況 

在 Q2’16 教育科技共有 112 件交易案獲得 5.64 億美元投資，

投資件數連續二季成長，但與 Q1’15 的 147 件的峰值相差頗多。 

Q2’16 最大的交易案為美國加州 Age of Learning 獲得 Iconiq 

Capital 的私募股權投資 1.5 億美元。Age of Learning 知名的產品

ABCmouse 為幼童學習軟體。其次，是 Udemy 獲得 D 輪 6,000 萬

美元的投資，由 Naspers 領投。接著是北京的猿輔導，為中國最大

的真人線上輔導平臺,獲得騰訊 4000 千萬的公司少數股權投資。 

教育科技季投資峰值出現在 Q4’15 ，有 4 筆鉅額交易， 

HotChalk 獲得 Bertelsmann 2.30 億美元的公司少數股權投資； 

TutorGroup 獲得 2 億美元的 C 輪投資；HuJiang 獲得 D 輪 1.57 億

美元的投資以及 Udacity 獲得 1.05 億美元 D 輪投資。 

 
獲得 VC 投資最多的教育科技企業 

總部設在上海的英語學習線上平台 TutorGroup 是獲得 VC 頭

投資最多的教育科技新創企業，共獲得 3.15 億美元投資；加州的 

HotChalk，發展線上教育平台提供學校線上教學內容；另一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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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學習平台 Pluralsight 排名第三。 

獲得 VC 投資最多的教育科技企業 

排名 公司名稱 獲投金額 主要投資人 

1 TutorGroup $315M Alibaba Group, Qiming Venture 

Partners, Goldman Sachs 

2 HotChalk $249M Bertelsmann, McGraw-Hill 

Ventures, Mohr Davidow Ventures 

3 Pluralsight $208M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Rethink 

Education, Felicis Ventures 

4 Udemy $173M MHS Capital,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500 Startups,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5 Desire2Learn $165M NEA, OMERS Ventures 

6 Udacity $161M CRV, Google Ventures, Andreessen 

Horowitz 

7 Knewton $157M First Round Capital, Accel 

Partners,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FirstMark Capital 

8 Coursera $146M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NEA, Learn Capital 

9 AltSchool $136M First Round Capital, Andreessen 

Horowitz, Harrison Metal 

10 17Zuoye $135M Shunwei Capital Partners, Tiger 

Management Corp 

1 TutorGroup $315M Alibaba Group, Qiming Venture 

Partners, Goldman Sachs 
 

來源 CB Insights Research Blog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s://goo.gl/sjovWX 

 

  

https://goo.gl/sjov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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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6 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投資金額達 39 億美元 

編號 News-3-2-49 

類別 股權投資-數位醫療 

標題 2016 上半年數位醫療投資金額達 39 億美元 

日期 2016.07.14 

內容 Startup Health 發佈 2016 上半年全球數位醫療投資金額為 39

億美元，投資件數為 234 筆。企業獲投多集中在種子輪和 A 輪。

患者和消費者體驗領域在投資件數與金額都高居榜首。 

2016 年上半年投資概況 

美國數位醫療創業加速器Startup Health發佈了2016上半年全

球數位醫療投資資料：投資金額達 39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34.5%；投資件數為 234 筆，則較去年同期略降。2010-2016 年全

球數位醫療投資金額一路上升，投資件數至 2013 年峰頂後，

2014-2016 年上半年投資件數持續減少。 

 

投資階段 

2016 年上半年，種子輪與 A 輪投資輪次數占比 65%，與 2015

年相同，顯示投資人對於新的創新與商業模式持續保持高度興

趣。絕大部分資金都在 A 輪注入，為創業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2016 上半年獲投最多的前十大 

Seed

30%

Series A

35%

Series B

19%

Series C

10%

Series D

3%

Series E+

3%

2015

Seed

32%

Series A

33%

Series B

18%

Series C

10%

Series D

4%

Series E+

3%

2016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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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平安好醫生”在 2016 年獲得 5 億美元 A 輪投資，高居榜

首，也創下全球數位醫療 A 輪投資最高的紀錄。而一些重新審視

保險經營模式後改進商業模式的醫療公司或保險公司，如 Oscar、

Clover、Bright Health 都拿到了巨額投資。 

 

 
 

2016 上半年最活躍的數位醫療次領域 

2016 年患者/消費者體驗仍舊佔據數位醫療領域的主導地

位，無論是投資金額與件數上都處於領先地位。 

 
2016 年上半年值得注意的投資項目 

2016 年全球數位醫療新創企業與創新模式如雨後春筍般湧

現，例如印度正著力推動以消費者為中心的龐大醫療體系，中國

也開始將數以百萬計的患者與醫生串聯，而以色列則研究出具有

突破性意義的軟體解決方案。 

 

 

 

 

 

 

 

 

 

 

病患/消費者體驗 

健康 

個人化醫療/自我衡量 

大數據/分析 

工作流程 

臨床決策支援 

醫療器材 

電子商務 

研究 

公共衛生 

投資交易次數 重要投資交易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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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半年最活躍的 VC 投資人 

 

 
來源 StartUp Health Insights：Digital Health Funding Rankings，2016 

Midyear Report （林秀英摘譯） 

網址 http://goo.gl/sqN9K4 

 

  

 

http://goo.gl/sqN9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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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醫療健康”企業投資榜 TOP100 

編號 News-3-2-50 

類別 股權投資-互聯網醫療 

標題 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醫療健康”企業投資榜 TOP100 

日期 2016.07.1 

內容 動脈網根據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國行動醫療展所發布的《2016

年上半年度互聯網+醫療健康領域獲投企業 TOP100》榜單，所做

的分析，指出 2015 年是行動醫療爆發的一年，市場規模接近 50

億人民幣，使用者規模達 1707.3 萬人，共發生了 283 起互聯網醫

療健康領域的投資事件。2016 年資本市場對互聯網醫療健康領域

的熱度不降反升，截止至 6 月 28 日，2016 年上半年中國共發生百

萬元以上人民幣的投資事件 121 起，投資總金額接近驚人的 140

億人民幣。 

2016 年上半年互聯網健康醫療前 5 大獲投企業 

1.平安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以 5 億美元（約 33 億元人民幣）的超高融資金額

拿下冠軍寶座。截止今年 5 月 19 日（獲投日），平安好醫生註冊

用戶超過 7700 萬，日訪問量峰值超過 25 萬餘人次，簽約超過 1000 

名全職醫生團隊，其中 5 萬名社會化醫生。除了用戶數多，使用

者的高黏性、產品差異化（首創的 7x24 小時全天候問診服務）、1

小時 O2O 送藥上門，為其建立傲人競爭優勢，未來將要朝向智慧

醫院，用技術連結資源為政府、醫院和患者創造共用價值；分級

診療，與各大醫院急診所通力合作打造中國最大的分級診療體

系；醫保合作，提升參保人服務體驗控制醫保成本；保險合作，

商業保險＋家庭醫生＋健康管理打造中國特色的 HMO 模式，獲得

投資人青睞。 

2. 碳雲智能 

成立時間不到一年，由華大基因前 CEO 王俊創辦的碳雲智能

以 A 輪 10 億人民幣獲得了投資榜的第二名，主要投資方包括騰

訊、中源協和及天府集團等。碳雲智能致力於打造集生命大數據、

人工智慧、互 聯網為一體的平台性機構，以及碳雲智能的董事長

兼 CEO 王俊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學家和業界領袖，其他核

心團隊成員來自於曾長期任職於華大基因、波士頓諮詢公司、中

國聯通、 境外一流大學等機構，具有相關行業的豐富經驗、深刻

理解及影響力。 

3.健客網、4.鷺燕醫藥、5.華領醫藥 

國家政策趨嚴後，醫藥行業的熱度似乎不減反增。健客網、

鷺燕醫藥、華領醫藥三家醫藥電商企業一起擠進前五，絕非偶然，

資本市場對於加入醫藥電商的燒錢戰場仍舊樂此不疲，距離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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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牌之日，似乎已經越來越近。 

5.咕咚網 

咕咚網是前五中唯一一家運動健身類社交企業，目前咕咚使

用者數量已超過 6000 萬，每天的回應資料來自全球 87 個國家的

數千萬次運動需求。2012 年，“咕咚運動+”app 正式發佈上線，

咕咚開始由純硬體轉型為“軟體+硬體”的發展方向。並於 2013

年發佈了國內首款智慧穿戴運動設備“咕咚手環 S”和“咕咚手

環 2”。在今年 C 輪融資前，咕咚 A、B 輪兩輪融資總額為約 3 億

元人民幣，發展態勢一片良好。 

5.新氧 

從微整形切入醫美行業的新氧，以社交電商作為自己的發展

模式和方向。在今年獲投之前，新氧每月微整形訂單已經接近 6

萬單，其獨有的的“雲診所”，巧妙地運用了共用經濟的思維。

不僅整合了一批中小型診所的閒置時間和設備，並且新氧按照自

己制定的標準統一管理，開放給新氧平臺上的眾多公立醫生，實

現了資源利用最大化利用，又解決了醫生多點執業的場地問題，

獨創性商業模式受到投資人青睞。 

 
圖 1、獲投金額排名前 5 的 7 家公司 

100 大獲投企業所屬領域 

從領域劃分可以看到，新興領域中精準醫療成為投資的重

點，其中從事基因檢測的公司占絕大部分。中國基因市場有近 60

萬億人民幣的市場規模，但作為一個萌芽期的細分行業，由於目

前成本和消費觀念等因素的限制，精準醫療還未能大範圍推廣。 

除了精準醫療行業，作為消費端市場的健康管理和醫藥類企

業一直是投資的重點之一，此類企業的報酬率一向比較穩定。作

為垂直細分和高淨值消費領域，孕嬰兒童類醫療企業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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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目前由於二胎政策的頒佈，每年帶來 300 萬新生兒增量。根

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的資料，中國 2015 年嬰童數量達到 2.27

億人次，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成長速率，也刺激了孕嬰兒童企

業的快速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火熱的 VR 虛擬實境似乎並沒有在醫療

行業迎來同樣的資本熱潮，由於技術和應用場景的諸多限制，醫

療 VR 距離實際應用還有一定的距離，而醫微訊成為了該領域在

今年唯一獲得融資的企業。 

 

100 大獲投企業的階段件數 

從投資階段來看，2016 年上半年 TOP100 中獲得 A 輪投資的

企業占絕大多數，共計有 51 家企業。獲得 B 輪之後投資（未 IPO）

的企業數量很少，只有 6 家，分別是咕咚網、華領醫藥、新氧網、

啟明醫療、杏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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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移動醫療健康展微博公布，動脈網刊載 

網址 http://goo.gl/ajkvZ6 

 

14. 2011-2016 上半年全球人工智慧+健康醫療領域融資總額高達 14

億美元 

編號 News-3-2-51 

類別 股權投資-人工智慧、健康醫療 

標題 2011-2016上半年全球人工智慧+健康醫療領域融資總額高達 14億

美元 

日期 2016.07.21 

內容 根據中國蛋殼研究院資料庫統計，2011 年-2016 年 6 月 30 日，

人工智慧應用在健康醫療領域的投資交易案件共有 66 件，獲得高

達 14 億美元的投資。 

 
人工智慧+健康醫療領域創業專案數量逐年增加，且 2013 年

http://goo.gl/ajkv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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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每年投資額均有大幅提升。其中，2014 年，Google 收購 DeepMind

後，人工智慧專案的估值水漲船高，同年，致力於人工智慧+醫學

影像的的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獲 1 億美元投資。 

2011 年-2016 年 6 月 30 日，全球人工智慧+健康醫療的細分領

域中，醫學影像類專案數量最多，為 16 個，融資額達 1.49 億美元。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圖像識別技術的成熟、電子膠片的

普及和放射科醫師的缺乏。 

以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為代表，人工智慧+醫學影像類專案

為細分領域中熱度較高的部分。資料顯示，2B 模式為人工智慧+

醫療健康領域較被青睞的模式之一。 

目標使用者為醫院的 2B 項目較多，在所有 2B 項目中，年均

占比達 50%。美國醫院受到“按價值付費”政策的激勵，所以願

意主動運用新技術提升醫療水準和控制醫療費用。 

同時，因為人工智慧+健康醫療領域大量的 2B 項目分佈於北

美，而北美的保險支付業務較為成熟，故該領域 2B 專案的第二大

目標使用者為保險公司。 

 
 

人工智慧與健康醫療的結合，旨在利用新技術推動醫療領域

的發展，提升患者健康水準。面對眾多病種，人工智慧+健康醫療

領域項目中，最受關注的是以治療糖尿病為代表的慢病管理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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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慢病管理領域外，也有一些公司將目光對準基因檢測、手

術失血量、乳腺癌及精神健康這些細分場景。 

人工智慧在健康醫療領域的應用逐漸展開，新的商業模式與

技術開始湧現，投資人也將眼光投向這一領域。目前，該市場依

然存在很大空間。 

來源 動脈網（鄧雪媛報導） 

網址 http://goo.gl/jhvh59 

 

15. 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分析報告 

編號 News-3-2-52 

類別 股權投資-互聯網 

標題 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分析報告 

日期 2016.07.08 

內容 2016 年 7 月 7 日，由上海交通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所、京北

投資、IT 桔子聯合主辦的《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

分析報告》發佈會，在北京頤和園西側的天使實戰學院成功舉辦。 

2016 上半年單筆投融資額上升明顯，獨角獸獲巨額外資垂青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所、京北投資及 IT 桔子聯

合發佈的報告資料顯示，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市場

發生的投融資案例共計 174 起，獲得融資的企業數為 168 家（其

中有 6 家獲得了兩輪融資），融資金額約為 610 億元人民幣。2015

上半年共發生 208 起投融資案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金額為 181

億元人民幣。在投融資案例數方面，2016 上半年的投融資案例數

同比降低 16.35%，顯示了資本寒冬與監管趨緊的同時，投資機構

http://goo.gl/jhvh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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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對謹慎；在投融資總額方面，與 2015 年同期資料相比，2016

上半年的互聯網金融市場投融資規模增長達 337%以上，並已經達

到 2015 全年度互聯網金融市場投融資總額 944 億元的 64.61%，單

筆投融資額上升明顯。 

2015 年中國融資額最高的前 3 家互聯網金融公司是：螞蟻金

服、眾安保險、陸金所。而 2016 年，融資額最高的前 3 家互聯網

金融公司是螞蟻金服（融資 45 億美元，估值突破 600 億美元）、

陸金所（融資 12.16 億美元，估值達 185 億美元）、京東金融（融

資 66.5 億人民幣，占投後比例 14.25%，投後估值 466.5 億人民幣）。 

金融綜合服務受青睞，生態化綜合佈局凸顯 

2015 年 12 月以來，隨著類似於 e 租寶、中晉資產、大大集團

等一批披著 P2P 網貸外衣的偽互聯網金融平臺的倒下，負面新聞

的不斷出現以及 2016 年開始進入政策層面的良幣驅逐劣幣，使得

P2P 網貸平臺在經歷了前兩年平臺大幅度增長的過程後，2016 年

上半年呈現了階梯下降的走勢，平臺數量減少 246 家；但是 P2P

網貸領域半年成交量就達到了 8422.85 億元，整個 2016 年有望突

破 2 萬億，在 2015 年 1 萬億的基礎上實現翻倍的增長，表明優秀

P2P 網貸平臺有機會獲得更多關注及投資機會。 

從 2016 上半年度中國互聯網金融領域就投融資案例數來看，

獲得投資最多的細分領域為網路貸款類，共 58 起，占整個上半年

度投融資案例數的 33.33%。眾籌、支付、徵信等細分領域都繼續

受到關注，消費金融成為網路貸款領域又一個值得關注的風口。

區塊鏈技術作為一個新的熱點話題，不斷見諸於媒體及各大論

壇，但僅僅發生了 4 筆投資案例，表示不少資本對其還是持觀望

態度，羅明雄也表示區塊鏈將隨著技術的成熟及應用的推廣，有

望在 2016 年底及 2017 年進入一個投資視窗期。就投融資金額來

看，獲得投資最多的細分領域為金融綜合服務，獲得投資 448 億

元人民幣，占整個上半年度投融資總額的 73.33%。 

網路貸款與互聯網理財是互聯網金融的資產端與資金端的核

心，是投資的主流所在，而隨著互聯網金融的不斷發展與成熟，

作為底層基礎的金融服務支撐如 IT 系統建設、徵信以及不良資產

處置處置等也逐步得到關注，2016 上半年度，金融服務支撐領域

作為新生板塊，共發生投融資案例 30 起，占整個上半年度投融資

案例數的 17.24%，投融資金額 18 億元人民幣，主要集中于天使

輪。其中，與徵信、風控緊密聯繫的大資料金融被重點關注。互

聯網金融經過幾年的發展，細分領域已經逐漸成型，大資本助力

龍頭企業開始著手綜合型生態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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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2016 上半年度中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市場上 A 輪

及 A+輪投融資案例數量最多，占全年融資案例數的 33.33%，資

料表明，互聯網金融已經度過了初期的野蠻生長。從融資規模來

看，一半以上獲得投資的企業融資規模屬於千萬級別，獲得億元

及以上的投資案例占全年融資案例數的 16.67%，巨頭格局初現。 

 

 

北上廣浙仍為 2016 上半年度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制高點 

京北投資及 IT 桔子發佈的《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金融投

融資分析報告》資料還顯示，北上廣浙四省依舊位居 2016 上半年

度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制高點，並且相較於 2015 年更為集中。具體

而言，北京上半年度發生投融資案例 58 其起，為全國最高；上海

上半年度發生投融資案例 52 起，廣東上半年度發生投融資案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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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浙江上半年度發生投融資案例 22 起，四者合計占上半年度投

融資案例數的 90.80%，幾乎壟斷全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市場。互

聯網思維以及經濟的高度發達是這四省成為互聯網金融發展最為

迅猛地區的最主要原因。 

 
互聯網金融仍是創業與投資的風口之一，隨著市場空間的進

一步擴大，2016 年下半年很有可能誕生新的獨角獸。與此同時，

羅明雄指出，隨著科技進步，創新模式、創新業態不斷產生，轉

型與跨界融合的大趨勢，更將是為互聯網金融在互聯網保險、互

聯網證券、供應鏈金融、消費金融、數位資產交易等細分領域的

創新提供契機，更多以金融為本質但更好運用了互聯網手段的優

秀創業企業將會持續獲得資本的青睞並迎來巨大的發展機會。 

來源 上海交通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所、京北投資、IT 桔子聯合主辦的

《2016 上半年•中國互聯網金融投融資分析報告》發佈會，新金

融整理，2016-07-08 

網址 http://goo.gl/goyIEV 

 

  

http://goo.gl/goyI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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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產經政策 

1. 蔡總統提 3 招扭轉經濟 5 困境 

編號 News-3-4-41 

類別 蔡總統提 3 招扭轉經濟 5 困境 

標題 金管會拚 FinTech 急推十計畫 

日期 2016.07.21 

內容 總統蔡英文 7 月 20 日指出，台灣傳統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刺

激效果有限，企業轉型緩慢，市場熱錢竄流卻無處可去，導致台灣

面臨嚴峻五大困境。這五大困境包括：負利率時代定存族利息縮

水、銀行煩惱資金氾濫、超額儲蓄率逐年成長、企業投資卻反向衰

減低迷不振、台股量能萎縮。 

蔡總統說：「今（廿）日剛好是就任總統滿兩個月，了解國內

近期遭遇的許多問題，讓企業界與民眾感到焦慮，」她表示，充分

感受到大家對政府振興經濟與改革的期待，希望可以盡快扭轉經

濟。 

蔡總統昨出席二○一六年彭博金融論壇並致詞，她指出，會帶

領台灣加入區域貿易協定，包括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TPP）等，並連結東協南亞經濟環境，透過貿易、投資、

觀光等強化台灣經濟動能。 

蔡英文說，這五大困難起因是國內創新產業升級趨緩，但傳統

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改革經濟效果有限，台灣要從金融面與產業

面雙管齊下，改善台灣經濟結構，導引資金進入實質投資，提振企

業投資意願。 

蔡總統說，政府將啟動三步驟，讓金融業閒置資金發揮最大功

效。 

第一，提高企業投資意願，提供穩定水電與公共基礎設施，吸

引國際人才，營造優質環境，也可引進民間資金，以公司夥伴合作

關係投資台灣公共建設。 

第二，帶領台灣加入區域貿易協定，包括 TPP 與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定（RCEP）等，連結東協南亞經濟環境，透過貿易、投

資、觀光強化台灣經濟動能成長。 

第三，打造創新新經濟模式，將成立產業轉型基金。她說，負

利率時代，拿錢投資創新產業是一門好選項，政府願拋磚引玉支持

高風險創新團隊，支持中小企業升級轉型。 

蔡總統也指出，數位科技時代，金融創新是一個不可迴避的挑

戰。她說，已要求金管會檢討法規、簡化流程、建立與國際接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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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希望建構一個有利金融創新的環境。 

 

 
 

 
來源 聯合報 

網址 http://goo.gl/IvH2st 

 

  

http://goo.gl/IvH2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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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管會拚 FinTech 急推十計畫 

編號 News-3-4-42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FinTech 

標題 金管會拚 FinTech 急推十計畫 

日期 2016.07.21 

內容 蔡英文總統指示推動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金管會火速

研擬十大計畫，廣含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領域，並且回應第一銀

行盜領案，首度提出建立「金融資訊安全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的

構想。金管會高層官員表示，該項構想且已經編列預算，預計下會

期送請立法院審議。 

蔡總統 7 月 20 日出席彭博台灣金融論壇致詞時表示，面對金

融科技的趨勢，金管會以及相關業務部門，已經開始檢討法規，簡

化流程，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希望建立一個有利於金融創新的

環境。 

據了解，金管會已經積極研擬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十大計畫，其

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首見建立金融資訊安全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的規畫。該中心的組織型態為金管會轄下的財團法人，會員為各金

融機構，在平台上互相分享資安經驗，像是駭客入侵手法、如何建

立資訊防火牆等。金管會官員表示，像是一銀盜領案中，就有許多

資安防護的細節可供各家業者參考借鏡。 

十大計畫中，也包含鼓勵保險業投入金融科技創新及研發保險

商品。官員說，保險業可運用大數據，分析保戶的行為模式，作為

釐訂保費的基礎之一。 

金管會官員舉例，例如用大數據監控駕駛行車紀錄是否良好，

如果經常超速，代表發生意外的可能性高，投保任意車險時保費就

要多收一點。又如健康險，某人每天走一萬步，表示重視身體健康，

續保時可降低保費。 

推動電子支付發展也列在十大計畫中，核心工作包括，鼓勵實

體及虛擬卡片卡號代碼化技術（TOKEN）運用。 

金管會高層官員指出，Apple Pay 就是使用代碼化技術，但因

Apple Pay 要向銀行收千分之 1.5 手續費，金管會希望費用低一點，

降低人民的負擔，將會指派具公信力的單位，向 Apple Pay 進行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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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經濟日報 

網址 http://goo.gl/dzv38s 

 

3. 國發基金通過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即日起受理申請 

編號 News-3-4-43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標題 國發基金通過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即日起受理申請 

日期 2016.07.26 

內容 國發基金為帶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創造就業機會，於 7 月

26 日第 51 次管理會通過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並訂定「產業

創新轉型基金作業要點」。 

鑒於全球經濟疲弱，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為振興投資帶動國內

產業成長動能，國發基金匡列新臺幣 1,000 億元設立｢產業創新轉

型基金｣，扮演投資點火角色，引導民間資金以共同投資方式，協

助國內企業進行合併、收購、分割及其他有助於企業創新轉型之投

資計畫，為有意轉型升級的現有企業注資挹注更多資金。國發基金

並通過「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作業要點」作為作業依據，自即日起受

理申請。 

國發基金對產業創新轉型個案投資金額，以不超過被投資事業

募資後實收資本額或實際募資金額之 20%為原則；單一個案或單

一集團之累計投資總金額以不超過匡列額度之 10%為原則。投資

案將著重促進民間新投資並創造就業機會；投資對象將以中小企業

http://goo.gl/dzv3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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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考量。 

國發基金原則上不擔任主導性投資人，將借重民間專業投資輔

導能量。民間投資人具備一定條件者，可列為國發基金投資管理合

作夥伴，協助提供被投資事業經營輔導，以達創新轉型政策目標。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副執行秘書蘇來守說，目前預計 2 

年投入 200 億元，目標帶動 1,000 億元的產業創新轉型投資。若 

1,000 億元都投入，則期盼帶動 5,000 億元的產業創新轉型投資。 

投資標的及模式有 3 種，其中的投資標的包含投資有轉型需求

的國內事業、以轉型需求的國內事業所設立的特殊目的機構 

（SPV），以及民間投資基金為協助國內事業轉型所設立的特殊目

的機構。投資對象以中小企業為優先，但不限於中小企業，也可能

是外資。 

個案的審查將由 15 到 17 位產官學研組成的投資評估審議

委員會進行審查，一般情況約 3 個月完成審查。個案的審查將由 15 

到 17 位產官學研組成的投資評估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一般情況

約 3 個月完成審查。 

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重申，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不擔任主導性投

資方，由民間主導，扮演幫助創新轉型的角色；而每個個案有合約，

對於有投資管理能力與能量的投資對象，會適度讓利，例如事先訂

出經過 1、2 年後，允許投資對象用一個事先訂好的價格，把產業

創新轉型基金投資的股權買走，藉此鼓勵企業做好管理。 

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財經新報 

網址 http://goo.gl/Qenavh 

http://goo.gl/Eu9HPG 

 

4. 兩兆壽險資金 鬆綁挺文創 

編號 News-3-4-44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投資文創產業 

標題 兩兆壽險資金 鬆綁挺文創 

日期 2016.07.27 

內容 金管會 7 月 26 日宣布，將開放保險資金以專案運用方式，投

資依有限合夥法設立的創投、文創產業；其中，投資文創產業若經

核准，投資占比最高可達 100％，最大資金動能上看 2 兆元。 

保險局舉例，例如當年電影海角七號想開拍卻找不到資金，未

來就可找保險公司評估投資，由於有限合夥人僅需在契約出資額

內，負清償責任，對於不能出任被投資公司董監事及經理人的保險

公司公司而言，投資有限合夥公司可強化風險控管，為了力挺文

http://goo.gl/Qenavh
http://goo.gl/Eu9H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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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保險局特別允許最高投資限額可達出資額的 100％。 

金管會引金融資金力挺台灣實體經濟，開始一步步出招，繼銀

行局宣布開放促參案收入可發行金融資產證券化引資，保險資金也

開放可投資有限合夥制的創投、文創，同時也鼓勵保險資金利用創

投基金投資台灣新創及五大創新產業，因此投資創投採事後查核的

門檻，即不必逐案事先申請核准者，由原先 1 億元以下，擴大到 2

億元以下，加速保險公司投資創投的速度。 

金管會昨天預告「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

業投資管理辦法」，這部分資金即是可以投資公共建設等政府推動

的投資案，最高投資限額可達各公司可運用資金的 10％，整體壽

險業就有高達約 2 兆元額度資金，新規定預計 8 月底上路。 

金管會這次同意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3 條所列的

13 項產業，即電影、廣播電視、數位內容、創意生活、流行音樂、

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等，若以有限合夥法設立募資，保險業

經金管會逐案核准投資，最高投資比可達 100％，且後續等比增資

可採事後查核。 

另外，創投基金若也是採有限合夥制，也在本次開放投資之

列，單一投資案不得逾該創投出資額的 25％，且必須逐案事先核

准；傳統的創投基金，若是保險公司投資金額在 2 億元以下，即可

先投資再事後送保險局查核，希望保險資金透過創投也能挺新創產

業或政府推動的五大創新產業。 

 

 

來源 工商時報 

網址 http://goo.gl/tmmvjk 

 

http://goo.gl/tmmv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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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店頭市場》櫃買將新增金融科技類，續拚多元化 

編號 News-3-4-45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金融科技、店頭市場 

標題 《店頭市場》櫃買將新增金融科技類，續拚多元化 

日期 2016.07.20 

內容 櫃檯買賣中心扶植五大創新產業及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繼

新增「農業科技」產業類別，近來亦配合金管會金融科技(FinTech)

計畫，未來將再新增「金融科技」產業類別，此外，櫃買中心亦持

續開發新產品交易平台，預計今年第 4 季推出「黃金權證」等新產

品，櫃買中心總經理張麗真表示，櫃買中心將透過各方式，扮演創

新企業搖籃。 

台灣經濟面臨轉型，如何協助新創產業公司透過資本市場力量

成長成為近幾年櫃買中心積極努力的目標，除上櫃及興櫃外，櫃買

中心亦於 103 年 1 月成立「創櫃板」，截至今年 7 月 15 日止，累

計申請登錄創櫃板公司有 215 家。 

目前創櫃板的產業類別包括：電子科技、文化創意、生技醫療、

農林漁牧、社會企業、電子商務及其他等七類，櫃買中心持續推動

文化創意、農企業、電子商務及社會企業等特色產業公司，如：雲

林台灣鯛，金門菜刀等，希望能協助相關公司藉由創櫃板，轉為公

開發行公司、興櫃到上櫃。 

有鑑於農業科技產業聚落逐漸成型，櫃買中心新增「農業科技」

產業類別，目前在進行電腦程式變更測試中，預計 9 月正式上線；

此外，配合金管會金融科技(FinTech)計畫，未來將再新增「金融科

技」產業類別，讓上櫃市場成為多元產業聚落。 

除全力推動特色產業進入資本市場，在債券部分，張麗真表

示，首檔投資型保單(由國泰人壽銷售)連結的國際債券已於今年 6

月 22 日以紐西蘭幣計價方式發行，蘋果電腦及加拿大宏利人壽等

亦首度在台灣發行國際債券，希望透過上櫃債券產品多元化，擴大

債券部規模。 

來源 時報資訊 

網址 http://goo.gl/b00o7b 

 

  

http://goo.gl/b00o7b


 

174 

6. 夾層融資基金 銀行公會新構想 

編號 News-3-4-46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夾層融資 

標題 夾層融資基金 銀行公會新構想 

日期 2016.07.18 

內容 如何引流金融業的資金到策略性新興產業？金管會主委丁克

華高度重視，過去他在櫃買中心出任董事長時，十分重視開發多元

化的籌資平台，以讓才剛起步的小企業，不致因為找不到資金而夭

折，如今他轉戰金管會，希望進一步將金融業的資金與策略性新興

產業的發展媒合，以讓策略性新興產業在金融業資金的協助下，能

更快成長。 

相關人士指出，包括丁克華上任後鼓勵金融業參與天使基金及

夾層融資等計畫的新政策方向，都是為了達成上述目標；尤其夾層

融資，由於在商業銀行體系，對於夾層融資這類較偏向投資銀行、

工業銀行的技術，可說相當陌生，因此金管會為慎重起見，特別請

銀行公會研究，邀金融業者共同評估如何執行較為妥適，銀行公會

此次提出的報告，可說是給了一條執行之路。 

在金管會主委丁克華提出夾層融資及附認股權融資兩大產業

金融新政，銀行公會已完成評估，除了主張夾層融資與附認股權融

資可兵分兩路，建議開放民間資產管理公司（AMC）進場做夾層

融資業務外，另一種建議是開放金融機構及金控旗下的子公司，籌

設所謂「夾層融資基金」，如此一來，願意資助的資金，以及適合

用夾層融資方式資助的企業，供給、需求面可透過該基金進行整

合。。 

銀行公會評估報告，清楚定義夾層融資的屬性，「在國際金融

界已有數 10 年歷史，倘若企業主無法透過增加股本方式籌資，但

另方面本身又沒有足夠的擔保品或現金量，來向銀行爭取足夠的貸

款，這時就是夾層融資可介入的空間」。 

相關人士指出，國外需要用到夾層融資，通常屬於大規模金

額，至於在用途上，除了併購、發展新產品及新市場，另一種常

見的就是進行重組或重整。 

銀行公會評估，所以認為資產管理公司可以開放執行夾層融

資，主要是過去十幾年，AMC 對於不良債權及艱困企業的債權回

收已累積一定的專業經驗，正好可因應投入夾層融資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現在由於銀行壞帳非常少，逾放比才 0.28％，很

多 AMC 都已在評估資本過剩問題，「甚至考慮要不要收掉」，倘

若能轉進夾層融資這個新領域，不僅有助目前過剩的資本再活化，

還可以幫助政府執行新的產業金融政策，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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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銀行投入附認股權融資，銀行公會評估，銀行法將必須進

行配套修法，以排除銀行業者的配合障礙。包括附認股權的時點、

資限額如何訂定以及是否要比照「放款」計提「投資損失準備」。 

 
來源 工商時報 

網址 http://goo.gl/1xZsNy 

http://goo.gl/RkmZas 

 

7. 銀行 100%投資 P2P 擬放行 

編號 News-3-4-47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P2P 

標題 銀行 100%投資 P2P 擬放行 

日期 2016.07.20 

內容 金管會正在規劃商業銀行與個人對個人（P2P）網路借貸平台

的合作模式，其中一個方案，即允許銀行可百分之百轉投資 P2P

公司，若金管會主委丁克華拍板放行，包括富邦、中信等大型金控，

將全力攻入 P2P 領域。 

據了解，各大金控早已鴨子划水，暗中布局 P2P 市場，具體

的行動，包括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親自帶領一個小組研議 P2P

業務；網家董事長詹宏志則是找上中信金控，規劃合資籌組 P2P

公司。 

對於蔡明忠領導小組研議 P2P 業務的說法，富邦金並未否認，

僅表示對於金融科技相關議題，都會關注；中信金則回應，不便評

論與詹宏志合組 P2P 公司的傳聞。 

金控能否轉投資 P2P 公司，關鍵在金管會的政策態度。根據

法規，銀行轉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持股上限僅 5%。為幫助金融

業跟上金融科技趨勢，金管會去年開放金融業轉投資「金融科技

http://goo.gl/1xZsNy
http://goo.gl/Rkm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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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事業」，持股上限可達 100%。 

但當時金管會還在思考，是否要立專法規範 P2P 產業，故未

將 P2P 納入金融科技範疇，導致金融業轉投資 P2P 公司，最多只

能持股 5%。 

丁克華上任後，已決定不立專法，改研議透過銀行與 P2P 業

者合作的方式，加強對 P2P 平台規範。 

據悉，除中信金，其他金控也有意與詹宏志合資成立 P2P 公

司，但因只能持股 5%，意義不大；若金管會將 P2P 納入金融科技

事業，便能百分之百轉投資，符合布局 P2P 市場戰略需求，因此

業界都在觀察政策走向。 

相關人士透露，金控競相規劃 P2P 業務，主要戰略思維是，

將傳統商業銀行無法接觸到的授信客戶，例如剛成立的新創公司，

轉介到 P2P 平台籌資，如果成功茁壯，再將其拉回正規銀行體系，

由銀行提供融資等各種金融服務。 

此商業模式在英國行之多年。該人士指出，該模式與創投相

比，優點是 P2P 是媒合投資人與借款人的平台，借款公司成功，

投資人賺到利息；不幸倒閉，投資人賠錢，關鍵是銀行或創投不會

承擔損失。若能引導部分存款戶擔任 P2P 投資方，將有助去化過

剩銀行游資。 

 
 

來源 經濟日報 

網址 http://goo.gl/EquBMa 

http://goo.gl/Equ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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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管會擬修正「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則」以推動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 

編號 News-3-4-48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金融資產證券化 

標題 金管會擬修正「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則」以推動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 

日期 2016.07.19 

內容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已研訂「金融資產證券

化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施行細則)第 2 條修正草案，將依行

政程序法規定，於近日內公告，徵詢各界意見。 

金管會表示，基於促參案件民間機構營運收入(如學生宿舍之

租金收入、停車場之停車費收入等)屬可合理預期之現金流量，可

作為證券化之標的，但因為公共建設之使用人多為不特定之大眾，

民間機構無法逐一與使用人簽訂書面契約，因此未能符合現行本施

行細則第 2 條之規定，導致民間機構尚無法以公共建設營運收入辦

理金融資產證券化。為因應上開實務運作，並引導長期資金投入公

共建設，增加促參案件民間機構籌措資金之管道，爰擬修正本施行

細則第 2 條，放寬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間依投資契約取得公共建設營

運收入之金錢債權辦理證券化者，得不受該條第 1 項所訂創始機構

與債務人簽訂契約約定之限制。 

金管會表示，此次修正草案將於近期刊登行政院公報外，亦

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請於公告之翌日起 14

日內，自金管會「本會主管法規整合查詢系統」網站（網址：

http://law.fsc.gov.tw/）之「草案預告論壇」網頁內陳述意見。 

檢附「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及條文對照表。 

來源 金管會 

網址 http://goo.gl/mluI4y 

 

  

http://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201607191716100.pdf&filedisplay=%E9%87%91%E8%9E%8D%E8%B3%87%E7%94%A2%E8%AD%89%E5%88%B8%E5%8C%96%E6%A2%9D%E4%BE%8B%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2%E6%A2%9D%E4%BF%AE%E6%AD%A3%E6%A2%9D%E6%96%87%E8%8D%89%E6%A1%88%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201607191716100.pdf&filedisplay=%E9%87%91%E8%9E%8D%E8%B3%87%E7%94%A2%E8%AD%89%E5%88%B8%E5%8C%96%E6%A2%9D%E4%BE%8B%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2%E6%A2%9D%E4%BF%AE%E6%AD%A3%E6%A2%9D%E6%96%87%E8%8D%89%E6%A1%88%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goo.gl/mluI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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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市公司併購規定鬆綁，有利我國產業升級與轉型 

編號 News-3-4-49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併購鬆綁 

標題 上市公司併購規定鬆綁 

日期 2016.07.18 

內容 為協助上市櫃公司成長、轉型，在金管會、證交所主導下，未
來只要併購國外 14 個交易所的主板市場掛牌企業、併購國內外未
上市櫃公司未損及每股淨值、或經濟部工業局出具證明者，併購相
關限制大鬆綁！ 

證交所 7 月 18 日公告修正「營業細則」第 4 章之 1 部分條文，
為提振上市公司併購具高獲利潛力或新興技術公司，進而有助我國
產業創新及轉型，在保障股東權益原則下，適度鬆綁併購規範，並
自即日起實施。 

證交所董事長施俊吉指出，這是證交所從實務面發現可以鬆綁

的法規，建議主管機關放寬管制，而金管會也非常迅速做出回覆，
樂見這樣的結果，未來將循此模式繼續革新制度和法規。 

過去基於維護股東權益，證交所不同意上市公司併購國內外虧
損或涉及不宜上市條款的公司。證交所總經理李啟賢表示，近來許
多電子、生技公司向工業局反映此規定不合理，經常喪失許多透過

併購引進具有先進技術，或是目前虧損未來具有發展性公司的契
機。 

李啟賢說，此規定鬆綁後，相信上市櫃公司會從企業發展及股
東權益考量，不會損害股東權益，政策是朝開放創新提供機會，協
助產業或公司未來發展。 

證交所表示，併購是企業成長、轉型重要手段之一，為利上市
公司進行整併以發揮產業效益，此次適度鬆綁修正重點包括： 

一、上市櫃公司、第一上市櫃公司併購的外國公司，是經主管
機關核定 14 個海外證券市場主板掛牌交易者，考量其規模、財務

業務狀況業符合各交易所繼續上市標準，不再重新檢視該外國公司
獲利能力、不宜上市條件等標準。 

二、規範上市櫃公司、第一上市櫃公司併購對象為國內未上市
櫃公司，或非屬第一上市櫃公司、第二上市櫃公司及未在經主管機
關核定的 14 個海外證券市場主板掛牌交易的外國公司者，若併購
後公司每股淨值高於原上市公司每股淨值，或取得經濟部工業局評
估其合併能有效提升綜效的明確意見書者，得不適用獲利能力規
定，有助上市公司藉併購提升競爭力。 

來源 證交所、工商時報 

網址 http://goo.gl/gGevVh 

http://goo.gl/OEziYO 

http://goo.gl/gGevVh
http://goo.gl/OEziYO


 

179 

10. 指數公司、櫃買引活水 合編上市櫃 500 指數 

編號 News-3-4-50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上市櫃跨市場指數 

標題 指數公司、櫃買引活水 合編上市櫃 500 指數 

日期 2016.07.19 

內容 呼應金管會主委丁克華提議編製上市櫃跨市場指數，以挹注資

金動能的說法，指數公司總經理陳欣昌昨（18）日指出，已與櫃買

中心達成協議，將鎖定市值前500大合編「台灣上市上櫃500指數」。 

丁克華認為，台股面臨長期結構性問題，成交量一度偏低至僅

約 5、6 百億元，亟需長期穩定資金挹注，加上目前主要投資者為

機構法人及年齡偏高的資深投資人，投資以「穩健」為主，期許指

數公司積極開發及推出更多指數，可與櫃買中心進行合編指數。 

因此，指數公司將與櫃買中心先行合編「台灣上市上櫃 500

指數」，透過編製不同於以往的跨市場市值型指數，提升指數中上

櫃公司數量占比且同時兼顧指數可投資性。據統計，上市櫃市值

500 大中，上市占 400 大、上櫃 100 大。 

接下來，預計繼續藉由市值 500 大公司作為基礎，發展各類具

投資性的新指數，例如，為呼應蔡英文總統推動 5 項策略性產業，

帶動國內產業轉型，將編製「五大重點新興產業指數」。未來也將

發展跨市場 CSR 指數，將編製「CSR 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等系列

指數，藉以提供各類型 CSR 指數予國內外投資人投資運用。 

指數公司將攜手櫃買中心合編指數，再與投信業者共同合作發

展符合機構法人與個人投資者需求的指數化商品，希望透過指數化

投資引導資金投資上市櫃股票，促進金融商品多元化，並帶動投

信、證券商業務發展，活絡台股市場。 

指數公司強調，近期也完成指數授權業者發行指數權證、ETF

權證及衍生性商品等，逐步形成台灣資本市場指數化商品生態系

統，有助帶動整體產業發展。 

來源 工商時報 

網址 http://goo.gl/C8UcQh 

 

  

http://goo.gl/C8Uc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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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林揆：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 打造中臺灣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編號 News-3-4-51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智慧機械 

標題 林揆：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 打造中臺灣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日期 2016.07.18 

內容 行政院長林全在 7 月 21 日在行政院會聽取經濟部「智慧機械

產業推動方案」報告後表示，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是政府五大創

新產業計畫之一，也是總統的重要政見，目的是希望讓我國成為全

球智慧機械及高階設備關鍵零組件的研發製造中心。後續應加速整

合與導入創新研發能量，建立並推廣符合市場需求的相關應用知

識、經驗與技術服務的價值。 

林院長要求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加強合作，促成產、學、研的跨

界合作，提供創新技術、國際行銷、資金與人才等方面的協作模式，

共同輔導中小企業的轉型發展。 

林院長指出，智慧機械產業雖然主要重點是製造面部分，但通

路和品牌很重要，請相關部會協助智慧機械產業建立全球通路和品

牌，並規劃相關配套。 

經濟部表示，為加速我國智慧機械產業發展，該部將以過去精

密機械推動成果及我國資通訊科技能量為基礎，導入相關智慧技

術，建構臺灣智慧機械產業新生態體系。在「連結在地」推動策略

方面，利用臺中地區機械產業群聚優勢，以臺中市為核心，串連彰

化、雲林、嘉義等地區，透過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建構關鍵智慧

機械產業平臺，有效結合臺灣都市發展規劃，提供產業發展腹地與

示範場域。將智慧機械納入國際合作與併購關鍵項目，並整合產學

研三方能量，以「訓練當地找、研發全國找」的方式，強化產學研

合作與培訓專業人才。同時運用國際展覽等方式拓銷全球市場，打

造中臺灣成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在「連結未來」推動策略部分，經濟部指出，將聚焦資源於「長

與新的關鍵領域」，即長產品生命週期與新數位經濟商業模式。未

來將打造工業物聯科技，逐步推動人機物、供需的資訊流智慧化。

並以推動航太及先進半導體為主，另以智慧運輸、綠色車輛、能源、

機械設備、電子資訊、金屬運具、食品及紡織等產業為輔，建立廠

與廠之間的整體解決方案。在核心技術面，將持續建立機械自主關

鍵技術及相關應用服務，促成半導體利基型設備、智慧車輛及智慧

機器人進口替代。在提供試煉場域部分，將強化跨域合作開發航太

用工具機，並整合產業分工體系建構聚落，透過應用端場域試煉驗

證其可操作性，再系統整合輸出國際。 

經濟部進一步指出，有關「連結國際」之推動策略，主要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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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及拓展外銷兩部分。在國際合作方面，將強化臺歐、臺美

及臺日智慧機械產業交流，引進國外技術及與國際大廠合作。在拓

展外銷方面，將以系統整合輸出、推動工具機於海外市場整體銷售

方案及強化航太產業的智慧機械行銷，並將更進一步整合部會資

源，協助產業拓展國際市場。 

 

 
來源 行政院 

網址 http://goo.gl/sC150i 

 

12. 經長拚太陽能 推綠色金融 

編號 News-3-4-52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綠色金融 

標題 經長拚太陽能 推綠色金融 

日期 2016.07.22 

內容 經濟部長李世光將太陽能產業列為百日施政有感的內需產

業，在 7 月 21 日日表示，全台廣設太陽能發電廠，三分之一土地

需求已有著落，投資不缺錢，擬與國內金融業者談「綠色金融」合

作。 

李世光上任已 60 多天，被列為施政百日有感的太陽光電裝設

正如火如荼進行，他昨日與媒體茶敘時指出，除了中鋼廠房已盤點

80 公頃屋頂待裝設，鹽灘地也已盤點出數千公頃土地，但鹽灘地

涉及濕地保育，近期將與內政部協商修改濕地法。 

據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到 2025 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目標約

20,000 百萬瓦（MW），年發電 250 億度，要達成此目標，約需 1

萬公頃土地。為此，行政院節能與減碳辦公室已將鹽灘地、地層下

http://goo.gl/sC15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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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區、水庫滯洪池成立三大列管專項。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日前下令各中央機關、國營事業、學

校等盤點屋頂可架設太陽光電板的面積，能源局初估第一年、第二

年分別約有 30MW 的裝置容量。 

經濟部官員透露，有關鹽灘地架設太陽能板將加速落實，預計

8 月中下旬公告規劃「專區」，下半年開始招標。專區遴選條件預

計包括電廠規畫能力、發電量、機組效率、性能，運轉維護成本、

景觀設計等都是指標。 

資金方面，李世光相信錢不是問題；他說，搭配政府躉購電價

制度，許多再生能源發電的投資報酬率遠高於定存利率，但參與者

以外商銀行為多。他日前出席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活動，已和國內金

融業者交換意見，盼未來國內在推動再生能源時，國內金融業者能

給予投融資支援，參與「綠色金融」。 

 
 

來源 經濟日報 

網址 http://goo.gl/qxxeBk 

 

  

http://goo.gl/qxxeBk
http://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uc.udn.com.tw/photo/2016/07/22/2/2403289.jpg&sl=W&fw=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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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吸納人才，財政部擬端出高薪族減稅方案 

編號 News-3-4-53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留才攬才的所得稅法修正 

標題 吸納人才，財政部擬端出高薪族減稅方案 

日期 2016.07.26 

內容 為了留才攬才，以租稅優惠留住本土優質人力資源、和延攬海

外人才來台，財政部擬提出高薪族減稅方案。財政部官員表示，本

月中旬起將邀學者專家召開二場內部會議，預定將在 8 月底前提出

所得稅首波檢討方案，而相關所得稅修正草案則預計在 9 月出爐，

並希望於立法院下會期提出修法。 

據了解，留才攬才的所得稅法修正規劃，將讓高薪族薪資所得

和其他所得分開計稅，採取單一稅率，非薪資的其他所得採原適用

最高稅率，而在高薪族部分的調整則有幾個方向，包括直接將所得

稅最高稅率降至 40%、或維持最高稅率不變，但將外來人才薪資

扣除額提高、或是將外來人才所得稅另外劃定分類而給予較低稅率

等；關於採取何種方案，財政部預計將會在 8 月做出決定。 

財政部指出，行政院林院長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提出施政

方針報告，將規劃 5 大產業創新聚落(綠能科技、物聯網、生技醫

藥、國防產業及精密機械等)吸引跨國投資合作、取得先進技術，

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增加就業機會。 

配合該等新興產業發展，需要聚集不同專業背景之跨國人才，

行政院將人才延攬、新創經濟等重要施政納入「當前重要財經法制

改革之規劃與推動」範圍；另國家發展委員會近期對外籍人才來

(留)台遭遇問題進行盤點，對外籍人才來(留)台的簽證、居留、工

作、教育、金融、稅務、保險、交通、醫療及其他國際生活面向問

題研擬相關解決做法。 

高階人才在台灣，居留超過 183 天的，採累進課稅，綜合所得

稅最高 45%，但看看鄰近國家，新加坡最高 20%、韓國 38%、中

國課薪資所得最高 45%、香港則是擇低計稅，最高 17%，都比台

灣有吸引力。為了留住人才，財政部打算提出「留才攬才」計畫，

未來不排除採分離課稅、單一稅率，稅率降到 25%~30%之間。 

財政部強調，有關外籍人才來(留)台遭遇的稅務問題，為行政

院整體留才攬才計畫的一環，財政部也配合將營造友善租稅環境，

吸引國際人才來台留台，列為近期施政目標。 

來源 民視新聞、蘋果日報、MoneyDJ 理財網 

網址 http://goo.gl/6T9ZsO 

http://goo.gl/C1bH6W 

http://goo.gl/su4gkD 

http://goo.gl/6T9ZsO
http://goo.gl/C1bH6W
http://goo.gl/su4g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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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技預算成長 5.6％，支持「五加二」產業 

編號 News-3-4-54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科技預算 

標題 科技預算成長 5.6％，支持「五加二」產業 

日期 2016.07.27 

內容 行政院長林全在 7 月 26 日主持行政院科技會報，敲定明（106）

年度科技預算將編列 1,078.5 億元，較今年成長 5.6%。 

明年起，政院也將首度從科技預算「提取」100 億元，推出旗

艦計畫競爭機制，鼓勵各部會攜手產學研，大力發展新政府重視的

「五加二」產業、資安與網路新經濟。 

受 100 億元「提取」效應影響，往年的科技預算大用戶：科技

部、經濟部與中研院，明年度可獲分配的科技預算形同遭到「排

擠」。外界預料，在政院「重金懸賞」下，各部會與國內主要研究

法人，將全面掀起預算爭奪戰。 

行政院一年主要召開兩次科技會報，決定國家科技政策方向與

科技預算分配。林全昨天拍板，明年度科技發展預算規模為 1,048.9

億元，加上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計畫 29.6 億元，總計科

技發展預算達 1,078.5 億元。 

政院官員解釋，在政府預算有限下，明年度科技預算還能較今

年成長 5.6%，已屬不易。在任天堂手機遊戲寶可夢（Pokemon Go）

熱潮當道下，林全也採納科技會報民間委員、和碩董事長童子賢等

人建議，指示各部會加強軟體方面投資，將服務業、遊戲產業或智

慧型產業等，適度納入科技預算的相關計畫。 

林全強調，科技策略需與政府政策相互配合，為強化我國產業

競爭力，蔡英文總統過去競選時提出五大創新研發計畫，希望藉由

此次會報，進一步討論未來五大創新研發計畫的關鍵科技創新，突

破目前發展瓶頸。 

值得注意的是，明年度科技預算將首度採行「政院選題、各部

會競爭」的 100 億元旗艦計畫機制。官員解釋，這 100 億元是從明

年度的科技預算先「提取」出來，鼓勵各部會針對五加二產業、

資安與網路新經濟等題材提案。 

官員說，政院近期將指定科技會報辦公室、科技部與專家籌組

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分配這 100 億元，「愈容易雀屏中選的提

案，除了要對準這五加二等選題外，還得攜手產官學研，」此外，

若績效不佳，還得讓計畫退場兼回吐預算。 

「五加二」產業是指，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

慧機械及國防航太等五大創新產業，再加上新農業、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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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經濟日報 

網址 http://goo.gl/iszSUI 

 

  

http://goo.gl/isz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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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韓國 2016 年下半年經濟政策方向以次世代科技為主 

編號 News-3-4-55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韓國經濟政策 

標題 韓國 2016 年下半年經濟政策方向以次世代科技為主 

日期 2016.07.27 

內容 韓國經濟受到全球景氣疲軟以及中國成長走緩的影響，長期處

於低迷狀態，為了刺激經濟復甦，韓國政府試圖利用次世代科技的

研發扭轉此劣勢，同時更祭出新產業育成基金與稅賦減免的優惠方

案，藉由降低民間企業的投資風險，吸引更多民間企業投入研發，

為次世代科技產業建立能蓬勃發展的環境。 

韓國政府於 6 月底發表了 2016 年下半年的國家經濟政策方

向。報告指出，為了因應次世代朝陽科技的型態，政府決定把以往

的「無風險、低報酬（No Risk，Low Return）」研發投資政策轉

型成「高風險、高報酬（High Risk，High Return）」，以創造新

科技事業的收益。然而對民間企業而言，投入高風險的研發有可能

造成企業嚴重虧損，甚至破產。因此韓國政府重新檢討正在進行的

研發專案，重新調整其中的 15%後，把多餘的預算用於成立新產

業育成基金，以及給予稅賦優惠等作為鼓勵民間企業投入新產業研

發的誘因。 

韓國政府更特別強調，新產業育成基金的用意就是為了將研發

失敗的風險轉嫁給政府，亦即投入新產業研發的企業若發生虧損，

則由政府在一定額度內負擔；如果獲利，則政府的盈餘分配順位為

最末端，試圖藉此方式吸引民間企業投入。 

另外，在稅賦優惠方面，為了將新科技商業化所投入的投資金

額的 10%（中小企業）或 7%（中大型企業）可用於抵稅，希望有

更多中小企業能加入，好活絡新產業的發展。就連外國人投資也能

享有各種稅賦優惠（如圖一）。雖然成立新產業育成基金與給予稅

賦優惠的補貼政策必須耗費龐大的政府預算，但因僅限於政府欲推

動的 11 項朝陽科技領域：未來型汽車、人工智慧、次世代軟體和

資訊安全、次世代電子資訊裝置、次世代傳播通訊、生物、健康、

新能源產業與環境、電子融合材料、機器人以及航空宇宙等。故藉

由重新調整的 15%的研發專案預算應足以負擔。 

韓國未來創造科學部強調會著重加強 5G 通訊、物聯網、智慧

車、次世代太陽能電池技術的早期投資，期望能盡早創造出新市場

與工作機會，提早反映次世代科技對於經濟的外溢效果，作為韓國

擺脫不景氣的跳板。另一方面，韓國政府也在著手發展服務業經濟

策略，希望能減少政府對於服務業和製造業支援不平等的問題，還

要將兩者結合創造出新形態產業，進而提升附加價值。至於韓國的

產業結構是否真能有所改變仍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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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

室」（Hana 摘譯） 

網址 http://goo.gl/pMdYWF 

 

16. 安倍正式宣布：新刺激計劃總規模將超 28 兆日元 

編號 News-3-4-56 

類別 重要產經政策-日本刺激措施 

標題 安倍正式宣布：新刺激計劃總規模將超 28 兆日元 

日期 2016.07.27 

內容 安倍昨（27）日在福岡市演講時透露，「一定要支撐內需，讓

景氣更確實地踏上復甦的軌道，故下周將彙整出財政措施（財政支

出和財政投、融資）達 13 兆日圓，刺激經濟計畫規模超過 28 兆日

圓的綜合且大膽的經濟對策。安倍強調，必須多管齊下，才能加快

經濟脫離通縮的速度，「這是對未來的投資」、「為了開創 1 億（人）

總活躍社會未來的投資」，政府下周會公佈詳情。 

外界分析認為，安倍提前宣佈刺激措施規模，有可能是向明

(29)日公佈議息結果的日本央行施壓，進一步加碼量化寬鬆。安倍

表示，該刺激計劃將由日本政府的第二追加預算案來提供資金，安

倍稱會在下周二(8 月 2 日)的內閣會議上正式敲定計劃，部分措施

會寫入之後編制的 2016 年度第二次補充預算案，力爭在 9 月中旬

開幕的秋季臨時國會上通過。有消息指，日本政府計劃直接投放 6

兆元在基建項目上。 

據路透社/《華爾街日報》報導，早前有媒體引述日本政府知

情人士透露，日政府考慮首次發行自二戰後期限最長的 50 年期國

債，以利用日本央行貨幣寬鬆政策形成的超低利率時機，推行更多

刺激經濟措施，甚至可能實行小額的「直升機撒錢」的實測，日本

政府已經提議，將透過對低收入戶發放現金 1 萬日元 (約合新台

幣 3000 元)，來作為本次日本政府的新刺激計劃其中一環，但財

http://goo.gl/pMdY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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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省昨日已否認消息。 

除了小額「直升機撒錢」策略外，還將搭配其他政策多管齊下

地實行，其他政策包括：(1) 在 2016 會計年度調升每小時最低工

資 24 日元至每小時 822 日元、(2) 調降雇主及勞工在失業保險

系統中所支付的保險費等，來對日本經濟進行多管齊下的刺激，希

望提高勞工薪資，增加薪資所得，進而刺激消費。 

來源 聯合報、工商時報、聚亨網 

網址 http://goo.gl/7ZEG6y 

http://goo.gl/lX88hj 

http://goo.gl/9XG6el 

 

  

http://goo.gl/7ZEG6y
http://goo.gl/lX88hj
http://goo.gl/9XG6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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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綜合性消息 

類型/標題 日期 網址連結 

（一）創新創業-共通性 

紅杉資本沈南鵬給創業企業 CEO 

的四點建議：定戰略、重產品、帶

團隊、算好賬 

2016-6-20 http://goo.gl/QPZ1JW 

投資人眼中創業的 11條 PR準則和

10 條融資建議，盛希泰等大佬點讚 

2016-6-22 http://goo.gl/obdjTx 

矽谷沒你想的那麼神奇！美國科技

創業的虛與實 

2016-6-23 http://goo.gl/mwyF5Z 

創業必知：首次融資要做哪些準

備？早期創業哪些錢不能拿？ 

2016-6-24 http://goo.gl/KfoJxw 

你知道募資分為兩個階段嗎？而且

各階段的簡報重點不同！ 

2016-6-27 http://goo.gl/nKF8S1 

【Bay Area 參訪報告】台灣的硬體

加速器在哪裡？ 

2016-6-28 http://goo.gl/bLqZ1Q 

為了避免有一天“一言不合就互

撕”，“創業股權分配”這門課一

定要提前學好 

2016-6-30 http://goo.gl/ICDICR 

別再衝粉絲了！臺灣吧行銷總監：

透過 3 步驟，找對社群的關鍵指

標！ 

2016-7-5 http://goo.gl/1GQKCS 

寄給早期投資的信怎麼寫？Y 

Combinator 合夥人教你三句話表

達重點 

2016-7-8 http://goo.gl/AooYql 

「創業之國」以色列：軍隊既可打

仗，亦可攻佔那斯達克 

2016-7-12 http://goo.gl/GesZVY 

【TK 專欄】邪惡的創投是怎麼賺

錢的？以及為什麼我們這麼機歪 

2016-7-14 http://goo.gl/mervwc 

【失敗者聯盟】為什麼以平台創業

的新創公司容易失敗？ 

2016-7-15 https://goo.gl/S98asP 

6 個日本創業生態觀察：大量孕育

成長型新創的沃土 

2016-7-19 http://goo.gl/h8YxB4 

2015-2016 年在印度市場退出的新

創企業 

2016-07-15 http://goo.gl/MGBaLn 

航空公司如何運用大數據觀察用戶

忠誠度 

2016-07-05 http://goo.gl/cXfprq 

大資料視覺化正面臨哪些挑戰? 2016-06-29 http://goo.gl/5i6R0L 

醫療大資料行業應用案例（康諾

雲、百度、慈銘體檢） 

2016-07-09 http://goo.gl/WnTBfB 

大概 60%的美國報業工作在 26 年 2016-07-08 http://goo.gl/dZlD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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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標題 日期 網址連結 

內消失 

（一）創新創業-熱門領域 

AR/VR 領域 

AR/VR M&A Timeline: Facebook, 

GoPro, HP, Apple Begin To Grab 

Startups 

2016-07-05 https://goo.gl/erY65R 

吳曉波：99%的 VR 企業將會死掉 

在虛擬實境裡人會變得越來越孤獨 

2016-07-05 http://goo.gl/pkOprU 

《口袋妖怪:Go》正式上線 2016-07-06 http://goo.gl/wZwBHY 

Pokemon Go is now available in the 

US for iOS and Android 

2016-07-06 https://goo.gl/vQ4xyg 

AR/VR Funding In 2016 Already 

Sees 85% Growth On 2015 

2016-07-07 https://goo.gl/NcCOE6 

 
美國 11 名 Pokémon Go 玩家，抓

寶可夢抓到被搶劫！ 

2016-07-11 http://goo.gl/jzstw4 

Magic Leap says it will debut its 

product . . . “hopefully soonish” 

2016-07-12 https://goo.gl/vaDUTG 

Magic Leap 將在三藩市設立“秘

密”實驗室 

2016-07-18 http://goo.gl/13zBcU 

任天堂靠 Pokemon Go 股價翻身，

市值一舉超越 Sony 

2016-07-20 http://goo.gl/FqGDCw 

橘子集團劉柏園：Pokémon GO 爆

紅不是因為 AR，提醒開發者不要

一股腦 

2016-07-21 http://goo.gl/jzFmAh 

Pokémon GO 日本正式上線！傳台

灣伺服器也準備好了 

2016-07-22 http://goo.gl/L5e1mj 

Pokémon Go 雖然好玩，但是它並

不是真正的 AR 

2016-07-25 http://goo.gl/mMVxVh 

Pokemon Go 正式在香港上線 2016-07-25 http://goo.gl/JvyIlE 

Pokémon Go estimated at over 75M 

downloads worldwide 

2016-07-25 https://goo.gl/R6kuyH 

Investors realize Nintendo didn’t 

develop Pokémon Go and shares 

plummet 

2016-07-25 https://goo.gl/SEilGg 

有點玩膩了？調查：Pokémon GO 

在美熱度一周就觸頂 

2016-07-25 http://goo.gl/5Q2vXC 

Pokemon Go 火到什麼程度？韓國

市長直播捉妖 

2016-07-25 http://goo.gl/lR2E9W 

任天堂財務聲明：Pokémon GO 的

營收貢獻其實並不大 

2016-07-26 http://goo.gl/SzJ94p 

防 Pokémon GO 退燒，任天堂擬攜

手中企進軍中國 

2016-07-26 http://goo.gl/4xbzVD 

Oculus 更新 Rift 支援「房間規模 2016-07-26 http://goo.gl/vCBbkP 

https://goo.gl/erY65R
http://goo.gl/pkOprU
http://goo.gl/wZwBHY
https://goo.gl/vQ4xyg
https://goo.gl/NcCOE6
http://goo.gl/jzstw4
https://goo.gl/vaDUTG
http://goo.gl/13zBcU
http://goo.gl/FqGDCw
http://goo.gl/jzFmAh
http://goo.gl/L5e1mj
http://goo.gl/mMVxVh
http://goo.gl/JvyIlE
https://goo.gl/R6kuyH
https://goo.gl/SEilGg
http://goo.gl/5Q2vXC
http://goo.gl/lR2E9W
http://goo.gl/SzJ94p
http://goo.gl/4xbzVD
http://goo.gl/vCBb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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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市場研究：Pokemon Go 推出僅 19

天即創下全球超過 7500 萬次下載 

2016-07-27 http://goo.gl/VdANfZ 

索尼 PlayStation VR 來了！7 月 30

日開放預購 

2016-07-28 http://goo.gl/v4OGir  

新型交互技術大盤點，誰是 AR 和 

VR 的菜？ 

2016-07-29 http://goo.gl/fP4T7J 

除了貴，影響 VR 設備普及的可能

還有這根煩人的“辮子” 

2016-07-29 http://goo.gl/4Ann4L 

VR needs a hit 2016-07-30 https://goo.gl/l4OdTx 
為了 PS VR 的空間定位，購買前要

騰出 5.7 ㎡空間 

2016-07-31 http://goo.gl/0Xaklc 

FinTech 領域 

Coinbase eyes Japan expansion after 

landing investment from Bank of 

Tokyo 

2016-07-08 https://goo.gl/kclvIW  

比特幣挖礦效率明日減半，但是區

塊鏈有更大的未來 

2016-07-08 http://goo.gl/YutH7b 

大資料徵信如何提升金融機構風控

能力 

2016-07-08 http://goo.gl/dPSuHG  

The Top Financings, Partnerships & 

Hirings In Insurance Tech — H1’16 

Recap 

2016-07-11 https://goo.gl/eIqVhM  

開採比特幣區塊的獎勵從 25 個比

特幣腰斬成一半，5年後估降至6.25 

2016-07-11 http://goo.gl/bwSRhx 

互聯網金融創業如何提高成功率？ 2016-07-12 http://goo.gl/ZzFiKJ  

以色列區塊鏈創新發展蓬勃，反逼

監管單位跟著改革 

2016-07-12 http://goo.gl/KFsBgS  

Android Pay launches in Australia 2016-07-13 https://goo.gl/oVYoj3  

IBM在新加坡建立首座區塊鏈創新

中心，為新加坡成為智慧金融中心

奠定基礎 

2016-07-14 http://goo.gl/Bllq8S  

漫畫解讀：區塊鏈如何影響人們的

生活 只是“一個公共記帳簿”？ 

2016-07-14 http://goo.gl/1BjGN9 

Apple Pay is now available in France 2016-07-19 https://goo.gl/Ygddka  

Apple Pay is also launching in Hong 

Kong 

2016-07-20 https://goo.gl/qe5Jpa  

京東和百度看中的 ZestFinance 是

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2016-07-20 http://goo.gl/wSHhKs 

看好中國 Fintech 發展 百度投資

金融科技新創公司 ZestFinance 

2016-07-20 http://goo.gl/pZ9P7F 

為何 P2P 等中國金融總是走不出龐

氏怪圈？ 

2016-07-20 http://goo.gl/HrWd69  

【消滅現金第一步】橘子支 2016-07-21 https://goo.gl/QYgj9V  

http://goo.gl/VdANfZ
http://goo.gl/v4OGir
http://goo.gl/fP4T7J
http://goo.gl/4Ann4L
https://goo.gl/l4OdTx
http://goo.gl/0Xaklc
https://goo.gl/kclvIW
http://goo.gl/YutH7b
http://goo.gl/dPSuHG
https://goo.gl/eIqVhM
http://goo.gl/bwSRhx
http://goo.gl/ZzFiKJ
http://goo.gl/KFsBgS
https://goo.gl/oVYoj3
http://goo.gl/Bllq8S
http://goo.gl/1BjGN9
https://goo.gl/Ygddka
https://goo.gl/qe5Jpa
http://goo.gl/wSHhKs
http://goo.gl/pZ9P7F
http://goo.gl/HrWd69
https://goo.gl/QYgj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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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A PAY 結盟台灣大車隊，從

「行」開始讓你跟紙鈔說再見 

明明可以研發先進科技成功，卻偏

偏要搞互聯網金融，百度你知道自

己的優勢在哪裡麼？ 

2016-07-22 http://goo.gl/BSLFcJ 

Banking Is Only The Start: 20 Big 

Industries Where Blockchain Could 

Be Used 

2016-07-25 https://goo.gl/RZlkxU  

工研院押注乙太坊區塊鏈，富邦金

將跟進？ 

2016-07-25 http://goo.gl/jKrJQB  

區塊鏈新區塊鏈新創DTCO獲國泰

創投投資，進攻日本創 DTCO 獲國

泰創投投資，進攻日本 

2016-07-27 http://goo.gl/2I26xI  

The rise and rise of Mexican fintech 2016-07-28 https://goo.gl/FHQuDu  

區塊鏈領域 誰在操縱資本？都流

向哪裡？ 

2016-07-29 http://goo.gl/Cxdc6l 

DAO 遭駭事件打破區塊鏈不可逆

神話 

2016-07-30 http://goo.gl/vGSjA1 

區塊鏈的五大技術創新（上） 2016-07-31 http://goo.gl/GNkCZD 

Internet/IoT 

智慧城市為房地產創造莫大商機 2016-07-19 http://goo.gl/B0JqIq 

五大物聯網新創的商業模式 2016-07-11 https://goo.gl/qJv95T 

Ayla 獲 3500 萬融資，將在日本中

國與台灣進行投資擴張 

2016-06-27 
http://goo.gl/KASYtV 

NASSCOM（印度國家軟體和服務

公司協會）為強物聯網商生態系統

發展與 IvyCap 結盟 

2016—07-0

1 http://goo.gl/E4KCQA 

阿里巴巴推出智慧汽車 2016-07-05 http://goo.gl/KkTFSb 

機器學習網路安全公司  Sift 

Science 獲  3000 萬美元  C 輪融

資，提前預測欺詐行為 

2016-07-19 http://goo.gl/KaExx3 

“物品位置”解決方案供應商 

Pixie Technology 完成 1850 萬美

元 B 輪融資，解決物品遺失和錯

放問題 

2016-07-19 http://goo.gl/euu6Ri 

Silent Circle 獲得 5000 萬美元 C 輪

融資，專注移動通信安全 

2016-07-16 http://goo.gl/IMYNRK 

線 上 程 式 設 計 教 育 平 臺 

Codecademy 獲得 3000 萬美元 C 

輪融資，擬進行全球業務拓展 

2016-07-13 http://goo.gl/zjSsYZ 

機器人 

機器人智慧醫療設備公司 3Scan 獲

得 1400 萬美元 B 輪融資，開發機

2016-07-13 http://goo.gl/i650JM 

http://goo.gl/BSLFcJ
https://goo.gl/RZlkxU
http://goo.gl/jKrJQB
http://goo.gl/2I26xI
https://goo.gl/FHQuDu
http://goo.gl/Cxdc6l
http://goo.gl/vGSjA1
http://goo.gl/GNkC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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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顯微鏡，加速藥物探索 

數位醫療 

瑞典健康初創公司  Lifesum 獲 

1000 萬美元 B 輪融資，欲利用諾

基亞風投的矽谷資源進軍美國市場 

2016-07-18 http://goo.gl/dd6Bvt 

數字健康醫療科技公司 Endotronix 

獲 3200 萬美元 C 輪融資，降低

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率 

2016-07-15 http://goo.gl/CT6et2 

癌症檢測解決方案供應商 Vigilant 

Biosciences 完成 1050 萬美元 B 

輪融資 

2016-07-13 http://goo.gl/wjFIYq 

互聯網醫療線下入口爭奪戰：騰

訊、阿里、平安已入局，你在哪裡？ 

2016-07-25 http://goo.gl/hCZDFb 

德勤報告：一張圖看懂 2016 年全球

生命科學領域發展趨勢 

2016-07-25 http://goo.gl/3TzA6h 

創業寒冬裡這個領域依舊在走上坡

路｜數字醫療領域資料報告（上） 

2016-07-22 http://goo.gl/z1x2w3 

分析美國模式，探索我國數位醫療

發展前景｜數位醫療領域資料報告

（下） 

2016-07-23 http://goo.gl/PV1w9T 

IBM Watson 將“狙擊”癌症、糖尿

病、眼疾、腦疾及心臟病等重大疾

病 

2016-07-20 http://goo.gl/Wl3KS6 

2016 上半年 FDA 批准多款“首

個”數位健康產品 

2016-07-17 http://goo.gl/blRBQH 

盤點：10 家可能改變未來醫療的互

聯網創業公司 

2016-07-15 http://goo.gl/gBYFHP 

除了AlphaGo之外，谷歌DeepMind

又利用 AI 攻克眼疾 

2016-07-10 http://goo.gl/ukmuUf 

阿里健康宣佈 1680 萬元收購廣州

五千年醫藥連鎖有限公司 

2016-07-07 http://goo.gl/qGP56w 

9 種職業可能被醫療機器人替代！ 2016-05-27 http://goo.gl/IzNfb9 

微醫“中國式 ACO”新戰績：坐擁

320 萬健康險用戶 

2016-07-14 http://goo.gl/lg9HQ0 

平安“萬家診所”正式亮相，醫療

O2O 模式漸成型 

2016-07-08 http://goo.gl/2Deh0B 

醫療大資料正式納入國家戰略！

（附國務院辦公廳發佈全文） 

2016-06-21 http://goo.gl/gCWUoN 

互聯網醫療線下入口爭奪戰：騰

訊、阿里、平安已入局，你在哪裡？ 

2016-07-25 http://goo.gl/hCZDFb 

德勤報告：一張圖看懂 2016 年全球

生命科學領域發展趨勢 

2016-07-25 http://goo.gl/3TzA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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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眾募資 

忘記視頻建立你的電子郵件名單 2016-07-08 http://bit.ly/29ZNrPh 

找到群眾募資利基並且聚焦於文化

差異 2016-07-06 http://bit.ly/29ZNECj 

2016 上半年度台灣群眾集資專案

人氣排行榜 2016-07-14 http://bit.ly/2a75cLw 

募資七天破百萬，怎麼做的? 2016-07-17 http://bit.ly/2ak52U4 

善用這些工具，集資百萬美金非難

事 2016-07-07 http://bit.ly/2a74H3X 

Kickstarter，群眾集資平臺？商品預

購平臺？ 2016-07-02 http://bit.ly/2ak57ar 

貼兩塊平板在玻璃上安靜整個屋

子，微聲科技推出 Whisper 室內靜

音降噪設備 2016-07-18 http://bit.ly/2a74D4w 

因一款即開即熱的熱水器， ISI 

Technology 獲500萬美金A輪融資 2016-07-15 http://bit.ly/2ak4OMG 

資本寒冬又來了？十位投資人說出

了他們的理解與選擇 2016-07-18 http://bit.ly/2ak5rpC 

英國眾籌網站 Crowdcube 計畫融

資 500 萬英鎊，要在自家網站眾籌 2016-07-06 http://bit.ly/29ZNWsN 

比特幣想要成為貨幣，需要跨過哪

些坎？ 2016-07-18 http://bit.ly/2a751Qx 

與微軟合作，Onchain 想通過小蟻

和區塊鏈技術服務，説明區塊鏈在

企業落地 2016-07-19 http://bit.ly/2a74Xjx 

影創發佈多款 AR、VR 產品，699

元創造 AR 眼鏡價格新低 2016-07-07 http://bit.ly/29ZNuuF 

1 次給 1000 人發名片，快搖名片想

用 iBeacon 改變近距離陌生人社交 2016-07-16 http://bit.ly/2ak6hCu 

瑞典遊戲公司 Paradox Interactive

在股權眾籌平臺 Pepins上募集資金

超過 1180 萬美元 2016-07-02 http://bit.ly/2a75stR 

除了智慧自行車，Brooklyness 又研

發了一款智慧頭盔解決用戶安全問

題 2016-07-07 http://bit.ly/29ZNBX1 

英國支付服務提供者  Revolut 獲

1000 萬美元 A 輪融資，讓轉帳更便

捷 2016-07-12 http://bit.ly/2a74DkN 

“一桌好菜”打造一款不會產生油煙

的烹飪產品，這是要革油煙機們的

命？ 2016-07-13 http://bit.ly/29ZNjPU 

Update：把栽培綠植的樂趣搬進城 2016-07-07 http://bit.ly/2ak5m5m 

http://bit.ly/29ZNrPh
http://bit.ly/29ZNECj
http://bit.ly/2a75cLw
http://bit.ly/2ak52U4
http://bit.ly/2a74H3X
http://bit.ly/2ak57ar
http://bit.ly/2a74D4w
http://bit.ly/2ak4OMG
http://bit.ly/2ak5rpC
http://bit.ly/29ZNWsN
http://bit.ly/2a751Qx
http://bit.ly/2a74Xjx
http://bit.ly/29ZNuuF
http://bit.ly/2ak6hCu
http://bit.ly/2a75stR
http://bit.ly/29ZNBX1
http://bit.ly/2a74DkN
http://bit.ly/29ZNjPU
http://bit.ly/2ak5m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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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宅耕科技獲新一輪融資 

用石墨烯做智慧服裝，到底是大炮

打蚊子還是另闢蹊徑的輕應用？ 2016-07-12 http://bit.ly/29ZNFpZ 

新加坡網上融資平臺 Capbridge 預

計明(2017)年將帶來首個 IPO 2016-07-18 http://bit.ly/2ak4XQ3 

陸 P2P 網貸惡性平臺 暴增 2016-07-18 http://bit.ly/29ZN6wa 

歌手眾籌 集體獨家贊助 2016-07-19 http://bit.ly/2a75277 

全球最小全景相機 Nico360 網上

集資 2016-07-19 http://bit.ly/2ak5kKG 

吳睿空氣淨化器 眾籌獲 60 萬 2016-07-19 http://goo.gl/uj8u1u 

電子世界爭霸戰 Cyclotron 單車集

資中 2016-07-20 http://bit.ly/29ZNMl6 

Mary Jo White: SEC Staff Continues 

to Closely Monitor Reg CF, Reg A+ 2016-07-20 http://bit.ly/2a74QVk 

A Case of Regulatory Evolution: A 

Review of the UK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s Approach to 

Crowdfunding 2016-07-17 http://bit.ly/2a74pu0 

英眾籌平臺 Crowdcube 擬發史上最

大規模融資 2016-07-20 http://goo.gl/Hw7TKh 

這兩家英國眾籌平臺可否破解國內

同行的困境？ 2016-07-11 http://goo.gl/NW0mmk 

英國最大股權眾籌平臺 Crowdcube

在自家網站上發起集資 2016-07-12 http://goo.gl/QV0g5a 

（三）股權投資 

企業上半年募資，較去年同期腰斬 2016-07-27 http://goo.gl/ed46F8 

Verizon 收購 Yahoo 營運業務 2016-07-25 http://goo.gl/GGKzmP 

設 20 億投資基金 阿里加碼影業布

局 

2016-07-27 http://goo.gl/84P0ZZ 

非科技公司收購 10 億美元新創企

業的情況將比科技公司更為普遍 

2016-07-26 https://goo.gl/ZatbPl 

從演算交易到個人財富機器人：AI

引進金融科技 

2016-07-25 https://goo.gl/agDKcZ 

First Round Capital Teardown 2016-07-27 https://goo.gl/Yghjl6 

矽谷獨角獸屍橫遍野，緊張的 VC

們奮力保護「將死」獨角獸 

2016-05-18 https://goo.gl/ErDyQG 

復星醫藥擬12.6億美元收購印度藥

企 Gland Pharma 約 86.08%的股權 

2016-07-29 http://goo.gl/97Dyoh 

基因編輯公司CRISPR獲3800萬美

元融資，巴菲特收購保險龍頭企業 

2016-07-29 http://goo.gl/QYtK9o 

醫健界企業風投角色日趨重要，他

們最看好新興技術 

2016-07-21 http://goo.gl/pHBqVI 

盤點：46 家數位醫療公司 2016 年 2016-07-20 http://goo.gl/UMbU7E 

http://bit.ly/29ZNFpZ
http://bit.ly/2ak4XQ3
http://bit.ly/29ZN6wa
http://bit.ly/2a75277
http://bit.ly/2ak5kKG
http://goo.gl/uj8u1u
http://bit.ly/29ZNMl6
http://bit.ly/2a74QVk
http://bit.ly/2a74pu0
http://goo.gl/Hw7TKh
http://goo.gl/NW0mmk
http://goo.gl/QV0g5a
http://goo.gl/ed46F8
http://goo.gl/GGKz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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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融資情報 

2016Q2 海外加速器青睞的那些數

字健康專案 

2016-07-19 http://goo.gl/czfjux 

Teladoc 1.25 億美元收購健康管理

公司 HealthiestYou 

2016-07-06 http://goo.gl/o5LuHR 

資本寒冬下，互聯網醫療公司如何

保持生命力？ 

2016-07-06 http://goo.gl/Ez3nPd 

進軍協力廠商支付，威盛子公司砸 

7 億買下藍新近 59% 股權 

2016-07-18 http://goo.gl/kuloRR 

2016 年上半年盤點：10 億美金融資

事件 7 起，35 家獨角獸間的風口之

戰 

2016-07-07  http://goo.gl/yIjkpC 

Line 發行價確定 成今年以來最大

科技 IPO 

2016-07-11  http://goo.gl/ADhzIN 

趣分期已獲 7 輪融資，最新一輪

Pre-IPO 融資 30 億人民幣 

2016-07-08 http://goo.gl/1cMMav 

資本寒冬當下，這些公司和機構卻

加緊佈局投資基金 

2016-07-15 http://goo.gl/3kkFok 

新加坡淡馬錫控股集團投資組合重

組，並以電信、媒體與科技領域為

投資比例最大領域 

2016-07-15 http://goo.gl/f3Fupx 

（四）產經政策 

因應尼伯特颱風來襲之金融協助措

施 

2016-07-07 http://goo.gl/1xZsNy 

金管會發布「金融機構辦理受災居

民債務展延利息補貼辦法」 

2016-07-05 http://goo.gl/KpDMbk 

跨境電商普及 我規劃通關制度 2016-07-18 http://goo.gl/vrUiEQ 

  

http://goo.gl/1xZsNy
http://goo.gl/KpDM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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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中小企業價值創新應用計畫」之系列活動介紹 

 系列活動 1：領航講座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創業 X 募資 X 新視野 

2016 年 4 月 7 日 逢甲大學 (已辦理)  

2016 年 4 月 8 日 南臺科技大學 (已辦理) 

2016 年 5 月 12 日/17 日 亞洲大學 (已辦理) 

2016 年 5 月 26 日溼地 Venue (已辦理) 

2016年6月3日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研究大樓4002室(已

辦理)  

2016 年 8 月 12 日 台灣經濟研究院 (報名截止) 

 系列活動 2：媒合會暨投資人交流會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春季媒合會 

2016 年 4 月 21 日 (四) 13:3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阿基米德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已辦理) 

第一場投資人論壇～

ICT 領域下一個投資

風口  

2016 年 6 月 24 日(五) 9:30-13:30  

溼地 Venue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07 巷 10 號) (已

辦理) 

 

夏季媒合交流會  

2016 年 6 月 24 日(五) 13:30-17:00 

溼地 Venue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07 巷 10 號) (已

辦理) 

 

秋季投資媒合會 

(開放報名中!) 

2016 年 9 月 29 日(四) 13:3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阿基米德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07 巷 10 號) 

報名網址：http://goo.gl/g95Tmo  

投資人論壇暨冬季媒

合交流會 

2016 年 11 月 4 日 (五) 9:00-17:00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阿基米德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http://goo.gl/g95T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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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活動 3：國際天使投資論壇暨新創企業展示會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主論壇： 

Keynote Speech: 天使

攜手、共創價值 

2016 年 9 月 6 日 (上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第一回合名家觀點—

投資對談 

2016 年 9 月 6 日 (上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第二回合名家觀點—

投資對談 

2016 年 9 月 6 日 (下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活動官網：http://www.angelsummit.org.tw/ 

欲報名主論壇請至 http://www.accupass.com/go/2016angelsummit 

Investor Spotlight-璀璨

投資舞台 

2016 年 9 月 7 日 (上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Speed Dating 

(名額有限，熱烈募集

中!) 

2016 年 9 月 7 日 (下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http://www.angelsummit.org.tw/#!blank-6/zcuuu 

請參考網頁，8/10(三)前填寫完基本資料並提供 BP

後，寄給主辦單位報名 

新創企業展示會 

(名額有限，開放報名

中!) 

2016 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7 日中午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報名後須經過審核，報名參展請至 

http://www.accupass.com/go/2016booth 

最新訊息請隨時關注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index.asp 

http://www.accupass.com/go/2016angelsummit
http://www.angelsummit.org.tw/#!blank-6/zcuuu
http://www.accupass.com/go/2016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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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創業資源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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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之創業協助資源一覽表 

在 104 年度已在「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網站中，針對「中央各

部會創業協助資源」、「六都政府創業協助資源」、「大學與民間創業育

成協助資源」、「海外早期資金資訊」等項目，建置將近 500 個來源聯

結與說明。在 105 年度計畫團隊在 7 月新增創業協助資源，包括中央

部會創業協助資源 1 筆、大學與民間創業育成協助資源 6 筆以及海外

加速器 19 筆、金融產業以及硬體加速器 6 筆合計共 25 筆。 

類別/標題 連結 

（一）中央各部會創業協助資源（新增） 

經濟部創業育成與課程-青年創業專案 http://goo.gl/RNVDJ6  

（三）大學與民間創業育成協助資源（新增） 

台灣雲豹育成 http://goo.gl/w88F5P  

暢橘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http://goo.gl/06VVEJ  

耕慧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http://goo.gl/UhxId0  

新竹生醫產業及育成中心 http://goo.gl/YIx3B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中心 

http://goo.gl/lnFmKH  

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http://goo.gl/CttVCp  

  

(四) 國外知名加速器 

新加坡 VentureCraft http://goo.gl/ricG8J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中國深圳） http://goo.gl/272NB0  

美德科技孵化園(桃花源科技創新園石

岩分園) （中國深圳） 
http://goo.gl/74HhyM  

深圳市上沙創新科技園管理有限公司 http://goo.gl/VTHj21  

深圳石岩寶聯低碳科技創新園 http://goo.gl/AaeASV  

柴火創客空間（中國深圳） http://goo.gl/DBPqyl  

深職院創客創業園（中國深圳） http://goo.gl/fbwe6n  

深圳虛擬大學園 http://goo.gl/ZGsG2b  

深圳市互聯網產業園 http://goo.gl/iV9aou  

易一互聯網孵化基地（中國重慶） http://goo.gl/zLMNAD  

中海信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培育基地（中

國深圳） 
http://goo.gl/nrvqVA  

深圳市積體電路設計應用產業園孵化

器 
https://goo.gl/m2pgKy  

清華資訊港孵化器（中國深圳） http://goo.gl/4ScVY6  

深圳新一代互聯網產業園 http://goo.gl/RzBM1C  

深圳市空間資訊技術產業園 http://goo.gl/DjnLGp  

http://goo.gl/RNVDJ6
http://goo.gl/w88F5P
http://goo.gl/06VVEJ
http://goo.gl/UhxId0
http://goo.gl/YIx3B1
http://goo.gl/lnFmKH
http://goo.gl/CttVCp
http://goo.gl/ricG8J
http://goo.gl/272NB0
http://goo.gl/74HhyM
http://goo.gl/VTHj21
http://goo.gl/AaeASV
http://goo.gl/DBPqyl
http://goo.gl/fbwe6n
http://goo.gl/ZGsG2b
http://goo.gl/iV9aou
http://goo.gl/zLMNAD
http://goo.gl/nrvqVA
https://goo.gl/m2pgKy
http://goo.gl/4ScVY6
http://goo.gl/RzBM1C
http://goo.gl/DjnL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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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創業協助資源，請連結「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CoachResourcesList.aspx 

 完整的海外早期資金資訊，請連結「天使與新創資源平台」，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internation_2.aspx 

 

  

深圳市矽谷動力產業園 http://goo.gl/92fFq3  

深圳市北科創業有限公司 http://goo.gl/ga4lhm  

深圳市留學生創業園有限公司 http://goo.gl/U5umf0  

中國科技開發院科技企業孵化器 http://goo.gl/NeDFLA  

北京方富資本 GOG 金融孵化器 http://goo.gl/VNjp7j  

深圳(南山)互聯網金融產業園 http://goo.gl/F3fxjl  

深圳(福田)國際互聯網金融產業園 http://goo.gl/tl0Yh1   

深圳(羅湖)互聯網金融產業園 https://goo.gl/1s10vn  

Lemnos Labs(美國) http://goo.gl/zjixC  

LabIX(美國) http://goo.gl/fPfjAd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CoachResourcesList.aspx
http://angelstartup.tier.org.tw/internation_2.aspx
http://goo.gl/92fFq3
http://goo.gl/ga4lhm
http://goo.gl/U5umf0
http://goo.gl/NeDFLA
http://goo.gl/VNjp7j
http://goo.gl/F3fxjl
http://goo.gl/tl0Yh1
https://goo.gl/1s10vn
http://goo.gl/zjixC
http://goo.gl/fPfj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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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 

總編輯：林建甫 

執行編輯：吳孟道、郭迺鋒、林秀英 

編輯人員：創新創業：徐慶柏、范秉航、楊孟芯 

          群眾募資：張嘉玲、周佳寧 

          股權投資：林秀英 

          產經政策：范秉航、林秀英 

          活動訊息：楊孟芯 

          創業資源補給站：楊孟芯 

聯絡電話：(02)2586-5000#337/#326  編輯小組 

Email：angelandstartup@gmail.com  

 

1. 本月報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編撰發行。 

(本月報係受託機構之觀點，不應引申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意見) 

2. 本月報中動態消息之「巨量資料動態觀測評析」、「重要議題評析」保留所有

權利，欲利用該內容者，須徵求台灣經濟研究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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